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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速公路沿线的加水站, 以高速公路为中心轴线, 布置在公路一侧或两旁, 高速公路沿线
附属设施既是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服务窗口, 也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保龙高速公路
加水站的景观设计反映了云南本地特色, 与云南的乡土文化和地域特点相符合. 保龙高速公路沿
线加水站通过建筑设计、
植物选择、
特色景观设计探索了民族元素在景观设计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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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w ater sta tio ns collocate a long the expressw ay, w ith th e w ay as th e center ax is. T he attached facili
t ies are not only a serv ice but a lso an im portant part o f the expressw ay. T he landscape design o f B aoshan- L on
gling expressw ay in Yunnan em bod ies Yunnan feature, lo cal culture as we ll as reg iona l characterist ic s. W hat s
m ore, the desig n of this expressw ay explores the value of national elem ent v ia constructio n desig n, plants se lec
t io n and characterist ic landscape desi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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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在景观设计领域, 由于国外各种新思潮的涌入和渗透, 动摇了我们固有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使景观设
计越来越远离地方特色和本土文化. 因此, 如何认识景观设计与本土环境的关系, 使高速公路景观体现地
方特色, 彰显本土文化是设计师们在借鉴外国加水站的 国际设计风格 !之后, 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以保山 ( 大官市 ) ∀ ∀ ∀ 龙陵 ( 龙山卡 )高速公路加水站为例, 加水站的景观设计要体现出云南特有的环
境资源和乡土特色, 而且, 在设计中要体现出一定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 使加水站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
体, 以便更好地向外界宣传云南.

1 保龙高速公路加水站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云南省保山至龙陵高速公路, 其里程全长 76 34 km. 保山 ( 大官市 ) ∀ ∀ ∀ 龙陵 ( 龙山卡 ) 高速公路位于
云南省西部保山市境内, 是国道主干线 ( GZ65) 上海 ∀ ∀ ∀ 瑞丽公路云南境内的一段, 是国家 五纵七横 !的
重点项目, 是我云南滇西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保龙高速公路向东连接在大理保山高速公路, 向西连接已经
建成的龙陵 ( 龙山卡 ) 至芒市瑞丽二级公路. 它联通云南省的昆明、楚雄、大理、保山、
德宏、
丽江、
临沧、
怒
2
江、
迪庆等 9个地、
州、
市, 52个县市, 辐射面积达 20多万 km 见图 1, 人口 1 660多万人. 保龙高速公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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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以东, 穿越高黎贡山和小黑山, 地势西
高东低, 最高海拔 2 051m, 最低海拔 700 m. 由于该路段坡度大、坡
道长, 而且大型车辆较多, 所以加水站的景观设计在满足实用功能
的同时要表现出云南特有的地域和人文特点.
相对平原而言, 云南地形、
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复杂, 受生态
[ 1]
环境制约较大, 限制条件与影响因素众多 . 但是正因如此, 保山
( 大官市 ) ∀ 龙陵 ( 龙山卡 ) 高速公路加水站可以利用自然资源, 使
加水站与树木和地形形成高低错落的景观.

2 云南高速公路加水站的景观特色
2 1 加水站建筑中体现的民族元素
加水站作为高速公路上的重要的设施见图 2, 位置特殊, 它的
形象直接影响外界对云南的第一印象. 加水站建筑是景观中的建
筑, 与景观融为一体, 建筑是加水站景观中的主体, 建筑在有地方
特色的同时, 不能照抄照搬地方建筑, 在建筑界里批判复古主义大
概有 3次: 第 1次是 20世纪 50年代以拆掉北京城墙和西单牌楼而
告终, 所幸在远离北京数百公里的山西平遥又找到了没有拆掉的城墙; 第 2次在 1956年, 批判西郊苏联专
[ 2]
家招待所等大屋顶的反浪费运动; 第 3次则是 1996年关于 夺回 !、 风貌 !的风波 . 所以在建筑设计要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同时, 尽量避免再修那些 傣族竹楼 !. 有位大师曾经说过 环境告诉建筑师应如何
去做 !. 加水站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环境, 地域特色应该给它留下浓重的一笔. 它在完成实际功
能的同时, 本身也应该是云南文化的载体.
在保龙高速公路上的对建筑的观赏者多处于高速
行驶状态, 在这一状态下景观主体 ( 人 ) 对景观客体 ( 道
路与沿线景物景色 ) 的 认识只能是整体概貌与 轮廓特
征. 因此, 在控制好道路与周围背景的第 1决定因素后.
就道路本身而言, 应力求做到道路线形、
边坡、分车带、
绿化等软、
硬质景观具有连续性、
平滑性、自然性, 与环
境景观要素兼容、
协调. 沿途点式加水站的形象设计必
须相应地实现创新和优化, 以适应高速公路这一特殊场
所的需要. 加水站的建筑是体现现代经营形象和服务环
境的重要硬件, 是塑造加水站形象的手段, 因此在加水
站的建筑装潢上, 形式要统一, 加水站的建筑要突出、醒
目、
有民族特色, 布局上要合理, 使用上要舒适、
实用, 建
筑装潢费用支出上不能过高, 功能上周到、
齐全, 使加水站体现出 以人为本 !的原则.
加水站的建筑设计应注意上繁下简、
注重实用功能, 适当的增加民族元素, 像傣族的寺庙屋顶, 大理白族
民居的彩绘, 丽江民居中的拼花地坪等, 在方案主题确定的同时, 提出设计草图, 图 3设计上希望建筑在阳光
下随着曲折变化的屋顶增加建筑的体积感和装饰效果, 屋顶的形式从远处看很像傣族寺庙, 但是屋顶是经过
提炼和修饰的没有了寺庙建筑的宗教符号. 柱子材料选用云南当地盛产的木材, 色彩和质感完美的结合. 出
于安全要求的考虑承重柱子较普通建筑粗, 柱子
上装饰有民族彩绘, 粗犷中见精细, 整个建筑看上
去朴实大方无复旧的感觉, 而是利用民族元素的
重组体现一种现代文化环境下对民族建筑形式的
在思考, 是一种对民族元素应用的尝试.
2 2 加水站景观体现出的云南地域特点
高速公路加水站是高速公路不可缺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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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施, 高速公路具有行车速度快、通行能力大、高
效、
舒适的优势. 但另一方面, 高速公路是一个相对封
闭的环境, 很大程度上阻隔了车辆与外界的联系. 司
乘人员在旅途中入厕, 行车加水等都不便在高速公路
之外进行, 必须借助于高速公路的加水站或服务区来
[ 3]
实现 .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高速公路建设中对
景观问题考虑较少, 基本上是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对
环境的破坏较为严重. 公路设计中注重路线平纵指
标, 忽视与周围地貌的融合; 偏重乘坐安全而忽视乘
客的视觉享受. 加水站作为高速公路景观的一部分,
应该与周围构成流畅、
安全、
舒适、
优美的道路景观环
境, 加水站的设计要充分利用周边的自然资源, 使司
乘人员一进入云南就能感受到云南加水站的特色. 乡
土植物的选择和应用很大程度的反映了云南地域特点, 保龙高速公路起于保山大官市, 止于龙陵县龙陵卡附
近, 全长约 78 km, 全线按 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 全线共穿越大小断层 30余条, 穿过滑坡 17处, 地形复杂,
植被种类众多见图 4, 公路沿线人工种植的绿化树种主要有喜树、
铁刀木、
凤凰木、
银合欢等, 自然分布的灌木
种类有坡柳、
余甘子、
美脉枣、
绒毛算盘珠、
蔓荆树、
光素馨、小叶六道木、
云南黄杞、
悬钩子、
绒毛山蚂蝗、
牌钱
树等, 在灌木类中坡柳的蕴藏量最大, 在加水站周围要选择本土植物, 科学和实践证明, 利用乡土植物是体现
[ 4]
云南特色最科学、
最基本、
最有效的方式 .
加水站周围的植物, 是加水站的特色景观, 为加水站提供了良好的视野, 在加水站周边点缀的植物应
该选择花期长、
色彩鲜艳、花冠大的植物, 在加水站周围种植植物有利于缓解长时间行车造成的视觉疲劳,
使司乘人员可以在加水之余, 放松心情.
为了增加加水站景观的观赏性, 体现云南地域特色保龙高速公路加水站周围选择的植物品种是四季
交替开花的, 春天加水站开花的植物主要有木棉, 木棉主要在 2~ 3月间开花, 先花后叶, 花成红色杯形, 树
形优美. 夏天开花的主要有大乌泡和银合欢, 大乌泡是常绿灌木, 花白色, 花期 4~ 5月, 银合欢花冠连合至
中部以上, 花丝白色在 6~ 7月开花, 而铁刀木, 花期在 5~ 7月, 花成伞状, 花瓣是黄色. 秋天开花的有美人
蕉和五色梅, 美人蕉花期在 5~ 11月, 在老的保山到龙陵的高速公路周围经常能见到美人蕉, 五色梅又叫
马樱丹、
臭草, 为马鞭草科直立或半蔓性灌木. 花期 5~ 10月, 花色多变, 初开时为黄色或粉红色, 继而变为
桔黄或桔红色, 最后呈红色. 冬天开花的有肖黄芦和叶子花, 叶子花花期长, 在保龙高速公路路段, 花期可
长达 8个月见图 5.

加水站的位置设置是由长下坡的位置决定的, 加水站的平面布置形式是由其基本的组成要素如: 停车
场、
卫生间等布置的位置而确定的. 加水站的形式应根据地形和环境以及它们与主线的关系, 布置在高速
公路的一侧或两旁, 保龙高速公路一般以一侧设置的居多. 高速公路加水站的规划设计, 考虑为大型车辆
加水便利的同时, 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综合考虑沿线的坡度, 坡长等因素、交通量及交通性质、
选择合适
位置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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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站可以利用树木花卉和地形的高低错落, 营造出宜人的景观, 使加水站和周围的山体之间形成相
互呼应的景观, 营造出宜人的氛围. 保龙高速公路因为道路崎岖、
长下坡路段建设加水站所需要的经费较
大所以选择在长下坡前端或后端较平的地段建设加水站.
2 3 加水站设施设计中体现的民族符号
[ 5]

高速公路加水站拓宽了高速公路的服务功能,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 司乘人员, 经过长时间的行
车, 必然疲惫、
劳累. 高速公路加水站, 为司乘人员提供了便利, 为车辆加水提供了捷径. 为高速行车提供保
障条件和物质供应服务. 加水站景观设施一般包括花坛、标志、
垃圾桶、座椅、
卫生间、饮水器等见图 6. 就
目前普通高速公路来看, 加水站的设施都过于简陋, 对加水站的景观设施设计并无明确的标准和要求, 这
些人性化的设施, 尺度虽然不大, 却是高速公路加水站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加水站与公路的纽带, 是高
速公路在环境中的延续, 是人工环境向自然环境过渡的载体, 是体现空间品质的要素, 是高速公路中最具
[ 6]
人性化、
人情化表现力的设施 . 在布置保龙高速公路加水站的景观设施时应从整体出发, 兼顾局部. 不
仅在功能上要合宜互补, 形式风格上也要统一. 注意统一而非单一, 保龙高速公路因为全线长. 地处横断山
脉峡谷区. 全线地势险峻, 地形复杂, 山川并列, 所以加水站数目多, 在加水站景观设施的设计上要注重整
体的协调. 保龙高速公路加水站的景观设施设计, 抓住了云南民族众多的特点. 景观设施在满足功能的前
提下要做到独具匠心. 利用云南丰富的木材, 精巧别致的民族造型, 独树一帜的地区风格, 恰到好处的提炼
和深化, 体现云南深厚的文化内涵, 浓郁的地域特色, 这样的加水站景观是独特的, 是地区文化的体现.
加水站标志设计主要以完全不熟悉
公路及其沿线路网关系的司机为使用对
象, 因此要对公路上各加水站的预告标志
及站区标志进行统一设计, 使其能够充分
发挥保障 安全、提高 道路服 务水平 的作
用. 同时突出加水站加水的服务功能. 加
水站的标志设计是高速公路交通信息的
具体反映, 在版面设计中, 要充分分析保
龙高速公路的具体地段具体线形特征和
交通组成, 结合保龙高速公路使用者的行
动特点, 增加加水站标志的可识别性、
醒目性、统一性、
民族性、
合理进行版面设计. 保龙高速公路加水站的
标志设计应以民族元素为基础, 同时标志应醒目、
美观, 并且标志应具有夜间反光的性能. 加水站的交通标
志设计应根据 GB 5768- 199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JT /T 279- 1995#公路交通标志板技术条件 ∃的要
求并结合国内已经通车的高速公路加水站标志的使用效果进行设计. 因为保龙高速公路连接, 保山 ( 大官
市 ) - 龙陵 ( 龙山卡 ), 是上海 - 瑞丽公路云南境内的一段, 是连接重要历史、文化、旅游城市的高速公路,
所以标志版面内容应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对应标识, 中文在上, 英文在下. 汉字可以根据道路的等级、
计算
行车速度和标志重要程度分别采用 60 cm、40 cm、30 cm 的字高, 英文字高为汉字字高的一半, 阿拉伯数字
与汉字等高. 加水站标志设计一定要清晰、
醒目.

3 结束语
当今社会, 经济高度发展, 高速公路作为现代交通的骄子, 不仅仅是速度和效率的代表, 而且已成为综合
国力的象征, 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高速公路犹如一条大动脉, 承载着人流、
物流和信息
流. 车辆驶入高速公路后, 除在互通式立交处允许上下外, 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离的. 高速公路加水站作为整个
[ 7]
高速公路运营系统的重要组成, 可以为车辆提供服务, 对减少交通事故, 具有重要意义 . 保龙高速公路水站
作为连接保山到龙陵的重要的设施, 地位如此特殊, 它的景观设计成败关系到外界对云南的印象. 云南传统
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源泉, 在景观设计中, 我们应该倡导景观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追根
寻源, 把握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融入到现代景观设计中来, 使云南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设计中得以延伸发展.
(下转第 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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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以看出,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 此领域实施 CDM 项目最具有可行性, 其次是钢铁冶炼工业、
小水电、
水泥工业, 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和风力发电. 小水电 CDM 项目权重值最高说明成功的可能性较
高, 相反火电项目具有节能潜力, 但实施 CDM 项目的可行性差.

4结 论
有以上 2部分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CDM 国际合作机制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 CDM 项目的实施已经形成一种规模化发展趋势.
2) 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领域 CDM 潜力巨大, 小水电 CDM 项目已经成为我国的首选项目, 节能技术
在工业领域内普及, 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得到高度重视.
3) 从可行性上来讲, 煤层气开发利用最具有可行性, 其次是钢铁冶炼工业、
小水电、水泥工业, 垃圾填
埋气回收利用和风力发电. 小水电 CDM 项目开发成功的可能性 较高, 火电项 目具有节能潜 力, 但实施
CDM 项目的可行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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