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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建设及规划设计研究
———以桂林市草坪绿道为例
王 敏（桂林市园林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广西 桂林 541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活动已经侵占了大量的自然空间，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本文旨在以桂林市草坪绿道为例，进一步

探讨绿道建设的技术与方法，并逐步引导人们走低碳生活道路，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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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绿道可将自然景观与人为环境连接起来， 是一种多功能

绿色廊道，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也能为人们提供休闲娱

乐、旅游观光的场地。 绿道对保护与优化城市的生态、引导特

色小镇的建立、 改变人们生活状态和缓解交通压力具有重要

意义。 结合城市环境本身和公众对绿道的诉求，桂林市在雁山

区草坪乡建设了桂林市第一条生态绿道。 草坪绿道以“江、山、
田、洲”为自然特色，以“历史、文化、民俗、生态”为传统底蕴，
已建设成为桂林市第一个“绿道体验带”，第一个“自行车临江

自然生态游线”。

1 绿道概述
绿道是指沿着溪谷、河滨、风景道路等建立的人工廊道，

将城市居住区与主要的公园、 自然景区、 人工景区连接在一

起，绿道将生态、娱乐、人文等功能集于一体，是可供行人和骑

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线路。 绿道包括配套设施系统和绿廊系

统两大方面，（如表 1 所示）配套设施系统包括慢行系统、服务

设施和标识设施。 绿廊系统内容包括绿化保护带与隔离带。

2 绿道建设及规划设计原则
2.1“合理保护，有效开发”原则

在绿道建设规划中应充分结合当地水文、地理等特征，结

合实际对自然环境展开保护并适当开发， 避免因经济利益等

因素出现过度开发， 绿道的建设应该为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和修复提供环境。
2.2 安全性原则

在绿道建设规划中必须坚持安全原则， 不断完善城镇绿

廊中的标识系统，设置各种安全设施、应急救助设施以及安全

防护设施， 当游客出现安全事故之后能够第一时间采取紧急

救助机制等措施来充分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 使游客能够放

心安全的在绿道中观光游玩。
2.3 连通性原则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来保证绿道的连通性， 充分

利用现有的自然廊道，将绿道与城市通道连接起来，为市民提

供进入自然廊道的通道。 另外应保证绿道慢行系统符合人们

的使用需求，充分发挥其连接自然、历史与人文的作用，提高

绿道的整体效益。
2.4 农民增收原则

当地居民是绿道建设的主体，当地居民参与经营管理，得

到利益，才能根除居民、发展商、游客的潜在冲突，消除绿道发

展的潜在阻碍。 因此，绿道建设必须能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提

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即“开发一个项目、带活一地经济、造

福一方百姓”。

3 绿道网规划建设-以桂林绿道网规划为例
3.1 资源分析

草坪绿道位于桂林市雁山区草坪乡境内漓江东岸， 位于

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内，距市区 35km。 草坪民族乡风光

旖旎，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青罗带上的一颗明珠”，周边有

国家 4A 级景区冠岩旅游景区、潜经回族宗祠、神龙谷天坛休

闲园、 潜经古东垌千亩农业观光和草坪休闲旅游小镇等旅游

项目。
3.2 绿道空间布局结构

绿道空间布局结构应该结合当地自然、人文等因素，将多

种景观要素结合在一起，做好统一规划。 基于草坪乡自然生态

格局和历史人文脉络， 草坪绿道慢行系统主要沿漓江沿岸带

状布置，通过不同类型的道路将沿途各村落、景点、绿色斑块

进行串联。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形成“一带两洲五村多景点”的

绿道结构。
3.3 慢行系统建设
3.3.1 道路打造

规划绿道交通方式以徒步和自行车为主， 绿道主线应人

车分离，将自行车道与行人道 区分开，保 证 行 人 安 全，如 图 1
为自行车与行人分离车道，不能分离的路段可结合使用，可通

过道路铺装和标识进行区分， 以下为自行车车道与步行道具

体建设要求。
绿道主线自行车道部分车道普适性较强， 无论是崎岖的

山道还是平坦的路面都根据需求不同而不同。 一般而言路面

宽度为 1.5~3m，路面横坡坡度<4%，路面纵坡坡度：3~8%（上

限值可以扩大）。 绿道步行道使用者包括了散步者、运动爱好

者、郊游者、慢跑者和某些坐轮椅者，因此在 慢速的交通要求

面前，还需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无障碍设施的考虑显得尤为重

系统 要素 备注

慢行系统

自行车道 应根据当地区民习惯与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慢行系统，绿道一般都

具备自行车道与步行道
步行道

综合慢车道

标识系统

指示标识

信息标识

规章标识

服务系统

商业服务设施 餐饮休憩地点

管理设施 游客服务中心

安全服务设施 医疗急救点、消防安全点

绿廊系统
绿化隔离带

绿化保护带

交通衔接系统
停车设施 停车场、公交站点等

衔接设施 桥梁、码头

表 1 绿道构成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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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当路面宽度为 1.5~3m 时，路面横坡坡度应为 2%（残疾人

通道坡度<2%），路面纵坡坡度为 2%（残疾人通道坡度<2%）。

3.3.2 景观打造

绿道景观打造应对原有自然景观特色进行提炼整合，做

到主次分明、各有特色。 可将绿道分为一般路段与重点路段，
以下以草坪绿道重点道路中的两段路线为例， 详细介绍如何

在绿道中打造合适的景观。
（1）碧岩阁一潜经村：“碧竹叠翠”段东起碧岩阁西至潜经

村，该段绿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利 用原有乡道，可以通行车

辆， 一部分开辟沿江竹林小道， 作为主要的徒步及自行车游

线。 利用其原有沿江竹林，两侧以竹林景观为主，绿道在竹林

与江边穿梭，林间碧竹叠翠、绿意盎然，外侧紧邻漓江，可饱览

漓江沿岸山水画卷。
（2）渡船头一上南亭：“南亭烟雨”段东起渡船头西至上南

亭，该段绿道途经银子岩山，因此考虑整个绿道采用明村水边

栈道和银子岩山登山道的形式来设置， 栈道和银子岩山登山

道的设计充分考虑到漓江游船和原有上南亭洲的观赏， 把漓

江洲岛的美丽景色展现出来。
3.3.3 铺装材料

慢行道铺装材料：①要保证能与绿道及周围环境相协调，
并代表当地特色。②考虑材料表面是否坚固安全，能满足不同

类型目标游客。③在满足使用强度的基础上，鼓励采用环保生

态本地自然材料铺装。 但应注重材料表面纹理的安全性及舒

适性，如青石板禁止采用光面或机切面，防止路面湿滑；自行

车道禁止采用蘑菇面石材或大面积河卵石铺装， 避免道路过

于粗糙骑行不畅。④要考虑预期寿命、后期维护和使用者的满

意度。
草坪绿道中自行车道面层采用彩色沥青，保证舒适美观，

垫层充分考虑漓江边沙质土壤淹水和沉降需求。 人行道根据

不同路段特色采用小青砖、青石嵌草、木栈道等形式，优 先利

用本地老旧材料，如木栈道采用火车道废弃枕木，卵石利用江

边河滩卵石，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体现乡土特色的同时时刻

倡导生态环保。
3.4 标识系统建设

绿道标识系统包括：信息标志、指示标志、规章标志、警示

标志、安全标志和教育标志六大类。 信息标志用于标明游客在

区域绿道中的位置，并提供游览线路及时间等信息。 指示标志

用于标明游览方向和线路的信息。 规章标志用于标明绿道法

律、法规方面的信息以及政府有关绿道的政策。 警示标志用于

标明可能存在的危险及其程度， 且至少要在危险路段前 80~
100m 处设置。 教育标志（如图 2）可以为普通公众，特别是青

少年来普及相关的地理知识，增加教育意义，应将其设置于驿

站或重点历史文化景观点附近。 草坪标识系统最大特色为采

用本地卵石为载体，以石刻文字、图案的形式搭配成景，突出

古朴、生态的绿道特色，与漓江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3.5 服务系统建设

驿站是绿道使用者途中休憩、交通换乘的场所，为绿道配

套设施的集中设置区。 根据规模大小及用途可将驿站分为一、

二、三级。
一级驿站应是集休闲、餐饮、服务、货运、车辆管理为一体

的大型综合体。 主要包括绿道管理及游客服务中心、公共停车

场及自行车停车场、自行车租赁与维修点、餐饮（售货）点、医

疗点、厕所、淋浴室、健身场地、治安报警点、消防点、信息咨询

亭、治安视频监控系统、WIFI、土特产销售店、露营基地等。
二级驿站应具有完备的绿道管理配套设施与少量的零售

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自行车租赁点、自行车停车场与维修点、
小卖部、消防等。 具备避雨、休憩等基本功能。

三级驿站提供绿道沿线自驾骑游点以及可供暂驻足和休

息的空地，主要包括亭廊、自行车停车位、坐凳、垃圾箱、标识

标牌、厕所等设施。

4 绿道后期管理维护
在国内外众多绿道中， 绿道后期管理维护普遍欠佳。 因

此， 在今后的绿道规划和建设中首先应当在规划设计阶段利

用和恢复原生植被和生态环境， 尽量选用经久耐用无需过多

维护的道路建设和景观设施材料。 其次，绿道建设与维护单位

应该强化责任意识，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岗位责任制。 绿道

基础设施要由管理部门派专人定期检查维护， 保证绿道及其

控制区内的配套设施无破损并能正常使用。 针对绿道中的驿

站或节点的精品植物群落要定期做好修剪、灌溉施肥、除杂补

植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5 结束语
节能低碳的环保生活是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绿道的建设

需要所有相关部门的一致努力。 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合

适并且有特色的绿道线路， 建设符合当地地域特色的配套设

施，从生态景观、大众心理等方面出发，在当代互联网信息化

愈发普及的新形势下，打造景观、人文、生态、科普教育有效结

合的智慧型绿道，把节能减排贯穿到每一个工作细节中，努力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创造绿色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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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草坪绿道自行车与行人分离车道

图 2 草坪绿道教育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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