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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绿、路共融的夜景照明设计研究
孙姗姗

（江苏馨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水路并行体系是城市结构中的特色廊道。浦乌路珍珠河项目平行于老山和长江之间，是山水之间重要的水绿廊道，

也是塑造城市共融的重要空间。城市更新改造后，重新设计并整合了原有的景观元素，打造成横贯老山脚下的生态之路、

活力之河。夜景照明设计挖掘了一河一路的地域特色，将生态、自然、时间及文化元素进行整合，不仅延续了景观设计水、

绿、路共融的设计愿景，还融合了区域景观定位与市民夜游活动特点，打造出人本、生态、活力的道路河道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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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浦乌路珍珠河全线平行老山，位于沿山大道和江北高

速路之间，是位于山林与江水之间的水廊 + 滨水道路。浦

乌路——珍珠街 - 胡桥路，长 5.1 公里，河道分珍珠河和珠

西河，其中胡桥路 - 浦镇大街长 3.1 公里，周边地块多为待

开发的教育和居住用地。设计载体是一条路和一条河，浦

乌路双向共五条分隔带，珍珠河上跨四座桥梁，两侧绿地

包括绿植、步道、栈桥、广场、廊架等。

2 分析

2.1 定位分析

浦乌路是城市围绕河流发展蓝绿交织的生态之路，珍

珠河是主导城市生态环境清新明亮的活力之河，共同塑造

了城市山水形象山水共融的共享之城。

2.2 道路种植特色分析

中分带分段选用观赏效果突出的特色植物，突出段落

特色，形成有序的变化。侧分带和边分带选用香樟和无患

子贯穿全线，形成统一的基调。[1]

2.3 河道段落分析

河道共分为四段，其中龙华智谷段 820 米为非行船段，

胡桥路 - 广西埂大街共 3.5 公里为行船段，广西埂大街 - 铺

镇大街 400 米也为非行船段。

2.4 河道节点分析

五个码头分别采用林、土、风、山、剑桥等自然元素；

六个景观节点分别由廊架、弧形花池、栈桥、亲水平台等

构成，突出植物和自然的元素；四个大型桥梁：胡桥路桥、

七里桥北路桥、七里河大街桥（老桥）、定山大街桥，结

构特色明显。

3 主题

设计以打造“水、绿、路”共融的生态共享廊道，及

水清路明的活力智慧河水为使命，提出“光影韵律绘夜色 �

水路交融映新区”的设计主题。

营造行走于光影之间，且富有韵律感和节奏的生态廊

道。创新拓展河道和道路复合功能，实现“城市 - 道路 - 河道”

的融合衔接，创造出娱乐休闲的活力空间。以山水为缘，

以光为笔、影为墨，借鉴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理念与手法，

营造如梦如画的夜游画卷；结合多种技术手段，引领游客

在画卷中穿行，打造独一无二的视听体验。

4 策略

4.1 整饬统一，主次分明

图底清晰的灯光脉络，光影律动的视觉画面。道路照

亮中分带特色花树和侧分带香樟，形成明暗有序、节奏韵

律的街道形象，重点表现与河道出入口位置的亮化。水岸

全线步道、平台设置保证功能的照明，勾画出贯穿整条绿

廊的灯光脉络，形成整个绿廊的照明肌理。重点处理广场、

桥梁、驿站、码头等景观节点，形成张弛有度、明暗有序、

色彩层次丰富的空间画面。

4.2 因地制宜，立杆多头灵活运用

一杆多用，利用立杆多头投光方式处理绿植、步道，

杆件杆门上提 3 米，避免汛期淹水。 杆件沿着步道布设，

如遇到亲水步道低于 6.5 米水位线，则杆件上移，采用远距

离投光方式保证步道的功能照明需求。[2]

4.3 凸显特色，节奏韵律

充分考虑各个分隔带的绿化分布特色，有节奏的设置

照明，形成明暗有序、节奏韵律的道路形象。避免出现整

亮、全亮的状态。侧分带香樟，设置以 3500K 光色形成统

一的基调。中分带特色花树，成组设置彩光，营造夜间氛围。

边分带，在与河道出入口位置装饰照明，加强河 - 路的照

明引导。

4.4 明暗有序，营造视觉层次

一级亮度：七里河北路 - 定山大街段，是夜游的重点塑

造段，采用多种照明方式，展现珠西河和珍珠河夜景的魅力，

其中七里河湾处是夜游的重要节点。二级亮度：胡桥路 - 七

里河北路、定山大街 - 广西埂大街，是夜游的缓冲段，适当

补充游线亮度，展现夜景的精致雅致。三级亮度：龙华智谷段、

广西埂大街 - 铺镇大街段以功能照明为主，点缀节点照明。

4.5 强化节点，彰显品质

重点关注段落中的节点空间，结合景观布局，对各类

节点不同定位和属性，施以较多笔墨进行塑造，打造区域

照明的重点，形成舒适简约、有品位的夜景休闲空间。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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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节点，结合桥梁形式，采用不同的照明手法，打造河

道标志节点。6 个广场节点，重点处理沿线广场，适度使用

提升亮度的照明，加强与浦乌路连接处的照明引导。5 个码

头节点，通过照明提升体验感，注重节点的功能属性。

4.6 行进式主题情境夜游路线，赋能夜间经济

贴合河道及周边环境定位，借助河道独居特色的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进行艺术再创作，借助灯光、风、交互、影像、

装置等，遵循科技与自然的结合理念，借景构景、移步换景，

设置一条抽象与具象相融合，展示与体验相结合的水上夜

游路线。创作理念是生态 •自然 •生命。大千世界，万物共生，

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是一场循环往复、永不谢幕的

精彩演出。从自然界提炼多种现象的元素，像光、影、风、

鸟、花等，通过光影的艺术形式，为观者带来沉浸的体验，

从而去探索生命万物的无限可能。

4.7 细分夜游段落，营造具有观赏感的画面

时间元素：四个桥和中间的绿植段落，按照春 - 夏 - 秋 -

冬的时间线行进，选取季相色彩，表现时间元素。自然现

象元素：结合段落码头驿站节点的林、土、山、剑桥的特色，

段落节点提炼自然界的风、飞鸟、动植物、云、水和剑桥

文化等元素，通过光影的艺术形式，体感互通等技术数段，

为游船者带来奇幻的沉浸体验，从而探索思考生命万物的

无限可能。

5 方案

5.1 道路部分

浦乌路选取中分带特殊花树和侧分带的香樟进行照亮。

特色花树以彩色光照亮，凸显道路特色，与河道绿植变化

形成联动，增强路河共融的理念。侧分带香樟组间隔向上

投光，形成明暗有序、富有节奏的街道形象。

5.2 河道部分

5.2.1 春色撩人段，从胡桥路 - 七里河北路

一年之计在于春。夜景照明取义“江南好”，“日出

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希望营造温和明媚的春

日夜景。步道采用立杆投光的方式，杆门上提，避免汛期

淹水，在满足功能照明的基础上，打造有品质的照明环境。

花树选取象征草木生长的蓝绿色，随船行呈现动态变化，

表现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结合段落码头驿站林特色，节点

提炼自然界的风、飞鸟、极光等元素，打造与自然与人交互

的段落夜景。重点处理特色廊架，以灯带勾勒廊架造型，设

置点光源突出结构形式，打造趣味空间，形成高品质的夜间

活动场所。

5.2.2 夏花绚烂段，从七里河北路 - 七里河大街

生如夏花之绚烂，夏花是旺盛生命的象征，生如夏花，

要像夏天盛开的花那样绚烂旺盛，要善待生命、珍惜生命。

花树选取夏花绚烂的玫红色，随着船的行动呈现动态变化，

表现灿烂旺盛的夏日景象。此段落为夜游的重点段落，三

河交汇河湾处安排小型的灯光表演，展现生命如光的设计

主题。结合段落码头驿站土特色，地面投影梯田纹理，增

强节点特色。结合段落码头驿站风特色，建筑以投光为主，

节点提炼自然界的风、飞鸟等元素，设置风动装置风铃，

风吹铃响，增强节点趣味性。三河交汇出的夜游主题定为

河上升明月，所有人都会被月亮吸引。但随着生活节奏变

化越来越快，人们接触到自然和历史的机会越来越少，想

在城市中找寻心灵放松和仰望月夜的空间，也似乎越来越

难。本项目通过灯光语言，抓住“月”这个概念，深化明

月的形态，并通过城市事件和地域文化的宣传，塑造艺术

化的、沉浸式的情景体验空间。

5.2.3 秋云高远段，从七里河大街 - 定山大街

秋日天高气爽。夜景照明取义“草木黄落”。营造高

远宁静的秋日夜景。花树选取象征成熟的暖黄色系，随船

行呈现动态变化，表现秋叶广阔灿烂的美景。结合秋云高

远的段落主题，提炼自然界的云、星等元素，打造如梦似

幻的星云场景。结合段落码头驿站山的特色，建筑以暖白

光为主，表现山的厚重。平台投影山水画，表现码头特色。

弧形小径设置发光石头，打造星光之路。花池中设置星云

装置，增强夜游体验。节点的大树设置装饰照明，兼顾地

面投影。水边部分设置蒲公英灯，营造氛围，以等待勾勒

廊架结构，形成趣味空间。

5.2.4 冬夜漫游段，从定山大街 - 广西埂大街

冬日清冷幽静。夜景照明取义“冬雪满江”。营造清

冷的冬夜景象。亲水广场，设置光在脚下的台阶照明，为

夜间出行提供安全感。地面投影互动投影，增强广场节点

的趣味性和活力。码头驿站照明以暖白光为主，展现建筑

的轻巧和灵动。屋顶投影剑桥图案，凸显节点特色。

5.3 桥梁部分

四座桥梁按照春 - 夏 - 秋 - 冬的时间线行进，选取季

相色彩，表现时间元素。几座桥梁设置一桥一主题色，结

合夜游，通过联动的方式和创意演绎手法，设置“桥梁点

灯时刻”，丰富夜景体验。照明方式刻画桥梁特色，打造

河道标志节点。[3]

6 总结

城市围绕道路和河流发展，道路河流主导城市生态环

境。浦乌路珍珠河的景观设计突出河道、道路及城市的融

为一体，夜景照明设计以打造“水、绿、路”共融的生态

共享廊道、水清路明的活力智慧河水为目标，以“光影韵

律绘夜色，水路交融映新区”为设计主题，充分挖掘地域

自然文化元素的融合，提出在光色、亮度及照明方式的选

择上，适应主题营造和市民夜游活动特点，创新拓展河道

和道路复合功能，实现“城市 - 道路 - 河道”的融合衔接，

创造出娱乐休闲的活力空间结合多种技术手段，引领游客

在画卷中穿行，打造独一无二的视听体验。以打造“水、绿、

路”共融的生态共享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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