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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编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于城市形象的建设和

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 年中央城市会议强调要建设和

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西安市也在 2019 年承办全运会时

提出要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西咸新区积极落实国家和市

里的要求，于 2020 年开始统筹推进新区城市面貌大改观，在全区开

展城市管理领域“一建立五整治四提升”十项专项行动，规范户外广

告设置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户外广告作为城市视觉环境的重要元

素，是展示城市精神、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为解决户外广告设

置杂乱无序、品质低端等问题，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做好《西

咸新区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设置管理办法（执行）》的配套实施，特

编制《西咸新区户外广告专项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1.2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西咸新区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涉及空港新

城、沣东新城、秦汉新城、沣西新城、泾河新城、能源金融贸易区等

6大区域，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约 272平方公里。 

西咸新区直管区依照本规划执行，西安(西咸新区)-咸阳共管区

由咸阳市在《西咸新区总体规划》框架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经济

和社会管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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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图 

 

1.3 规划对象 

利用建（构）筑物、城市道路、交通工具、户外场地等城市空间，

采取安装、悬挂、张贴、绘制、投映、巡游等形式，设置户外电子显

示屏、灯箱、霓虹灯、展示牌、招贴栏、实物模型、充气装置、广告

彩旗、布幔、横幅等设施用于发布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的行为。 

1.4 规划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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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容貌标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129号） 

④《广告管理条例》（国发[1987]94号） 

⑤《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令第 25号 

⑥《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⑦《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149-2021） 

⑧《大西安(西安市—西咸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7—

2021）》 

⑨《西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⑩《西安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和标准》（2002）  

⑪《西咸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⑫《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2019） 

⑬《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导则》（2019） 

⑭《迎十四运户外广告及牌匾标识整治工作方案》 

1.5 规划期限 

近期：2022-2025年；远期：2026-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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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区规划 

2.1 分区布局 

2.1.1分区思路 

依据《西咸新区总体规划（2016-2030）》及《西咸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结合空间结构、用地属性等划定户外广告分区，明确户

外广告设置的主导方向，强化功能，突出特色。 

 
分区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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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集中展示区 

2.1.2.1集中展示区概念 

在符合本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鼓励通过

丰富、多元的户外广告设置形式烘托商业氛围，营造城市活力的区域。 

2.1.2.2集中展示区范围 

①核心商业区：结合城市现状及相关规划设计方案，将各片区内

的核心商业区纳入集中展示区。包括：西咸吾悦广场、沣西吾悦广场、

万象城、静安荟奥莱公园、丝路门户综合体。 

②核心商务区：依据《西咸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功能结构图》，

将大西安新中心中央商务区、会展中心纳入集中展示区。 

2.1.2.3集中展示区控制引导原则 

①总体控制引导原则：结合区域环境特征，以城市设计的思路整

体构建街区环境，统筹考虑区域风貌及建筑高度、色彩、立面结构、

夜景照明等因素，合理布局、设计户外广告；鼓励结合环境及建筑（群）

特征设置地标性广告，构建区域特色；鼓励创新应用新材料、新技术；

鼓励采用多元的展示方式；鼓励设置互动广告或采用互动性的广告内

容，提升街区活力。 

②核心商业区控制引导原则：对标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著名

商业街区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知名街区，打造具有西咸新区特色、最

具活力的城市街区，营造丰富多彩、繁华热闹的高品质商业街区氛围。 

③核心商务区控制引导原则：打造高端的商务办公风貌，严格限

制户外广告设施的发布形式。鼓励结合夜景照明采用媒体立面亮化的

形式塑造城市名片；鼓励结合景观环境采用景观化、小品化的广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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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点缀区域环境，增强区域活力。 

2.1.2.4集中展示区控制引导要求  
 

设置位置 允许设置的广告类型 要求 

建（构）筑物

上的户外广

告设施 

平行式墙面广告（看板、灯箱、

玻璃贴、灯饰画） 

高度不限，面积不限。 

（广告点位需通过编制详细规划

设计方案明确设置位置、尺寸、

形式等指标要求） 

平行式大型LED显示屏广告 

围墙（挡）广告 

橱窗广告 

新型媒体广告 

地面上的户

外广告设施 

鼓励中小型景观雕塑式及数字

化、智能化、互动化的高品质

广告设施。 

—— 

落地式大型LED显示屏广告 

在城市主干道两侧（封闭广场和

步行街除外）设置显示屏的不应

播放活动画面，每个固定画面的

播放时间应大于等于15秒，画面

切换应采取慢切换方式。 

景观雕塑式广告 
允许设置于宽度大于8m的人行道

或面积大于500㎡的商业广场（空

地）。 
实物造型及充气广告 

底座式广告 

允许设置于宽度大于7.5m的人行

道或面积大于500㎡的广场（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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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图：集中展示区 

 

2.1.3窗口展示区 

2.1.3.1窗口展示区概念 

对外宣传城市品牌，展现城市形象的窗口区域，鼓励设置景观雕

塑式户外广告设施，展现城市文化与特色。 

2.1.3.2窗口展示区范围 

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渭城站、永乐店站、阿房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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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节点：泾阳北收费站、泾河收费站、聂冯收费站、秦汉收费

站、咸阳东收费站、店张收费站、六村堡收费站、咸阳西收费站、阿

房宫收费站、河池寨收费站、西咸新区收费站。 

2.1.3.3窗口展示区控制要求 

范围 设置位置 要求 

交通枢纽 

建（构）筑物上的户外广

告设施 

可结合建筑立面设置平行式墙面广告（看

板、灯箱）、平行式大型LED显示屏广告。 

地面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鼓励结合城市文化特色设置景观雕塑式广

告，以品牌宣传和公益宣传为主。 

门户节点 地面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公路收费口10m范围内，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设施，宜选择周边开敞空间设置景观雕塑

式户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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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图：窗口展示区 

2.1.4禁止设置区 

2.1.4.1禁止设置区概念 

为保护自然生态景观环境、保护历史风貌和公共空间环境品质，

禁止设置商业性户外广告的区域。 

2.1.4.2禁止设置区范围 

包括湖泊、河流、公园、绿地等自然生态景观环境，以及文物古

迹用地、行政办公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中小学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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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用地、宗教用地、供水、供电、通信、安全设施等市政设施

用地。 

2.1.4.3禁止设置区控制要求 

除临时性、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外，禁止设置其他户外广告设施。 

 

分区图：禁止设置区 

2.1.5一般控制区 

2.1.5.1一般控制区概念 

为优化城市秩序，保证城市品质，严格控制户外广告设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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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一般控制区范围 

除集中展示区、窗口展示区、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均为一般控

制区。 

2.1.5.3一般控制区控制要求 

①用地属性：为了保证空间环境的异质性，塑造各具特色的区域

空间，本规划结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及《西咸新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对一般控制区内的不同用地类型提出户外广告

设施相应的设置要求。 

用地名称 要求 

商业用地 

—— 

商务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仅限与展览、赛事等活动或企业经营相关的广告内容。 

禁止设置第三方商业广告。 

体育用地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服务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 仅允许商业建筑及混合功能建筑的商业部分设置墙面广告。 

公园用地 

结合环境风貌设置景观化、小品化的户外广告设施。 

广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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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广告类型： 

设置位置 允许设置的广告类型 要求 

建（构）筑

物上的户外

广告设施 

平行式墙面广告（看板、灯箱、

玻璃贴、灯饰画） 
设置面积：在建筑立面上设置的

户外广告的总面积不应超过所在

建筑墙面（扣除窗户）面积的30%。 

 

设置高度：建筑墙面超过24m以上

的区域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平行式大型LED显示屏广告：仅允

许商业建筑面积大于20000㎡的

建筑设置。 

平行式大型LED显示屏广告 

围墙（挡）广告 

橱窗广告 

新型媒体广告 

地面上的户

外广告设施 

落地式大型LED显示屏广告 

在城市主干道两侧（封闭广场和

步行街除外）设置显示屏的不应

播放活动画面，每个固定画面的

播放时间应大于等于15秒，画面

切换应采取慢切换方式。 

景观雕塑式广告 
仅允许设置于宽度大于8m的人行

道或面积大于500㎡的商业广场

（空地）。 
实物造型及充气广告 

底座式广告 

允许设置于宽度大于7.5m的人行

道或面积大于500㎡的广场（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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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图：一般控制区 

 

2.2 分类控制 

2.2.1定义 

①禁止类 

违反相关法规规范要求的，与城市定位、环境风貌不相符的类型。 

②控制类 

户外广告展示应用的主体类型，通过有效控制可以提升品质、烘

托商业氛围的设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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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鼓励类 

有利于进行艺术化表现，有利于发挥创新创意、提升城市活力的

设施类型。 

2.2.2规划分类 

以《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导则》中的户外广告设施分类为依据，

结合西咸新区户外广告设置现状进行分类。 

 

2.2.3禁止类 

违反西安市法规、规范要求的，与城区定位、环境不相符的类型： 

①屋顶广告 

②垂直式墙面广告 

③窗户广告 

④桥体广告 

⑤立杆式广告 

⑥大型高立柱广告 

⑦支架式广告 

⑧宣传栏阅报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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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道路隔离栏广告 

⑩社会自有车辆车身广告 

2.2.4控制类 

2.2.4.1平行式墙面广告 

①平行于建（构）筑物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垂直方向凸出墙

面的距离不宜大于 0.3m，凸出于道路上方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底部

的净空高度应大于等于 4m，且不得妨碍行人、车辆通行； 

②建（构）筑物同一立面上的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不宜大于该立

面面积的 30%，集中展示区可适当突破； 

③平行式墙面广告设施外沿不应超出建筑墙面轮廓线，户外广告

的厚度不应大于 0.5m；  

④平行式墙面广告设施优先设置于建筑的实体墙面上，不得遮挡

建筑玻璃幕墙、观光电梯、窗户、阳台，不得影响建筑物的采光、通

风以及消防安全； 

⑤平行式墙面广告应结合街区环境、建筑立面进行统筹布局，整

体设计； 

⑥相邻广告设施之间应适当留白，与建筑墙面形成虚实结合的布

局特征； 

⑦对于新建建筑，宜与建筑设计同步开展广告设计；对于已有建

筑，宜结合建筑立面统筹考虑，一体化设计。 

2.2.4.2大型 LED显示屏广告 

①集中展示区允许设置，一般控制区仅允许面积大于 20000㎡的

商业建筑设置； 

②不得影响居住建筑或城市道路的使用，不得对行人和驾驶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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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眩光，避免形成光污染、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 

③电子屏幕广告的发光面，正面朝向居住区的距离不宜小于 100m

（按两者水平投影距离计算）； 

④商业建筑夜间亮度值应小于等于 1000cd/ ㎡；非商业建筑裙

房夜间亮度值应小于等于 600cd/ ㎡；户外电子显示屏应具备按照日

照强度变化调节亮度的功能； 

⑤严格管控电子显示屏和大型音像电子显示设备的设置，LED显

示屏广告运营时间为早 8点至晚 22点，全年公益广告或城市宣传的

广告时间不应小于 5%； 

⑥禁止播放动态画面，允许静态刷屏，每个固定画面的播放时间

应当不大于 15秒； 

⑦禁止播放声音。 

2.2.4.3双色 LED滚动屏户外广告 

①仅允许医院、银行、政府部门、火（汽）车站、地铁、学校等

公共建筑外立面设置，仅允许发布公众服务类信息； 

②户外广告设施高度不得超过 1.5米，同一建筑立面上的户外广

告设施高度应保持一致；  

③在单层建筑物上的户外广告位置应在一层门楣以上，檐口以

下；  

④在二层及以上建筑物上的位置应在一层门楣以上，二层窗户下

沿以下； 

⑤双色 LED滚动屏广告原则上实行“一店一屏”。 

2.2.4.4围墙（挡）广告 

①围挡广告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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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允许在施工工地周围进行设置，围挡顶部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设施； 

·工地围挡广告的公益内容比例不应小于 20%，非公益内容仅限

该项目和企业的宣传； 

·重点商业商务开发项目鼓励使用装配式围挡，其具有品质较高、

可重复使用等优点； 

·其他区域鼓励使用实墙围挡或仿草皮围挡，广告设施宜采用单

体字的形式。 

②围墙广告设置要求 

·围墙顶部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透空围墙上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设施凸出墙面的距离应小于 0.1m，高度应小于围墙

高度。 

2.2.4.5底座式广告 

①应由户外广告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划，有条件情况下应进行统

一设置； 

②宽度小于 7.5m的人行道或面积小于 500㎡的广场（空地）不

应设置底座式户外广告； 

③底座类户外广告设施的总高度应小于 2.4m，占地面积应小于 1

㎡，宽度应小于 1.5m，高度应与宽度相协调，单面面积应小于 2.5

㎡，厚度应小于 0.5m； 

④底座式广告设施沿商业建筑周边设置的户外广告纵向间距不

应小于 25m，沿非商业建筑商业裙房周边设置的户外广告纵向间距不

应小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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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广告设施边缘不得入侵城市道路空间，不得影响行人、车辆的

通行； 

⑥广告设施造型宜与周围景观环境、城市特色风貌相结合，保证

品质； 

⑦在同一路段的广告设施应保持风格、颜色、材质、规格、设置

方式的统一，并与街道上的座椅、垃圾桶、等街道公共设施或建（构）

筑物相协调。 

2.2.4.6景观雕塑式广告 

①鼓励在窗口展示区设置景观雕塑式广告； 

②广告设施的造型设计应结合区域定位和景观环境，彰显城市文

化内涵，突出区域属性； 

③广告设施应协调周边环境，整体构建区域视觉秩序，全面提升

区域环境品质和可识别性； 

④要有良好的观看位置、角度以及观赏面； 

⑤围绕区域功能进行主题打造，塑造地标性城市景观； 

⑥景观雕塑式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影响正常通行，不得破坏周围

环境及绿地景观； 

⑦广告内容应以宣传城市文化、品牌为主。 

2.2.4.7实物造型及充气广告 

①实物造型广告 

·户外广告的高度不应大于 2.4米，长度不应大于 1.5米，宽度

不应大于 1.5米，占地面积不应大于 2.5平方米； 

·宽度小于 8米的人行道或面积小于 500平方米的广场（空地），

不应设置实物造型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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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沿距人行道外沿不应小于 2米； 

·不得设置在城市道路红线内； 

·应保障车辆、行人的通行安全，并与周边环境和空间尺度整体

协调。 

②充气广告 

·仅允许在重要节日、活动期间设置，设置时限原则上不应超过

活动批准期限； 

·禁止在道路红线内设置落地式的充气广告设施； 

·设置充气拱门，跨度不应超过 10m，高度不应超过 5m，安装应

安全、牢固； 

·充气广告设施应在自有用地范围内设置，不应占用、破坏人行

道和绿地等公共设施，不得影响车辆、行人的通行； 

·充气广告设施不得设置于宽度小于 4m的人行道上，且不得占

用盲道，距盲道应大于 0.5m。 

2.2.4.8候车亭广告 

①应在候车亭设计时统筹考虑广告布局； 

②户外广告设施应与候车亭一体化设计，简洁美观； 

③禁止在候车亭顶部架设广告设施； 

·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车站人流疏散； 

·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应妨碍站点信息的识别和查询。 

④同一区域、街道相同类型的候车亭广告应统一规格和样式，允

许根据实际需求添加旅游地图等城市公共导向信息； 

⑤公益类广告的版面不应低于广告总版面的 20%，或发布时间不

应低于总时间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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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9路灯灯杆广告 

①广告牌面（单面）面积不应大于 2㎡，单边长度不应大于 2m，

厚度不应大于 0.3m； 

②广告牌面底部距离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4m； 

③同一道路只能在同一种灯杆上设置广告，单根灯杆上不应重叠

设置；同一路段的灯杆上设置的广告应做到形式、尺寸、位置一致，

并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④公益性广告的版面不应低于广告总版面的一半，或发布时间不

应低于总时间的一半； 

⑤鼓励路灯杆结合信息交互、联网监控、广告宣传等功能进行集

约化、智慧化的设置。 

2.2.4.10其他公共设施广告 

①广告设施应与所依附的公共设施相协调，不得影响公共设施的

整体效果及其使用功能； 

②应协调场地条件及景观、绿化进行创意性设计； 

③支架、电气设备等设施应隐蔽处理，不应外露，且防护标准应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保证广告设施的美观简洁； 

④广告内容应以公益性广告为主。 

2.2.4.11车身户外广告 

①仅允许在有固定运营线路的公共电、汽车上设置商业类车身广

告； 

②社会自有车辆禁止设置任何形式的车身广告； 

③特种车辆（抢险、救护、消防和行政执法等执行公益任务和国

家公务的特殊车辆）及出租车仅允许在车身上设置本单位名称、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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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等； 

④机动车喷涂、粘贴车身广告的，不得影响安全驾驶，车头、车

尾部及车身两侧车窗严禁设置户外广告； 

⑤车身广告应当整洁、美观，不得对原车颜色全部覆盖，广告画

面主色应与车体颜色协调； 

⑥车身广告应符合公共汽车运营服务管理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的有关规定。 

2.2.5鼓励类 

2.2.5.1橱窗广告 

①户外广告设施应与载体整体设计，鼓励进行艺术化设计，鼓励

结合商业立面一体化设计； 

②不得影响载体使用功能，不得影响人流交通的顺畅和道路的视

觉通透； 

③禁止设置发光字； 

④橱窗广告平台高于室内地面不应小于 0.2m，高于室外地面不

应小于 0.5m； 

⑤广告内容仅限实物展示及创意造型展示； 

⑥开放式橱窗，遮挡面积不宜超过橱窗玻璃面积的 60%； 

⑦广告设施应设置于橱窗内侧，距离橱窗玻璃距离应大于 0.5m。 

2.2.5.2新型户外广告 

①新型户外广告形式包括：投影式广告、玻璃透明屏、波浪屏等，

应单项报审、单项评估、单项审批、单项监管； 

②不得投放未通过评估的广告画面，不得影响交通及居民出行； 

③LED显示屏必须由正规厂家生产，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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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透明 LED显示屏的播放不得干扰交通信号，播放亮度应符合户

外广告设置规范的标准； 

⑤新技术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及施工必须由具有资质的设计、

施工单位承担，并通过消防安全检测合格； 

⑥新技术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须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

范》的要求； 

⑦设置空中移动广告设施涉及航空安全管理的，应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2.3 通则引导 

2.3.1基本要求 

①设置户外广告必须符合国家、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②户外广告设置禁止妨碍公共安全、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 

③户外广告设置不应损害城市景观、建筑物和天际线，不应破坏

被依附载体的整体效果，其设置位置、形式、大小、色彩、图案必须

与街道景观、建筑物及其他所依附的载体相协调； 

④主管部门应在本规划划定的分区范围内组织编制街区户外广

告详细规划，明确户外广告设施的点位、造型与相关设置指标；广告

设施点位处于建筑上的，应遵守以下规定： 

·新建建筑应将户外广告设施的位置、类型、数量与规格尺寸纳

入建筑方案中统筹考虑、一体化设计，并与建筑方案同步进行审批。

户外广告设置必须严格按照审批通过方案进行设置； 

·现状建筑应结合建筑立面情况对户外广告进行统筹布局、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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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造，经相关程序审核批准后严格按照改造方案实施。 

⑤设置户外广告应与西咸新区风貌相适应，与西咸新区特色风貌

相协调，符合城市市容环境的定位要求，与周边人文景观、自然环境、

城市空间及建筑特点相协调； 

⑥户外广告布局、造型设计、内容组织等应符合美学原则，具有

设计美感；鼓励对户外广告进行艺术化设计，鼓励能传达人文精神的

具有创意的户外广告设计和展示方式； 

⑦设置户外广告应注重昼夜景观协调； 

⑧设置户外广告宜体现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相结合，鼓励使用新

技术、新媒体、新材料和新的展示方式。 

2.3.2安全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位置、设计方案均应符合相关安全要求，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①选址要求 

·设置于地面上的户外广告设施距离人行道应大于倒伏距离； 

·禁止在危房或可能危及建筑物和设施安全的位置安装户外广告

设施；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必须符合道路交通、消防、电气、钢结构、

施工安装等各项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②设计要求 

·户外广告的设计者必须是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其设计方

案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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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设计方案中，必须具有预防大风、暴雨、雷电、地震

等自然因素影响其安全的预案。 

③施工要求 

·户外广告发布者必须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设置安装户

外广告，其施工方案必须经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审查认可； 

·户外广告设置单位要全方位监督施工方严格按照设计技术指标

和施工方案规范施工； 

·设置完成后，设置人应当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依据

有关国家标准、设施技术规范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出具竣工验收报

告并将竣工验收报告向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④日常安全管理 

·设置单位对其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要经常性进行维护和管理，

及时进行检查、修饰和清洗。定期对其安全状况进行一次专项检查，

保证设施符合安全要求； 

·遇有大风、暴雨、雷电、地震等灾害性天气时，户外广告设置

单位应根据预报，事先对其设置的户外广告进行加固或采取其他必要

的安全防范措施，保证安全； 

·设置单位应定期提供有资质的单位所做的安全鉴定报告。 

2.3.3照明要求 

①户外广告的照明方式、亮度、光色、动态应符合城市夜景照明

规划的相关要求； 

②户外广告设施照明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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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T35626、《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的规定，应

严格控制照明器具投射角度和照明亮度，不应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不

得影响交通安全及周边生态环境； 

③户外广告不应影响航空安全，在机场范围内严禁使用闪烁光源

和红色光形式的户外广告； 

④照明方式：户外广告的照明方式分为内透光、自发光和外投光

三种；如采用外投光，户外广告照明的亮度均匀度 U1(Lmin/Lmax)应

大于等于 0.6； 

⑤照明亮度：户外广告的照明亮度应与所处区域的环境亮度相协

调，不超过环境亮度的 4倍； 

内透光、外投光户外广告设施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 

户外广告照明

面积 S（㎡） 

不同环境区域平均亮度的限值（cd/㎡） 

暗环境区：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

区、乡村地区 

低亮度环境区：

低密度乡村居

住区 

中等亮度环境

区：城乡居住区

和一般公共区 

高亮度环境区：

城镇中心和商

业区 

S≤0.5 50 400 800 1000 

0.5＜S≤2 40 300 600 800 

2＜S≤10 30 250 450 600 

S＞10 不宜设置 150 300 400 

 

自发光电子显示装置户外广告设施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cd/㎡） 

环境区域 

暗环境区：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

区、乡村地区 

低亮度环境区：

低密度乡村居

住区 

中等亮度环境

区：城乡居住区

和一般公共区 

高亮度环境区：

城镇中心和商

业区 
表面亮度的限

值（cd/㎡） 
不宜设置 400 800 1000 

⑥照明光色：户外广告的照明光色应与周边环境相吻合；不应选

择高饱和度的颜色，以白光、暖白光为宜；不宜采用红色光； 

⑦照明灯具：户外广告照明应选择安全、环保、节能的灯具，光



 

西咸新区户外广告专项规划（2022-2030 年） 

 - 27 - 

源应具有良好的显色性，显色指数宜大于 80；户外广告照明的灯具

必须进行遮蔽，避免灯具与支撑结构外露； 

⑧动态：户外广告禁止使用闪烁的动态光源；城市快速路、主干

道沿线的户外广告禁止播放动态画面，必须采用静态刷屏方式，且每

个固定画面的播放时间不应小于 15秒； 

⑨开闭：户外广告设施的照明应按时关闭，关闭时间不应晚于

22时；面对或邻近居住建筑或医院等近似功能建筑的户外广告设施，

关闭时间不应晚于 21时。 

2.3.4材料外观要求 

①户外广告的材质、外观应与所处区域环境和建筑立面协调； 

②户外广告的材料应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性能高、耐久性

好、维护成本低、节能环保的非易燃材料；应符合《城市户外广告和

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149-2021)中的各项要求； 

③户外广告不应出现外露的支架（含结构支撑，构建支架等）； 

④户外广告应制作精良，造型美观，安装牢固。 

2.3.5色彩要求 

①户外广告的主色设定和色彩搭配应符合城市色彩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与所处区域的定位相符； 

②禁止使用与交通标志、警示标识、安全标识等特殊标识相同的

配色方案； 

③处于同一建筑立面的户外广告应统一制定色彩使用方案； 

④户外广告的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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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的色彩应与所处街区和所附着建筑的功能定位、景观

氛围整体色调相协调； 

·不应使用高饱和度的色彩作为户外广告的主色； 

·不宜使用所附着建筑主色的对比色相，建议使用同色相并保持

明度及饱和度协调； 

·当同一个建筑立面设置超过 2个户外广告时，所有广告的主色

宜使用同色相或近似色相，并保持明度和饱和度协调。 

⑤户外广告的点缀色：点缀色即点缀画面的色彩,是画面中占据

面积比例最小的颜色,以主色的对比色、互补色为主,打破整体视觉效

果,起到烘托气氛、衬托风格的作用，往往被称为点睛之笔； 

⑥本规划保护全球或全国连锁企业的通用配色标准，但当其处于

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街区、特色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或附着于历

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时，则必须根据环境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2.3.6内容要求 

①户外广告使用的文字、商标、图案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书写准确、清晰、规范、易于识别； 

②应符合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公众的审美要求，宣传、展示西咸新

区的城市形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成就； 

③应以西咸新区的旅游、文化、经济、产业等各方面的知名品牌、

名优企业、名优产品宣传和国内外知名品牌、名优企业、名优产品宣

传为主； 

④不宜出现涉医涉药内容，不宜出现卫生健康等类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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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公益广告要求 

①公益广告设置不应损害城市景观、建筑物和天际线，不应破坏

被依附载体的整体效果，其设置位置、形式、大小、色彩、图案必须

与街道景观、建筑物及其他所依附的载体相协调； 

②禁止利用公益性户外广告点位发布商业广告； 

③利用灯杆、电杆、施工围墙（挡）等设施发布临时性公益广告，

其设置要求还应符合临时性户外广告的具体设置要求； 

④当举办重大活动时，可临时征用商业广告设施发布公益广告； 

⑤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应由户外广告主管部门实施统一审批、统

一管理； 

⑥公益性户外广告的内容、画面应精心组织，设计应具有视觉美

感，能体现时代审美特点，突出城市特色； 

⑦鼓励在城市广场、公园、绿化带等区域利用现有宣传展板或通

过设置小型造景等艺术形式展示公益宣传内容，体现城市文化特征； 

⑧公益广告的设置禁止妨碍公共安全、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 

2.3.8临时性户外广告要求 

①临时性户外广告应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审批，审批通

过后规范设置； 

②临时性户外广告应当与经批准的活动或者展会的期限一致； 

③临时性户外广告也应符合本规划中通则要求和户外广告设置

类型的要求； 

④施工围挡广告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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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围挡以适当美化、装饰为宜，不鼓励设置户外广告； 

·施工完毕，围挡广告应及时拆除； 

·禁止在围挡顶部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应与所附着围挡保持良好比例关系，高度不超过围挡

高度，且最高不超过 2m； 

·每 100m应少于 10块，且单块面积小于等于 6㎡； 

·同一路段围挡广告应统一位置、尺寸和间距，高度保持协调； 

·商业开发项目施工围挡广告的公益内容比例不应小于 50%，非

公益内容仅限该项目和企业的宣传； 

·政府投资项目及其他项目，施工围挡仅允许设置公益广告； 

·设置围挡广告应按照商业广告设置审批流程和要求报批，未获

得批准不应设置。 

⑤会展中心、体育场等，临时性广告的设置要求： 

·会展中心、体育场等市级公共服务设施在举办展览、赛事等活

动时，可根据实际需求统筹设置临时性广告； 

·广告内容：仅限与举办展览、赛事等活动相关的各类宣传，不

应设置无关广告； 

·设置时限：展览、赛事等活动结束后的 3日内，或临时性广告

审批截止日期内必须拆除，以上二者如有冲突，以更为严格的条款执

行； 

·设置范围：不应超出活动举办场地内部或者自有用地范围内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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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要求：应遵守本规划对于不同类型户外广告的设置要求； 

·同一用地范围内，当此类广告超出 2处时，应单独编制临时性

广告设置方案。 

3. 实施建议 

3.1 智慧管理 

建立户外广告设施巡检监管信息系统，远期纳入“智慧城市”系

统。将户外广告的点位信息、分类信息、原始照片、规划方案、建成

照片、设置参数等基础数据整合并录入到系统中，以信息化的手段优

化管理服务流程，满足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各相关部门及社会服务

对象的多重需求，持续发挥“互联网+城管”的智慧效能，积极推进

现代科技在户外广告设施监管中的运用，提升日常监督的科技效能。 

3.2 共商共治 

完善多部门-专家联审机制。由主管部门、政府相关部门、行业

协会、专家等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方案设计的审查、户外广告规划设

计方案的实施监督、户外广告争议事件处理、监督相关规范及技术标

准的编制以及为政府提供专业咨询，依法治理的同时强化美学把控。 

3.3 分步提升 

①构建平台 

构建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信息系统，对新区范围内的户外广

告设施进行摸排、梳理，将所有户外广告设施点位的详细信息纳入平

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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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协同管理 

构建户外广告管理办公室，由规划部门、市场监督部门、交通管

理部门、宣传部门、财政部门、专家咨询机构等构成，主要负责对新

建广告设计方案提供审批意见以及户外广告设置、管理重大事项的决

议等。 

③治理提升 

完成违规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拆除整治工作，消除视

觉污染，净化城市空间。 

④编制详规 

编制重要商业街区、道路、节点的户外广告详细规划设计方案，

控制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位置、尺寸、形式等。 

⑤统筹运营 

以详细规划设计方案为依据，统筹建设、运营管理利用公共载体

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⑥巩固提升 

巩固前期整治成果，完成全市范围内的整治工作及城市门户节

点、重要路口节点、核心商圈户外广告的建设工作。逐步引入智能广

告，对标国际国内标杆城市，从户外广告的创意、设计、材料、技术

等方面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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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名词解释 

①户外广告设施：利用建（构）筑物、场地、设施、交通工具等

设置的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展示牌、实物造型或以其他形

式向户外发布广告信息的设施。 

②建（构）筑物上的户外广告设施：依附于建、构筑物进行设置

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 

    

屋顶广告 平行式墙面广告 垂直式墙面广告 窗户广告 

直接设置在建筑

（含建筑裙房）屋

顶之上，或设置在

建筑墙面但广告设

施顶部超出屋顶女

儿墙的广告设施。 

展示画面平行于

建筑墙面的户外

广告设施。 

展示画面垂直于

建筑墙面的户外

广告设施。 

直接安装或粘贴于

窗户内外侧的广告

设施。 

 

    
墙面电子显示屏广

告 
桥体广告 围墙（挡）广告 橱窗广告 

依附于建筑墙面

设置的电子显示

屏广告设施。 

利用人行天桥、铁

路桥、立交桥等各

类桥体及其附属

结构设置的广告

设施。 

附着于围墙、围挡

设置的户外广告

设施。 

设置于商业建

筑（店铺）展示橱

窗内部，通过实物

或装置展示其所经

营相关内容的广告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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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地面上的户外广告设施：不依附于其他载体，独立设置于地面

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底座式广告 立杆式广告 大型高立柱广告 

单独由地面或地面物体

上底座支撑的广告设施。 

单独由地面或地面物体上

延伸出的立柱、支柱支撑的

广告设施。 

单独由地面或地面物体上

延伸出的大型立柱支撑的，

且单块广告面积大于或等

于 10㎡的广告设施。 

 

   

景观雕塑式广告 实物模型广告 支架式广告 

设置于地面上的，经过艺

术化设计，以景观化、雕

塑化方式呈现的户外广

告设施。 

设置于地面上的，以实物造

型呈现的户外广告设施。 

单独由地面或地面物体上

延伸出的支架支撑的，且单

块广告面积大于或等于 10

㎡的广告设施。 

④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的公

共设施上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 

     

公交候车亭广告 路灯杆广告 
人行地下通道广

告 

宣传栏阅报栏

广告 
道路隔离栏广告 

以公交候车亭

为载体进行广

告发布的户外

广告设施。 

依附于路灯

灯杆设置的

户外广告设

施。 

依附于过街地

下通道墙面设

置的户外广告

设施。 

依附于宣传

栏、阅报栏设

置的户外广告

设施。 

依附于道路隔

离栏设置的户

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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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车身户外广告：以机动车车体表面为载体进行广告发布的户外

广告设施。 

    
公共交通车辆车身

广告 
出租车车身广告 特种车辆车身广告 

社会自有车辆车身

广告 

以公共交通车辆

车体表面为载体

进行广告发布的

户外广告设施。 

以出租车车体表

面为载体进行广

告发布的户外广

告设施。 

以抢险、救护、消

防和行政执法等

执行公益任务和

国家公务的特殊

车辆车身为载体

进行广告发布的

户外广告设施。 

以个人、企业等持

有的车辆车身为载

体进行广告发布的

户外广告设施。 

⑥投影式广告：利用投影设备，将文字、图案、影像等内容投射

到建（构）筑物墙面、地面或其它空间载体上的户外广告发布方式。

包括数字投影、全息投影、水幕投影等。 

⑦虚拟现实广告：应用虚拟现实（VR）技术的户外广告。虚拟现

实（VR）技术是利用 VR硬件（VR眼镜）将人置身于完全虚拟的世界，

让人不再以旁观者的视角而是沉浸在虚拟环境中去探索去交互。 

⑧玻璃屏广告：是应用透明导电技术，将 LED（发光二极管）结

构层胶合在两层玻璃之间的高端定制光电玻璃。可根据应用需求，将

LED设计成星状、矩阵、文字、图案、花纹等各种不同排列方式。 

⑨波浪屏广告：是应用多个独立的 LED模块共同组成广告画面，

不同模块之间可以组合进行伸缩变化，根据画面的内容进行编排，将

数字影像以浮雕的形式突显于屏幕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