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 海 市 区 户 外 广 告 规 划 设 计
Planning and Design of Outdoor Advertisement in Weihai City

第 二 部 分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景观风貌综合考虑，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分区、分段控制。

主要依据如下：

1. 城市总体规划与城市景观风貌控制的要求；

2. 城市的窗口与门户空间的控制要求；

3. 不同商业价值区域的控制要求；

4. 城市居住区的控制要求

5. 重要机构与特殊地段的控制要求。

6. 现状以及规划用地功能的要求；

控制分区：集中展示区、一般控制区、严格控制区、禁设区。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景观风貌综合考虑，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分区控制。

集中展示区

一般控制区

严格控制区

分区控制

禁设区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户外广告控
制分区

用地性质
（或区域） 设置范围 控制要点

集中展示区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B） 主要为城市商业、商务、娱乐设施用

地，是城市人流聚集、最能体现繁荣
的商业活动的地区，包括区级以上商
业中心、大型交易中心、批发市场、
物流园

放宽户外广告的尺度、比例、数
量限制；鼓励高标准、高品质的
设置形态；鼓励新材料、新技术
的应用；必须使用灯箱、橱窗、
透空立体字、电子显示屏、光纤
显示等新材料、新技术，制作体
现高品位。

物流仓储用地
（W）

一般控制区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B）

主要指集中展示区以外的商业用地，
道路两侧路段，人流聚集程度、商业
密集程度低于集中展示区

户外广告在保证视觉美观、规定
范围内可以设置。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户外广告控
制分区

用地性质
（或区域） 设置范围 控制要点

严格控制区

居住用地（R）

主要指城市工业区、居住区、
文教、医疗体育等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
该区域以居住生活、教育休
闲功能为主，需要相对安静
环境，不受声、光等方面干
扰。

户外广告以尊重人、服务人、
愉悦人为原则，优化城市视
觉秩序、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局部、少量、有序设置。

文化设施用地（A2）

教育科研用地（A3）

体育用地（A4）

医疗卫生用地（A5）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

工业用地（M）
公用设施用地（U）

禁设区

行政办公用地（A1）

主要指城市行政办公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外事、宗教
用地、特殊用地、军事机构、
城市标注建筑、风景名胜区
以及城市景观核心区。

除公共设施附着式户外广告
以外只允许设置公益性广告
适当设置楼宇名称及底商牌
匾；高度重视与建筑环境的
协调、统一。

文物古迹用地（A7）
外事用地（A8）

宗教设施用地（A9）
绿地与广场用地（G）
其他建设用地（H9）

特殊用地(H4)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集中展示区：

集中展示区

1. 吉林路段：利群广场

商业区。

2. 新威路段：威高广场

商业区。

3. 青岛路段：韩乐坊及

汽车站区域。

主要指城市商贸中心区、商业步行

街、文化娱乐用地、大型批发市场。该

区域是城市人流最密集、商业活动最繁

荣的地区。

利群广场商业区

威高广场商业区

韩乐坊及汽车站区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集中展示区：

商业用地

吉林路段：利群广场商业区

控制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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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威韩商贸城，去掉6处楼
体广告。

需要去掉的广告位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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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提升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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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盛德实业，规划1处
广告位。

需要去掉的
广告位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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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提升效果图



34

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盛德房产，去掉一处楼
体广告，规划一处广告
位。

需要去掉的广
告位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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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提升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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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利群集团，去掉3处楼
广告。

需要去掉的
广告位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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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提升效果图

材质工艺：
底板不锈钢板造型烤漆，灯箱画面采用新型无网内光布UV打印，内装高亮LED灯光，字为亚克

力发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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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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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旅游开发大厦，规划
去掉3处楼广告位。

需要去掉的
广告位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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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提升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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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海悦国际，去掉2处楼体广
告，规划2处广告位。

需要去掉的广
告位

现状照片

需要改造的广
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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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利群广场

30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提升效果图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集中展示区：

商业用地

新威路段：威高广场商业区。

控制分区



位置：光孚大厦

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1741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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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19

位置：华联商厦

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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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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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威高广场

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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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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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新威路与和平路交叉路口迪尚大厦

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30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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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25

位置：新威路与和平路交叉路口金地大厦

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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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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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东方宾馆

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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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威高广场商业区

38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集中展示区：

商业用地

青岛路段：韩乐坊及汽车站区域。

控制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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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青岛中路与华夏路交叉特乙甲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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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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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乐天世纪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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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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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火车站汽车站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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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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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火车站汽车站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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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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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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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火车站汽车站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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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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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火车站汽车站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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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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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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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火车站汽车站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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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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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火车站汽车站

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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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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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韩乐坊时代广场火车站区域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一般控制区：

城市社区级商业中心、城市主要道

路沿线区域。人流聚集程度、商业密集

程度仅次于集中展示区。

一般控制区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一般控制区：

控制分区

高区



文化路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三角花园路北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白天鹅宾馆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文化路与统一路交叉路口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金蚂蚁五交化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文化路与庙耩路交叉路口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环翠国税局斜对面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环翠国税局对面中国邮政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威海小商品批发市路北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文化名居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文化明居



文化路—三角花园至古寨东路

位置：市委党校路北



位置：威海广播电视台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威海晚报社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新闻大厦路北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文化路与古寨西路交叉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威海一中西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威海市公安局西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毕家疃村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毕家疃村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毕家疃西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山大威海分校住宅一区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山大威海分校住宅一区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山大威海分校住宅一区

文化路—古寨东路至福山路



位置：山东大学南门西

文化路—利群广场至沈阳路段



位置：山东大学南门西

文化路—利群广场至沈阳路段



位置：文化路与沈阳路交叉

文化路—利群广场至沈阳路段



位置：文化路与沈阳路交叉

文化路—利群广场至沈阳路段



位置：文化路与沈阳路交叉

文化路—利群广场至沈阳路段



沈阳路



位置：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位置：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位置：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位置：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位置：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一般控制区：

控制分区

环翠区





位置：环翠区人民法西



位置：纪念路与建设西街交叉



位置：纪念路与南昌街交叉



位置：纪念路与南昌街交叉





位置：育华路与戚东夼路交叉



位置：威海市实验中学





位置：渔港路与青岛北路交叉



位置：渔港路与青岛北路交叉



位置：渔港路与青岛北路交叉



位置：渔港路与塔山中路交叉





位置：古陌隧道南



位置：威海质监局



位置：统一路与花园中路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花园南路交叉威海国际



位置：统一路与昆明路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昆明路交叉家家悦总站



位置：统一路与昆明路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昆明路交叉阳光大厦



位置：统一路与红旗巷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和平路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和平路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和平路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和平路交叉南



位置：统一路与红光巷交叉天妃珠宝



位置：城里小学东门



位置：统一路与黎明街交叉



位置：统一路与黎明街交叉



位置：交通监察



位置：塔山隧道北入口





位置：昆明路与海滨北路交叉



位置：威高广场



位置：威高广场



位置：威高广场北



位置：昆明路与统一路交叉阳光大厦



位置：大世界南门对面



位置：昆明路与万宁街交叉



位置：昆明路与万宁街交叉





位置：苏宁生活广场



位置：金地商厦



位置：华联购物广场



位置：华联购物广场



位置：和平路与统一路交叉



位置：市立医院南



位置：市立医院西



位置：西门





位置：解放军四0四医院



位置：世昌大道与新威路交叉振华商厦





位置：世昌大道与新威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新威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新威路交叉威海国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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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威海国资集团路南



位置：世昌大道与东城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统一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统一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统一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统一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西城路交叉



位置：威海市市级机关8号办公楼



位置：威海市市级机关8号办公楼西



位置：威海市市级机关8号办公楼路北



位置：西门



位置：西门



位置：寨子





位置：寨子软件孵化器





位置：寨子奥特莱斯



31





位置：世昌大道与古寨东路交叉



位置：寨子第三加油站路南



位置：威海汽运五公司



位置：威海汽运五公司



位置：世昌大道与万宁街交叉西敬兰酒店



位置：世昌大道与古寨西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古寨西路交叉



位置：高新城市广场





位置：高新城市广场





位置：世昌大道与福山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福山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福山路交叉农业银行



位置：世昌大道与福山路交叉



位置：田村新田之星



位置：世昌大道与佛顶山路交叉



位置：环球渔具



位置：世昌大道与沈阳路交叉恒宇商务酒店



位置：世昌大道与沈阳路交叉大友丰田西



位置：永利坚装饰公司



位置：中威轮胎



位置：世昌大道与科技路交叉



位置：世昌大道与丹东路交叉



位置：金猴工业园



位置：金猴工业园



位置：世昌大道与火炬路交叉西





位置：市政府前中国移动





位置：市政府前市立二院





位置：市政府前民族大厦





位置：市政府前北洋电子城





位置：市立二院南纳达金融大厦





位置：昆明路与新威路交叉路口北中国银行





位置：北洋电子城南三和置业





位置：老威海卫大厦北





位置：南大桥



位置：南大桥



位置：南大桥亿特隆装饰城



位置：陶瓷厂



位置：新威路与戚家夼路交界北



位置：新威路与戚家夼路交界北鸿安集团





位置：中信大厦





位置：中信大厦





位置：侨乡大润发





位置：侨乡大润发





位置：侨乡大润发





位置：青岛北路渔港路交叉国际金融大酒店





位置：青岛北路渔港路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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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骨科医院



15

位置：骨科医院



位置：骨科医院西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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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威海市中医院



位置：青岛北路与四方路交叉



位置：青岛北路与四方路交叉



位置：青岛北路与四方路交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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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蓝湾怡庭



位置：青岛北路与沧口路交叉浦发银行



位置：青岛北路与崂山路交叉



位置：会展中心





位置：会展中心







位置：三角花园



位置：老港韩国服装城



位置：海滨北路与昆明路交叉威海港集团



位置：威海卫大厦



位置：解放军四0四医院



位置：幸福门



位置：威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北



位置：威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位置：海滨北路与陶瓷路交叉



位置：威海二中北校区对面



位置：商务大厦



位置：侨乡大润发



位置：侨乡大润发



位置：侨乡大润发



位置：侨乡大润发东名座



位置：海滨中路与渔港路交叉



位置：海滨中路与海康街交叉



位置：交警二大队北



位置：市场监督管理局南



位置：威海市旅游局北



位置：交警二大队北



位置：海滨中路与四方路交叉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一般控制区：

控制分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置：海滨南路与平度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清华街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清华街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海瞳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海瞳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海瞳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海瞳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海峰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海峰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泰兴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海峰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皇冠北路交叉海兴大厦



位置：海滨南路与红槐街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泰和路交叉



位置：乐天体育场东正对面



位置：海滨南路与华厦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泰和路交叉



位置：海滨南路与华厦路交叉皇冠中学西



位置：海滨南路与华厦路交叉皇冠中学西



位置：威海市工商局工业新区分局



位置：大转盘家世界装饰材料城





位置：大转盘家世界装饰材料城







位置：九龙城





位置：九龙城





位置：九龙城





位置：大转盘



位置：二中南校区北



位置：二中南校区北





位置：老集高架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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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威海海关西



位置：经区医院东



位置：经区医院东



位置：经区医院东



位置：经区医院南



位置：经区医院南



位置：齐鲁小商品



位置：杨家滩花园南门



位置：W37家家悦



位置：宏福大厦





位置：青岛中路与仙姑顶路交叉四十大道小商品



位置：青岛中路与仙姑顶路交叉



位置：青岛中路与仙姑顶路交叉



位置：二热电集团



位置：望岛二热电西门对面



位置：长峰北会英楼大酒店



位置：长峰北通诚大厦



位置：青岛中路与泰山路交叉



位置：青岛中路与泰山路交叉



位置：青岛中路与海峰路交叉



位置：长峰好天地



位置：长峰好天地



位置：世纪大厦



位置：火车站汽车站





位置：西苑街道办事处





位置：蒿泊十字路口





位置：蒿泊十字路口





位置：蒿泊十字路口





位置：蒿泊十字路口





位置：蒿泊十字路口





位置：海大医院



位置：海大医院东



位置：青岛中路与深圳路交叉



位置：青岛中路与深圳路交叉



位置：天东丰禾国际对面



位置：青岛中路与珠海路交叉丰禾商厦



位置：青岛中路与珠海路交叉丰禾义乌小商品



位置：迪沙集团



位置：高铁桥



位置：高铁桥



位置：高铁桥



位置：高铁桥



位置：高铁桥



位置：高铁桥



位置：宋家洼



位置：宋家洼



位置：宋家洼



位置：温泉立交桥





位置：温泉立交桥





位置：温泉立交桥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严格控制区：

严格控制区

主要指城市工业区、居住

区、文教、体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该区域以居住

生活、生产以及教育休闲功能

为主，且不具备足够的商业气

氛，缺乏广告宣传效果，不宜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该区域应

从广告体量、数量上控制广告

设施的设置。

控制分区



威海市区户外广告规划设计

 禁设区：

禁设区

主要指城市行政办公单位、文

物保护单位、军事机构、城市标志

建筑、风景名胜区以及城市景观核

心区等，这些区域应考虑其各自功

能的严格要求，禁止在其内部或周

边设置各类商业性广告，在符合规

定的情况下可适当设置一些公益广

告或临时型广告。
环翠楼

四眼楼

市政府

控制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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