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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宁波市城市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城市视觉规划设计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余宁、朱斌、胡逸民、韩啸枫、张静静、王天、王玺、夏磊、张建辉、韦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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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行为，加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科学合理利用城市空间资源，保障户

外广告设施设置安全可靠，提升城市市容景观水平，推进户外广告行业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浙江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宁波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宁波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编制符合宁波市特色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范》，此标准适用于宁波全市范围。 

材料选用、设计、施工及验收、维护和检测等技术规范参照CJJ 149-2010《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

规范》以及DB33/T 700-2008《浙江省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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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户外广告设施分类、户外广告设施分区、分类设置要求以及照明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宁波市户外广告设施、城市之间交通干道周边的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 

本标准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7度及7度以下的各种形式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引导发展区及引导发展节点户外广告设施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必须符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

细规划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户外广告设施 

利用公共、自有或者他人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广场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等载体设置的展示

牌、灯箱、霓虹灯、发光字体、电子显示装置、实物造型等的各种形式的商业广告、公益广告设施。 

3.2  

建（构）筑物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在建（构）筑物外墙面、顶部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包括屋顶户外广告设施、平行于墙面户外

广告设施、垂直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及依附于围墙（围挡）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3.3  

屋顶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在建筑物屋顶檐口以上或女儿墙以上的广告设施。 

3.4  

平行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 

广告展示面平行于所依附建筑墙面的墙面广告设施。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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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 

广告展示面垂直于所依附建筑墙面的墙面广告设施。 

3.6  

围墙(围挡)户外广告设施 

依附于储备地块临时围墙（围挡）和建设工地临时围墙（围挡）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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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车亭、阅报栏、报刊亭、信息亭、路名牌、咪表告示牌、道路遮阳

蓬、电话亭等公共设施上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 

3.8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直接在地面安装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包括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支架

户外广告设施、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及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3.9  

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构筑物形态以景观化、雕塑化方式呈现，彰显城市个性符号的广告设施。 

3.10  

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 

以地面为载体，通过立柱支撑，广告设施总高度大于 10m且单面展示面积大于 9m
2
的广告设施。 

3.11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在地面上，通过支架支撑，单面展示面积大于 9m
2
的广告设施。 

3.12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 

由一根或多根立杆固定在地面上，广告设施总高度小于 4m的广告设施。 

3.13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 

广告展示牌通过底座固定在地面上的广告设施。 

3.14  

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以具象的实物造型或商品自身为媒体，实现广告展示目的的广告设施。 

3.15  

移动式户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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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移动交通工具或飞艇、气球等升空器具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3.16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广告内容不以盈利为目的，为形成良好公益生活秩序和基本公共道德准则作为表现形式的户外广告

设施。 

3.17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 

为配合公益宣传、大型节事文化体育活动、展销会、庆典活动而设置的，设置时间不超过 1个月的

广告设施。 

3.18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 

以 LED显示屏、液晶显示屏等发光显像材质为载体，能动态展示广告内容的广告设施。不包括仅显

示简单文字或图案的 LED滚动字幕。 

4 户外广告设施分类 

4.1 按空间和载体分为建（构）筑物户外广告设施、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落地式户外广告设

施、移动式户外广告设施。 

4.2 按广告设施发布内容分为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和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广告内容不以盈利为目的，为

形成良好公益生活秩序和基本公共道德准则作为表现形式的为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反之即为商业户外广

告设施。 

4.3 按广告设施展示面积大小分为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和小型户外广告设施。任一边长大于 1m或单面面

积大于 2.5m
2
的为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反之即为小型户外广告设施。 

4.4 按广告设施设置时效长短分为临时户外广告设施和户外广告设施。为配合公益宣传、大型节事文

化体育活动、展销会、庆典活动而设置，时间不超过 1个月的为临时户外广告设施，反之即为户外广告

设施。 

5 户外广告设施分区 

5.1 户外广告设施分区类型 

户外广告设施分区适用于建成区范围内，以及建成区以外的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旅游景区、风

景名胜区，市和县（市）人民政府确定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其他区域。户外广告设施分区如下： 

a) 禁止设置区：除特定户外广告设施类型外，原则上禁止设置各种类型户外广告设施。 

b) 一般控制区：强调广告的韵律感和协调感，可局部、少量、有序设置。 

c) 引导发展区：引导和发展户外广告设置，放宽户外广告设施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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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投放应用，优化城市视觉秩序、提升

城市景观品质。 

d) 引导发展节点：提倡以雕塑化、景观化，彰显城市个性符号的构筑物形态作为广告载体，展现

城市的公益文化宣传及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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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户外广告设施分区设置要求 

对户外广告设施按照分区规定不同设置要求，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户外广告设施分区设置表 

分区名称 设置要求 

禁止设置区 除临时户外广告、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外，此区域禁止设置其他类型户外广告。 

一般控制区 

允许设置平行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围墙（围挡）户外广告设施、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移

动式户外广告设施、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除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 

引导发展区 

允许设置屋顶户外广告设施、平行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垂直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围墙（围挡）

户外广告设施、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移动式户外广告设施、落地式户外设施（除高立柱户

外广告设施、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临时户外广告设施。 

引导发展节点 允许设置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建（构）筑物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6 分类设置要求 

6.1 建（构）筑物户外广告设施 

6.1.1 屋顶户外广告设施 

6.1.1.1 建（构）筑物屋顶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GB 50180有关日照间距的规定，不应妨碍相邻

建筑的日照采光。 

6.1.1.2 户外广告设施的最大高度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屋顶户外广告设施最大高度 

单位为米 

建(构)筑物高度 户外广告设施的最大高度 

≤7(1层、2层) 不应设置 

＞7～10(3层) 3 

＞lO～24(4层～8层) 6 

＞24～60(9层～20层) 8 

＞60(21层以上) 严禁设置 

6.1.1.3 户外广告设施水平投影面积之和宜小于建（构）筑物屋顶建筑面积的 1/8，户外广告设施表

面不得超出母体建（构）筑物屋顶四周边线。户外广告设施底部构架高度不应大于 1m。 

6.1.1.4 户外广告设施不应破坏建筑物天际线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6.1.2 平行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 

6.1.2.1 一般控制区平行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高度超过 24m的建筑墙面上禁止设置平行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 

b) 户外广告设施高度不得大于 9m，宽度应与墙面相协调，四周不得超出墙面外轮廓线。垂直方

向突出墙面距离不得大于 0.3m，且不得妨碍行人、车辆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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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户外广告设施宜设置在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墙面。单个广告面积（除广告幕布外），

在商业区域内宜小于 120m
2
，商业区域外宜小于 80m

2
；建（构）筑物同一面墙上的广告总面积

不宜大于该墙面积的 50%。 

6.1.2.2 引导发展区平行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户外广告设施高度不得超过所依附的建筑墙面上缘，宽度不得超出所依附建筑墙面边缘，设施

设置比例应与墙面相协调，垂直方向突出墙面距离不宜大于 0.3m，且不得妨碍行人、车辆通

行安全； 

b) 户外广告设施宜设置在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墙面。单个广告面积宜小于墙体面积的

2/3（除广告幕布外）；建（构）筑物同一面墙上的广告总面积不宜大于该墙面积的 70%（投

影类广告设施除外）。 

6.1.3 垂直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 

6.1.3.1 垂直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仅允许设置于引导发展区，其他区域禁止设置。 

6.1.3.2 在高度超过 24m的建筑墙面上禁止设置垂直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 

6.1.3.3 户外广告设施宜设置在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墙面，户外广告设施高度不得大于 9m

且不得超过所依附的建筑墙面上缘，宽度应与建筑的比例相协调。 

6.1.3.4 设置垂直于墙面户外广告设施的，其建筑外墙至人行道侧石线外缘距离应大于 5m，设施底部

距离室外地面的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2.5m，垂直距离不得大于 1.5m，不应突出道路红线和用地红线，且

不得妨碍行人、车辆通行安全。 

6.1.3.5 同一建筑墙面广告连续设置的，其广告形式、设置间距、牌面尺寸、垂直距离及下沿距地面

的高度应保持一致；其广告内容宜相互协调，成组设置。 

6.1.3.6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考虑与各种架空线的关系，其净空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 

6.1.4 围墙（围挡）户外广告设施 

6.1.4.1 建设工地临时围挡设置户外广告的，广告内容宜以公益广告和自身项目广告为主，公益广告

比例应大于 30%。储备地块围墙（围挡）和其他围墙（围挡）设置广告的，一般只允许设置公益广告。 

6.1.4.2 储备地块围墙（围挡）和建设工地临时围墙（围挡）户外广告，其位于道路宽度 24m以上道

路两侧的，广告总高度不得大于 3.5m，位于道路宽度 24m以下道路两侧的，广告高度不得大于 2.5m，

且均不得超过围墙本身高度。广告设施突出墙面距离不得大于 0.3m，建筑项目竣工后须自行拆除。 

6.1.4.3 同一路段围墙（围挡）户外广告应统一位置、尺寸和间距。 

6.1.4.4 透空围墙仅允许设置镂空字或镂空图案，不得破坏围墙造型，广告展示面积不得超过围墙透

空面积的 20%。 

6.1.4.5 围墙顶部严禁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6.2 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6.2.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2.2 允许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公共设施，户外广告设施与公共设施应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

入使用，不得在现有公共设施的非广告位置增设广告，不得以设置广告为目的改造或增设公共设施。 

6.2.3 利用候车亭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只允许设置在预留的广告位置，宜采用灯箱形式，且不得设

置于设施顶部。 

6.2.4 利用阅报栏、宣传栏和报刊栏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保证阅读区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广告

设施面积不得大于其全部面积（包括广告展示区域和阅读区域）的 50%，同类户外广告设施单侧纵向间

距不得小于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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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利用报刊亭、信息亭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不得设置于设施顶部，不应影响人流交通的顺畅和

道路视觉的通透。牌面(单面)面积不得大于所依附的公共设施一个面的 80%，厚度不得大于 0.3m，同类

户外广告设施单侧纵向间距不得小于 500m。 

6.2.6 利用路名牌、咪表告示牌、道路遮阳蓬、电话亭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户外广告设施应与所依

附的公共设施规格、比例协调，不影响整体效果及使用功能。公益广告比例应大于 30%。路名牌应设在

道路的起止点、交叉口处。同一处咪表停车线不得多于 2块咪表告示牌，且咪表告示牌应设置在咪表停

车线范围内。道路遮阳蓬应设置在宽度 24m以上的道路交叉口，且位于道路右侧非机动车停止线上方。

电话亭设置单侧纵向间距不得小于 500m。 

6.2.7 依附人行天桥（铁路桥）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宽度不得超过其跨越道路宽度，高度不得超过桥

体上沿和下沿，需结合桥体构造、外观及桥体照明统一设置，广告设施不得使用动态效果。 

6.3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6.3.1 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 

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在引导发展节点，需彰显城市个性特征，融入区域景观环境，以公共

艺术的形式体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整体高度不得超过30m，且必须保证与道路、建筑之间大于30m

的倒伏距离。 

6.3.2 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 

6.3.2.1 非穿越城区段的快速路、国道和省道两侧设置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影响行车视线和整

体观赏效果,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6.3.2.2 非穿越城区段的快速路、国道和省道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单侧纵向间距不得小于 700米，两

侧相对纵向间距不得小于 500米。 

6.3.2.3 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禁止设置在国道道路红线外 20m范围内，省道道路红线外 15m范围内，

县道道路红线外 10m范围内，乡道道路红线外 5m范围内，城市排水管（渠）外侧 10m范围内，城市河

道驳坎外侧 10m范围内。 

6.3.2.4 高立柱广告牌面下缘距地面不得小于 10m，总高度不得超过 25m，柱体直径不应小于 1m，牌

面相关尺寸符合表 3规定。 

6.3.2.5 高速公路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按照省、市有关规定进行设置。 

表3 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牌面的最大尺寸 

单位为米 

道路类别 牌面尺寸（长×宽） 

快速路、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 18×6 

高速公路 21×7 

6.3.3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 

6.3.3.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3.2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以发布公益广告为主且需在专项规划确定的范围内设置，不得将支架广告

用作围墙（围挡）广告。 

6.3.3.3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总体高度不得超过 6m。 

6.3.3.4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与周边建筑物最小距离不得小于其高度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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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5 配合城市公益宣传、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设置临时性支架户外广告设施的，按照

6.5.2临时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设置。 

6.3.4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 

6.3.4.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4.2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不得影响行人通行安全。设置在场地内的，场地建筑退让红线

距离不得小于 15m，设置在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内的，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宽度不得小于 5m，且在广告

设施设置后可供行人通行的步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2.5m，户外广告设施纵向间距不应小于 50m。 

6.3.4.3 户外广告设施不得超出人行道路沿石外缘，且牌面外缘距离人行道路沿石外缘不得小于

0.2m，立杆外缘距离人行道侧石不得小于 0.4m。立杆式广告立杆直径不应大于 0.3m，广告展示面底部

距离人行道或车行道地面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2.5m，离绿地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0.5m，牌面宽度不得大于

1.5m，厚度不得大于 0.3m，广告设施总高度不得大于 4m。 

6.3.4.4 户外广告设施牌面(单面)面积不得大于 2m
2
，任意一边长度不得大于 2m。 

6.3.5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 

6.3.5.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5.2 设置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的城市道路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宽度不得小于 5m，且在广告设施设

置后可供行人通行的步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2.5m。 

6.3.5.3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的底座和牌面的总高度不得超过 2m，单面展示面积不得大于 2m
2
，牌面

宽度不得大于 1m，底座占地面积不得大于 0.5m
2
，厚度不得大于 0.5m，高度应与宽度相协调。 

6.3.5.4 底座及牌面外缘水平投影距离人行道侧石不得小于 0.4m。 

6.3.5.5 步行街上的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在步行街的休憩带中，形式应与步行街风格相协调。 

6.3.6 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6.3.6.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6.2 设置在场地内的，场地面积不得小于 200m
2
；设置在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内的，人行道或商业

步行街宽度不得小于 8m，且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后可供行人通行的步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5m。 

6.3.6.3 实物造型广告设施高度不得超过 6m，水平投影面积一般不得大于 2.5m
2
。 

6.3.6.4 配合城市公益宣传、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设置临时性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的，

按 6.5.2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6.4 移动式户外广告设施 

6.4.1 车身上设置的户外广告，不得影响交通安全。车头、车尾部及车身两侧车窗严禁设置户外广告，

且禁止以设置户外广告为目的改装密闭车厢。 

6.4.2 车身广告应当整洁、美观，不得对原车颜色全部遮盖，其色彩应与车体颜色协调。 

6.4.3 空中移动广告涉及航空安全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6.5 其他类型广告设施 

6.5.1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6.5.1.1 城市主要形象展示窗口、城市重要节点宜设置常态化展示的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经批准的常

态化展示公益户外广告设施，一般不得闲置或发布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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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同时混合设置的，公益广告发布面积不得低于总广告面积的 30%；商业

广告和公益广告在同一广告设施错时设置的，公益广告设置时间不得低于总发布时长的 30%。 

6.5.2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 

6.5.2.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5.2.2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一般应在活动举办场地内部或自有用地范围内设置，不得占用、破坏人行

道和公共绿地，不得影响交通通畅及行人通行安全，临时户外广告设施应连续成组、统一有序设置。临

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限最长为 1个月，到期后应及时拆除并恢复场地原状。 

6.5.2.3 利用灯杆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不得影响信号灯、指示路牌以及灯光照明；同

一道路只能在同一种灯杆上选择其一设置，广告内容、色彩应协调，形状、高度、朝向应一致，并与景

观相协调；临近交叉路口端第 1根灯杆禁止设置；紧临公交站台两侧的灯杆禁止设置。每根灯杆上最多

只允许设置两幅临时广告，广告牌底部离地面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4m，单面展示面积不得大于 2m
2
，单边

长度不得大于 2m。道路宽度 24m以下支路两侧禁止设置灯杆户外广告设施。 

6.5.3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 

6.5.3.1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居住建筑或城市道路的使用，不得影响交通信号灯，

不得对行人和驾驶员产生眩光。避免形成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光污染、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 

6.5.3.2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的发光面，不得正面朝向居住建筑主要窗口，且朝向居住区的距离不

得小于 100m，背向居住区的距离不得小于 50m（按两者水平投影距离计算）。 

6.5.3.3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其照明亮度、光色控制以及光源选择的设计与安装，必须符

合相关技术标准。 

7 照明规定 

7.1 户外广告照明设施不得影响居民生活、行人和车辆交通安全。 

7.2 户外广告照明设施应采取隐蔽措施，不得直接裸露。 

7.3 商业区域户外广告设施最大允许亮度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户外广告设施的亮度 

项目 画面面积<2m
2
 2m

2
<画面面积<8m

2
 画面面积>8m

2
 

城市道路及人行道户外广告设施 （200～300）cd/m
2
 （200～400）cd/m

2
 （200～600）cd/m

2
 

城市建筑墙面、屋顶户外广告设施

（高度10m～24m） 
（200～300）cd/m

2
 （300～600）cd/m

2
 （300～1000）cd/m

2
 

城市建筑墙面、屋顶户外广告设施

（高度24m～60m） 
（200～400）cd/m

2
 （400～800）cd/m

2
 （400～1200）cd/m

2
 

普通公路路边户外广告设施 （200～300）cd/m
2
 （300～600）cd/m

2
 （400～1000）cd/m

2
 

高速公路路边户外广告设施 （200～300）cd/m
2
 （300～800）cd/m

2
 （400～1200）cd/m

2
 

注：表中数值中低值用于较暗环境。 

7.4 电子显示屏户外广告设施照明要求：电子显示屏应具备按照日照强度调节显示亮度的功能，商业

区域夜间亮度值应小于 1200cd/m
2
；其他区域夜间亮度值应小于 400cd/m

2
。 

7.5 灯箱户外广告照明要求：广告画面光源附近亮度与远离光源部分亮度之比宜为 1.3～1.5，且不得

大于 2。光源应采用寿命大于 8000h、显色指数大于 80和发光效率大的光源。 

DB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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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户外广告设施夜间照明应尽量避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23:00之前，住宅窗户的垂直面照度限制

在 10Lux 以内，23:00之后，住宅窗户的垂直面照度限制在 5Lux以内。 

7.7 户外广告设施夜间照明要求自动控制照明时段，0:00～5:00户外广告设施禁止开启照明装置。 

7.8 其他地区户外广告设施最大允许亮度应按表 5乘以修正系数 K，行政办公区和公共活动区 K值为

0.4，工业区 K值为 0.2，住宅区 K值为 0.1。 

7.9 户外广告设施照明宜优选用节能、环保的新光源、新灯具。 

7.10 灯光照明要有合适的照度均匀度，一般照明情况下，照度均匀度应≥0.7。 

7.11 灯光照明要选用合适的光源光色和显色性，使光色与照度具有相当的比例，构筑、渲染出舒适的

色感环境氛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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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设施
	6.3.2　 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
	6.3.2.1　 非穿越城区段的快速路、国道和省道两侧设置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影响行车视线和整体观赏效果,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6.3.2.2　 非穿越城区段的快速路、国道和省道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单侧纵向间距不得小于700米，两侧相对纵向间距不得小于500米。
	6.3.2.3　 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禁止设置在国道道路红线外20m范围内，省道道路红线外15m范围内，县道道路红线外10m范围内，乡道道路红线外5m范围内，城市排水管（渠）外侧10m范围内，城市河道驳坎外侧10m范围内。
	6.3.2.4　 高立柱广告牌面下缘距地面不得小于10m，总高度不得超过25m，柱体直径不应小于1m，牌面相关尺寸符合表3规定。
	6.3.2.5　 高速公路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按照省、市有关规定进行设置。
	6.3.3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
	6.3.3.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3.2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以发布公益广告为主且需在专项规划确定的范围内设置，不得将支架广告用作围墙（围挡）广告。
	6.3.3.3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总体高度不得超过6m。
	6.3.3.4　 支架户外广告设施与周边建筑物最小距离不得小于其高度的2倍。
	6.3.3.5　 配合城市公益宣传、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设置临时性支架户外广告设施的，按照6.5.2临时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设置。
	6.3.4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
	6.3.4.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4.2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不得影响行人通行安全。设置在场地内的，场地建筑退让红线距离不得小于15m，设置在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内的，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宽度不得小于5m，且在广告设施设置后可供行人通行的步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2.5m，户外广告设施纵向间距不应小于50m。
	6.3.4.3　 户外广告设施不得超出人行道路沿石外缘，且牌面外缘距离人行道路沿石外缘不得小于0.2m，立杆外缘距离人行道侧石不得小于0.4m。立杆式广告立杆直径不应大于0.3m，广告展示面底部距离人行道或车行道地面净空高度不得小于2.5m，离绿地净空高度不得小于0.5m，牌面宽度不得大于1.5m，厚度不得大于0.3m，广告设施总高度不得大于4m。
	6.3.4.4　 户外广告设施牌面(单面)面积不得大于2m2，任意一边长度不得大于2m。
	6.3.5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
	6.3.5.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5.2　 设置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的城市道路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宽度不得小于5m，且在广告设施设置后可供行人通行的步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2.5m。
	6.3.5.3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的底座和牌面的总高度不得超过2m，单面展示面积不得大于2m2，牌面宽度不得大于1m，底座占地面积不得大于0.5m2，厚度不得大于0.5m，高度应与宽度相协调。
	6.3.5.4　 底座及牌面外缘水平投影距离人行道侧石不得小于0.4m。
	6.3.5.5　 步行街上的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在步行街的休憩带中，形式应与步行街风格相协调。
	6.3.6　 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6.3.6.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3.6.2　 设置在场地内的，场地面积不得小于200m2；设置在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内的，人行道或商业步行街宽度不得小于8m，且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后可供行人通行的步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5m。
	6.3.6.3　 实物造型广告设施高度不得超过6m，水平投影面积一般不得大于2.5m2。
	6.3.6.4　 配合城市公益宣传、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设置临时性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的，按6.5.2临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6.4　 移动式户外广告设施
	6.4.1　 车身上设置的户外广告，不得影响交通安全。车头、车尾部及车身两侧车窗严禁设置户外广告，且禁止以设置户外广告为目的改装密闭车厢。
	6.4.2　 车身广告应当整洁、美观，不得对原车颜色全部遮盖，其色彩应与车体颜色协调。
	6.4.3　 空中移动广告涉及航空安全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6.5　 其他类型广告设施
	6.5.1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6.5.1.1　 城市主要形象展示窗口、城市重要节点宜设置常态化展示的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经批准的常态化展示公益户外广告设施，一般不得闲置或发布商业广告；
	6.5.1.2　 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同时混合设置的，公益广告发布面积不得低于总广告面积的30%；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在同一广告设施错时设置的，公益广告设置时间不得低于总发布时长的30%。
	6.5.2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
	6.5.2.1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6.5.2.2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一般应在活动举办场地内部或自有用地范围内设置，不得占用、破坏人行道和公共绿地，不得影响交通通畅及行人通行安全，临时户外广告设施应连续成组、统一有序设置。临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限最长为1个月，到期后应及时拆除并恢复场地原状。
	6.5.2.3　 利用灯杆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不得影响信号灯、指示路牌以及灯光照明；同一道路只能在同一种灯杆上选择其一设置，广告内容、色彩应协调，形状、高度、朝向应一致，并与景观相协调；临近交叉路口端第1根灯杆禁止设置；紧临公交站台两侧的灯杆禁止设置。每根灯杆上最多只允许设置两幅临时广告，广告牌底部离地面净空高度不得小于4m，单面展示面积不得大于2m2，单边长度不得大于2m。道路宽度24m以下支路两侧禁止设置灯杆户外广告设施。
	6.5.3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
	6.5.3.1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居住建筑或城市道路的使用，不得影响交通信号灯，不得对行人和驾驶员产生眩光。避免形成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光污染、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
	6.5.3.2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的发光面，不得正面朝向居住建筑主要窗口，且朝向居住区的距离不得小于100m，背向居住区的距离不得小于50m（按两者水平投影距离计算）。
	6.5.3.3　 电子屏幕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其照明亮度、光色控制以及光源选择的设计与安装，必须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7　 照明规定
	7.1　 户外广告照明设施不得影响居民生活、行人和车辆交通安全。
	7.2　 户外广告照明设施应采取隐蔽措施，不得直接裸露。
	7.3　 商业区域户外广告设施最大允许亮度应符合表4的规定。
	7.4　 电子显示屏户外广告设施照明要求：电子显示屏应具备按照日照强度调节显示亮度的功能，商业区域夜间亮度值应小于1200cd/m2；其他区域夜间亮度值应小于400cd/m2。
	7.5　 灯箱户外广告照明要求：广告画面光源附近亮度与远离光源部分亮度之比宜为1.3～1.5，且不得大于2。光源应采用寿命大于8000h、显色指数大于80和发光效率大的光源。
	7.6　 户外广告设施夜间照明应尽量避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23:00之前，住宅窗户的垂直面照度限制在10Lux以内，23:00之后，住宅窗户的垂直面照度限制在5Lux以内。
	7.7　 户外广告设施夜间照明要求自动控制照明时段，0:00～5:00户外广告设施禁止开启照明装置。
	7.8　 其他地区户外广告设施最大允许亮度应按表5乘以修正系数K，行政办公区和公共活动区K值为0.4，工业区K值为0.2，住宅区K值为0.1。
	7.9　 户外广告设施照明宜优选用节能、环保的新光源、新灯具。
	7.10　 灯光照明要有合适的照度均匀度，一般照明情况下，照度均匀度应≥0.7。
	7.11　 灯光照明要选用合适的光源光色和显色性，使光色与照度具有相当的比例，构筑、渲染出舒适的色感环境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