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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城市居住区的园林景观仍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基本要求,这也使得居住区
的实际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另一方面,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逐渐推广,人性化逐渐成为风景园林
设计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因此,只有把握住宅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的关键点,才能充分满足现代风景园林
建设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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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landscape of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still cannot really meet people's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also makes the actual function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im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gradual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humaniz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other important theme of landscape garden design. Therefore, only by grasping the key points of humanized
residential landscape garden design, can we fully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modern landscape garde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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