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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设计作为提升人类休憩、交流、互动空间品质的重要区域,是将规划、生态、地理、民间
元素、图形图案、视觉美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融的重要学科体系。科学而又合理的景观设计能够不断
提升人们的生存空间品质,但是,随着文化的相互交融,不同文化也促使景观设计朝着新的方向发展,甚至
让许多景观设计当中有了一些不良的因素以及影响人们品质的因素出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设计者过
渡模仿一些大师的作品,导致景观设计出现千篇一律的现象。为了能够进一步凸显景观设计的个性化特
点,本文在基于生态化的基础之上,将民族元素,即：哈萨克族装饰图案充分融入现代的景观设计当中,希
望能够进一步优化景观设计的品质,带给受众更加优越的身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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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re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rest,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space, landscape
design i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system integrating planning, ecology, geography, folk elements, graphics, visual aesthe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landscape design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ving space.
However,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s, different cultures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design in a new
direction, and even make some bad factors and factors affecting people's quality appear in many landscape designs, There are
also some designers who imitate the works of some masters too much, which leads to the same phenomenon of landscape
design. In order to further highlight the person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desig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basis, this
paper fully integrates the national elements, namely: Kazakh decorative patterns into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hoping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bring more superior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to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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