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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景是城市景观中最灵动的部分,对于现代城市景观的营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水景的
营造,形成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的融合性,激活城市园林景观中的每一个要素,获得了良好的景观效果,提
升了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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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scape is the most agile part of urban landscape,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rban landscap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scape,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 and man-made landscape is formed, every element in the urban garden landscape is activated, a good
landscape effect is obtained, and the image of the city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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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提升园林景观的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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