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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景观在居住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人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花费在居住区中,居
住区环境景观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生理以及精神生活。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的优劣,将直接关
系到居住区环境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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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residential 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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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idential areas. Urban residents spend half or
two-thirds of their time in residential areas.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in residential areas directly
affects people's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spiritual life. The quality of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Key words] residential area; garden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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