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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地产以生态园林景观设计所遵循的原则为切入点,从房地产生态原理景观的平面、道路、景
观以及植物造景四个方面,就房地产生态园林景观设计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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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real estate ecological garden landscape design are the
starting point. The real estate ecological garden landscape design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real estate ecological principle landscape plane, road, landscape and plant landsc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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