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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园林绿化设计以园林植物种类繁多、绿地系统完备、景观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为基础,
发挥其改善城市生态、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园林工程是我国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是城市
生态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美化了城市景观,还降低了城市热岛效应,大大提高了现代城市的生活
质量。为此,加强对风景园林设计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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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temporary Garden Landscape Design
Yitong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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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landscaping design is based on a wide variety of garden plants, a complete green space
system, a beautiful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complete facilities to play its role in improving urban ecology
and beautify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garden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ties in my country ,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ecological greening. It not only beautifies the urban
landscape, but also reduces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great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in modern cities.
For this reas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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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发展的不断加快,越来越

协调的方向发展。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

从宏观层面深入研究,根据城市地貌和

多的城市和人们开始意识到园林绿化在

划设计与城市经济、社会功能、生态环

气候特征,从城市功能布局和绿地面积

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园

境等要素逐步融合发展。

的实际需求,科学构建园林景观。以及城

林绿化中使用的树木、花卉和植物来加

1.2景观规划理念逐步完善

市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增强园林景观

强城市的绿化,但由于设计施工管理控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强调可持续发展

的丰富性和实用性,发挥园林景观在城

制不当,或设计施工标准不严格,造成植

的基本理念,要求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满

市建设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形成城市园

被死亡率高,病虫害对植被造成破坏,因

足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从长远的城市

林景观设计的独特性。现代园林景观设

此,在施工管理中,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工

规划来看,可以有效满足城市未来的生

计还应注重降低成本,强调园林园林植

作,科学施工,严格遵守质量,保证当代

态发展趋势。这就需要城市园林景观规

物的实用性、多层次综合布局,尽可能降

园林景观设计的良好发展。

划它具有前瞻性。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作

低园林景观的使用和维护成本。

1 当代园林景观设计发展现状

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还必须挖掘区

2 当代园林景观设计方法

1.1与生态环境理念相结合

域历史文化特色,体现历史文化风情,实

花园是环境的主体。环境中除了有

我国重视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强调

现区域文化文脉的延续作用,能够取材

植被、山石、水体、建筑组成的园林外,

园林景观设计与生态环境相结合,加强

于当地,融入当地文化和传统文化融入

还有雕塑、道路、灯光、游乐设施和地

园林生态景观设计对城市环境的改善。

设计。

标,每个空间环境的艺术设计都必须连

园林景观设计在城市生态建设发展中发

1.3突出园林景观实用价值

接起来。处理环境中的诸多因素,从位

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城市园林生态景观

目前,园林景观设计更注重园林在

置、体量到色彩与园林和谐相融。

规划正朝着科学规划、综合布局、综合

城市中的实用价值。园林景观设计需要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1公共绿地
13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由于城市建筑面积较大,可供绿化

山水。这表明水对景观的重要性。就水

仅可以节约成本,还可以避免雷同,设计

的面积较少。提高绿化的生态效益,需要

景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其价值是无与伦

出更有特色的园林景观。

多层次的绿化。必须注重平面绿化和立

比的。城市水体包括各种天然水体和各

体绿化,改变以往以绿化点缀城市的城

种人工水体,具有广泛的用途。在设计园

市绿化格局。以城市整体环境建设和总

林水景时,首先要考虑水质,其次是水形

园林景观设计的主流发展趋势是围

体规划为重点,将大型市政建设与旧城

成的风景。同时,要注意补水、排水、净

绕现代园林文化进行设计,要求园林景

改造相结合。同时高品质同步进行,符合

化等一系列问题,考虑区域水资源现状,

观设计体现人文关怀,能够承载地域文

自己的花园城市。注重植物材料的多样

特别是在水资源稀缺的地区,如何设计

化,突出园林的文化审美功能。尤其是在

性,充分考虑落叶、常绿、彩叶、速生、

水景。经过考虑的。设计更多的小水体,

当前城市旅游快速发展的当下,园林景

缓生等不同特性的植物,营造自然稳定

而不是那种无边无际、无趣的大水体和

观与旅游产业的结合已成为城市文化旅

的植物群落,各类植物齐聚一堂。混合。

太多的大喷泉。水体最好设计成弯曲的。

游时尚产业的重要载体。园林景观设计

还应注意绿地结构的多样性,采用乔、灌

自然界中的河流和小溪大多是蜿蜒曲折

力求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体现人文、科

木、花、草、藤等组合。在选择植物时,

的,因为这样的水景更容易产生多变的

学、自然的和谐特征。以人为本的园林

从空间、时间和资源生态位的角度,充分

效果。尤其是在住宅区,更容易设计出自

景观设计理念正成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

考虑群落中植物的生态位特征。根据分

然弯曲的水面,一个真正的生态花园。

的重点。

化合理选择植物种类,使选择的植物生

3 当代园林景观设计发展趋势

态位尽可能错开。在城市园林设计中,

3.1坚持生态化、多样化发展

我们结合特殊的城市环境、本土树种和

当前,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全世界

引进树种,选择适应性强、耐性强、耐性

面临的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硬景观和绿色软景观,住宅区有不同的

强。耐旱、贫瘠土层、抗污染的树种,

之一。人们清楚地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搭配和不同的风格。景观设计还应根据

以丰富的景观效果、多样的绿地形式和

特别是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减少了绿地

不同的景观设计不同的地域风格。运用

多变的季节色彩,兼顾城市景观空间和

面积,空气和水污染严重。大城市的人们

现代科技与景观设计,将其很好的结合

景观视野的影响,以达到绿化和绿化的

住在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里,远离鲜

起来,保证景观整体的合理搭配。这提高

目的。美化环境,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花,自然。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应本着生态

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此外,景观设计还

2.2雕塑小品

化、多样化的原则,为人们提供健康优美

需要与景观相结合,构建新的绿地网络

城市景观雕塑素描是城市发展水平

3.3注重城市人文景观的历史文化
传承

3.4园林景观的人性化设计
人性化设计是现代景观设计的关键
要求,是住宅景观设计整体风格的结合。

的居住环境。在景观设计中,应注意循环

空间,如绿地空间、土地友好空间、水友

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利用理念的运用和生态学理论在植物群

好空间、亲子空间等。因此,景观设计必

在我们不断变化和快速发展的今天,城

中的应用。同时,要根据不同的植物生长

须与现代美学、现代心理学、行为学等

市景观中的雕塑素描不再是传统的立体

特点,进行不同的布置和规划,使景观设

相关学科相结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城

模型雕塑,而是城市文化的体现。还有提

计中的植物能够可持续地生长繁衍。还

市生态系统。

升城市形象和品位的作用。在城市园林

应注意在自然条件下利用空气、水资源

设计中,集艺术、时间感、功能、美于一

和天然肥料,使这些植物生态链形成良

城市花园是现代城市不可分割的

体的园林雕塑成为当代城市一道亮丽的

性循环,建立有序、长期、可持续的生态

一部分。利用城市园林,既可以实现生

风景线。城市园林雕塑小品不仅体现了

环境。

物资源的保护,又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

4 结语

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感,也展示了一个

3.2注重地域性、实用性、创新性

文化需求。也就是说,城市园林不仅可

城市的发展速度和现代化进程。在我国

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除考虑生

以进行生态保护,还可以实现社会效

当代艺术潮流的巨大影响下,设置在城

态因素外,其次要注意结合城市地域特

益。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城市园林设

市园林景观中的雕塑写生也发生了深刻

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风景。我国

计的发展趋势。

的变化。传统雕塑速写在题材、形式、

地域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论是

[参考文献]

审美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使园林景

自然风光、地理特征、人文环境、风土

观雕塑的艺术形式更加自由,艺术语言

人情、风土人情,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

化探析[J].工程技术研究,2017(1):233-234.

更加丰富。它在营造不同的园林景观效

差异是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优势,也为

[2]王欢.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

果和氛围方面起到辅助甚至主导作用。

不同地区不同园林景观设计风格提供了

14

2.3水景的设计

丰富的素材。如果设计师充分利用各个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水为园,无水无

城市的地域特色和当地现有的资源,不

[1]杨艳英.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

配置分析[J].住宅与房地产,2016(3):49.
[3]张心怡.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
文化解析[J].居业,2021(03):44-45.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