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浅析城市规划中园林景观设计运用
魏英 刘生鑫
青海普兰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2238/eep.v4i5.1449
[摘 要] 城市规划关乎整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园林景观
建设能够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系统,为城市构建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时要
积极运用园林景观设计,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更好的推动城市的发展,并为城市赢得更多的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城市规划中运用园林景观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过程中要坚持一定的原则,
从而使城市生态景观更加优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城市规划中园林景观
设计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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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lanning is relat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whole city, and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desig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and build an ecological and livable urban environment for the city. Therefore, in
urban planning, we should actively use landscape design, and effectively combine the two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win mor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city.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design in urban plann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ut we should adhere to certain principle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so as to make the urban ecological landscape more beautiful and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urban resi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design in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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