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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以来,我国的水资源污染和水资源紧缺问题不断加剧,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现有城市建设
工作也受到一定影响。加之近年来的暴雨、洪涝等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进行雨
水的合理利用以促进城市建设工作并保证城市经济的长期发展势在必行。而收集雨水并应用于园林景观设
计中,一方面能够解决降水过多造成的洪涝等自然灾害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现有水资源合理利用工作
的实现,保障社会基本生活的正常运行。本文就园林景观设计的雨水收集利用的相关内容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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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water pollution and water shortage problems have been aggravated,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existing urban construction work have also
been affe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ddition, in recent years, heavy rains and floods have caused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and endangere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ies. It is imperative to use rainwater rationally to
promot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sure the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Collecting rainwater
and applying it to landscape design, on one hand,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caused
by excessive precipi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ational use of existing
water resources and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basic social lif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ed content of
rainwater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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