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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地城市滨水景观拥有特殊的地形地貌形成了立体化多样化的视觉景观特征；是山地城市重
要的生态系统,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户外休闲空间。本文以以鹤峰县芭蕉河(城区段)景观设计为
基础,根据山地城市滨水景观的特征,提出遵循生态修复设计原则,结合鹤峰县芭蕉河滨水景观现状问题
从生态化设计的角度出发对滨水景观设计要素进行生态修复设计研究,进而提出的生态修复设计策略,
以期对山地城市滨水景观生态化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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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esign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in Mountai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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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of mountain city has special topography and landform, which forms the
three-dimensional and diversified visu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urban ecosystem and provides a
good outdoor leisure space for urban residents. Based on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Banana river(city part) in Hefeng
county as the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mountain city, putting forwar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in Banana river of Hefeng county to design and study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design,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esign
strateg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design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in mountai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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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陆域空间——恢复与构建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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