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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景观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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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内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大家对生活环境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对风景园林景观进行营

造的过程中，植物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其加以利用既能够保证景观空间更具美感，又可以使得遮阴、防暑
等方面的功能切实达成。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了大量的植物还能够为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植
物配置更为合理的话，则能够保证城市绿化的经济性、实用性有大幅提升。时代前行的脚步持续加快，植物景观
的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本文主要针对植物景观设计展开全面分析，对各个要点予以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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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的组成部分是较多的，而植物景观则是
其中的关键。在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之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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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景观设计原则
若想保证植物景观设计的整体水平有大幅提升，

家的审美需求持续增加，植物景观的受重视程度大幅

必须要将生态性、经济性、美观性这三个原则落实到位，

提高。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履行好自身的职责，采用行

具体来说，对植物景观进行设计时应该要对城市生态

之有效的方式来保证植物景观更具美感，并和城市发

环境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设计人员必须要针对

展的实际需要相符合。

当地气候、土壤环境等进行勘察，确保植物具有良好

1 植物景观的特点
我们国家对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
要保证设计质量达到要求，就必须要对植物景观特点

的适应性，如此方可使得植物成活率大幅提高，而且
能够对城市生态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当植物景观具有
的生态作用能够真正展现出来，方可推动城市发展，

有一定了解。所谓植物景观设计，即是针对植物种植

并使得城市宜居性大幅提高 [2]。此外要对设计成本加以

进行合理规划，确保植物排列顺序最为科学，并产生

严格控制，切不可将关注点完全放在美观性上，同时

强烈的视觉冲击，进而使得风景园林具有的美观性大

要保证成本投入不会超出既定范围，否则的话，资金

幅提升。城市风景园林中涉及到的植物种类是较多的，

浪费就会较为严重。设计人员对植物类型进行选择的

树木、青草、花卉均是不可缺少的，因而要切实完成

过程中，本土植物应该要作为首选，除此以外，植物

好植物分类工作，依据既定顺序予以排列，如此可以

具有的耐旱性也应该达到要求，如此方可使得用水量

保证风景园林更具美感，而且能够将自身的特色凸显

大幅减少，尤其是在进行后期维护时并不需要投入较

出来。展开设计工作时应该要关注的是，不同植物的

高的成本，植物景观设计的整体效果也能够达到预期。

外观是存在差异的，能够实际展现相同面貌的植物是

植物搭配必须要和大众审美是相符的，将艺术性、美

较少的，因而展开设计工作时必须要对植物在不同季

观性充分突显出来，使得植物具有的观赏价值能够切

节中出现的变化纳入到考虑范围中，确保植物搭配是

实展现出来。

最为合理的。植物的种类是较多的，所以对其进行搭

3 风景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配时可以采用的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不同植物的合理

对风景园林项目予以分析可知，其规模通常是较

搭配能够营造出各自不同的植物景观，设计人员必须

大的，这就使得设计难度显著增加，尤其是宏观规划

要对此有清晰的认知，并通过可行的措施来保证设计

明显缺乏，这就使得整个设计难以真正突破传统。从

质量大幅提高 [1]。另外来说，植物景观还应该要具有文

传统园林植物配置来看，其关注的只是植物景观，而

化特点，也就是要保证其能够对城市建设起到推动作

景观体系、区域布局等则是较为忽视的。从事园林设

用，并可将地域文化展现出来。

计的人员对植物的规格、来源等并不了解，这就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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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效果和愿景并不相符。若想保证园林植物景观能
够呈现出系统性、社会性，必须要将规划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寻找出来，并对设计内容加以明确，同时要选
择最为合适的设计方法。在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后，大家
对审美的需求明显改变，城市风景园林的受关注程度大
幅提高，这就使得设计更为困难，尤其是传统设计观念
产生的影响并未得到消除，设计人员通常只是从风景园
林角度出发对植物景观进行设计 [3]，而对植物生产特点
并未加以考虑，如此就使得设计方案的实施难度较大。

4 植物景观设计要点
在对植物景观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对设计
要点有切实的了解，并将其落实到位。具体来说：
一是在正式设计前应该要完成好实地调查工作，
了解城市绿地周边的实际情况，并要收集所需的资料。
在进行考察时需要关注的是地质环境、气候条件、植
物分布等，相关的资料要尽可能详细，如此方可使得
接下来的设计顺利完成，针对性能够得到大幅提高。
二是要适当调整设计方案，依据不同概念来予以
细化，而且要将具体步骤予以明确。按照植物景观呈
现出的特点来完成区域划分，如此方可保证设计方案
更为合理，空间分布更为科学，避讳带来突兀的感受。
三是要完成好施工图的设计，这里所说的施工图
并非专指设计方案，其内容应该要涵盖经济预算、施
工方案、植物类型等方面的内容。
四是要依据既定步骤完成施工任务，对每个环节
加以严格控制，出现问题后应该在第一时间予以解决。
整个施工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应该做到全程参与，做
好现场指导，并依据施工情况来对施工环节进行优化，
保证所有问题均得到消除，如此方可保证工程建设顺
利进行，质量达到标准要求。

其生长不会受到影响。另外要将植物具有的生态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确保布置是最为合理的，这样方可保
证园林景观真正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5.2.2 经济效益
对市场的实际状况要有一定的了解，如此可以保
证成本投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本地植物应该作为
首选，这样能够保证购买、运输方面的成本大幅降低。
除此以外，前期栽植、后期养护均是不可忽视的，也
能确保存活率得到提升。
5.2.3 美观原则
植物选择还要将美观原则落实到位，植物应该拥
有优美的体态，而且修剪定型较为简单。依据设计理
念来对植物进行选择，将其具有的观赏价值充分展现
出来。

5.3 垂直空间配置
展开植物景观设计时要对垂直空间配置加以重视，
如果植物布置显得过于单调，必然会对园林景观产生
直接影响。通常来说，垂直配置的结构共有四层，一
是乔木，通过其可以使得园林私密性大幅提升，而且
能够起到遮阳作用。乔木应该要保证枝干是笔直的，
树冠也更为茂盛；二是灌木，在进行选择的过程中要
对观赏性予以重点关注，同时要确保修剪更为简便。
灌木、乔木间的对比是十分鲜明的，这样可以使得视
觉更具层次性；三是花卉，通过其能够起到良好的点
缀作用，可以将园林设计感充分突显出来，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应该要依据园林风格来对植株进行合理选择，
如果改为低矮灌木的话，则要对高度、密度加以严格控
制，确保和低矮乔木能够形成合理对比；四是基础层，
一般是采用草填充方式，如此可以使得整个园林的层次
感大幅提高，而且观赏效果也会更为突出 [5]。

5 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景观的设计方法

5.4 水平空间配置

5.1 规划先行，统筹全局

对植物进行水平空间配置也是不可忽视的，设计

对城市园林景观进行设计时，必须要将统筹规划
做到位，从全局视角出发，将景观的风格、主题，材
料的选择等加以明确，如此方可使得接下来的设计工
作顺利完成，而且科学性会有大幅提高 [4]。只有真正做
到统领全局，方可使得设计更具针对性，而且景观的
后期维护也能够更为简便。

5.2 植物的选择
在选择植物的过程中，必须要对相关的因素加以
关注，同时应保证下面几个原则能够落实到位。
5.2.1 生态效益
要从当地自然条件出发来对植物进行选择，确保

人员应该要将其和空间划分、作用划分等结合起来，
如此可以使得整体效果更加理想。植物配置需要对体
态、冠盖、习性等加以关注，确保搭配是最为合适的，
生态、欣赏等方面的价值也可突显出来。比方说，为
了保证隐私性要求得到满足，高大乔木的布置要科学，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将乔木、灌木予以合理搭配，如
此就能够对视线进行遮挡。休息、游玩区域则要保证
高大植物能够满足需要，阴凉区域、光线区域均不可
缺少，除此以外，灌木采用列植方式，并选择一些形
状较为独特的植物，这样可以保证观赏性大幅提升。
在选择花卉、灌木的过程中，应该确保和周边环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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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的，如此方可使得园林具有的观赏价值大幅提升。

5.5 整体效果检验
园林局部的植物已经配置到位，此时还应该要完

从整体出发，利用现有的施工工艺提升施工效率，与
此同时还应该将植物景观和其他元素结合起来，这样
就能够确保各个设计元素之间可以密切配合，对于提

成立面图、平面图的制作，将成图效果作为依据来对

升整体效果有很好的优化作用 [8]。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相关区域予以修改、充填。尤其是要完成好效果检验

如果临时有变，应该确保设计人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工作，了解植物设计、整体效果间的协调性，重点关

能够及时更改设计方案，从实际出发，强化植物景观

注各个区域中的布置是否相协调。如此方可使得园林

的整体效果，这样才能够优化植物景观的最终效果。

在整体上可以保持一致，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可以真
正展现出来，园林在观赏、艺术等方面具有的价值也
能够得到增强。

7 结语
随着可持续设计等设计思潮的兴起，园林植物景
观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植物景观在设

6 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景观的规划措施

计项目中的推广，大尺度项目中植物景观规划尤为重

6.1 掌握植物景观特点，转变设计思维

要，采取正确的设计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能，保障

设计人员对植物景观具有的特点应该有切实的了
解，并对设计思维予以转变，设计分景园林时要对整
体效果予以重点关注。植物景观设计的过程当中要将
植物景观具有的内涵加以明确，如此方可保证后期设
计顺利展开，设计特征、实际情况可以真正结合起来，

独立的工作进度，不合理的设计程序会影响设计工作
的顺利进行。风景园林在 2011 年成为国家一级学科，
在设计实践中，如何规范设计流程方法，将决定风景
园林学科走向，标准化的工作方法将提高企业劳动生
产率，保证设计质量水平。

这样就可使得植物景观的效果更为理想。对植物生长
的要求、规律也应该有清晰的认知，从植物特征出发
来对养护方案进行选择，确保更具针对性。植物具有
的季节特性是要重点关注的，因而设计时要从长远着
眼，确保风景园林设计更为全面，植物景观能够真正
得到优化 [6]。对植物景观进行设计时，设计思维必须要
转变，应该要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能够从不同角度进
行思考，确保植物景观、周边环境能够相呼应，只要
景观设计真正做到位，设计审美方可得到提升。

6.2 结合实际设计环境，了解人文特色
对植物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时，要确保和现实环境
真正结合起来，设计人员应该要对实地考察予以重视，
了解城市园林环境的实际情况。
除此以外，季节变化、自然条件等也是不可忽视的，
如此方可保证设计方案是最为合适的。另外，植物特
征也要纳入到考虑范围内，确保选择的植物最为合适，
使植物景观的整体性、和谐性得到保证 [7]。人文特色同
样是不能忽视的，要了解城市文化特点，并对植物代
表含义有清晰的认知，根据周围人们的喜好种植植物，
在不同的季节展现不同的植物特征，可以充分展现出
植物景观的活力与特性，这样一来就能够保证一年四
季都有所展现。

6.3 规划景观设计方案，关注实施过程
重视设计方案过后，还需要回归工程实施。在设
计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后期实施的便利性，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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