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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分析
程　前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　在设计城市生态风景园林的过程中，配置园林植物要严格遵循植物自身的特点，保证科学的配置植物，

这样才能体现出设计园林植物的艺术性，实现科学合理配置园林植物，真正将优美的景观效果创建完成。所以，

科学合理的植物造景设计不仅能够将植物景观的变化展现出来，同时也能够通过组合设计，让植物的自然美和生

态美得以充分展现，从而成为某市居住区绿色环境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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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成为推动园林设计工作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随着人们对于城市园林设计工作的不断

重视，有关于植物配置以及植物造景问题的研究也在

不断深入。所以如何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植物配

置与造景也是园林设计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园林

设计当中发挥的作用也不断加深。

1 植物配置与植物造景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园林设计工作的不断开展，园林配置与植物

造景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

题，只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行原因分析，才能

够真正地提出有效措施，提高园林设计的质量。

1.1 植物的配置缺乏合理性

现实条件是影响园林设计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也

决定了植物配置与植物造景当中仍然有很多问题急需

解决。首先，树种的季节性以及季节的变化是影响园

林树种选择的关键因素，同样也决定了实践过程当中

树种选择相对单一，如果到了冬季，树木逐渐枯萎，

园林设计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其次，外来树种是

园林设计当中的重点选择，缺乏乡土植物的布景，虽

然能够具有异域特色，但却无法体现出当地的独一无

二的特点。最后，园林植物配置需高度重视色彩以及

形体搭配，但是不合理的问题却仍然存在。如果在植

物配置过程当中不能将其融入周边建筑当中，那么造

景的主题必然会深受影响，导致缺乏整体的协调性，

这也会使得最终效果大受影响。

1.2 缺乏生态保护的意识

目前有关于园林植物配置以及造景工作的开展，

大多在引进或借鉴国外的园林设计风格而缺乏本土性

的特色。园林设计过程中，设计者更加青睐于国外的

设计风格，却没有正视园林植被的具体设计，所以很

多设计往往是盲目的只注重规模的扩大，而并未思考

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1]盲目地进行花草树木移植，

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存活率，同时也会影响生态环境保

护的效果。

1.3 文化品位有待提升

城市人群的文化品位是园林植物配置和造景工作

当中必须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所谓的园林设计，从来

都不是简单的栽植花草树木，而是需要系统性地进行

思考，而这也需要人们付出很大的耐心。植物配置与

造景工作的开展是对自然的运用，但却并不是简单的

对自然植物进行搬运，而是能够通过植物配置和造型

来凸显当地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们的文化追求。但是设

计人员只是盲目追求外国风格，而偏离当地特色，整

体的文化品位大受影响。[2]

2 植物配置与植物造景问题的解决措施

园林设计需秉承整体优先原则，遵循生态型导向，

通过协调对比来增强整体设计感，同时从实践发展的

角度对各项问题进行思考，具体措施如下：

2.1 动势和均衡

植物是园林植物配置和造景当中的重点组成部分，

受到植物习性形态等多方面问题的影响，在设计过程

当中需要从植物和环境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提高

其协调性。植物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特征，在不同的

时间展现出不同的状态，根据季节的变化进行植物配

置，能够更好地提高整体的设计美感，达到动态均衡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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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注重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的科学性

科学合理的园林植物配置与造型工作是一项系统

性的工程，一方面需要凸显园林的绿化功能，另外一

方面则需要考量大众的审美需求，达到绿化、生态、

审美多重功能统一的目的。首先需要学习园林艺术以

及生态学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对树种进行选择，凸显

当地职位显示园林设计的当地特色，提高观赏效果。

为避免影响生态平衡，不能盲目引进外地输出，必须

充分思考外来树种的环境适应性。

2.3 提升植物配置与造景的艺术品位

园林设计过程当中不仅需要重视其设计，更要思

考其艺术审美特性。例如，乔木和花卉各有特色，两

者之间的合理搭配，能够强化夜色和花色之间的两者

统一，通过其色彩以及层次性，能够让观赏者获得更

加独特的视觉效果。花卉种植需要考虑花期，通过分

层配置来提高整体的观赏期。艺术品位是园林设计的

重要追求，同时也是城市独一无二的对外名片，是城

市形象的代表，需高度重视植物园林设计的艺术品位

问题。

3 园林植物配置实例分析

3.1 某市概况和优势的植物资源

某市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地理位置处于云贵高原

中部，气候适宜，百花齐放，又称为著名的“春城”

或者“花城”。根据相关气象资料统计，该市的平均

气温达到 14.5℃，最热气温平均达到 19.7℃，最冷气

温平均达到 7.5℃，两季的温差很小，可以说冬季不冷，

夏季不热。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气候条件，让当

地拥有了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该市所在省份面积仅

为全国 4.1%，但却分布了 19000多种高等植物，其数

量高达全国半数之多，其中具备观赏价值的野生植物

占比高达 18%，数量为 2700种。丰富的植物资源与当

地的气候以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让当地拥有了不同

的植被类型，其中主要包括针阔混交林、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等；拥有多样花卉品种，尤其是茶花非常有名，

不仅成了当地独一无二的名片，同时也成了城市居住

区绿化的重要素材。

3.2 调查植物造景现状

（1）年代比较久的小区绿地率比较低，这也决定

了绿化景观空间设计的美化程度有待提升；而新建小

区拥有较高的绿地率、较大的绿化面积，景观层次感

更好，能够给人以独特的观赏效果。（2）园林绿化植

物种类是影响绿化效果的关键因素，植物种类选择得

合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园林绿化才能独具

特色。在对上述居住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寒潮天气

一旦来袭，就会冻坏绿化树，这些植物主要有小叶榕、

黄金榕、橡皮榕以及大量的地被植物，如非洲茉莉等。

这些外来树种都是近年来某市引入的，主要是为某市

增绿添景用的，外来树种能够给人以独特的视觉美感，

但是在极端寒潮天气的影响之下，不仅无法呈现美感，

反而会让外来树种出现冻损、死亡等情况。所以在植

物种类选择的过程当中，不仅需要从设计的角度进一

步提高植物景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样需要从树种

的角度进行思考，了解其整体生长环境以及对当地区

域气候的适应性。盲目引进外来树种，对于园林景观

设计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如果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不仅会造成大量植物的死亡，同时也会遭受巨大的经

济损失，影响整体的户外设计。（3）居住区绿化环境

的园林植物景观单调、缺乏层次感，可将其原因总结

为两个方面：第一，植物种类单一；第二，乔木、灌木、

花草比例不均衡，种植密度不合理。国家对新建居住

区有明确规定，绿地面积需达到相应标准，居住区绿

地树木绿化面积须大于绿化用地面积 80%。相应标准

出台之后，新建居住小区如滨江俊园、翡翠湾等绿地

当中具有较大的园林植物密度，植物群落结构相对复

杂，整体的景观层次感更加丰富，观赏效果更加明显。

3.3 植物造景的建议

3.3.1 明确植物造景立意

植物造景设计首先需要明确居住区园林空间主题，

选择相对应的植物种类，通过独特的设计来突出居住

区的绿化景观特色，这一环节对于植物造景设计是至

关重要的，同时也对设计者的艺术环境把握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通过综合思考，最终将主题与形

式进行确定的，在设计中灵魂是主题，载体是形式。

通常来说，植物造景就是诠释和表达居住区园林景观

利益的一种途径。它主要通过巧妙的布局空间结合其

他园林要素，最终形成特定的景观来将园林主题进行

隐喻。比如竹之虚心、松之苍劲、梅之傲寒。在景观

设计过程当中，能够通过景观来进行主题隐喻，观赏

者通过观赏景观来感悟园林的主题与内涵，对园林的

主体进行升华。所以在设计过程当中，植物群落的选

择不仅需要与主题相符，同时也需要达到突出主题的

目的，通过独特的绿化景观来给人以不同的视觉美感。

例如，俊发滇池居住区，该地区的景观立意是新古典

主义，在设计过程当中遵循秩序、规则、对称平衡的

原则。[3]在居住区主要入口处设计绿化造景，植物布局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7期 (下 )总第 502期 生物科学

69

形式采取对称式，并针对花钵、水景、石材铺装进行

对称点缀，让新古典主义园林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辅之以乔灌木以及草本植物，将不同花期不同生

长周期的植物进行充分利用，结合当地的地形地势特

点，将各种植物群落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四季都具有

观赏景色、入口植物景观丰富的层次感。

3.3.2 科学选树，适地适树

植物自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植物的优缺点

都是客观存在的。如何科学地运用好这些植物的特点

就成了园林绿化的关键所在 [4]，科学合理的设计是建立

在植物选择基础之上的，首先需要适应当地的环境条

件，同时达到居住区园林空间情景设计的主题要求。

所以在造景设计之时，需根据某市相关的法规来对植

物种类进行挑选，同时，需要多途径听取意见，结合

专家以及行政部门的各项意见，选择合适的树种，不

仅需要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而且还需要凸显园林空

间主题特色，营造出独特的、稳定的、生机勃勃的园

林绿化景观。

3.3.3 “没有量就没有美”

通过“量”的分析，可以将其分为绿植种类“量”

和植树“量”两个部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

们对于绿化有了更高的要求，虽然该市绿化条例当中

并未针对绿植数量、种类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但是

通过对植物群落结构以及园林景观现状调研分析发现，

只有植物种类比较丰富，群落景观才能够呈现出来，

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多样化的植物群落，能够呈现

出不同的生态功能，具备改善居住区生态环境的重要

功能。所以，植物种类数量选用适当、种植密度科学

合理，才能保证景观丰富性。近年来当地的居住区设

计绿化景观建设逐步发展，木本植物数量超过《某城

市园林植物推荐名录》中的 40%，小区内观赏景观区

域配置了较大的种植数量、植物群落种类在该区域内

比较丰富，能够大幅提升居住区观赏景观的绿植数量

和丰富程度，群落景观丰富多彩。

3.3.4 利用好观花类、观叶类等具有颜色特性的园林

植物种类是展现绿化、美化、彩化居住环境的一

种有效方法，除了植物种类应有适当数量之外，还应

该将色彩丰富的植物群落进行多层次呈现，让居住区

在不同的季节拥有不同的变化，让居住者感受到自然

的魅力。从分析乔木种类可以得知，乔木分为观花类

和观叶类，以落叶树为主，例如水杉、银杏、紫薇、

紫玉兰、云南樱花等，但是乔木的数量相对较少，如

木兰科植物广玉兰、乐昌含笑等。同时，某市相关制

度规定新建居住区拥有的绿地必须达到 80%，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落叶乔木的比例，观花、观叶类乔

木数量也被加以限定。所以当地在园林植物造景设计

时，应将居住区绿地面积进行充分考虑，科学估算落

叶乔木的数量，了解其大致数量，然后将其结果运用

到居住区的绿化、美化、彩化设计当中，以此作为景

观打造的重点元素。例如，除了运用观花类、观叶类

乔木打造世纪如春的效果之外，同时也可运用色彩灌

木以及地被植物，例如，马缨花、毛叶杜鹃、云南丁

香等。将这些种类作为观赏花，并且补充观叶类乔木

的数量，不仅能够形成有效的视觉焦点，而且通过合

理的乔木搭配，能够让植物群落景观拥有更加独特的

层次性，丰富整体观感，而且通过形体的合理搭配，

能够有效地进行装饰，对建筑物进行美化，破除生硬

的建筑规则形体，使得建筑形态具备更加丰富的变化。

同时，同一个绿地空间，不宜采用过多的色彩灌木种类。

景观设计并不是简单的采用大量的景观植物，过多的

植物种类反而会影响景观的统一性，散乱的视觉效果

反而会使得景观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色彩灌木设计

的过程当中，需对其面积进行等量分布，突出主次关系，

使用统一的色调种类。[5]

4 结语

植物造景是居住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

改善生态环境有着巨大作用，更能够将生活空间进行

美化，它所带来的精神价值是十分巨大的。首先需要

认识到植物造景设计的重要性，通过不断的设计创新

来提高植物造景，设计的艺术美感，营造出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生活环境，让人们拥有重返自然的美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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