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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植物配置方法
贾景贺

（枣庄市园林工程公司，山东 枣庄 277100）

摘　要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植被选择应该根据绿地的功用和美学特点及实际状况，科学合理地选用好物种。

需要将花卉植物栽培于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并因地制宜地选择植株，以便于与植株的习性和园林种植地环境

条件相适应，以实现树与地的统一。但同时也必须遵循公园绿地的功能特性与功用特点，以便保证植被选择的实

效性，基于此目的，文章重点介绍了风景园林建设的主要功能特点，对风景园林建设中的植被选择条件与策略进

行了理论研究，以力求实现风景园林的主要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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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当前的居住环境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因

为在近些年来，中国的工业经济社会的粗放式发展模

式，导致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和自然环境之间的

问题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而在自然环境之中需要能

够保证进一步控制好环境的污染，避免对于人民的生

活环境以及健康安全形成不良的影响。所以，人们需

要保证能够在进行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对于景观植物

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并且可以采用科学合理的搭配、

布置方式，来进一步充分地体现风景植被的价值所在，

为构建风景园林城市发挥最大效果。

1 风景园林设计的主要功能

在当前构建景观园林的过程中，其主要的功用大

部分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能够有效地绿化市容

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几个不

同的城市的自然保护措施，将大量富有天然气质的花

草树木带入景观构建中，并且可以通过相关的方法来

做好种植，与此同时，也能够将民俗风情、传统文化

以及宗教、历史文物等各种元素融入风景园林设计的

过程之中，这样才能够进一步营造出各种不同的风貌

的风景园林设计，这样才能够让整个城市环境得以恢

复 [1]。与此同时，又可以进一步通过对各种景观花园建

筑设计的展示，从而充分地表现出整个都市的精神风

貌与传统人文品位。优美的市容景观不但能够给市民

美的享受，也让人陶醉，同时还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留住人才和资本，从而进一步促进

经贸、文化教育和高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1.2 改变城市自然环境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对于维护城市系统均衡、完

善都市环境质量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性 [2]。景观的园林设

计经过了植树造林、种灌、栽花、培草、营造建筑物

风景和布设园路等阶段，不但增加了都市的园林率，

而且充分发挥了立体多层次的都市绿化植物的环境作

用，包括吸音除尘、降解副作用性毒物、控制室内空

气温湿度、有效减少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从

而使城市环境质量满足了整洁、适宜、良好、安全的

需要，进而给居民提供了良好的都市宜居空间。

2 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植物配置要求分析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植被选择条件主要体现为：

2.1 地形条件需要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植被选择，必须充分考虑

景点所在的环境、地形特点，并根据所在地的要求，

全面考察各种植被在景地中的生长状况，这才能促使

植被健康健壮地生长发育。部分企业随意栽培珍稀草

本植物，认为“物以稀为贵”，然而会导致企业投入

资本过多，植株成活率不高等问题 [3]。对比而言，选择

本地植物能够合理节省成本，同时本地花卉自身可以

满足当地的生存条件，会增加成活率，在园林绿化方

面起到难以替代的效果。

2.2 色系要求

园林绿化的植被颜色选择也是植物造景需要考虑

的另一项主要问题，由于各种花木在各个时节的颜色

都不太相同，尤其是以叶片颜色变化最为显著。因此

在设计时，对花卉所选择的颜色组合必须充分地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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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特性和花朵之间的相辅相成效果，以突出互补与

衬托的效果。如果一个景观在春天主要突出某个颜色，

而作为计师就必须能够选用最适合突出这种颜色的植

物，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植物来作为衬托，由于四季的

温度与环境差别，春天的植物配置的主要颜色可能不

适应夏天要突出的主要颜色，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

对种植物进行改变，从而逐渐代替春天的主要颜色 [4]。

当前的公园中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但是由于部分工

作人员仍主张引进国外花卉，不注意对于本土植物的

利用与保护，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问题往往不利于

自然环境的和谐。

3 风景园林植物配置的作用

3.1 优良的植物配置能够让园林更加具备观

赏性

在植物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风景园林的总体布

置就是第一个被人们关注到的，人们的注意力会迅速

被优良且有规律的植被配置所吸引，激起人们参观的

兴致，从而推动了风景园林功能良好的发挥。

3.2 在园林中植物配置的植物能够更好地生长

配置植物具有某种合理性和规律性，通过科学的

配置，按照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就可以使植株

之间在繁殖的时候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通过将

部分寄生植物设置到其适宜繁殖的树种附近，这样可

以实现与植物的互生经济学研究共存，植株才能更良

好地繁殖，进而实现风景园林的互生促进发展 [5]。

3.3 科学的配置能够节约资源

植物资源需要充分地按照科学的规律进行合理的

配置，这样不但可以进一步节约土地资源，而且还可

以有效地节约水、肥和人力管理等资源，进而保证将

土地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程度降低，从而真正地实现

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并且充分地遵循当前风景园林

构建的基本原则。

4 关于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选择和规划原则

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整个花

卉在色彩以及形状，包括线条和配合比例等各个方面，

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不同特性，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现

出整个园林结构方面具备一定的多样化与复杂性。与

此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避免花朵在配置结构方面过

于简单或者是凌乱，又或是繁复无序，所以必须保证

能够使花朵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这样可

以给人以自然、和谐统一的视觉，而且同时搭配植物

活泼、自如多变 [6]。

5 风景园林建设中的动植物搭配策略研究

5.1 风景园林建设必须正确选用树木和组合

方式

对于风景园林在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必须能够正

确地应用树木以及组合的方式：

1.在选用树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风

景园林建设中合理的树木选用，正确的植被选择首先

是将乔、灌、草等合理结合，把植被设置成高、中、

低各层次，既丰富了植被类型，又可将三维绿化资源

实现最优化。其次是搭配高大乔木的，要选择适当的

株行距，力求为相对平衡的植被种群构成基础。

2.正确选用组合方式。第一，孤树。宜种植于广

阔空中或视线广阔的高处，以表现所在的空间是主景

和中心，以表现树、环境或景观的魅力。而黄山的迎

客松生于陡岩，枝条苍劲秀丽，侧枝悬挑于文殊洞顶，

如同向主人招手迎接着四面八方游人，从而以此著称

于世界。第二，丛植。按形式美结构，展示了花卉群

体美感。植株间的连接、搭配，在形体上则有高低、

近远的多层次变换，在颜色上则有基调、主调、配调

之分。群体的疏密错落，产生了明显的空间划属联系。

不同时期、不同品种植物所呈现的景观期也有所不同，

其主要表现为四季分明的景观期。它能够在一年四季

均有明显变化，构成了春天繁花似锦，夏季绿树成荫，

秋季红叶色变化，冬季银装素裹的景观，反映出高低

起伏、疏密有致的景观美学效果 [7]。

5.2 风景与园林建设，可以适当利用在植物

色彩上的搭配

风景园林建造过程中，由于四季的不同，其植被

颜色也会不断变化，运用植被对四季的节律作用，丰

富了园林造景的观赏性，并赋予了风景园林生活的丰

富韵致。首先，根据树皮颜色，人们的视平线高度与

乔木树干相同，所以我们在森林中穿行，就首先发现

了植物的树干，所以要注意选择不同的树种。其次，

叶子颜色，根据不同色彩变化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在整个生长期植物叶子出现各种颜色，或者绿色叶子

上生长块状、条形、点状的图案；另一种则是在繁殖

季植株开始呈绿色，到落叶前或者发生新叶后逐渐变

为其它色彩。风景园林设计的植被配置设计，选择的

植被颜色应当与环境配合起来，突出植被形状和大小，

并尽可能选择中间绿色，其它颜色为辅助，着重考虑

冬日颜色和夏季色调，丰富植被颜色，达到植被搭配

设计的整体性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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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必须合理利用植被体

形美学加以设计

市政园林工程植物不仅仅应该具备颜色方面的美

感，还必须可以进一步凸显出形态上的美感，也可以

保证让造型和颜色互为衬托。

5.4 层次搭配

风景园林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在相应的配置花

卉之中，需要进一步注重花卉层次配置，通过科学合

理的花卉组合，就能够让景观层次感增强。如将各种

相同色彩的花卉有机搭配组合，使花卉之间形成一种

鲜明的对比，让整体颜色丰富，使层次感更加清晰。

如从低到高的布置方法。同时要体现在花卉种类的多

样化和显著的季节性，避免了单调和雷同，要达到繁

花似锦的春天，绿树成荫的夏季，红叶满目的秋季，

苍翠迷人的冬天，实现四季景色不同，使业主与游客

充分地体会到大自然的气象万千和无限生机。

5.5 观花植物和观叶花卉的搭配，留意周围

环境要求

在具体选用花卉品种时，当然也要考虑环境的需

要，因为部分花卉的栽培并不单纯能够达到绿化的效

果，同时对环境还能够达到保护和完善的效果，所以

针对有毒害气体污染严重的地方在栽培植物时也要思

考对这种毒气有比较强吸收的花卉，例如龙舌兰、虎

尾兰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5.6 美学艺术手法的应用

美感与文艺手法的使用，首先是对比与衬托的使

用。对比与衬托的使用关键集中在色彩和形状都不相

同的植物选择上，因为这样不仅能够给人一种和谐感

觉，而且还能够提高整个公园的整体观赏价值。高低

错落有致的树木是比较常用的，而树叶搭配红花则是

最经典的。其次是对动态与平衡的运用，而花木的动

态则是指植物的植株随四季改变而变化，要合理布置

随着四季改变而产生不相同效果的植株，以取得平衡

美感效果。最后是对层次变化与背景等表现手段的运

用。将不同类型的花卉配置在一起，不相同的开花时节，

就可以实现四季均有开花的功效。

5.7 自然式与规则式相结合

在栽培园林植被上，还可以使用天然方式与规律

式相结合的方式，通常来说植被可以在路的两旁种植

一至二行的，并且也可以使用规律式的方法配置部分

耐荫树木，对露出地表的区域来说也可以种植草坪或

是地被植物。别的草坪也可以采取更自然式的搭配模

式，从而达到错落有致和四季都不一样的景观。

5.8 植物的养护

植被功效、景观效应与人文意蕴得到持续和完整

表现的基本路径是选择植被后的保护管理工作。第一，

要制定具体的植被保护技术标准和等级规范，建立健

全的检测管理制度，由公园绿化技术管理部门定期组

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保护检测。第二，切实改变重建

设轻保护的传统，把植物保护任务必须投入相应的人

力、物力、财力才能取得良好效益的观点灌输到每一

位领导与主管者。第三，对植物的保护任务实行开放

招投标机制，确定保护技术标准，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让植被的保护任务突破由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自行保护、

无人或自行验收的困局，对维护费用减少和提高保护

管理水平有益。另外，由于地区间因土壤条件、气候

条件的不同而造成植被种类上的不相同，因此体现城

市园林特点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就是乡土树种。通过应

用比较便宜、可靠、安全的乡土树种，它们就能够适

合本地区的自然环境要求，对抗环境、病虫害等影响

的能力增强，从而尽快形成比较稳定的森林结构与充

分发挥各种功能，也能够进一步降低保护成本。

6 结语

综上所述，风景园林建筑是城市能效标签的主要

内涵，其中植被的配置能够提高城市环境效率、美化

环境、减少自然灾害，同时能够丰富城市多样性和保

障城市居民的卫生条件。所以要发挥园林植物在城市

规划建筑中的功能与作用，需要加强对风景园林的设

计过程中植被的选择方面做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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