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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时代下园林景观设计的问题及措施探讨
王艳君
雅世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3
[摘要]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市建设越来越完善，突出城市美学，人们对城市内的景观生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
个大背景下，园林景观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协调人与自然景观之
间的关系，创造一个更符合城市特质和内涵的花园景观，以及在园林景观建设的过程中落实融入以人为本的概念。设计景观
建筑师必须提高景观质量，同时不断解决景观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为现代景观园林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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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urban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and urban aesthetics is
highlighted. People have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landscape ecology in the city.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landscap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cluding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landscape, creating a garden landscape mo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as well as in the process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Landscape architects mus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ndscape,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andscap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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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城市的园林景观能够反应出城市的经济、文化建设程度，是城市文明的主要体现，因此合理、人性化的景观
设计是十分关键的。但现阶段，由于设计者的水平不一，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城市规划建设等诸多原因，园林景观没有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下面笔者就来谈一谈当前园林景观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园林景观的重要性
1.1 体现城市内涵
在每个城市的长期发展中，将形成具有独特区域特征的城市文化，城市基础设施、园林景观涉及多种多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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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铺路、花园建筑和建筑设计。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的民俗习惯和生活习惯，在装饰效果和整体设计方面也存在差异 。
1.2 改善居住环境
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环境受到工业污染和人们生活污染的破坏，这些污染不仅对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不
利影响，而且还影响到城市中生活的人们的健康。建造园林景观有助于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城市中的人们创造绿
色、生态、美丽的生活环境。绿色植物还可以控制空气中的污染物，净化尘土减少噪音污染，降低气温增加空气氧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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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度，为城市形象添加生态美感 。

2 园林景观设计现状分析
中国园林发展史已经有数千年了，但是都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和学科，现代城市的园林行业在科学系统理论上大
概起步只有四十多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大批量的城市建设为园林景观
的发展带来了基础，小区内的园林景观在居民住宅区美化绿化的环节占主导地位。然而，这些花园景观往往只注意绿
化带形状、颜色，忽视了景观内在功能，忽视人类生活空间和社区功能空间的协调统一。因此，许多人对花园的景观
仅仅有着表面上的理解，他们认为花园只是种植花草，挖掘湖泊和设置山石。事实上，这只是园林景观的一个内容。
真正的景观概念远远不止于此。景观设计必须充分的融合人与自然，做到生态、绿色、节能和环保，寻求人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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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以及自然和文化的统一 。但是，当前园林景观还有很多突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导致最终设计的成果不够理想。
过于规整的花园景观失去了野生和自然的外观，单调的植物花草的使用造成了单调的景观外貌，种植的非科学性造成
了植物存活困难，导致园林景观耗费高昂的费用，以及千城一面的设计方法。趋同的花园风景让人们感受部到当地特
有的风景和自然文化的内涵。许多景观设计都不是专门结合实际为了当地生活的人们专门设计的，而是设计方案的简
单复制粘贴，失去了园林景观内在的灵魂。

3 园林景观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3.1 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存在利益驱使现象
在目前的城市花园景观设计和建造中，花园设计和相关建筑基本都是一个单位中标，这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景观中的耐久叶树覆盖率相对较低，一些价格高昂，不适合本地气候环境的植被密度却相当高，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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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情况不佳的现象 。在中国的城市景观设计中，设计师往往不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而是注重与景观规划有关
的经济利益，导致城市花园的建设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3.2 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缺乏特色，盲目模仿比较严重
从当前各个城市的园林景观设计特点不难看出，园林建筑在形式和布局上千篇一律，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地城市的
建筑和风景特色，使得园林景观和城市看上去格格不入。还有为了完全模仿其它城市的园林景观风格，将一些对气候
要求较高的植被栽种到了不适宜生长的地区，例如为了模仿江南地区的园林设计风格，将一些在江浙地区生长的植被
移植到了北方，导致植被大量死亡，在后期需要付出更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 缺少人与自然的融合园
在设计景观时，景观设计师必须充分的结合当地的文化和人文，有机地将人与自然恰当的融合起来。在景观设计
的环节，除了注意当地景观概念外，还必须建立一种适合人民生产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城市气候、不同的城市文
化、不同的城市风格决定着不同的城市园林风景。在不能结合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取决于不同城市对花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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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实际需求。现代花园景观设计不应是千篇一律的，而应以人为本，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然而，在目前阶段
的景观设计，一些城市正在寻求更奢华大气的景观呈现效果，许多著名的设计师也应邀从其他地区前来。然而，由于
设计者不了解当地的习俗和历史，往往创造的景观是徒有其表的，人和景观的孤立使人无法真正的融入自然景观中。
3.4 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中植被搭配不合理
植被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植被具有不同的生长习惯和自然适应能力，因此，必须尊重生态特性和植物生
长法则，以便城市园林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种有利于城市环境的意识。然而，在实践中，植被的选择有时
候仍然是不切合现实的。例如，在高架桥下种植了灌木、草本植物甚至大树。例如，在规划和建造城市园林景观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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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结构中，往往忽视了植物群落的分层，通常是单一的植被或孤立的品种种植，缺少搭配和层次丰富的美感 。
3.5 设计效果和实际效果不符
由于园林景观项目的地理、人文、气候等等因素限制，设计者的设计效果和实际建造完成的效果通常会有一些不
同。然而，虽然这些无法控制的结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大，但最终建造结果远远不如设计的情况那么好，也比较普
遍。为了使设计在竞争中得以区别开来，一些设计者掩盖了项目建造的可行性，利用一些虚假不切实际的建造风格和
样式使自己的设计更加美丽。然而，在园林景观建设工程中，与项目施工人员的沟通不足，最终导致建筑与设计之间
的不符合。

4 具体的改良措施和对策
4.1 提高设计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现代景观设计师的设计水平直接决定了景观的最终影响。因此，中国应当加强对设计师的培训。整体的提升设计
师的技术业务素质和个人审美能力，从而让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更好的把握园林景观的整体美感和观赏性。
4.2 树立设计特色意识
如果你想创新，景观设计者必须考虑如何根据当地地形和气候以及其他因素设计符合当地特点的景观。不要盲目
地遵循国外的设计理念，盲目地使用欧洲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设计方案。有必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及其居民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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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设计现代花园风景 。
4.3 加强施工监督，做好后期养护工作
一个长期可以保持其原始外观的良好景观不仅需要起初的建造开发者的单方面努力，而且还需要后期养护方面的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3

工程建设·2020 第3卷 第1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0,3(1)

努力，必须在景观建设后，在接下来的养护环节中做得好才可以保持园林景观的形态美观。
4.4 重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景观设计本身是针对个人的，因此必须更全面地考虑到居民的感情。中国有着广阔的领土，不同地区的居民的生
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设计人员在设计景观时必须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和习惯。
4.5 充分发挥植株的自身优势
在景观设计中，应尽可能使用无毒灌木，应尽可能选择生长迅速的植物。植物的开花期和叶子的颜色必须抓住植
物的季节性，实现与之相应的花叶功能，并使用树种的颜色对比度很大，以获得园林景观的设计活力和生命力的凸显。
4.6 不断提高对园林建设的规划能力
发挥行政规划和园林设计规划的作用，切实提高对园林建设的布局和实施能力。我国的园林建设大多是在政府主
导下进行，因此，政府在园林建设中的作用很大。政府要减少并退出相关的行政干预，重点从宏观下做好对园林建设
的布局，城市进行园林设计时，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将项目放置整个城市或者区域环境中进行定位，做好园林与
周边环境、园林与整个城市园林系统的系统协调，使园林建设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充分发挥园林建设在
城市建设中的功能。另外，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应通过健全园林法律法规的方式，对园林规划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并加
强实施，以保证园林规划设计的质量。拓宽园林规划设计思路，结合具体园林的实际情况，以人为本，从园林满足社
会精神需求等角度出发，按照打造具有特色的现代园林的理念，探索、开发新型设计作品，摒弃抄袭和模仿，走特色
园林规划设计之路。

5 总结
在现代风景设计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中国风景设计，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在国际的景
观园林舞台上提倡和发扬中国园林设计艺术。
[参考文献]
[1]苏添龙.低碳理念下的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初探[J].现代园艺,2019(13):83-84.
[2]李静.园林景观的设计要点及问题探讨[J].建材与装饰,2019(18):107-108.
[3]黄怡琳.园林艺术设计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作用探讨[J].现代园艺,2019(12):97.
[4]臧西瑜.基于新时代下园林景观设计的问题及措施探讨[J].现代园艺,2019(12):117-118.
[5]陆阳.浅析风景园林中的景观生态设计[J].现代园艺,2019(12):118-119.
[6]窦小霞.生态规划理念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探讨[J].现代园艺,2019(12):139-140.
[7]卓永生.新时代背景下景观设计与景观工程营造探索[J].绿色科技,2017(19):65-66.
作者简介：王艳君（1982-），女，工程师，本科专业：园林，硕士研究生专业：园林规划与设计，从事房地产开发设
计管理工作。

14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