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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城市化发展进程明显加快,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城区道路
绿化景观建设方面重视度越来越高。道路绿化以城市交通为基础,在现有交通空间基础上发展而来。不
同城市在道路绿化规划布局、形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呈现出显著的人文景观特点,能够展现该城市生
产力发展水平,同时对市民审美意识以及文化修养等的提高有重要支撑。因此,必须要注意城区道路绿化
景观,本文就此展开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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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urban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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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obviously accel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Road greening is based on urban traffic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traffic space.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layout and form of road greening planning in
different cities, showing a significant huma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show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ity's productivity, and h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urban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this paper
launched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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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布局方面,全面分析景观和风景视线
要求等,提高绿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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