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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生态经济文明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演变,主要展现在现当代城市建设过程的
道路景观设计。城市的道路绿化作为城建的重要窗口,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跟每一
位居民的日常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环境质量,这也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发展具有
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在现实的建设过程当中,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与植物配置过程当中依旧存在许多问题,
因此,本文针对“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及植物配置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不断
优化城市道路景观设计,进而更有效的促进植物配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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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rban road landscape design and plant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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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is constantly evolving, which mainly shows in the road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urban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window of urban construction, urban road greening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aily life of resident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every resident and further
improves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esidents’lives, this is also of great help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actual construc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oad landscape design and plant disposition.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Urban
road landscape design and plant configuration research”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I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urban road landscape design, and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udy of
plant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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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辆数量也在逐年增多,这也为城市当中的空气污染程度带来很

城市道路绿化在设计表现的过程当中,最初的形式主要是

大的影响,导致道路的绿化配置与现实时代的发展节奏之间存

通过种植行道树作为主要的表现内容,通过针对城市道路进行

在着很大的差异,难以紧跟时代的快速发展的节奏。

绿化设计,则能够进一步改善城市当中的湿度以及气候条件,对

1.2城市道路的绿化体系不够健全

城市艺术形象与品质进行提升。同时还能够营造更加舒适、安

受到历史因素带来的影响,许多人员在针对城市道路的建

全的生活环境,针对社会经济效益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发展

设过程当中没能够真正考虑到对交通环境方面的设计,道路的

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城市道路绿化景观设计当中存在的问题

绿化体系不够完善,进而导致人行的活动空间存在明显的不足。

进行探讨,进而提出可行性的优化策略,促进城市道路的优化

1.3道路的景观设计缺乏个性化的发展

与发展。

我国的城市当中,主与次的干道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1 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化特点明显不足,创新的水平也相对比较低,除此之外,分车带

1.1道路整体环境的质量相对比较差

栏杆的设置也相对比较高,这对城市的容貌都会产生非常严重

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带来的影响,城市的接到生态环境表

的影响。

现相对比较差,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城市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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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国的许多城市在针对道路的绿化景观设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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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依旧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果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不

道路绿化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的特点。

能够及时而且有效的进行优化,就会对道路景观设计带来非常

2.4需要遵循艺术性的设计原则

严重的影响,在这一情况之下,相关的设计人员责需要只针对现

城市道路景观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以及针对绿化植物的选

实的问题提出可行性的策略,进而不断优化和推进道路景观的

择、中职与搭配的过程当中还需要遵循着艺术性的原则,需要保

发展。

障其不会对道路的行车视线带来影响的基础之上,通过更加科

2 城市道路景观设计的主要原则

学、有效的规划与设计,保障植物配置上的层次、高矮以及疏密

2.1秉承安全性的设计原则

程度都具有通透性的重要效果,而且针对部分的特殊情况表现

针对城市道路景观进行设计与表现的过程当中,不仅仅需

的时候,还需要运用植物来进一步创设相应的“障碍”,如果在

要营造更加良好的景观环境,更重要的则是需要满足后期在行

城市的道路两侧去种植一些高达乔木或者是灌木层的话,就会

车过程当中的安全性需求,规避道路功能的正常的使用。而如果

形成复层次的绿化景观,并且针对道路两旁的老旧建筑对周围

在道路的交叉口视距三角形的范围当中,或者是弯道内侧所规

的环境进行遮挡,进而营造更加优美的环境。

定的范围当中去种植树木的话,需要保障其不会阻挡驾驶员在

3 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中植物配置的主要策略

行车个过程当中的视线。而针对道路的一些弯道的设计与表现

3.1总体与局部之间的配置关系

过程当中,外侧所设置的一些边缘树木则需要采用一定具有规

城市景观道路当中的植物配置需要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遵循

律性的方式来进行表现,向驾驶员提供相应的道路走向以及相

着道路所表现出来的总体功能上的定位。对于景观道路而言,

关的变化信息,提升行车时候的安全性。秉承道路行走的安全性

是将景观性、生态型与安全性融为一体的具有综合特点的表现

进行设计,更加合理、科学的设计道路的不同区域当中的植物,

内容。由此,从总体的配置上我们可以看出,植物的配置则需要

保障驾驶人员在视线上能够畅通无阻,规避在道路的中央分车

追求协调性、统一性与一致性的特点。从其道路的现状,依托整

绿化带设置过高,应当采用一些低矮的灌木或者草坪来进行设

体进行考虑,在针对总体表现的基础之上对景观道路的哥哥局

置,进而保障其安全性的特征。

部进行功能化的分段,不一样的景观段所展现出来的基调也会

2.2遵循适宜性的设计原则

有所不同,而不相同的景观段所采取的节点以及小品等链接起

在城市的道路绿化与设计的过程当中,在空间的设置上往

来也会对整体起到协调性的作用,这样也就能够促使整个景观

往会存在很大的限制性的特点,需要做好对非机动车、机动车道

在功能表现之上相互协调统一,而针对道路景观当中的各个分

以及人行道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的分析,进而降低对现有的道路

段、阶段也可以采用丰富多变的一种格局,进而让这些局部的丰

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需要提前做好对现场的勘

富性来提升整体的表现效果,突出群体的艺术之美。

察,确定在现有的空间当中去完成相应的绿化设计,为打到良好

3.2远与近之间相互结合的关系

的绿化效果奠定基础,提升道路绿化的美观性特点。除此之外,

在针对城市道路景观的植物配置表现过程当中,不仅仅要

还需要在设计与表现的过程当中保障所中职的一些绿化植株能

能够在近期有非常好的一种绿化的效果,而且还需要保持整个

够在现有的环境当中正常的生长,这样就需要遵循适宜性的原

道路景观呈现相对稳定性的发展。对于素生树而言,其生长的速

则来进行设计,依据现实的发展情况选择更加科学、良好的景观

度相对比较快,而且能够非常快速的产生美好的视觉效果,但是

设计手法以及相应的植物配置,并且符合植物多样性的发展特

对于速生树所表现出来的寿命而言,相对比较短,并且整体的绿

点,对各种植株进行更加合理的搭配,在不影响现有的发展情况

化效果所展现出来的持久性相对比较差。对于慢生树而言,一般

之下,进一步保障植株能够获得正常的发展。

来说,其所表现出来的寿命相对比较长,而且品种也比较多样,

2.3遵循人性化的设计原则

季相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并且具有非常强的观赏效果,但是唯

为了能够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构建更加安全、舒适、合理的

一的缺点就是生长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才

交通运行环境,还需要在设计表现当中遵循着人性化这一设计

能够呈现出相应的视觉效果。速生树和慢生树之间的比例一般

原则,并且针对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针对各项需求的因

在2比3相对比较合适一些。在针对植物的配置过程当中,为了能

素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不断提升对道路绿化的设计与搭配之

够促使近期的绿化效果更加优越,就需要在配置的过程当中选

间的合理性,确保能够在满足现有的道路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

用一定数量的常绿树。而对于常绿树来说其往往能够展现出四

之下,达到人性化的设计需求。除此之外,从人性化这一设计角

季常绿的特点,能够对周围的道路景观起到非常好的美化作用,

度处罚,针对城市道路当中的绿化内容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并且

同时也能够在冬季的时候呈现出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寿命长,绿

需要考虑车辆在形式的过程当中应当具备的安全性的要素、科

化的效果也相对比较持久。所以,在针对植物的配置过程当中,

学性的要素以及动态化的美感等等,同时需要考虑人在行走的

常绿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配置良好的常绿

过程当中,是否可以与道路的绿化之间产生非常亲密的接触,并

树与落叶树,不仅仅能够促使近期的绿化效果更好,而且还能够

且能否从这当中去获取更加轻松愉悦的心情,例如：在人行道当

让道路景观相对比较稳定。这也是远近有效结合的重要表现。除

中是否需要中职一些遮阴效果比较强的、高达的植株,进而提升

此之外,在针对植物的配置过程当中,还需要注重乔木与灌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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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比例关系。灌木大多都比较矮小,而且大多呈现出丛生的状

4 结论

态,有非常鲜艳的果实以及花朵,并且观赏的价值以及功能价值

城市道路景观的设计与植物的配置需要综合对各种不同景

都非常的高,可以作为对乔木的一种陪衬,能够不断提升道路表

观要素进行考虑,进而营造具有安全性、艺术性、生态型为一体

现的层次感,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组织并且对空间进行分隔,展现

的特殊表现内容,在设计与配置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对植物所

出错落有致的艺术美感。

展现出来的色彩、形态、生长周期、生态美学等特征进行更加

3.3植物季相变化的关系

全面的了解,进而发挥植物的主要功能性的特点。较好的植物配

春夏秋冬这四季都会有不一样的场景与变化,也会形成不

置则应当加强乔木、灌木和草等方面相互结合,凸显出相互协调

同的景象,树木花草的开花、落花、展叶与落叶、色彩的辩护等

的关系,更有效的发挥不同植物之间的优势,促使整个城市景观

等,都会促使植物在不同的季节当中有不一样的季相。通过运用

道路在设计与植物配置上凸显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植物材料季相上的变化中色彩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就会

益相互统一的效果,促进其得到全面的发展。

促使在四季当中有不一样的欣赏内容,这也是在城市道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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