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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风景园林当中,植物景观设计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其不仅仅能够提升整体园林的视
觉效果,而且也能够通过科学的设计与规划,带给受众不一样的身心体验。但是,就目前来看,在风景园林
当中植物景观设计依旧存在许多难题有待解决,由此,本文以“植物景观设计在风景园林中运用分析”作
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不断促进风景园林的发展,提升整体设计品质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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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lant landscape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e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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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t landscape desig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visual effect of the whole landscape, but also bring different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scientific design and planning. However, as far as the present is concerne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plant landscape desig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lant landscape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i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mprove the overall design quality 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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