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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不断扩张,导致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居环境质量的下降,使得
城市绿地景观建设已迫在眉睫。同时人们在享受大自然的恩赐的同时,必须学会保护它。并且城市绿地
景观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对城市公共绿地景观设计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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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ities have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closely related to us, which m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imminent. People must learn to protect nature while enjoying its gift. Moreov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construction,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urban public green space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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