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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绵城市”理念下的护城河景观设计探析
——以辽阳市护城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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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环境问题被视为国内目前的城市发展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考虑到目前城市里逐渐涌
现出来的环境问题,用艺术设计方式铸造美好生活变成许多居民强调的一种生活追求。本次研究重点在
环境艺术设计层面,结合海绵城市思维展开护城河滨水景观的设计,把人居环境质量和城市生态发展当
成关键的目标,实施进一步的探究和设计。应对城市中的护城河展开有针对性地研究,使其在城市中发挥
更大更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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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oat Landscape Desig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Taking Liaoyang Moat as an Example

Xin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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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regarded a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China’s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the emerg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city, casting a better life
by art design has become a life pursuit emphasized by many resident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sponge city thinking, carries out the design of the riverside
landscape of the city, takes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urban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s the key goal,
and implements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design. It carries out targeted research on the moat in the city to make it
play a greater and more effective role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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