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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灾避险型公园绿地可以在美化城市环境和优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可能产生的灾难起到一
定的灾前预防功能和灾时避险功能。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和相关资料的总结,提出防灾避险型公园绿地的
功能,并结合人们实际的使用需求,有针对性的提出防灾避险型公园绿地的设计原则和设计策略,旨在科
学的建设提升人居生态环境的、提供灾难预防和应急使用的防灾避险型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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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Green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H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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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beautify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optimiz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green spac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voidance park can play a certain role in preventing and avoiding possible
disaste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summary of relevant dat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nc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voidance park green space. Combined with people's actual use needs,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voidance park green space are put forward, aiming
at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voidance park green space, which can enhanc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provid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mergency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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