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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要素

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要素包括园林植物、园
林建筑、道路场地、铺地、园桥、山石和水体等。

一、园林植物

二、园林建筑

三、园路、场地和园桥

四、园林地形处理

五、铺地与基本结构物

六、山石与水体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设计(2016，复旦大学王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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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园林植物

1、定义：

园林植物指在园林建设
中所需要的一切植物材料，
包括乔、灌、草、花卉、竹
类、藤本植物等。

2、园林植物的分类

从园林规划和种植生态设
计的角度出发、依其外形可
把植物划分为乔木、灌木、
竹类、草地、花卉和藤本植
物六大类，它们在园林绿地
系统中既有独立的个性和作
用，又互配合，组成一个综
合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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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园林植物的观赏特性

• 树冠、树干、树枝（茎）、根
• 叶、花、果实与种子



植物叶片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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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园林植物举例:

紫玉兰 （辛夷）

白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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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铁

广玉兰, 木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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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

南天竺（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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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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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香, 瑞香科

三色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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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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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 (Fructus momordicae)

葫芦科多年生宿根草质藤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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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黄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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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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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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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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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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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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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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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
雪松

水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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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 茜草科

洒金桃叶珊瑚,山茱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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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 苏木科,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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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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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杉



2016-03-30 34棕 榈



2016-03-30 35

茶花

紫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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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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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继木, 金缕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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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漆, 泽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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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园林植物的配置
• 孤植
• 对植
• 丛植
• 树群
• 树林
• 植篱
• 花坛
• 花境
• 草坪

树群

孤植

丛植

草坪与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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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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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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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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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园林建筑
园林建筑在绿地系统中，

既有使用功能，又能与环境
组成景色，供人们游憩、观
赏使用。

1. 园林建筑的作用

2. 园林建筑的分类

3. 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

4. 园林绿地的小型建筑设
施与雕塑小品

5. 园林建筑的布局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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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满足功能要求∶

• 具有提供休息、游览、文化娱乐、宣传、
体育场所等多种功能。

1.   园林建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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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成游览路线和组织风景画面∶

• 在以自然风景为主的外部空间中，配合园

内风景布局，形成游览路线的起承转合，

以有利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

幅幅自然风景画面，起到点缀、装饰、控

制和统帅的作用。

• 在以建筑为主的内部空间中，模拟山池树

石、空廊景窗，组成游览活动路线，既是

风景的观赏点，本身又是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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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园林建筑的分类

a.按传统形式分类

• 园林建筑的基本
形式∶

亭

廊

榭

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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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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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建筑的使用功能分类

不同类型的园林建筑可以通过空间组合来满足其功能
要求，配置原则是∶以隔求深、以曲求变、以隐求现、
以引求通、以暗求明、以高求远、动中求静。

• 文教宣传类

• 文娱体育类

• 服务类

• 点景游憩类

• 园林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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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古建筑的特点

3.1 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
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
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
方式。

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宫
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



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
而成，故称作穿斗式。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

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这种
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

2016-03-30 54

抬梁式与穿斗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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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

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
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
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
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
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
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

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
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
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
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
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
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
危害。“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
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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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平面布局具有简明的组织规律

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
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
群。

就单体建筑而言，以长方形平面最为普遍。此
外，还有圆形、正方形、十字形等几何形状平面。

就整体而言，重要建筑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
式，以庭院为单元，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
借助于建筑群体的有机组合和烘托，使主体建筑显
得格外宏伟壮丽。

民居及风景园林则采用了“因天时，就地利”
的灵活布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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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优美
尤以屋顶造型最为突出，主要

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
尖、卷棚等形式。

庑殿顶也好，歇山顶也好，都是
大屋顶，显得稳重协调。屋顶中直线和
曲线巧妙地组合，形成向上微翘的飞檐，
不但扩大了采光面、有利于排泄雨水，
而且增添了建筑物飞动轻快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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庑殿顶四面斜坡，有一条正脊和
四条斜脊，屋面稍有弧度，又称四
阿顶，是“四出水”的五脊四坡式，
又叫五脊殿。

■单檐庑殿顶
中国传统屋顶中以重檐庑殿顶

(wǔdiàndǐng)、重檐歇山顶为级别
最高，其次为单檐庑殿顶、单檐歇
山顶。

佛殿、皇宫的主殿等重要的建筑
是采用重檐庑殿顶，是最尊贵的形
式。

●庑殿顶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9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379.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2%D0%B5%EE%CD%BC%C6%AC&in=26019&cl=2&lm=-1&pn=0&rn=1&di=5110280838&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8%E9%DC%E2%D0%B5%EE%B6%A5&in=28158&cl=2&lm=-1&pn=3&rn=1&di=32386670595&ln=1475&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8%E9%DC%E2%D0%B5%EE%B6%A5&in=21455&cl=2&lm=-1&pn=7&rn=1&di=54148337598&ln=1475&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8%E9%DC%E2%D0%B5%EE%B6%A5&in=16772&cl=2&lm=-1&pn=13&rn=1&di=13755832965&ln=1475&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8%E9%DC%E2%D0%B5%EE%B6%A5&in=7591&cl=2&lm=-1&pn=11&rn=1&di=1373921100&ln=1475&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5%A5%E9%DC%E2%D0%B5%EE%B6%A5&in=18669&cl=2&lm=-1&pn=7&rn=1&di=47547333165&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E2%D0%B5%EE%B6%A5&in=27696&cl=2&lm=-1&pn=0&rn=1&di=24419969103&ln=2000&fr=&fmq=&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E2%D0%B5%EE%B6%A5&in=2501&cl=2&lm=-1&pn=32&rn=1&di=40711149450&ln=2000&fr=&fmq=&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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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庑殿顶最早，约出现于先秦时期。在商代的甲骨文、
周代铜器、汉画像石与明器、北朝石窟中都有反映。实物则以
汉代阙楼和唐代佛光寺大殿为早。

■重檐庑殿顶：这种顶式是清代所有殿顶中最高等级。这
种殿顶构成的殿宇平面呈矩形，面宽大于进深，前后两坡相交
处是正脊，左右两坡有四条垂脊，分别交于正脊的一端。重檐
庑殿顶，是在庑殿顶之下，又有短檐，四角各有一条短垂脊，
共九脊。现存的古建筑物中，如太和殿即此种殿顶.

http://baike.baidu.com/view/608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9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2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308.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2%D0%B5%EE%CD%BC%C6%AC&in=19927&cl=2&lm=-1&pn=12&rn=1&di=41785374690&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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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等级:
主要通过对财富（包括人力）的消耗

来体现，建筑的尺度、材料的贵重程度、
装饰的精细程度等成为表现建筑等级的
主要因素，但中国古代建筑也有一些等
级因素并不是财富消耗的体现，而另有
其社会文化原因，比如屋顶形式的等级、
建筑色彩等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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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山式

• 由前后两个大坡檐，两侧
两个小坡檐及两个垂直的
等腰三角形墙面组成。又
可分十字歇山式即两个歇
山顶正交所形成的屋顶和
单檐歇山式。

上海市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及适应性对策 

（复旦大学） 

 

内容概要：本章节以典型河口城市——上海市为例，初步识别了气候变化对上海市自然生态、社会和

经济的影响，并构建气候变化影响和响应矩阵；系统研究了上海市近 50 年来气候变化的事实和规律及其与

城市化进程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基于“风险度－敏感度－响应度”（RSA）模型的上海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系统研究了上海气候变化脆弱性区划，并提出了相应的控制策略，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

的气候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许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已产生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由于适应能力

有限，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是不可恢复的破坏。位于中国长江河口与东海口岸的上海，是

较为典型的河口海岸城市，但同时又是一个现代化程度高、人口稠密的国际大城市，如何协

调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效减缓气候变化对上海市的不理影响（如

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低海拔区域受淹、盐水倒灌和极端天气灾害事件等等）和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的适应能力是上海城市发展现在和将来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1 气候变化和河口城市 

1.1 河口城市的主要特点 

河口作为三角洲的前沿和最敏感地段。根据对气候变化脆弱区域的研究，气候变化越剧

烈，净影响就越趋向于负面，最脆弱的是那些位于海岸带和江河平原的地区、经济与气候敏

感性资源联系密切的地区、极端天气事件易发的地区、特别是城市化发展快速的地区( Watson 

et al，1998；Cocklin，1999)。河口城市正是这样一个集众多敏感因素于一体的气候变化脆

弱区，主要体现在： 

——流域丰富的水资源、河口三角洲平原的优质土地资源以及河口便利的对外交通也为

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如密西西比河、莱茵河、长江、尼罗河的三角洲地区分别坐落

着新奥尔良、鹿特丹、上海、开罗等重要港口和城市，对整个流域乃至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

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时，经济发达的城市集聚了大量的人口，无论从经济密度还是人口密

度而言对应的极端气候灾害的损失也更为严重，相应地对区域乃至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更为剧烈。  

——河口是一个独特的自然地理系统，其构成要素众多，各种生态系统关系复杂，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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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海城“三学寺”

• 前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
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东西长
15米，宽10米，高14米，前
后回廊，殿内外有转角、柱头、
补间五铺作斗拱，顶两坡缓长，
正脊雕龙，两头有大吻，竖脊
雕缠枝花纹，斜脊有跑兽，梁
枋施彩绘，建筑宏阔，雄伟庄
严，从木架结构和建筑风格看，
是典型的明朝遗构。殿内有白
玉佛一尊，为1988年寺僧从
缅甸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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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殿（大殿）为重檐歇山
式建筑，砖木结构，面阔
三间，进深三间

• 东西长20米，宽13米，高17米，
举架较高，有柱头、转角、补
间三重昂七铺作斗拱，正脊雕
龙，两头有在吻，斜脊有跑兽，
前有回廊和燕尾木雕，梁枋施
彩绘，建筑高阔，雕工精美。
可惜在1992年被电火烧毁。后
楼为二层硬山式建筑，石基，
面阔五间，底层前有回廊，二
层前有栏板，木雕门窗，此楼
即“藏经楼”。中殿两旁有厢
房各九间，硬山式建筑，前有
回廊，梁架粗犷，似明朝遗物，
在东西厢房两侧，建禅堂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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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山式

在形式多样的古建筑中，歇山建筑是其中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
即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
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
筑上；

歇山建筑屋面峻拔陡峭，四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气势非凡，它既有庑殿
建筑雄浑的气势，又有攒尖建筑俏丽的风格。如黄鹤楼、滕王阁、故宫角楼
等，也都是以歇山为主要形式组合而成的，足见歇山建筑在中国古建筑中的
重要地位。

在外部形象看，歇山建筑是庑殿（或四角攒尖）建筑与悬山建筑的有机结
合，仿佛一座悬山屋顶歇栖在一座庑殿顶上。因之，它兼有悬山和庑殿建筑
的某些特征。

尽管歇山式建筑都具有一定的形象特征，但对构成这种外形的内部构架却
有许多特殊的处理方法，因而形成了多种构造形式。这些不同的构造与建筑
物自身的柱网分布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筑的功能要求及檩架分配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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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山顶(Overhanging gable roof )

• 悬山顶是两面坡顶的一种，也是中国一般建
筑中最常见的形式。特点是屋檐悬伸在山墙
以外（又称为挑山或出山）。悬山顶只用于
民间建筑。规格上次于庑殿顶和歇山顶。不
管是实物资料还是间接资料，凡是较重要的
建筑，都没有用悬山顶的。

• 悬山顶一般有正脊和垂脊，也有无正脊的卷
棚悬山，山墙的山尖部分可做出不同的装饰。

• 悬山顶是两坡出水的殿顶，五脊二坡。两侧
的山墙凹进殿顶，使顶上的檩端伸出墙外，
钉以搏风板。

• 其特点是屋檐悬伸在山墙以外，屋面上有一
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又称挑山或出山。

• 由前后两个在山墙外端悬挑若干
长度的坡檐组成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2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9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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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山的出现要晚于庑殿及悬山，中国古代庑殿等级
高于歇山的规定应该和二者的技术地域来源及北方的正
统政治地位有关。

学者们基本认定歇山是在汉代以后南方地区形成的屋
顶形式，并在南北朝时传至北方地区。隋唐统一是以北
方兼并南方，虽然隋唐制度吸收了很多南朝的因素，但
在名义上仍以北方为正统，庑殿作为北方地区的传统屋
顶形式也取得相应的正统地位，所谓庑殿高于歇山的规
定应该即在这一时期形成.

悬山的复杂程度明显低于庑殿及歇山，因此等级较低.

庑殿和歇山的技术复杂程度则难以排出高下，不能将其
等级差异归结于财富的消耗，在东亚范围内来看，庑殿
等级也未必高于歇山，如韩国朝鲜时代的景福宫正殿勤
政殿即用歇山，而勤政门用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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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棚顶

• 中国古建筑屋顶形式之一。
为双坡屋顶，两坡相交处不
作大背，由瓦垄直接卷过屋
面成弧形的曲面卷棚顶整体
外貌与硬山、悬山一样，唯
一的区别是没有明显的正脊，
屋面前坡与脊部呈弧形滚向
后坡，颇具一种曲线所独有
的阴柔之美。

• 卷棚顶形式活泼美观，一般
用于园林的亭台、廊榭及小
型建筑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8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873.htm
http://tupian.hudong.com/a1_54_69_01000000000000119086950905154_jpg.html
http://image.youdao.com/imagesa?q=%E5%8D%B7%E6%A3%9A%E9%A1%B6&thumbpos=0#pos=3&stid=3721794e48b770a5
http://image.youdao.com/imagesa?q=%E5%8D%B7%E6%A3%9A%E9%A1%B6&thumbpos=14#pos=14&stid=c3c881b765fe17d9
http://image.youdao.com/imagesa?q=%E5%8D%B7%E6%A3%9A%E9%A1%B6&thumbpos=28#pos=34&stid=308184c2393b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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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山顶

• 屋顶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屋顶在
山墙墙头处与山墙齐平，没有伸出部
分，简单朴素，同时等级最低，在皇
家建筑和一些大型寺庙建筑中，几乎
没有这种屋顶。

• 屋面仅有前后两坡,左右两侧山墙与
屋面相交,并将檩木梁全部封砌在山
墙内的建筑叫硬山建筑。硬山建筑是
古建筑中最普通的形式,无论住宅、
园林、寺庙中都有大量的这类建筑。
硬山建筑以小式为最普遍。

法藏玉佛——海城三学寺

山门为硬山式建筑，三间，中为过
道，两旁为门房，四周砖砌垣墙。

三学寺位于辽宁省海城市内西南隅，
占地4226平方米。“三学”乃佛教术语，
即戒、定、慧三无漏学，所谓因戒生定，
因定发慧。三者构成佛学的全部内容，
故名“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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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尖顶 (Pavilion roof)

• 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形式之一。由各木
构架向中心上方逐渐收缩聚集于屋顶
雷公柱上，类似锥形，木脊榑上盖琉
璃瓦，雷公柱上安装宝瓶。

• 攒尖顶有单檐、重檐之分。其形状多
样，有方形、圆形、三角形、六角形、
八角形等，为园林建筑中亭、阁最普
遍的屋顶形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80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9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2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6351.htm
http://www.cnboydesign.com/main/bbs/ViewFile.asp?FileName=20071213935396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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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丰富多彩

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
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
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
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
之色。

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
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
巧，色彩丰富。

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
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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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
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
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
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
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
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
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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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头墙，又称风火墙、封火墙、防火墙等等，是徽派
建筑的重要特色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也就是
山墙的墙顶部分，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
。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26665&cl=2&lm=-1&pn=11&rn=1&di=49181929305&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21158&cl=2&lm=-1&pn=1&rn=1&di=21474567195&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15072&cl=2&lm=-1&pn=2&rn=1&di=12568653480&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24752&cl=2&lm=-1&pn=27&rn=1&di=51619123623&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30124&cl=2&lm=-1&pn=30&rn=1&di=24227866725&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13729&cl=2&lm=-1&pn=42&rn=1&di=11747820210&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30455&cl=2&lm=-1&pn=53&rn=1&di=12471784620&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24527&cl=2&lm=-1&pn=54&rn=1&di=49092210555&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2%ED%CD%B7%C7%BD&in=25180&cl=2&lm=-1&pn=57&rn=1&di=27421105125&ln=2000&fr=ala0&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6%C4%D4%B4%CD%BC%C6%AC&in=11951&cl=2&lm=-1&pn=39&rn=1&di=46409049453&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6%C4%D4%B4%CD%BC%C6%AC&in=9280&cl=2&lm=-1&pn=37&rn=1&di=11648713260&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6%C4%D4%B4%CD%BC%C6%AC&in=15057&cl=2&lm=-1&pn=58&rn=1&di=52396235463&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6%C4%D4%B4%CD%BC%C6%AC&in=15455&cl=2&lm=-1&pn=86&rn=1&di=18257753883&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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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6%C4%D4%B4%CD%BC%C6%AC&in=30347&cl=2&lm=-1&pn=5&rn=1&di=44961994983&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6%C4%D4%B4%CD%BC%C6%AC&in=5710&cl=2&lm=-1&pn=1&rn=1&di=25166105655&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6%C4%D4%B4%CD%BC%C6%AC&in=8474&cl=2&lm=-1&pn=6&rn=1&di=24950099253&ln=2000&fr=ala0&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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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注意跟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

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供人们居住、工作、娱乐、
社交等活动的环境，因此不仅内部各组成部分要考
虑配合与协调，而且要特别注意与周围大自然环境
的协调。

中国古代的设计师们在进行设计时都十分注意周
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
件、林木植被等，都要认真调查研究，务使建筑布
局、形式、色调等跟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从而构成
为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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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其古代建筑风
格不但别树一格，而且对当时的亚洲建筑风格具有
很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建筑与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世界
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特别是汉代时期的中国建
筑，其对日本等邻近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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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园林绿地的小型建筑设施与雕塑小品

• 园椅、园凳

• 园灯

• 园林栏杆

• 宣传廊、牌

• 园林的门、窗、
墙

• 雕塑



利物浦城市绿地中纪念战争题材的城

市雕塑，以常绿树为背景，烘托出不
朽的英雄精神

2016-03-30 84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中的古典式天使喷泉，以茂
密的城市森林作为背景，起到了烘托主景和改
善环境的作用

爱丁堡城市街头绿地的雕塑小品
爱丁堡英国女王行宫正门景观，古堡
式大门和绿地中的皇冠状雕塑象征了
皇家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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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城市中以纪念朝鲜战争为主题的城
市绿地景观，反映了战争的严酷场面

美国田纳西州恰特鲁卡市绿地中的“现
代渔夫”雕像，栩栩如生

邱吉尔庄园内的人体雕塑，在绿篱和藤蔓
植物的衬托下充分显示出力与美的和谐

邱吉尔庄园内的人体雕塑，在绿篱和藤蔓植物
的衬托下充分显示出力与美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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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市政绿地中心的纪念碑廊 英国伦敦摄政公园中玫瑰园的柱藤雕塑

人鱼雕塑岁月留
痕，爱情佳话千
古传诵。英国旅
游胜地切斯的标
志性绿地雕塑之
一——美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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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园林建筑的布局要点

• 满足功能要求

• 满足造景要求

• 使室内外相互渗透、与自然
环境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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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路、场地和园桥

1.园路

2.场地和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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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路
a.园路作用∶

（1）是园林系统的骨
架和脉络，是联系
各景点的纽带、构
成园林景色的重要
因素。

（2）组织交通

（3）引导游览

（4）组织空间、构成
景色

（5）为水电、煤气等
市政工程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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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类:

• 主要园路∶4～6米

• 次要园路∶2～4米

• 游憩步道∶1.2～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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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园路的铺装
利用坚固、平稳、耐磨、防滑的材料进行地面

铺装，可起到易于清扫、丰富景色、引导游览

• 整体铺装路面∶适于有行车要求、人流集中的主要园路；

• 块状路面∶适于休息散步的次要园路，可用自然式的步石镶嵌布置；

• 简易路面∶适于次级散步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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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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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园林道路的规划设计要点
• 交通性与游览性

• 主次分明、方向性强

• 因地制宜∶沿湖、环山呈
环状、带状布置，避免
“死胡同”和“回头路”

• 疏密有致∶在城市公园绿
地设计中，道路比重约占
公园绿地总面积的10～
12%；

• 迂回曲折∶使空间层次丰
富、时开时闭、有张有弛、
或敞或聚、辗转多变、含
蓄多趣、小中见大、扩大
空间、节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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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山地园林道路的布置

•受地形限制宽度不宜过大，一般大路宽度1.2～3m，
小路不大于1.2m

•当道路坡度在6%以内时，可按一般道路处理

•当道路坡度超过6～10%，应顺应等高线做成盘山
道以减小坡度

•当道路坡度超过10%，下山时易滑，需设置台阶

•当道路坡度小于10%的坡可局部设置台阶

•山道台阶每15～20级最好有一段平坦路面让人歇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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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场地和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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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十大名桥中国十大名桥.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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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桥.pps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4%B0%C7%C5&in=26883&cl=2&lm=-1&pn=3&rn=1&di=27937244310&ln=2000&fr=&fmq=&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4%B0%C7%C5&in=27049&cl=2&lm=-1&pn=0&rn=1&di=5256395190&ln=2000&fr=&fmq=&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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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园林地形处理

• 园林绿地内地形的状况与容纳游人量
有密切的关系，较理想的比例是∶水面
约占1/3～1/4，陆地占2/3～3/4(陆地中
平地为1/2～2/3，山地丘陵1/3～1/2)

• 园林因地形处理的不同，而产生不同
的景色和性格

e.g.上海复兴公园与长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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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处理应考虑的因素

• 园林绿地与城市的关系

• 地形的现状情况∶利用为主，改造为辅，因
地制宜

• 园林绿地的功能活动要求

• 观景的要求∶山重水复，峰回路转层次多，
在有限的园林用地内获得无限风光

• 园林工程技术上的要求

• 植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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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地∶
园林陆地可分为平地、坡地和山地

(1)平地和坡地
a.平地∶

在平坦的地形中，须有大于
5‰的排水坡度，坡度>40%，自然
土坡常不易稳定，草坪的坡度最好
不大于25%，土坡的坡度不大于
20%，一般平地的坡度约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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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按地面材料可分∶

①土地面

②沙石地面

③铺装地面

④种植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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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坡地

①缓坡∶坡度在8～12%

②陡坡∶坡度在12%以上
• 变化的地形可以从缓坡逐渐

过度到陡坡与山体联结，在
临水的一面以缓坡逐渐伸入
水中。

• 在坡地中要获得平地，可以
选择较平缓的坡地，修筑挡
土墙，削高填低，或将缓坡
地改造成有起伏变化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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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地∶

园林山地多为利用原有地形，适当改造而成，

构成风景，组织空间，挖湖而成

a.按材料分类∶

• 土山

• 石山

• 土石混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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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山的游览使用方式分类

•观赏山∶仅供观赏，不可攀登

•登临山∶山体高度应高出平地乔木的浓密树
冠线 (10～30m)

•山与水最好能取的联系∶山间有水，水畔有
山，如我国“画论”中说“水得地而流，地得
水而柔”“山无水泉则不活”喻“山为骨骼，
水为血脉，建筑为眼睛，道路为经络，树木花
草为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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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山
• 湖石/黄石等:

• 叠山∶

以自然山水景观为师，咫尺山林，泰山稳重，
华山险峻，庐山云雾，雁荡山茗瀑，桂林岩洞，天
山的雪. 

峨嵋天下秀， 夔门天下险，剑门天下雄，青城天
下幽(南方山水秀丽，北方多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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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体

水体能使园林产生生动活泼的
景观，形成开朗的空间和透景线，是
造景的重要因素之一。

水体的挖掘工程量较大，故园
林的大水面应结合原有地形来考虑。
利用原有河湖、低洼沼泽地等挖成水
面，并考虑水下要有不透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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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源的种类
①地表水

②泉水

③地下水

④人工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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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体的类型

①按水体的形式分
• 自然式
• 规则式

②按使用功能分
• 观赏的
• 开展水上活动的

③按水流状态分
• 静态的
• 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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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园林中各种水体有不同的特点，结合环
境布置形成各种景观

①湖──“海”∶
为园林中的大片水面，一般有广阔曲折的

岸线与充沛的水量。增加虚实与明暗对比的变化、
比拟夸张、虚实与明暗对比

②水面的分际与联系:

主要有岛、堤、桥、建筑及植物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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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水岸

园林中水岸的处理直接影响水景的面

貌。水岸可有缓坡、陡坡，甚至垂直出挑。

• 在较小的水面中，一般水岸不宜有较长的直线，
岸面不宜离水面太高。

• 建筑临水处往往凸出几块叠石或植灌木，以破岸
线的平直单调，或使水面延伸于建筑之下，使水
面幽深，例如苏州网师园水岸结合水景特点叠石，
高低大小，前后错落，变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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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广阔的水岸，可以在临近建筑和观景
点的局部砌规则式的驳岸，其余大部分为
自然的土坡水岸，突出重点，混合运用。
水岸如为斜坡则较能适应水位高低的变化，
园林中水面常以水泵、闸门控制水位，使
水面高差不致悬殊过大。沿水边植树应种
于高水位以上，以免被水淹没，耐湿树种
可种于常水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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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铺地与基本结
构物、雕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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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