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园路、场地和园桥三、园路、场地和园桥

1.1.园路园路

2.2.场地和园桥场地和园桥



1. 1. 园路园路

a.a.园路作用园路作用∶∶

（（11）是园林系统的骨）是园林系统的骨

架和脉络，是联系架和脉络，是联系
各景点的纽带、构各景点的纽带、构
成园林景色的重要成园林景色的重要
因素。因素。

（（22）组织交通）组织交通

（（33）引导游览）引导游览

（（44）组织空间、构成）组织空间、构成

景色景色

（（55）为水电、煤气等）为水电、煤气等

市政工程提供基础市政工程提供基础



b. b. 分类分类::
•• 主要园路主要园路∶∶44～～66米米

•• 次要园路次要园路∶∶22～～44米米

•• 游憩步道游憩步道∶∶1.21.2～～22米米



cc. . 园路的铺装园路的铺装
利用坚固、平稳、耐磨、防滑的材料进行地面利用坚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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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游览铺装，可起到易于清扫、丰富景色、引导游览

•• 整体铺装路面整体铺装路面∶∶适于有行车要求、人流集适于有行车要求、人流集
中的主要园路；中的主要园路；

•• 块状路面块状路面∶∶适于休息散步的次要园路，可适于休息散步的次要园路，可
用自然式的步石镶嵌布置；用自然式的步石镶嵌布置；

•• 简易路面简易路面∶∶适于次级散步小路。适于次级散步小路。



••



d. d. 园林道路的规划设计要点园林道路的规划设计要点

•• 交通性与游览性交通性与游览性

•• 主次分明主次分明、方向性强、方向性强

••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沿湖、环山呈环状、带沿湖、环山呈环状、带
状布置，避免状布置，避免““死胡同死胡同””和和““回头路回头路””

•• 疏密有致疏密有致∶∶在城市公园绿地设计在城市公园绿地设计
中，道路比重约占公园绿地总面积中，道路比重约占公园绿地总面积
的的1010～～12%12%；；

•• 迂回曲折迂回曲折∶∶使空间层次丰富、时开使空间层次丰富、时开
时闭、有张有弛、或敞或聚、辗转时闭、有张有弛、或敞或聚、辗转
多变、含蓄多趣、小中见大、扩大多变、含蓄多趣、小中见大、扩大
空间、节约用地。空间、节约用地。



e. e. 山地园林道路的布置山地园林道路的布置

••受地形限制宽度不宜过大，一般大路宽度受地形限制宽度不宜过大，一般大路宽度1.21.2～～
3m3m，，小路不大于小路不大于1.2m1.2m
••当道路坡度在当道路坡度在6%6%以内时，可按一般道路处理以内时，可按一般道路处理

••当道路坡度超过当道路坡度超过66～～10%10%，应顺应等高线做成盘山，应顺应等高线做成盘山
道以减小坡度道以减小坡度

••当道路坡度超过当道路坡度超过10%10%，下山时易滑，需设置台阶，下山时易滑，需设置台阶

••当道路坡度小于当道路坡度小于10%10%的坡可局部设置台阶的坡可局部设置台阶

••山道台阶每山道台阶每1515～～2020级最好有一段平坦路面让人歇息级最好有一段平坦路面让人歇息



2.2.场地和园桥场地和园桥









四、园林地形处理四、园林地形处理

•• 园林绿地内地形的状况与容纳游人量园林绿地内地形的状况与容纳游人量

有密切的关系，较理想的比例是有密切的关系，较理想的比例是∶∶水面水面
约占约占1/31/3～～1/41/4，陆地占，陆地占2/32/3～～3/4(3/4(陆地中陆地中
平地为平地为1/21/2～～2/32/3，山地丘陵，山地丘陵1/31/3～～1/2)1/2)

•• 园林因地形处理的不同，而产生不同园林因地形处理的不同，而产生不同

的景色和性格的景色和性格



•• 复兴公园为上海市唯一的法式复兴公园为上海市唯一的法式
公园，基调为规则式园林布公园，基调为规则式园林布
局，偏西南部递变呈自然式。局，偏西南部递变呈自然式。
近年来，新增大量花木，乔灌近年来，新增大量花木，乔灌
木总数达木总数达140140种、种、11万余株，万余株，
其中参天悬铃木之多，比例居其中参天悬铃木之多，比例居
本市公园之首，还有七叶树、本市公园之首，还有七叶树、
椴树、枫香等名贵树木。位于椴树、枫香等名贵树木。位于
公园中部的毛毡花坛，又称沉公园中部的毛毡花坛，又称沉
床园，一年四季以各种不同的床园，一年四季以各种不同的
花色或叶色，配合成地毯一般花色或叶色，配合成地毯一般
的图案花纹，故亦称地毯式花的图案花纹，故亦称地毯式花
坛。加之彩色喷泉伴于其中，坛。加之彩色喷泉伴于其中，
成为复兴公园的特色景区。公成为复兴公园的特色景区。公
园北部的马克思、恩格斯双人园北部的马克思、恩格斯双人
塑像，是塑像，是19851985年年88月月55日恩格日恩格
斯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日落成斯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日落成
的，雕像高的，雕像高6.46.4米，重米，重7070多吨。多吨。

e.g.e.g.上海复兴公园与长风公园上海复兴公园与长风公园



•• 一九五六年兴建，一九五一九五六年兴建，一九五
九年十月一日建成开放，九年十月一日建成开放，
总面积总面积554554亩，是上海市亩，是上海市
最的综合性公园，也是唯最的综合性公园，也是唯
一的山水公园。园内植物一的山水公园。园内植物
160160多种。以银杏、雪松、多种。以银杏、雪松、
荷花、海棠、紫荆、杜鹃荷花、海棠、紫荆、杜鹃
等为主，植物配置合理，等为主，植物配置合理，
景点层次分明。园内有青景点层次分明。园内有青
枫垂影、岁寒三友等八大枫垂影、岁寒三友等八大
景区，有全市数量最多，景区，有全市数量最多，
品种最全的曹州牡丹苑和品种最全的曹州牡丹苑和
日本樱花苑。公园景色秀日本樱花苑。公园景色秀
丽，风景宜人。公园有适丽，风景宜人。公园有适
合青少年活动的各种游乐合青少年活动的各种游乐
设施，如：水上乐园、大设施，如：水上乐园、大
洋海底世界等景点。洋海底世界等景点。



地形处理应考虑的因素地形处理应考虑的因素

•• 园林绿地与城市的关系园林绿地与城市的关系

•• 地形的现状情况地形的现状情况∶∶利用为主，改造为辅，因利用为主，改造为辅，因
地制宜地制宜

•• 园林绿地的功能活动要求园林绿地的功能活动要求

•• 观景的要求观景的要求∶∶山重水复，峰回路转层次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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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技术上的要求

•• 植物种植植物种植



1.1.陆地陆地∶∶
园林陆地可分为平地、坡地和山地园林陆地可分为平地、坡地和山地

(1)(1)平地和坡地平地和坡地
a.a.平地平地∶∶

在平坦的地形中，须有大于在平坦的地形中，须有大于
55‰‰的排水坡度，坡度的排水坡度，坡度>40%>40%，自然，自然
土坡常不易稳定，草坪的坡度最好土坡常不易稳定，草坪的坡度最好
不大于不大于25%25%，土坡的坡度不大于，土坡的坡度不大于
20%20%，一般平地的坡度约为，一般平地的坡度约为11～～7%7%



平地按地面材料可平地按地面材料可分∶分∶
①①土地面土地面

②②沙石地面沙石地面

③③铺装地面铺装地面

④④种植地面种植地面



b.b.坡地坡地

①①缓坡缓坡∶∶坡度在坡度在88～～12%12%
②②陡坡陡坡∶∶坡度在坡度在12%12%以上以上

•• 变化的地形可以从缓坡逐渐变化的地形可以从缓坡逐渐
过度到陡坡与山体联结，在过度到陡坡与山体联结，在
临水的一面以缓坡逐渐伸入临水的一面以缓坡逐渐伸入
水中。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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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山地）山地∶∶

园林山地多为利用原有地形，适当改造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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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湖而成构成风景，组织空间，挖湖而成

a.a.按材料分类按材料分类∶∶

•• 土山土山

•• 石山石山

•• 土石混合山土石混合山



b.b.按山的游览使用方式分类按山的游览使用方式分类

••观赏山观赏山∶∶仅供观赏，不可攀登仅供观赏，不可攀登

••登临山登临山∶∶山体高度应高出平地乔木的浓密树山体高度应高出平地乔木的浓密树
冠线冠线 (10(10～～30m)30m)

••山与水最好能取的联系山与水最好能取的联系∶∶山间有水，水畔有山间有水，水畔有
山，如我国山，如我国““画论画论””中说中说““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
柔柔”“”“山无水泉则不活山无水泉则不活””喻喻““山为骨骼，水为血脉，山为骨骼，水为血脉，
建筑为眼睛，道路为经络，树木花草为毛发建筑为眼睛，道路为经络，树木花草为毛发””



2. 2. 假山假山

•• 造景功能造景功能::阻挡视线、划分空间，组织驳岸、护坡、阻挡视线、划分空间，组织驳岸、护坡、
花台等花台等

•• 叠山假山∶湖石叠山假山∶湖石//黄石等，黄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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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嵋天下秀，峨嵋天下秀， 夔门天下险，剑门天下雄，青城夔门天下险，剑门天下雄，青城
天下幽天下幽((南方山水秀丽，北方多雄伟南方山水秀丽，北方多雄伟))



模拟天然山体：模拟天然山体：

•• 峰峰

•• 岭岭

•• 峦峦

•• 悬崖悬崖

•• 峭壁峭壁





3.3.水体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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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的挖掘工程量较大，故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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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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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考虑水下要有不透水层。





a. a. 水源的种类水源的种类
①①地表水地表水

②②泉水泉水

③③地下水地下水

④④人工水源人工水源







b.b.水体的类型水体的类型

①①按水体的形式分按水体的形式分

•• 自然式自然式

•• 规则式规则式
②②按使用功能分按使用功能分

•• 观赏的观赏的

•• 开展水上活动的开展水上活动的
③③按水流状态分按水流状态分

•• 静态的静态的

•• 动态的动态的



c.c.园林中各种水体有不同的特点，结合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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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布置形成各种景观

①湖──①湖──““海海””∶∶
为园林中的大片水面，一般有广阔曲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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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与充沛的水量。增加虚实与明暗对比的变化、
比拟夸张、虚实与明暗对比比拟夸张、虚实与明暗对比

②②水面的分际与联系水面的分际与联系::
主要有岛、堤、桥、建筑及植物等形成。主要有岛、堤、桥、建筑及植物等形成。



③③水岸水岸

园林中水岸的处理直接影响水景的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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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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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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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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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高低大小，前后错落，变化多端。



•• 水面广阔的水岸，可以在临近建筑和观景水面广阔的水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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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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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树种可种于常水位上。



五、铺地与基本结五、铺地与基本结
构物、雕塑等构物、雕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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