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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与园林空间景观的营造
赵爱华，

李冬梅，

胡海燕，

樊俊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陕西杨陵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园林植物作为园林空间构成的要素之一。本文探讨了运用植物材料营造的园林空间
景观的基本类型，以及如何运用植物材料来进行空间景观艺术性的塑造，提出了对园林植物在
园林空间景观营造中的应用的展望。
关键词：园林植物；园林空间；景观
中图分类号：￥７３１．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

文献标识码：Ａ

ＴＵ９８６

ｏｎ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４６１（２００４）０３－０１３６４）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ＺＨＡＯ Ａｉ－ｈｕａ，ＬＩ Ｄｏｎｇ－ｍｅｉ，ＨＵ Ｈａｉ－ｙａｎ，ＦＡＮ Ｊｕｎ·嫡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ＮＷＳｃｉ－Ｔ∞ｈ Ｕｎｉｖ．ｏｆＡｇｒ，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Ｉｌ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ｐａｃｅ．１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ｄ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ｒｅ

Ｋｅｙ

ｌｉｆ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ｏ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ｌＤｌｎｅ ｉｄｅａｓ

万方数据

Ｆｏｒ．，ｙ口，咖，Ｓｈａａｎｘｉ

ａｒｅ

ｔｏ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ｈａｐｅ ｓ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ｎｔｓ

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ｂ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Ｂａｓ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ｇａ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ｇａｒｄｅｎ

ｓｐａｃ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园林空间是由山、水、建筑、植物等诸多因素所

的艺术情趣和审美意识也在改变，园林植物以其既

构成的大小不同、景象各异的多种形式的空间的组

能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又能创造优美的

合。园林植物作为园林空间构成的要素之一，其重

境域空间，而被人们广为接受并逐渐成为造园的主

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在现代园林中，正在日益明显的

体。因此园林植物这一构园要素，在今后的园林空

表现出来，同时，植物要素在城市园林绿化中所占的

间景观营造中也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比例，亦已大为提高。本文将着重对主要运用植物

１．１丰富园林空间景观

材料来营造的园林空间的基本类型，以及如何运用

园林植物有着多变的形体和丰富的季相变化，

丰富多彩的植物材料来进行空间景观艺术性的塑造

其它的构景要素无不需要借助园林植物来丰富和完

加以探讨，以期能为植物材料在园林空间景观营造

善。植物与地形相结合，可以强调或者消除由地形

中的应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变化所形成的空间感；园林中通过岛屿、堤岸及水中

１

园林植物对空间景观营造的重要性

的植物造景，则可丰富水面空间的色彩和层次；建筑
与植物相互配合，除了可软化建筑的硬直轮廓外，还

园林的设计是一种环境设计，也可以说是一种

能使其空间感得到丰富和改善；如果这些要素共同

空问设计。中国的古典园林非常重视空间的组合、

配合，则能形成变化多样的轮廓线，提供更为丰富的

营造，可以说是“尽错综之美，穷技巧之变”，达到了

视域空间。

至高的境界。在现代园林中，空间的营造仍然是非

１．２协调园林空间环境

常重要的问题，充满技巧之变的空间能够使园林摆

园林植物可以充当园林空间的协调者，因为植

脱平淡无奇和缺乏内容的一览无余。随着人类社

物的基本色彩是绿色，它使园林形成统一的空间环

会、城市环境和文化水平的变化、发展与提高，人们

境色调，在变化多样中求得统一感，也使人们在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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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美环境中感受到轻松与舒适。另外，园林空间

１３７

无论是大是小，适当的运用植物材料往往能够使空

敞，也没有完全闭合，身处其中，人的视线时而通透，
时而受阻，富于变化。

间环境显得更为协调，如大空间选用体形高大的树

２．３封闭空间

种或以植物群体造景，小空间则选择体形相应较小

人的视线被四周的景物所屏蔽的空间，称为封

的树种，便可满足空间比例、尺度协调的要求。

闭空间，它无方向，具有私密性、隔离性。主要由植

１．３满足园林空间风景构图要求

物材料营造的封闭空间是指在园林景观中，立面上

植物多种多样的配置方式可满足园林不同空间

植物具有相当的高度及密度，人的视线四周均被植

风景构图的要求。采用三五成丛的自然式种植形

物所围合、遮挡的空间。如南京玄武湖翠湖有一块

式，有利于表现自然山水的风貌；采用成行成排的规

草坪，四周用雪松、海桐封闭，形成了给人们带来亲

则式种植形式，则宜于协调规整的建筑环境；宽阔的

切、安全感的安静休息区。空间封闭效果的强弱因

草坪，大色块、对比色处理的花丛、花坛可以烘托明

空间闭合度的变化而不同。

快、开朗的空间气氛；而林木夹径，小色块、类似色处

２．４纵深空间

理的花境则更容易表现幽深、宁静的山林野趣。
２

以植物为主构成的空间景观类型

狭长空间的两侧被景物所挡，形成纵深空间，它
具有方向感，将人的视线引向空间的端点。由植物
材料营造的纵深空间在园林中很常见，如两旁植有

植物在园林景观中除供观赏之外，还有着甚为

密林的河流、峡谷等形成的空间。道路两侧栽种行

重要的建造功能，即它与地形、水体、建筑等构园要

道树亦能形成纵深空间，其韵律节奏能带给人以前

素相同，能够充当构成、限制和组织园林空间的要

进方向上的动感。

素。由植物材料形成的空间一般是指由地面、立面

２．５覆盖空间

和顶面单独或者共同组成的具有实在性或暗示性的

指由树冠浓密的遮荫乔木构成的顶面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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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组合。这样的园林空间景观在地面上，以不同

而立面为空透的空间，能带给人较强的归属感。同

高度和各种类型的地被植物、矮灌木等来暗示空间

时由于树冠的厚度和质感不同，能产生不同的遮荫

边界，如一块草坪和一片地被植物之间的交界虽不

效果，为人们创造舒适的游憩境域。值得注意的是

具视线屏障，但也暗示着空间范围的不同。立面上

这种由植物营造的覆盖空间与许多由园林建筑营造

则可通过树干、树冠的疏密和分枝的高度来影响空

的顶面覆盖，四周开敞的空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间的闭合感。顶面亦是如此，不同高度、大小和疏密

性，如果抛开具体的形象、质感等方面的区别不谈，

的树冠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色，同时植物的树冠也

那么它们带给人的空间感受则是较为类似的。

限制着人们向上仰视天空的视线。因此，合理利用

总之，借助植物材料作为限制空间的因素，可以

植物丰富的造型与组合搭配，能够创造出各具特色

营造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园林空间景观。其实

的空间景观。

在东西方传统园林中，都有以植物作墙、作障、作背

２．１开敞空间

景来构造空间，将树木孤植、组合作为独立空间构素

人的视平线高于四周景物的空间，称为开敞空

等运用手法的先例。在现代园林中，要凭借植物材

间，它外向、无私密性。园林中由低矮植物营造的开

料来表达我们的艺术和美学思想，塑造园林空间景

敞空间气氛明快、开朗，常成为人们良好的游憩活动

观，除了需要具备植物在分布、习性、花期、体量、形

场所。由如茵的草坪，斑斓的花卉，矮小的灌木等植

态、色彩等方面的知识外，还应对植物的空间特性、

物材料营造的空间均能达到此种效果。

色彩属性等作为艺术构素的特性有熟悉的了解，并

２．２半开敞空间

挖掘其形态及组合的可塑性及多样造型…。

园林中以植物材料为主营造的半开敞空间有两
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指人的视线被四周植物的枝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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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分遮挡，人的视线透过稀疏的树干可到达远处

园林植物除了可以营造各具特色的空间景观，

的空间。另一种则是指空间开敞程度小，单方向，常

还可以与各种空间形态相结合，构成相互联系的空

用于一面需隐密性，而另一面需景观的环境中，在大

间序列，产生多种多样的整体效果。在空间序列中，

型水体旁也很常用。这两种空间在形式上虽不完全

运用植物造景适当的引导和阻隔人们的视线，放大

相同，但亦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二者都不是完全开

或缩小人们对空间的感受，往往就能够产生变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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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的的空间景观效果。广州兰圃是较好的运用植物

由于空间的开合对比而显得更为强烈。植物亦能形

构造园林空间的例子，其面积虽小，但植物景观丰

成空间明暗的对比，如林木森森的空间显得暗，而一

富，上有古木参天，下有小乔木、灌木及草本地被，中

片开阔的草坪则显得明，二者由于对比而使各自的

层还有附生植物和藤本，园内基本上是以植物来分

空间特征得到了加强。植物构成的空间虚实对比则

隔和组织空间的，使人在游览时犹如身临山野，显得

是在于通过各种植物的艺术搭配营造出或开敞或封

幽深而宁静拉Ｊ。在园林中，植物对园林空间景观组

闭的灵活多变的空间环境，同时，空间的明暗、虚实

织及艺术性塑造的影响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等一般是相对而言的。总之，由植物本身的形貌特

３．１空间分隔
陈从周“园林空间隔则深、畅则浅，斯理甚明”。
利用植物材料分隔园林空间，是园林中常用的手法

征或配置技巧能够产生丰富的空间对比效果，增强
其艺术感染力。
３．４空间深度表现

之一。在自然式园林中，利用植物分隔空间可不受

“景贵乎深，不曲不深”，说明幽深的园林空间

任何几何图形的约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若干个

常具有强的感染力，而曲折则往往是达到幽深的手

大小不同的空间可通过成丛、成片的乔灌木相互隔

段之一。运用园林植物能够营造出园林空间的曲折

离，使空间层次深邃，意味无穷。如杭州花港观鱼公

与深度感，如一条小路曲曲折折的穿行于竹林之中，

园的新花港区，沿着小路的绿地上分别用广玉兰、雪

能使本来并没有多大的空间显得具有了深度感。另

松及其它乔木将该区分隔成大小不同，各具形貌的

外，运用植物的色彩、形体等合理搭配，亦能产生空

若干空间，使得花港和小路两边的景色富于变化而

间上的深度感，例如运用空气透视的原理，配植时使

不单调，十分幽美∞Ｊ。在规则式园林中则常见植物

远处的植物色彩淡些，近处的植物色彩浓些，就会带

按几何图形划分空间，使空间显得整洁明朗，井井有

来比真实空间更为强烈的深度感。

条。其中绿篱在分隔空间中的应用最为广泛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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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同形式、高度的绿篱可以达到多样的空间分隔

４

小结

效果。应该说在园林中，植物除了独立的成为空间

园林艺术是时间与空间的造型艺术，而园林植

分隔手段之外，亦常与地形、建筑、水体等要素相结

物不仅具有丰富的时序变化，赋予了园林以四季不

合，在空间构图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同的风貌，而且也是构造园林空间的要素之一。园

３．２空间穿插、流通

林的空间通常是由地形、水体、建筑、植物和小品等

要创造出园林中富于变化的空间感，除了运用

诸多要素共同营造的，在设计中，不同构成要素的组

分隔的手段位空间呈现多样化之外，空间的相互穿

合以及量的比例关系的运用则是灵活多样的。植物

插与流通也很重要。相邻空间之间呈半敞半合、半

景观在人化的第二自然中，已成为绿化的主体，植物

掩半映的状态，以及空间的连续和流通等，都会使空

景观配置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环境景观的质量及

间的整体富有层次感和深度感旧Ｊ。一般地说，植物

艺术水平Ｈ】，因此，对运用植物材料来营造园林空

布局应讲究疏密错落，在有景可借的地方，树应栽的

间景观的探讨，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

稀疏，树冠要高干或低于视线以保持透视线Ｈ１，使

实践问题。总之，在以植物造景为主的现代园林中，

空间景观能够互相渗透。总体来说，园林植物以其

在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同时，只有重视植物材料

柔和的线条和多变的造型，往往比其它的造园要素

在园林空间景观营造中的应用，合理配置，才能创造

更加灵活，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一丛竹，半树柳，夹径

出丰富多彩的园林空间，并增强其艺术感染力。

芳林，往往就能够造就空间之间含蓄而灵活多变的
互相掩映与穿插、流通。
３．３空间对比
园林之中通过空间的开合收放、明暗虚实等的
对比，常能产生多变而感人的艺术效果，使空间富有
吸引力。如颐和园中的苏州河，河道随万寿山后山
山脚曲折婉蜒，时窄时宽，两岸古树参天，夹岸的植
物使得整个河道空间时收时放，交替向前，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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