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 

一个优秀的小区环境设计，可以全方位地提升整个楼盘的品味，渲染其独特个性，

强化楼盘的卖点，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房地产市场上脱颖而出，让人眼前一亮，给楼盘带

来无可估量的价值增量和源源不绝的客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各式风格各异、

主题独特的小区园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无论哪种风格、哪种主题，要想获得

市场的认同，都必须突出一个人性化的设计思想，以人为本，最终目的都是让都市中忙

碌的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更多地接触自然，因为人离不开自然，亲近自然是人内

心本能的渴望，自然的最佳体现就是水与绿色。但一味讲求自然而没有文化内涵的园林

最终也会流于粗糙肤浅，一样不会成功；只有赋予了人文的色彩，园林才有品位，才会

真正鲜活起来。  

一、项目要求 

通过对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知识的学习，能够用所学的知识对居住区绿地进行规划与

设计，编制出适宜的设计方案。  

时间要求：教学与操作时间为 10 个课时。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园林规划设计质量标准。  

安全要求：严格按照园林工程施工规程进行设计。  



 

文明要求：按照文明施工规则指导设计方案。  

环保要求：积极按照园林环保要求制作设计方案。  

二、项目分析 

居住区作为人居环境最直接的空间，是城市绿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

于城市的“生态系统”。它为人们提供休息、恢复的场所，使人们的心灵和身体得到放松，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它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 

三、项目实施的路径与步骤 

（一）项目路径 

本项目实施的路径如图 1-1 所示。 

 

图 1-1  项目实施路径 



 

（二）项目步骤 

1. 熟悉居住区常用植物（45 分钟） 

居住区设计主要以园林植物为重点，其园林植物由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和藤本植物组

成，使小区绿地有层次、有大小、有色彩、有形态、有香味，小区常用的乔木与图例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小区常用的乔木与图例 

2. 居住区道路绿地设计（45 分钟） 

居住区道路如同绿色网络，联系着居住游园、组团绿地、宅旁绿地，可到达每个居住单

元门口。 

1）居住区主干道的绿化设计 

居住区主干道是联系各小区及居住区内外的主要道路，除了行人外，车辆交通比较频繁，

行道树的栽植要考虑行人的遮阳与交通安全，在交叉路口急转弯处要依照安全三角视距要素

绿化，保证行车安全。主干道路面宽阔，选用体态雄伟、树冠宽阔的乔木，使主干道绿树成



 

荫，在人行道和居住建筑之间可多行列植或丛植乔灌木，以起到防止尘埃和隔声的作用，行

道树以馒头柳、桧柏和紫薇为主，以贴梗海棠、玫瑰、月季相符。绿带内以开花繁密、花期

长的半支莲为地被，在道路拓宽处可布置花台、山石小品，使街景花团锦簇，层次分明，富

于变化。 

2）小区级干道的绿地设计 

居住小区道路是联系各住宅组团的道路，是组织和联系小区各项绿地的纽带，对居住

小区的绿化面貌有很大的影响。这里以人行为主，也常是居民散步之地，树木配置要活泼

多样，并根据居住建筑的布置、道路走向以及所处位置、周围环境等加以考虑。在树种选

择上，可以选小乔木及开花灌木，特别是一些开花繁密的树种、叶色变化的树种，如合欢、

樱花、五角枫、红叶李、乌桕、栾树等。每条道路又选择不同树种，不同断面种植形式，

使每条路各有个性，在一条路上以一、二种花木为主题，形成合欢路、樱花路、紫薇路、

丁香路等。如北京古城居住区的古城路，以小叶杨树作为行道树，以丁香为主栽树种，春

季丁香盛开，一路丁香一路香，紫白相间一路彩，给古城路增景添彩，也成为古城居民欣

赏丁香的好去处。  

3）宅间小路的绿化设计 

住宅小路是联系各个住宅的道路，宽 2m 左右，供人行走，绿化布置要适当后退 0.5～

1m，以便必要时急救车和搬运车驶进住宅。小路交叉口有时可适当放宽，与休息场地结合

布置，也显得灵活多样，丰富道路景观。行列式住宅各条小路，从树种选择到配置方式采取

多样化，形成不同景观，也便于识别家门。如北京南沙沟居住小区，形成相同的住宅建筑间



 

的小路，在平行的 11 条在建小路上，分别栽植馒头柳、银杏、柿、元宝枫、核桃、油松、泡

桐、香樟等树种，既有利于居民识别自己的家，又丰富了住宅绿化的艺术趣味。 

道路绿地设计时，有的步行路与交叉路口可适当放宽。主路两旁行道树不应与城市道路

的树种相同，要体现居住区的植物特色，在路旁种植设计要灵活自然，与两侧的建筑物、各

种设施相结合，疏密相间，高低错落，富有变化。道路绿化还应考虑增加或弥补住宅建筑的

差别，因此在配置方式与植物材料选择、搭配上应有特点，采取多样化，以不同的行道树、

花灌木、绿篱、地被、草坪组合不同的绿色景观，加强识别性。在树种的选择上，由于道路

较窄，可选种中小型乔木。 

在造园中有“路从景出，景随路生”，在居住及道路绿化中也正是如此，这也说明路与景

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随着道路沿线的空间收放，绿化设计应给人以观赏的动感，如某小区

主路呈“S”状，每一个转折点都创造了不同的景致，使居民出行过程中赏心悦目，不会感到枯

燥。经过各个景点的仔细安排，人们从小区的南到北、北到南都能经历不断变化的景观效果，

感受到步移景异的情趣。 

3. 居住区公共绿地设计（90 分钟） 

居住区公共绿地要适合居民的休息、交往、娱乐等。在规划中要注意统一原则，合理组

织，采取集中与分散、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原则，居住区公园设计含水库、建筑、园林小品、

活动场地和花草树木等。 

居住区小游园仍以绿化为主，多设座椅、儿童游戏设施、健身器材等。 

居住区内的公共绿地，应根据居住区不同的规划布局形成设置相应的中心绿化带，以及



 

老人、儿童活动场地和其他的块状、带状公共绿地。 

居住区内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不少于 0.5m2/人，

小区（含组团）不少于 1m2/人。居住区（含小区和组团）不少于 1.5m2/人，并应根据居

住区规划布局形式统一安排，灵活使用。旧区改造可酌情降低，但不得低于相应指标的

70%。  

在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每个居住区都有一处自己的公共中心区域，为本居住区内的居

民提供商业、文化、娱乐等服务。这个公共中心常常和中心绿地结合起来，形成整个居住区

的共享空间。居住中心绿地在居住区中应位置适中并靠近小区主路，方便各年龄段的居民前

去使用，所以它常与商业服务中心、文化体育设施和儿童游戏场地等相结合，方便全区居民

购物、观赏、游乐、休息以及锻炼身体。 

居民区中心绿地根据其面积大小及设置的内容不同，一般又可分为居民区公园、小游园、

组团绿地 3 级，其根据居民区用地面积的大小、居民人数的多少相应布置内容和规模。 

中心绿地至少有一个边与相应级别的道路相邻，绿化面积（含水面）不宜小于绿地面

积的 75%，便于居民休息、散步和交往，宜采用开敞式，以绿篱或其他通透式院墙栏杆做

分隔。  

1）居民区公园 

居民区公园是为整个居民区服务的。公园面积比较大，其布局与城市小公园相似，设施

比较齐全，内容比较丰富，有一定的地形地貌；有功能分区、景区划分；除了花草树木以外，

有一定比例的建筑、活动场地、园林小品、活动设施。 



 

居民区公园内设施要齐全，最好有体育活动场所，适应各年龄人群活动的游戏场所及小

卖部、茶室、棋牌、花坛、亭廊、雕塑等活动设施和丰富的四季景观的植物配置。但专供青

少年活动的场地不要设在交叉路口，其选址应既方便青少年集中活动，又可避免交通事故，

其中活动空间大小、设施内容的多少可根据年龄、性别不同合理布置，植物配置应选用夏季

遮阳效果好的落叶大乔木，结合活动设施布置疏林地。可用常绿绿篱分隔空间和绿地外围，

并成行种植大乔木，以减弱喧闹声对周围住户的影响，绿化树种避免选择带刺或有毒、有味

的树木，应以落叶乔木为主，配以少量的观赏花木、草坪、草花等；在大树下加以铺装，设

置石凳、桌、椅及儿童活动设施，方便老年人休息或看管孩子。居住区公共绿地户外活动时

间较长、频率较高的使用对象是儿童及老人，因此在规划时，内容的设置、位置的安排、形

式的选择均要考虑其使用方便。 

2）居住区小游园 

小游园是为居民提供活动休息的场所，利用率高，要求位置适中，方便居民前往，充分

利用自然地形和原有绿化基础，并尽可能和小区公共活动或商业服务中心结合起来布置，使

居民的游憩和日常生活活动相结合，使小游园以其可达性吸引居民前往。购物之余，到游园

内休息，交换信息，或到游园游憩的同时，顺便购买物品，使游憩、购物都方便。如与公共

活动中心结合起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小游园平面布置形式原则上分为规则式、自由式和混合式。按绿地对居民使用的功能分

类，其布置形式又可分为开放式、封闭式、半开放式。小游园广场是以休息为主，设置座椅、

花架、花台、花坛、花钵、雕塑、喷泉等，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和实用效果，在小游园里布置



 

的休息、活动场地，其地面可以进行铺装，用草皮或吸湿性强的沙子铺地。 

小游园以植物造园为主，在绿色植物的映衬下，适当布置园林建筑小品，可丰富绿地内

容，增加游憩趣味，使空间富于变化，也为居民提供停留休息观赏的地方。 

4. 宅间、宅旁绿地设计（45 分钟） 

住宅四周及庭院内的绿化是住宅区绿化的最基本单元，最接近居民，是居民夏季乘凉、

冬季晒太阳，就近休息赏景、供幼儿玩耍、晾晒衣物的重要空间，并且宅间绿地具有“半私

有”性质，满足居民的领域心理，因而受到居民的喜爱。同时，宅间绿地在居民日常生活的

视野之内，便于邻里交往，便于学龄前儿童较安全地游戏、玩耍。另外，宅间绿地直接关

系到居民住宅的通风透光、室内安全等一些具体的生活问题，因此备受居民重视。宅间绿

地因住宅建筑的高低、布局方式、地形起伏，其绿化形式有所区别时，绿化效果才能够反

映出来。  

1）宅间绿化应注意的问题 

（1）绿化布局。树种的选择要体现多样化，以丰富绿化面貌。行列式住宅容易造成单调

感，甚至不易辨认外形相同的住宅，因此可以选择不同的树种，不同的布置方式，形成易识

别的标志，起到区别不同行列、不同住宅单元的作用。 

（2）住宅周围常因建筑物的遮挡造成大面积的阴影，树种的选择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因

此要注意耐阴树种的配置，以确保阴影部位具有良好的绿化效果，可选用桃叶珊瑚、罗汉松、

十大功劳、金丝桃、金丝梅、珍珠梅、绣球花等，以及玉簪、紫萼、书带草等宿根花卉。 

（3）住宅附近管线比较密集，如自来水管、污水管、雨水管、煤气管、热力管、化粪池



 

等，应根据管线分布情况，选择合适的植物，并且栽植时要留够距离，以免产生后患。 

（4）树木的栽植不要影响住宅的通风采光，特别是南向窗前应尽量避免栽植乔木，尤其

是常绿乔木，冬天由于常绿树木的遮挡，使室内晒不到太阳而有阴冷之感，是不可取的，若

要栽植，则一般应栽在窗外 5m 远处。 

（5）绿化布置要注意尺度，以免由于树种选择不当而造成拥挤、狭窄的不良感觉，树木

的高度、行数、大小要与庭院的面积、建筑间距、层数相适应。 

（6）把庭院、屋脊、天井、阳台、室内绿化结合起来，通过植物把室外环境连成一体，

使居民有一个良好的心理感觉，使人赏心悦目。 

2）宅间绿化布置的形式 

（1）低层行列式空间绿化。每幢房屋之间多以乔木相隔，选用和布置形式应有差异。基

层的杂物院、晒衣场、垃圾场一般都种植常绿乔木、绿篱等加以隔离。向阳一侧种植落叶乔

木，用于夏季遮阳、冬季采光，背阴一侧选用耐阴常绿乔灌木，以阻挡冬季寒风，东、西两

侧种植落叶乔木，减少夏季西晒。靠近房基处种植开花灌木，以免妨碍室内采光与通风。 

（2）周边是居住建筑群、中部空间的绿化。一般情况下，可设置较大的绿地，用绿篱或

栏杆围出一定的用地，内部可用常绿树分隔空间，可采用自然式亦可采用规则式，可采用开

放型亦可采用封闭型，设置草坪、花坛、座椅、座凳，既起到隔声、防尘、遮挡视线、美化

环境的作用，又可为居民提供休息场所，形式可多样，层次宜丰富。 

（3）多单元式住宅四周绿化。由于大多数单元式住宅空间距离小，而且受建筑高度的影

响，比较难绿化，为进一步防晒，可种植攀缘植物，效果比较好。 



 

（4）庭院绿化。一般对于庭院的布置，因其有较好的绿化空间，多以布置花木为主、辅

以山石、水池、花坛、园林小品等，形成自然、幽静的居住生活环境，甚至可依居民喜好栽

种名贵花木及经济林木。赏景的同时，辅以浓浓的生活气息，也可依草坪为主，栽种树木花

草，而使场地的平面布置多样而活泼、开敞。 

（5）住宅建筑旁的绿化。住宅建筑旁的绿化应与庭院绿化、建筑格调相协调。 

（6）生活杂务用场地的绿化。在住宅旁有杂务院、垃圾站等，一要位置适中，二要利用

绿化将其隐蔽，以免有碍观瞻。 

5. 居住区绿地种植设计（45min） 

1）居住区植物配置的原则 

园林植物配置是将园林植物等绿地材料进行有机结合，以满足不同功能和艺术要求，创

造出丰富的园林景观。合理的植物配置既要考虑植物的生态条件，又要考虑它的观赏特性，

既要考虑植物自身美，又要考虑植物之间的结合美和植物与环境的协调美，还要考虑具体地

点的具体条件。正确地选择树种，采取理想的配置，将会充分发挥植物的特性构成美景，为

园林增色。 

（1）禾灌结合，常绿植物和落叶植物、速生植物和慢生植物相结合，适当地配置和点缀

花卉、草坪。在树种的搭配上，既要满足生物学特性，又要考虑绿化效果，创造出安静优美

的环境。 

（2）植物种类不宜繁多，但也要避免单调，更不能配置雷同，要达到多样统一。在儿童

活动场地，要通过少量不同树种的变化，便于儿童记忆、辨认场地和道路。 



 

（3）在统一基调的基础上，树种力求变化，创造出优美的林冠线和林缘线，打破建筑群

体的单调和呆板感。 

（4）在栽植上，除了需要行列栽植外，一般都要避免等距离栽植，可采用孤植、对植、

丛植等，适当运用树景、框景等造园手法，将装饰性绿地和开放性绿地相结合，创造出丰富

的绿地景观。 

（5）在种植设计中，充分利用植物的观赏特性，进行色彩的结合与协调，通过植物叶、

花、果实、枝条和干皮等在一年四季中的色彩变化为依据来布置植物，创造出季相景观。 

2）居住区绿化树种的选择 

居住区道路绿化树种选择要重视以下几点要求。 

（1）冠幅大，枝叶密。 

（2）深根性。由于深根性植物根系生长力很强，可向较深的土层伸展，不会因为经常践

踏而造成表面根系破坏，从而影响正常生长。 

（3）耐修剪。要求有一定高度的分枝点（一般为 2m 左右）侧枝不能刮碰过往车辆，并

且有整齐美观的形象。 

（4）落果少，无飞毛，无毒，无刺，无刺激性。经常落果或飞絮的树种容易污染居民的

衣物，尤其污染空气环境。 

（5）发芽早、落叶晚。选择发芽早落叶晚的阔叶树可增加绿色期。 

其他绿地的树种应注意选择乡土树种，结合速生植物，保证种植的成活率和环境及早成

景。但是树种在选择时最应注意的是突出特色。例如北京某小区 4 个组团各有自己的景观特



 

色，每组树群分别突出植物的花、香、果、绿 4 大特色。采用玉兰、丁香和宿根花卉等，重

点在于观花，采用玫瑰、月季等突出花香，采用大枣、海棠等侧重观果，采用平面绿地与立

面绿化结合，则强调各种色彩搭配。各组团又以白皮松、雪松、油松和龙柏穿插其间，做到

三季有花、四季有绿。与此同时，在建筑物的墙面及周围栏杆上栽植攀缘植物，借以扩大绿

化面积，增加生态效益。 

四、项目预案 

设计一个 2000～5000m2 的居住区绿地。 

五、项目实施和评价 

（1）组织形式：本项目实施，对学生进行分组，4～5 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各组中每人单

独进行，组长协助教师参与指导，本组学生进行设计，检查实施进程的质量，学生自评，小

组互评，最后教师考评。 

（2）所需设备与材料：制图室以及绘图桌（板）、绘图笔、尺等制图工具。 

（3）项目评价：按时间、质量、安全、文明、环保要求进行考核，学生先自评，本组再

互评，最后由教师总结评分，见表 1-1。 

表 1-1  项目考核评价表 

序

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及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 

学生 

自评 

小组 

互评 

教师 

考核 
说明 

1 时间 450 分钟 不按时完成无分 5     

2 质量要求 
植物布局与

设计 

植物选择不合理扣 5 分； 

植物布局不合理扣 5 分； 

植物搭配不合理扣 5 分 

35     



 

道路建设小

品设计 

设计的规格比例不合理扣 5 分； 

设计与总体布局不搭配扣 5 分； 

设计不新颖呆板扣 3 分 

35     

设计上色 
色彩搭配不合理扣 3 分； 

色彩单调扣 3 分 
10     

3 安全要求 
设计比例 

图例 
比例不合理、图例不适宜扣 1～5 分 5     

4 文明要求 有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不明确扣 1～5 分 5     

5 
环保 

要求 
图纸表现 

图纸不干净、无方向、无设计人等扣

1～5 分 
5     

六、项目作业 

对某小区进行园林规划设计。 

七、项目拓展 

对某中型小区进行规划设计（要求用针管笔一次成型，并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