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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其在多个领域均有深入应用。就城市景观规划而言,以本
为本设计理念要求人们不仅注重景观资源的基础配置,更要在景观效果表达上考虑人的心理感受,为人
们创造优美、和谐、安静、舒适的观景及休闲环境。基于此,本文分析了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人性化理
念的具体应用,以期不断提升风景园林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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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ty Concept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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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oriented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it has been
deeply applied in many fields. As far as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is concerned, the basic design concept requires
people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 but also to consider people’s
psychological feelings in the expression of landscape effects, so as to create beautiful, harmonious, quiet and
comfortable views and leisure environment for peopl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ity in the proces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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