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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Landscape Oriented Planning and Design，简称 LOPD)是

正在悄然走热的规划设计新理念。文章分析了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的形成过程、内涵和对我国新

型城市化道路的探索意义，指出 LOPD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

计理念在新城建设、校园规划和住区规划中的实践案例，总结了 LOPD模式所具有的景观生态格局完整、地

域文化彰显、城市可持续发展、土地优质高效开发、人居环境优化 5大优点，并分析传统规划设计理念和

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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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PD 规划设计理念的形成过程 

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Landscape Oriented Planning and Design，简

称LOPD)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形成的香榭丽舍田园大道(Avenue des Champs Elsees)

所蕴涵的思想启蒙，这是由土伊勒里皇家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向西扩展至星

型广场的一段长约2240米、宽约70米的带状空间。
[1]
 

香榭丽舍田园大道始建于1616年，当时的皇后玛丽·德·梅德西斯决定把卢浮宫

外一处到处是沼泽的田地改造成一条绿树成荫的大道。因此在那个时代香榭丽舍被称

为“皇后林荫大道”。1667年，皇家园艺师勒诺特为拓展土伊勒里花园的视野，把这

个皇家花园的东西中轴线向西延伸至圆点广场，此为大道雏形。1709年两旁植满了榆

树的中心步行街建成，这条街道成了当时巴黎城举行庆典和集会的主要场所。1724年，

昂丹公爵和玛雷尼侯爵接手了皇家园林的建设管理，在此期间他们完成了香榭丽舍的

全线规划工作，从此香榭丽舍成为了巴黎最有威望最重要也最具诱惑力的一条街道。

1828年香榭丽舍成为市府的资产后，市府为它铺设人行道，安装路灯和喷泉，使之成

为法国花园史上第一条林荫大道。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风景园林师一直主导着香

榭丽舍田园大道的形成与发展，而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也贯穿始终。
[2]
 

1851—1869年，奥斯曼主持巴黎改建，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也被引入整

个城市的美化改建中。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中的三项重要措施体现了景观为导向的规

划设计理念，分别是：（1）建设宽敞美丽的林荫大道，组成了巴黎的干道网；（2）格

控制道路两侧建筑物的高度、形式，统一巴黎的街景，造就了一个典雅而又气派的城

市景观；（3）利用大型空地和保留资源地景开辟大型公园，成为巴黎的“城市之肺”。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可以说是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在城市建设中的一次伟

大实践，这次实践不仅使得香榭丽舍田园大道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散步大道”，也

让巴黎成为当时最美丽的城市。
[4]
 

1791年法国人郎方主持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规划，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

念在美国新首都的规划建设中也有明显体现。宏伟的城市中心绿轴和宽敞的林荫道深

刻而直接地诠释了这种理念。在城市设计中，市中心区周围的建筑物高度被严格控制，

精心设计公共建筑群，保留大面积的绿地和公园，古典城市设计的手法与以景观为导

向的规划设计理念完美融合。最值得称道的是，朗方的规划充分考虑了对自然生态要

素的利用，合理利用了华盛顿地区特定的地形、地貌、河流、方位和朝向。在城市中

心区两条主轴线之间预留了大面积开阔的草地和水池，将城市轴线的焦点置于波托马

克河边，同时，将开阔的自然景色和绿化引入城市中心
[6]
。新城华盛顿的规划实践和

理念创新为LOPD规划设计理念的发展完善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1898年，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

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田园城市理

论，主张限制城市规模，倡导城市与

乡村一体化，期望通过引入乡村田园

和大规模的城市绿化来改善城市人

居环境。霍华德在他的理想田园城市

设计中系统地将LOPD规划设计理念

引入城市规划，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图1 田园城市模型图 

霍华德设计的理想田园城市由中央公园、6条放射状的林荫大道、5条环形大道和带状公

园组成城市骨架，整个城市都掩映在绿化丛中，不远处的田园景观也以人们可以感知距离的

存在于城市外围，城市与自然和谐相融
[9]
（图1）。理想田园城市模型是LOPD模式的理论雏形。 

 

2.LOPD 规划设计理念的内涵 

2.1 LOPD 规划设计理念的内容 

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尊重自然景观生态系

统，合理利用自然生态要素；尊重地域文化，保护和彰显人文景观环境；注重公共开

放空间和整体人居环境的高质量营造。 

自然景观生态系统是规划设计的对象，也是规划设计的语言。以景观为导向的规

划设计是在尊重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的前提下，细致研究生态景观格局和自然景观元

素，合理利用自然生态要素，让原有自然景观元素成为规划设计作品的重要语言，从

而实现规划设计项目的地域性、独特性和科学性。需要指出的是，尊重自然景观生态



系统并不是规划设计完全不作为，而是对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的最大尊重和最深理解的

前提下，适度、有效地引导和重构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其过程既有对受损景观的修复，

也有对自然环境的改造。 

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对景观的理解应该包括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和人文

景观环境两个方面的内容。人文景观是人类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特定自然地域条件下改

造自然的社会性活动遗迹和景观画面，是根植于该地方的地域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的

人类景观，能够反映了当地居民的审美心理和景观认同。所以LOPD规划设计理念的另

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尊重地域文化，保护和彰显人文景观环境，既是让规划设计作品具

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也是为了引发使用者的情感共鸣，满足使用者的物质空间和精神

愉悦的双重需求。 

LOPD规划设计理念所蕴含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规划设计注重公共开放空间

和整体人居环境的高质量营造。无论是对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的尊重，还是保护和彰显

人文景观环境，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创造高质量的人居环境和公共开放空间，这是

LOPD规划设计理念的核心思想。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和前两个方面的内容紧密相关，但

并不是前两个内容的简单组合，还蕴含了另一层含义，就是整体系统地考虑景观系统，

并且以营造和优化这个景观系统为整个规划设计的核心任务。芦原义信在他的著作

《外部空间的设计》中提出积极空间和消极空间的概念并且提醒设计师注重外部空间

的营造，LOPD规划设计理念就是将建筑设计的这些概念和思想应用到更大尺度的城市

规划设计中，将整个外部空间作为积极空间进行完整而系统的规划设计。 

2.2 LOPD 模式的目标 

LOPD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以从三个方

面理解。首先，LOPD模式强调对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的保护，从而实现生态和谐和规划

设计的低碳目标。其次，LOPD模式强调地域文化的可持续，通过保护和彰显人文景观

环境来延续地方场所的文化脉络。最后，LOPD模式关注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通过开

放空间和整体人居环境的高质量营造，并以此为空间载体，实现地域性人文活动的民

俗文化的可持续。LOPD模式通过注重生态、人文景观环境和文化活动的可持续性，最

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3.LOPD 模式的实践案例 

3.1 LOPD 模式在新城建设中的实践 

自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诞生以后，LOPD模式在新城建设中就不断以不同的形

式进行实践。早期的田园城市莱奇沃思、韦林和威顿肖维的基本特征是围绕着城市的

绿化带、工业和居住区有机组合并精心设计了独户住宅，已经具有LOPD规划设计理念



的生态观和系统观的部分内容，但还不能称为成熟的LOPD模式。 

1912年由美国著名风景园林师沃尔特·伯里·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

为澳大利亚新首都设计的城市设计方案获得通过，这个后来被命名为堪培拉的城市成

为第一个以成熟的LOPD规划设计理念指导建设的城市。 

格里芬的规划方案把自然风貌和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密切结合地形，构成城市轴

线，由多角的几何形和放射状的路网把城市的园林和建筑物组成相互协调的有机体。 

格里芬把城市的核心定在首都山，并在堪培拉西部建筑了水坝，将山下的莫朗格

罗河流切断，并规划改造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格里芬湖(GriffinLake)，格里芬

湖(GriffinLake)像一条天蓝色的丝巾围在堪培拉的颈项上，把堪培拉分成南北两半，

而横跨南北的联邦桥和国王桥又把这两半紧扣一起。以湖为界，南边是政府的机关区，

北边为商贸市场区，东边系科教文卫区，西边乃居民住宅区。这种布局既协调合理，

又方便舒适，做到了形式美与功能全的有机统一。 

方案以首都山为中心规划了三条主要的城市空间轴线，把一系列带有纪念物和自

然主义界标的星形居住街区联系起来。城市虽然有轴线，但两侧空间并没有完全对称

布局，而是顺应地形和实际功能的需要，室外空间尺度富有变化，车行与人行分流，

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互相渗透，成功的创造出很多景观点。（图2、图3） 

格里芬设计的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堪培拉自然风貌与人工建筑群体最大限度

地和谐、协调、统一起来，使堪培拉成为一个田园式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现代化

都市。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城市规划设计，直到现在，堪培拉无论怎么扩

建，都是按最初这个方案进行。
[8]
 

                

       图2 格里芬堪培拉城市设计原稿                      图3 堪培拉城市设计模型图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国外先进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的引进，近些年来

LOPD模式在我国的新城规划建设中不断实践应用，探索出我国新型城市化的新模式。

比较典型的形式是采用城市绿心或城市中心绿轴主控新城，并结合景观大道、城市公

园、郊野公园建设，自然河流、山体保护和城市风貌营造，形成景观主导的宜居新城。 

正在形成的广州新城就是中国LOPD模式新城的典型实践。广州新城设计采用一个



倒“T”字形绿轴形成新城中轴主控新城，其核心区强调自由开敞的“园”的概念，

并与老城区的北中轴线共同组成“山、城、水、园”的空间序列，形成独一无二的城

市中轴。新城的中轴线设计为绿色开放空间，其绿带宽度为180米。中轴线南段地区

预留景观视线和开敞绿化廊道，突出标志性景观和滨水景观，其规整化的城市景观与

自然的生态景观反复交替处理，使自然环境与城市融为一体。（图4） 

新城中心绿轴上分布有规模各异的生态绿地公园，从北往南主要为：中轴绿地公

园、海珠湖公园、万亩果园、体育公园和滨江公园，上述公园共同组成开敞大气的视

线走廊，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绿地公园系统。公共空间以水元素和步行道系统贯穿

始终，所有公共空间均向公众开放，并设置了一定的娱乐、游览、教育和体育锻炼等

功能。广州新城的城市设计充分尊重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并且能够合理利用自然生态

要素，很好地凸显了广州山水城市的自然风貌特色。（图5） 

  另外，广州新城的城市设计较好地融合了岭南地方文化。新城的主要公共建筑设

计充分展现岭南特色，并且对区域内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新城的中心绿轴设

计也采用岭南园林的处理手法将绿地、水体、广场、亭阁、步行桥等有机组合在一起，

为新城营造出独特的岭南人文景观环境。
[10]

 

         
图4 广州新城中心绿轴鸟瞰                       图5 广州新城中心绿轴平面示意图 

3.2 LOPD模式在校园规划中的实践 

已经建成的广州大学城是LOPD模式在大学城建设的成功实践案例。大学城的规划

设计充分考虑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潮湿等气候特点，保留了原有的大部分自然景

观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构建了“一心两轴、 三环八园、放射网络”的景观系统。 

位于大学城中心的绿心也是广州大学城的体育与信息共享区，其间散布着一些共

享度很高的公共设施，如图书中心、体育馆等，使人流、信息流均在此交流、汇聚。

大面积的公园绿地与公共建筑的附属绿地融为一体，构成大学城的中央公园。 

大学城有两条明显的十字形轴线主控全局，东西向轴线是绿色生态廊道，以自然



景观为主，是保持广州大学城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东西向轴线是景观空间轴线，以

人文景观为主，是大学城文化功能的重要展示区域。 

规划方案利用原有自然条件并结合功能布局，形成围绕生态绿心的三层绿环。内

环紧邻绿心，是一条优雅、闲适、安静的文化休闲绿环。中环利用各校区内的生态绿

带，相互联结构成景观渗透环。外环是利用滨江区域的生态、景观资源组合形成的滨

江生态绿环。方案还设计了八个主题公园，强化大学城的文化感染力。 

大学城整体景观环境通过中心向四周发散、渗透的放射状生态绿网和连接各校园

水系的纵横交错的河道蓝网共同构造了立体的、多层次的景观系统。（图6、图7） 

广州大学城无论是在整体规划还是在单个校园的详细规划设计中都很好地遵循

了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计理念。如华南理工大学在大学城新校区规划中较为完整地

保留了原有的两处生态山林，成为北面生态屏障；保留了北侧和西南侧的小片池塘，

并将水引入中心区，根据地形高度差形成高低不同的水系；建筑和环境设计都吸收了

岭南园林的设计思想，设计了连廊式的建筑群和丰富的庭院空间，极具岭南特色。
[11]

 

   

图6 广州大学城总体规划图                        图7 广州大学城卫星影像图 

3.3 LOPD 模式在住区规划中的实践 

LOPD模式在住区规划中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田园城市理论指导下居住区建设，特

别是“二战”以后，随着田园城市理论和邻里单位理论的流行，欧美城市新建了大批

所谓的花园社区，这可以算早期的LOPD模式住区。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以景观为导向的规划设

计理念指导建设的高品质居住区大量出现。 

LOPD模式住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自然景观元素保存利用的生态型住

区，另一种是基于景观环境场所化和情境化的主题园林式住区。第一种类型的LOPD模

式住区常常在自然景观条件优越的地段实践，通常模式是将基地内良好的山水、植被

等景观资源整合利用，并很好地借用外围的景观环境，辅之以必要的人工景观空间营

造，形成特色明显、景观怡人的生态型住区。 

例如，武汉金地格林春岸住区位于金银湖畔，三面环水，自然景观条件优越。住



区的整体规划充分尊重了现有的自然景观生态格局，小区与自然融合，充分保护现有

半岛生态。住区建筑全部退湖30米，形成环状的滨湖景观带；半岛最近湖心处的黄金

地段被全部保留，营造滨湖公园；方案利用场地地形，设计中心景观轴、台地绿化广

场、林荫大道和坡形林地，形成人性化景观生态系统。金地格林春岸住区的LOPD规划

设计理念不仅仅体现在景观先行的设计手法，还体现在以景观为核心的整体布局。规

划的住区分为临近湖面的低层别墅和后退湖面的高层住宅两个组团，正是为了最大化

利用自然湖景，景观成为规划设计的核心要素。（图8、图9） 

    

图8 格林春岸平面图            图9 格林春岸鸟瞰图                图10 万科棠樾一期总平面图 

第二种类型的LOPD模式住区以万科的新中式住区为代表，通常模式是借鉴中国传

统园林设计手法，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把整个住区作为一个园林精心设计，而建

筑成为园林的重要造景要素。 

例如东莞的万科棠樾住区，在继承中国传统园

林的意境与神韵基础上，以每栋平均占地 2 亩的别

墅组成的园林建筑群，宅园合一，创造了具有传统

人文精神和现代城市感的新中式园林。棠樾住区最

大特点是建筑与景观的相互渗透，一方面通过建筑

限定公共空间并且成为重要造景元素，方案以水为     

主题，建筑前水后街，相互围合，高低错落，井然

有序，营造出步移景异、精彩无限的街道空间；另一方面，景观引入建筑，方案采用

多层次院落设计，每栋住宅都设计有入户的前院、户内的中院和亲水的后院。（图 10、

图 11） 

 

 

图 11  万科棠樾局部实景照片 



4.LOPD 模式的经验与启示总结 

LOPD规划设计理念是正在悄然走热的规划设计新理念，其在新城建设、校园规划

和住区规划中的多层次实践对探索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和模式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通过对LOPD模式的实践案例研究，我们发现LOPD模式具有的景观生态格局完整、地域

文化彰显、城市可持续发展、土地优质高效开发、人居环境优化5大优点。我国正处

在城市化的快速增长期，而快速城市化带来了土地资源紧缺、环境破坏和地域文化丧

失等一系列威胁和挑战，LOPD模式所具有的5大优点正是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不利影

响的探索回应和解答。可以说，LOPD规划设计理念物化为正在成为潮流的LOPD模式，

是因为有其生根与发育的深厚土壤。 

LOPD规划设计理念与传统规划设计思想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对景观、生态、文化

等因素的关注程度，而是在于对景观生态系统的系统把握和理解程度。传统规划设计

理念比较强调功能合理性和建设经济性，在宏观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基本确定以后

才考虑景观生态和风貌营造，在这种框架下，后期的景观规划设计只是对原规划方案

的修补和完善，不管如何极智穷思，对规划全局的影响都是微弱的。因为条块分割和

规划层次限制，传统的规划方法造成景观生态系统时间、空间上的不连续和内容上的

不完整。而LOPD模式是将景观生态格局完整性保护和系统性规划作为整个规划设计的

先决条件，并且保证景观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发展，从而实现规划设计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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