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昆明市盘龙江河道开发与利用策略——以瀑布公园上游段为例
徐明
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DOI:10.32629/hwr.v4i8.3254
[摘 要] 城市滨河绿地建设是城市发展中重要的资源,对于城市生态建设、突出地域风貌等方面具有很
大影响。本文从城市防洪河道的生态驳岸出发,从整体着手,注重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发展。在满足生态环
境恢复的实际需求时,营造河道动植物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建立生态多元的开发策略。
[关键词] 河流恢复；景观改造；生态修复；湿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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