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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工程是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植物配置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质量、美化
环境、减少自然灾害。景观设计中的植物配置可以丰富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增加花园的稳定性,并保持城
市的健康环境。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景观设计中植物配置的原理并讨论和分析了景观设计中植物配置的
要求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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