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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园林绿化林木栽植已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改善城市环境,增强城市美观
性上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园林绿化林木中,病虫害问题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会对林木的健康生长带来
较大阻碍。因此应加大病虫害研究力度,采取有效处理措施,改善园林绿化质量。文章就将对园林绿化林
木病虫害的原因及防治措施进行分析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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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内的各生态因子间存在

位,这也为病虫害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充分发挥绿色植物自身性能,优化城市

2.1植物检疫监督力度不足

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不过在化

环境。

植物检疫是我国借助立法手段制止

学药剂使用后,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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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3.2强化园林绿化管理
园林绿化管理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为
林木养分及时供应及环境保护力度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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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重金属调查中,科学确定采样单元的采样数量,一方面有利于保证采样数据的准确性,另一
方面也可更加科学地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并以此为基础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 土壤重金属调查；采样数目；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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