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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生存环境条件和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由此推动了园林
领域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园林绿化是园林工程建设中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升了人们生存空间的生态价
值,同时也以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自然景观来满足人们对美好健康生活的追求。本文就园林绿化施工
及植物栽植展开全面探讨和研究,希望为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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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绿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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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这里要根据植物具体的生长习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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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植物成活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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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林绿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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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现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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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植物栽植

当而导致死亡率上升。最后,在栽植时还

2 园林绿化施工技术

2.2.1施工节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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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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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工作,以保障植物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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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后期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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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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