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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工程中大树移植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转换土地使用功能,依据“因地制宜”的原
则进行大树移植。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秉承科学化种植的原则,注重有关大树移植技术养护措施的科
学应用,关注移植后的每一个环节,以达到提高林木成活率的效果。
[关键词] 园林工程；大树移植；探讨；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n the Technology of Big Tree Transplantation in Garden
Engineering
De Ye
Forestry Station of Shuangjiangkou Town, Ningxiang City, Hunan Province
[Abstract] Tree transplantation in garden engineering should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ansform the land use function, and conduct big tree transpla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ui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plant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tree transplantation
technology maintenance measures, and pay attention to every link after transplant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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