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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生态环境日趋严峻,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被破坏,只有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们
赖以生存的环境,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森林抚育技术措施,希望推动森林生态系统的循
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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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or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Forest Tending
Xia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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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land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and forest resources have been destroyed. Only by maintain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on which people live can 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 realize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chnical measures of forest tending, hoping to promote the circular development of forest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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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森林抚育技术措施分析
3.1责任到人,完善森林抚育技术管
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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