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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绿化运用林业技术可以提高各类植物的成活率,使其生长更加茂密,进而提高园林绿化质
量。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纷纷认识到了园林绿化的重要性,并且
在园林绿化中运用林业技术是提升园林绿化质量的重要工作方式之一,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林业技术在
园林绿化中的运用意义以及园林绿化运用林业技术前的准备工作,对林业技术在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具
体运用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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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forestry technology in landscaping can increase the survival rate of various plants and
make them grow more densely,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andscap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ing, and the use of forestry technology in landscap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 metho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ndscaping.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forestry
technology in landscaping and the preparatory work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forestry technology in landscaping
are discussed,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forestry technology in landscaping projects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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