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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城市园林面积不断扩大,所以,绿地景观
灌溉的用水量随之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城市用水带来直接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城市园林
工程稳定发展,做好节水灌溉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就结合城市园林景观中常见节水灌溉技术,重点分
析城市园林景观节水灌溉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城市园林景观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
对策,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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