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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园林具有美化环境和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作用,提升园林的景观施工技术水平对保
障园林工程质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园林的景观施工不仅对园林景观设计具有较高要求,还对绿
植移植,花展布局,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等提出更高的工作标准。因此,在实际工程中,设计人员与施工人
员应具备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同时具有较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提升现代园林景观的施工质量。
[关键词] 园林景观；施工技术；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TU986.4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afeguar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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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landscap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eautify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urban air
quality, and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level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landscape engineering.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gardens not only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andscape design, bu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working standards for green plant transplantation,
flower show layout,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and new processes. Therefore,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designers and constructors should have a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modern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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