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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脚步逐步增快,人们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
上的提高,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日常的生活环境也有了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高的要求。特别是针
对城市中的园林立体绿化建设而言,园林工程建设的品质能够直接反映出这座城市的整体面貌,并且人
们对城市的初步印象也会受到牵连。在我们国家现代化园林立体绿化工程施工模式下,园林立体绿化
工程的工作在现实施工的过程中牵涉到了非常多的流程,专业的施工技能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笔者
在下文中先对园林立体绿化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其次针对园林立体绿化的技术层面分成了四点内容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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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Project in Gardens
Pei Pei
Landscaping Center in Zhumadian City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also improved to a large exte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era, people have more and more requirements for their daily living environment.Especially for the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construction of gardens in cities, the quality of garde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the city, and people's initial impression of the city will also be implicated.
Under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our country's modern three-dimensional garden greening project, the work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garden greening project involves a lot of processes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skills are essential. Therefore, the author first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three-dimensional gardening in the follow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three-dimensional
gardening into four points for analysis.
[Key words]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garden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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