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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城区道路绿化景观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城市道路的形象,进一步决定了城市的品位。现
代城区道路的绿化景观不但缓解了城市的环境污染,也提升了广大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目前,现代城
市对于道路绿化成为了我国城市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城区道路的绿化给广大群众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
城市面貌,凸显了城市的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对城区交通主干道的绿化景观设计及施工要点进行深入分
析,希望在道路绿化建设工作中能有所提高,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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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points of modern urban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Shengfe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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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modern urban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directly affects the image of urban roads, and
further determines the taste of the city. Modern urban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not only alleviates the city'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also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evel of the masses. At present, road greening
in modern c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Urban road greening presents a
different urban appearance to the masses and highlight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ity.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greening landscap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oints of urban traffic trunk roads, hoping
to improve the road greening construction and achieve the expected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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