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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生态林业的建设和巩固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单纯依靠传统的工具和设备,因此林业
机械在营林造林、木材砍伐、运输和加工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业机械在林业生产中的应
用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可以促进林业发展。林业机械是林业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标志。鉴于此,文章就林业机械在生态林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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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forestry machine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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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modern ecological forestry and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not rely solely on traditional tools and equipment, so forestry machinery plays a vital role in
afforestation, timber cutting, transportation and proce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forestry machinery in forestry
produc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labor demand,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romote forestry development. Forestry machinery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main symbol of forestry
moderniz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forestry machine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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