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示篇 

本项目监理机构参与新龙生态林启动区的建设监理，通过掌握园林绿化的习性和形态特征，积累

了一点园林绿化栽植技术和监理质量控制手段方法，阐述绿化养护工运用科学的种植方法、监理人规

范化的监理控制，对提高正常种植或反季节种植乔木、灌木、地被等种植质量和苗木的成活率，收益

较大。现与大家分享！！ 

工程概况 

新龙生态防护林东西 9.5 公里、南北宽最大为 928 米，南北向的九条城市主干道路把生态林分成

十个风景园中园，古老的德胜运河和澡江河穿林而过。总规模约 207 万平方米，绿化景点约 130 万平

方米、水体景观约 30 万平方米，市政道路约 7930 米，各种园路铺装面积 11 万平方米，各类小型桥

梁 19 座、景观桥梁 65 座及配套实施雨、污水、通讯等，总占地面积约 3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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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习性篇 

略，另则介绍。 

技术管理篇 

精心管理与控制，打造生态林绿化。 

园林绿化苗木栽植工程是建设园林绿地的风景工程；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休息、文化娱乐、

亲近大自然、满足人们回归自然愿望的场所；是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重要措施。设计、

施工优良的绿化工程使人心旷神怡，对城市面貌、居民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苗木栽植技术和事前控制 

1.1  地形、河道、山体重塑调整 

对土方工程构筑的地形、河道、山形重新塑造和微调。让其地形在各个不同方向以各种不同坡度

延伸，控制游人视线，满足排水、灌溉、改善种植条件的要求，增强景观效果；河道流畅，边岸要曲

折近水，且使山体山环水抱，山水缠绕，群山环抱，气势雄伟，形态符合自然规律，体现自然山水之

趣。同时注意产生各种不同体态、层次、分汇水线，形成人工山林趣味。以达到如苏轼写庐山：“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山高水低，层峦叠嶂，骏马奔驰”的画面。 

1.2  审核苗木栽植施工技术方案 

审核绿化施工单位根据苗木生态习性、苗木规格、苗木栽植时期、景观要求等，制订出每种植物

栽植的标准要求和技术措施方案，并要求技术负责人对技术人员、花木栽植人员进行技术交底，使每

个施工人员清楚的了解栽植的技术流程、标准要求、难点及具体实施技术措施等。 

1.3  核查辅助材料准备 

督促检查承包单位将苗木支撑杆、钢丝、草绳、遮阳网、保湿剂、伤口保护剂、生根粉、喷雾器、

透气管或树笼，及灌水、修剪、栽植等所需工具运至施工现场备用。 

1.4  对配苗和苗木验收 

1.4.1  核对苗木 

苗木到场后，及时核对苗木品种、数量、规格。按图纸栽植平面位置要求核查，待检查确定苗木品

种、栽植位置准确无误后，放置在槽、穴旁。 

1.4.2  孤植及丛植 

夜幕下景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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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冠行丰满、树行景观效果最佳的优质苗木。 

1.4.3  行列式栽植 

行列式栽植的同一树种，散苗时应按大小分级，尽量避免规格相差较大的苗木栽植在一起，使所

配相邻苗木规格(高度、胸径、冠幅、分枝点)大致相近。如行道树株高相差以不超过 50cm，胸径差

不超过 1cm为宜，以便栽植后保持整齐一致。 

1.4.4  群植苗木 

群植的乔木树种散苗时其外围苗木应挑选株行丰满，有好的观赏面，高度稍矮一些的。里面应选

株行较高些的，使其栽植后高低错落、富有层次。 

1.4.5  有特殊要求的景观树 

应按选苗时的编号对号入座，不可有误。三面观赏的树，高的苗木栽植在后面，矮的栽植在前面。

四周观赏的树，应将高的苗木栽植在中间，稍矮的苗木栽植在四周。 

1.5  制定栽植施工质量标准 

1.5.1  栽植苗木品种必须准确无误。 

1.5.2  核查栽植点平面位置和高程 

监理必须核对图纸，对绿化施工单位种植的定位测量放线进行复核。如因施工要求和运输条件限

制，必须在做微调地形前即行定植的大规格苗木，栽植点高程必须复核准确。 

1.5.3  苗木栽植要求 

苗木直立端正，不倾斜。裸根苗根系必须舒展。 

苗木栽植后与原苗源地朝向一致；孤植苗木、景观树种，栽植时应注意观赏面的朝向，其冠行好

的一面朝向主要观赏面；白杄栽植时，应将原朝向调整 180°，以便树形更加匀称美观。栽植深度。

不可过深或过浅。过浅苗木易失水死亡，过深则易发生“闷芽”，常导致苗木迟迟不发芽，或发芽、

展叶后抽回死苗现象发生。落乔、灌木、宿根花卉栽植深度应保持在土壤下沉后原栽植线与地面平齐。

但玉兰栽植深度，可略高于原栽植线 2～3cm，山茱萸应浅栽 10cm。常绿乔木栽植时，土球顶面宜略

高于地面 5cm。树体高度在 5m 以上及树冠开展的苗木，定位后必须先设立支撑，然后回填栽植土。

以免树体倒伏，造成伤亡事件发生。 

二、苗木栽植技术和事中控制 

凡需使用起重机栽植的大树，应尽量在铺设园路、广场之前完成栽植，以防在作业时损伤路面。 

2.1  裸根苗类栽植关键点 

2.1.1  凡起苗后不能及时装车运输或 24h 内运送不到的，卸苗后根部需浸水 12～24h 后再行栽

植。如冬枣裸根苗，栽植前浸根 10h后，再行定植可大大提高成活率。 

2.1.2  栽植前，应有专人负责测量裸根苗的根幅，根据所起苗木根系状况，及时调整树穴的穴

径及深度，使苗木栽植深度达到标高要求。 

2.1.3  为提高观赏性，花灌木丛生苗在进行拼栽时，应注意单株观赏面的朝向和栽后全株的整

体效果。 

2.1.4  回填栽植土，应采用“三埋、二踩、一体苗”的栽植方法。即先将基肥撒在穴底，将苗

木根系舒展在土堆上，同时调整好苗木观赏面和垂直度。上面回填表层细土。回填栽植土至一半时，

将苗木轻轻上提，使根系向下自然舒展，并使根茎部与地面平齐，然后用脚踩实，继续填土至原栽植

线，每填土 20-30cm踏实一次。 

2.1.5  反季节栽植，应选择傍晚进行。早喷水，晚喷水的补水法。 

2.2  重点把控乔木栽植 

2.2.1  应先踏实栽植穴底部松土，土球底部土壤散落的，应在树穴相应部位堆土，使苗穴栽植

后树体端正，根系与土壤紧密相连。 



2.2.2  苗木落穴前调整苗木朝向，当土球苗或容器苗吊至穴底但未落实时，应由 2-3 人手推土

球及容器上沿，调整好朝阳面或观赏面，将树体落入树穴中。 

2.2.3  应将苗木重新吊起，调整至树身上下垂直在行栽植。严禁回填栽植土后使用人工拉拽进

行，调整垂直度。将苗木稳稳地放置于栽植穴中央的土堆上，先不撤吊装带，如苗木倾斜时，调整，

电缆不可硬推树干，以免根系与土壤分离 

2.2.4  散坨苗的栽植。对散坨苗较严重的苗木，可采用沾泥浆栽植法、将稀释浓度 30x10-6 的

生根剂溶液喷洒根部，或将生根粉均匀混入泥浆中，沾泥浆栽植法；也可采用坑穴泥浆栽植固根法。

在坑穴内倒入生根粉，灌入把粘土搅成糊状，将破损土球放入穴内，回填栽植土。 

2.2.5  大规格肉质根、常绿针叶树的栽植。为提高大树移植的成活率，大规格肉质根(如银杏、

玉兰)、常绿针叶树(如雪松、白皮松)等，在较粘重土上在栽植时，树穴内应垂直埋设透气管或树笼。

透气管兼用作输送肥液、水分和防治病虫害、胸径 15-20cm 的落叶乔木和株高 6m 以上的常绿乔木，

可设置直径 10cm的透气管 2-3根，胸径大于 25cm的可设 3-5根、将透气管垂直紧贴土球放置，管内

可灌或不灌细沙，透气管长度以高出土球 5cm为宜，上口用薄无纺布包裹；也可将向日葵秆树根绑成

把，垂直贴近土球埋入 3-4把，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 

2.2.6  喷施杀菌剂。在种植大规格的雪松，及夏季栽植易患枯萎病的树种，如合欢、黄栌等，

树穴、苗木土球及树干应喷洒杀菌剂，以减少病害发生。 

2.2.7  行道树及行列式树苗的栽植。栽植时应间隔 20min 先栽好“标杆树”，然后以标杆树为

栽植的依据，逐株与这些标杆树对齐，以确保苗木栽植在一条直线上。要求纵向最大误差不得超过半

个树身，树干不直的苗木，应弯向行内。 

2.2.8  回填栽植土。将 1/3 栽植土与有机肥掺拌均匀，沿土球周围均匀撒入底部。填土时，每

填入 20-30cm均应分层踏实，但不可伤及土球，填满为止。凡栽植时栽植土未踏实的，灌水厚面目易

出现树身倾斜甚至倒伏现象。 

2.2.9  对在做地形前已先行定值得苗木，在做地形时应参照已定植苗木栽植高程，适当调整地

形标高和坡度，严防将已栽植苗木深埋。栽植标高相差较大的，应将苗木挖起重新栽植。 

2.2.10  伤口及折裂枝处理。 

苗木栽植后，应及时对干皮损伤部位、折裂部位进行处理。伤口处喷杀菌剂，或涂抹愈伤涂膜剂、

绿色伤口涂补剂等，也可用黄泥糊严，外侧用湿草绳缠紧并裹薄膜保护。约 40d 左右将外侧包裹物撤

除，树皮可基本愈合。折裂枝的处理。用利刀将锯口削平，及时涂抹保护剂，5cm以上剪口还应涂抹

绿色油漆保护。 

2.3  草坪及草本地被植物种植 

大多数草坪草可以播种、分栽、埋蔓、铺草皮卷建植。麦冬草多行分株栽植；草本地被类如二月

兰、紫花地丁等，多采用播种。一般采用撒播和草坪喷浆播种法。 

2.3.1  适宜播种时期。应选择在乔木种植完后，将土壤细化之后种植。整地要求。播种地面平

整、坡度平缓、不积水；保证 30cm 表层土疏松，无粒径大于 1cm 以上土块，无石块、杂草、草根、

树根，无地下害虫等。整地时，应掺入 25-30g/㎡复合肥，撒施应均匀。突然 pH 超过 8.5 的，应加

入硫酸亚铁或有机肥加以调节。播种前两天，应在整平的播种地上灌一边透水，待地面不粘脚时即可

播种。 

2.3.2  播种量。首先测定草种发芽率，应根据种子千粒重、纯净度、发芽率、播种时期确定合

理的播种量。要求种子纯净度在 85%以上。一般播种量，剪股颖 7-8g/㎡；结缕草 15-20g/㎡；多年

生黑麦草 25-30g/㎡；白三叶 7-10g/㎡；草地早熟禾 15-18g/㎡；高羊茅 30-35g/㎡；与其他草种混

播时，所占比例不应低于 70%；异穗苔草(大羊胡子草)、卵穗苔草(羊胡子草)15-20g/㎡。 

2.4  水生植物栽植 



2.4.1  池地栽 

在池中栽植水生植物，应先将水放净，待土壤略干时进行。栽植后及时灌水，灌水时应根据水生

植物的类型(浮水、挺水、沉水)，进行灌水和及时调整水位。 

2.4.2  专用栽植槽或缸盆栽植 

在无栽植土壤的池及水溪中栽植的水生植物，如千屈菜、水葱、慈姑、香蒲、菖蒲、荷花、睡莲

等，应栽植在专用栽植槽、浮床或缸盆内，根据要求的水深，按图纸的位置架设或摆放在水溪中。栽

植基质不得含有污染水质的成分。 

2.4.3  浮叶植物 

如凤眼莲、大漂等，则应按设计要求，将新株或植株上的幼芽，直接投入到浮漂或浮框所圈定的

水域范围内。 

三、苗木栽植技术和事后控制 

苗木栽植定位后，把控其后续管理。包括支撑、灌水、养护。 

3.1  苗木支撑 

大树应在浇灌定根水之前，及时架设支撑固定。 

3.1.1  支撑高度、设置方向、倾斜角度 

三角支撑的支撑点宜在树高的 1/3～1/2处，一般常绿针叶树，支撑高度在树高的 1/2～2/3处，

落叶树在树干高度的 1/2 处；四角支撑一般高 120～150cm；“n”字支撑高 60～100cm；扁担桩高度

在 100cm以上。三角支撑的一根撑杆必须设立在主风方向上位，其他两根均匀分布。行道树的四角支

撑，其两根撑杆必须与道路齐平。三角支撑一般倾斜角度 45 度～60 度，以 45 度为宜。四角支撑，

支撑杆与树干夹角 35度～40度。 

3.1.2  支撑标准要求 

三角、四角支撑及水平支撑的撑杆要粗细一致，整齐美观。作行列式栽植及片植的同一树种，其

撑杆的设置方向、支撑高度、支撑杆倾斜角度应整齐一致，分布均匀。支撑杆要设置牢固，不偏斜、

不吊桩，支撑树干扎缚处应夹垫透气软物。用松木做支撑杆时，必须刮除树皮，以防病虫害发生和蔓

延，严禁使用未经处理、带有病虫的木质撑杆。 

3.1.3  支撑方法 

3.1.3.1  三角支撑。树体高度在 5m以上的苗木，应作三角或四角支撑。苗木高度在 6～7m以上、

树冠较大的，应设两层支撑。支撑杆基础应埋人土中 30～40cm，并夯实。也可将撑杆基部，直接楔

入地下 30～40cm的锚桩固定。绑扎树干处应夹垫透气软物，以防磨损树干。支撑杆与树干用 10号钢

丝固定。 

3.1.3.2  “井”字形水平支撑。成片栽植或假植的较大型乔木或竹类，采用水平支撑，可用 3～

5cm粗的杉木杆或竹竿相互与树干连接固定，周边用斜撑加固。支撑杆与树干绑扎处必须缠垫软物，

支撑应架设牢固，保证撑杆不滑脱，整体稳固、不倾斜。 

3.2  修筑灌水围堰 

灌水围堰的大小须视栽植品种规格、土质、气候特点而定。灌水围堰过小，围堰过浅，虽然进行

正常灌水，但每次仅能湿润土球的表层，下面的根系层根本吸收不到水，这也是造成缓苗期苗木缺水

的主要原因。常导致苗木生长势弱，病害发生，甚至干旱死亡。 

灌水围堰修筑标准要求 

苗木定植后，应在略大于栽植穴直径 15～20cm 周围，用细土筑成高 15～20cm的灌水围堰，围堰

应人工踏实或用铁铣拍实，做到不跑水、不漏水。大规格土球苗，应按土球大小与树穴的大小做双灌

水围堰，外圈要大于穴径，内圈略小于土球，内外围堰内同时灌水。栽植较密的片植乔、灌木或地被



植物，可以分片、分段筑围堰灌水。在地形及坡地上，灌水围堰应沿等高线水平修筑。 

3.3  灌水、喷水 

3.3.1  木本植物类 

定根水应在定植后 24h 内浇灌一遍透水，3-5d内浇灌二遍水，7-10d内浇灌三遍水。待“三水”

充分渗透后，用细土封堰保墑。以后视天气情况及不同树苗对水分的需求，分别适时进行开穴补水。

珍稀景观树种、不耐移植苗木、未经提前断根处理、非适宜季节栽植的大规模苗木及散坨苗，可将

1000倍液的生根粉随二遍水一同灌入。 

3.3.2  草木花卉类 

头遍水应灌透，栽植后的 3-4d 内，应于每天早晨或傍晚在苗木根际灌水。灌水时，不得将泥土

溅到茎、叶上。植株已倾斜或倒伏的，应及时扶正。三遍水后，花坛或花境上应撒盖厚 2-3cm的过筛

细土。 

3.3.3  水生植物 

幼苗生长期，栽植土及盆栽土既不能缺水，也不能灌水过深，应注意控制好水位，防止幼苗因水

位过高，淹没茎叶而死亡。 

3.4  加强苗木的种植质量检查和养护管理， 

苗木栽植过程中或苗木栽植完成后，需组织有关人员对栽植施工质量进行认真检查。对施工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进行整改。 

后续养护工作主要从：排水、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苗木补植、问题苗木的补救、防寒、巡

视。它是关系到巩固绿化栽植施工成果的重要举措、苗木栽植后成活率的高低，尽快体现景观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护管理水平。养护工作必须根据苗木的生长特性，结合栽植地环境条件，要制

定一套养护技术方案，认真按照设计技术方案去做，才会使植物健康成长。 

展望篇 

我们坚信：经过绿化人运用科学技术方法的精心栽培、监理人合理预控，确保种植乔木、灌木、

地被等种植质量和苗木的成活率，整体形成了东西方向一条绿色城市中的生态公园、新城的时代地标；

以林为核心，体现野趣自然、呈现出原生态的森林气势；满足以原生态森林为载体，打造可持续的绿

色增长，满足市民康体健身活动的多功能国家级生态林功能；为创“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国家级

生态公园典范目标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