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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包括

场地整理、绿化材料准备、测量放线、树穴开挖、

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树木支撑与保护、草坪铺

设、后期保养等步骤，本发明具有施工后绿化植

物维护工作量小，植被的死亡率低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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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S1、场地整理，将施工现场分为绿化地段和位于绿化地段周围的其他地段，将绿化地段

的土壤进行改良和管理，依次进行清理障碍物、整理现场以及设置水源等工序；清理障碍物

时，对施工场地的树木进行保留，整理现场时，对绿化地段进行翻地作业，整理出预定的地

形，绿化地段的外缘的水平高度低于绿化地段的中心的水平高度，绿化地段与其他地段的

排水趋向一致；

S2、绿化材料准备，包括选苗、起苗、苗木运输以及苗木进场等工序；

S3、测量放线，对绿化地段的苗木进行种植定点放线标记；

S4、树穴开挖，根据绿化地段的种植定点放线标记的位置进行种植穴的挖掘，种植穴用

于放置带土球苗木，种植穴的直径比带土球苗木下的土球的直径大16-20cm，种植穴的深度

比带土球苗木的下的土球的高度大16-20cm，种植穴的上下口直径相同；

S5、乔、灌木种植及修剪，种植前对带土球苗木的根系进行修剪，将劈裂根、病虫根、过

长根剪除，并对树冠进行修剪，随后将其放于种种穴槽内并进行灌水作业；

S6、树木支撑与保护，种植苗木后在种植穴周围筑成高10-15cm的灌水土堰并使用扶树

柱扶固；

S7、草坪铺设，对绿化地段进行草坪的开辟和种植；

S8、后期保养，及时进行苗木的补种及更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绿化地段进行翻地

时，先由绿化地段外缘向绿化地段中心的方向进行挖掘，挖掘深度依次递增，挖掘地域呈现

下凹的圆弧面；对挖掘后的绿化地段沿圆弧面进行第一遍夯实，夯实后沿圆弧面增加一层

砂石层，砂石层为一层无序摆放的砂石，靠近绿化地段外缘的砂石直径小于靠近绿化地段

中心砂石的直径；砂石层上方沿圆弧面施加一层有机肥，靠近绿化地段中心的有机肥量多

于绿化地段外缘的有机肥量；然后铺设一层肥沃土壤并喷水后进行夯实，形成下肥沃土壤

层，下肥沃土壤层的上方沿圆弧面铺设一层从绿化地段挖掘出的原生土并夯实，形成原生

土层，原生土层上方铺设肥沃土壤并夯实，形成上肥沃土层，上肥沃土层靠近绿化地段的中

心的水平高度高于上肥沃土层靠近绿化地段的外缘的水平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对夯实后的绿化地带进行的

翻耕时，绿化地段中心翻耕厚度大于绿化地段外缘的翻耕厚度，沿竖直方向上的翻耕厚度

小于上肥沃土层的厚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选苗工序前，应使绿植

在育苗期经过翻栽，根系集中在树蔸中，选苗工序中，工作人员应对选定的苗木进行挂牌，

挂牌时使牌位于阳面，使苗木在种植时保持同一方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步

骤中，树苗的栽植为在种植穴施基肥并铺设细土垫层，把树苗根部的包扎物除去，在种植穴

内将树苗立正栽好，填入肥沃土壤，填土过程中，每填土2cm厚度时，在树苗根系周围穿插包

裹若干棉条；所述棉条放置前于浓度为200ml/L的ABT生根粉溶液中浸泡，填土至种植穴1/3

处时，工作人员将树苗向上提拉1cm，再压实土壤并继续填土至种植穴穴顶，并在种植穴穴

顶铺设15cm腐殖土，最后，对树苗浇灌定植水，所述定植水为浓度为200ml/L的苯乙酸溶液。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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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中，对于绿化地段靠近水景处树苗的种植，使种植穴的底部铺设一层5cm厚的砂石，砂石

的顶部铺设一层8~20cm的肥沃土壤并压实，压实后的肥沃土壤的水平高度高于水景的水位

线，然后再进行树苗的栽植，栽植后，树苗的根茎部位高出地面，高出的部分进行壅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步

骤中，对于不能在8小时内种植的裸根苗木，进行假植；假植过程中，工作人员先要在地面挖

浅沟，沟深40~60cm，然后将裸根苗木一棵棵紧紧靠着呈30°角斜栽到沟中，使树梢朝向西边

或朝向南边；树梢向西，开沟的方向为东西向，树梢向南，则沟的方向为南北向；苗木密集斜

栽好以后，在根蔸上分层覆土，层层插实，然后每天都对树叶进行喷水，保持湿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假植苗木的区域沿浅沟

方向挖有排水沟，假植苗木上铺设有深润的草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草坪铺设步骤中，首先

对土地再一次进行整理，使铺设草坪的区域的土层厚度达到40cm左右，清除杂草等杂物，用

“草甘磷”等灭生性的内吸传导型除草剂以0.2~0.4ml/㎡进行喷洒，使用后2周后开始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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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化工程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化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绿化工程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绿地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城市生态平衡的调控者，具有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调节小气候、美化城市景观等

多种生态功能。

[0003] 故需要我们编制合理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来满足生态城市的建设需求，进而保证

工程进度计划的实施，尽量缩短工期。

[0004] 但是，现有技术中的绿化施工后绿化植物维护工作量大且植被的死亡率较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施工后绿化植物维护工作量小，植被的死亡率低等

效果的绿化工程施工工艺。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绿化工程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S1、场地整理，将施工现场分为绿化地段和位于绿化地段周围的其他地段，将绿化地段

的土壤进行改良和管理，依次进行清理障碍物、整理现场以及设置水源等工序；清理障碍物

时，对施工场地的树木进行保留，整理现场时，对绿化地段进行翻地作业，整理出预定的地

形，绿化地段的外缘的水平高度低于绿化地段的中心的水平高度，绿化地段与其他地段的

排水趋向一致；

S2、绿化材料准备，包括选苗、起苗、苗木运输以及苗木进场等工序；

S3、测量放线，对绿化地段的苗木进行种植定点放线标记；

S4、树穴开挖，根据绿化地段的种植定点放线标记的位置进行种植穴的挖掘，种植穴用

于放置带土球苗木，种植穴的直径比带土球苗木下的土球的直径大16-20cm，种植穴的深度

比带土球苗木的下的土球的高度大16-20cm，种植穴的上下口直径相同；

S5、乔、灌木种植及修剪，种植前对带土球苗木的根系进行修剪，将劈裂根、病虫根、过

长根剪除，并对树冠进行修剪，随后将其放于种种穴槽内并进行灌水作业；

S6、树木支撑与保护，种植苗木后在种植穴周围筑成高10-15cm的灌水土堰并使用扶树

柱扶固；

S7、草坪铺设，对绿化地段进行草坪的开辟和种植；

S8、后期保养，及时进行苗木的补种及更换。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经施工后的绿化地段表面不易积水，绿植不易过度泡

水而引起死亡，过量的自然降水随地势排向绿化地段外，便于工作人员对绿化地段进行维

护。

[0008] 优选的，对绿化地段进行翻地时，先由绿化地段外缘向绿化地段中心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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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挖掘深度依次递增，挖掘地域呈现下凹的圆弧面；对挖掘后的绿化地段沿圆弧面进行

第一遍夯实，夯实后沿圆弧面增加一层砂石层，砂石层为一层无序摆放的砂石，靠近绿化地

段外缘的砂石直径小于靠近绿化地段中心砂石的直径；砂石层上方沿圆弧面施加一层有机

肥，靠近绿化地段中心的有机肥量多于绿化地段外缘的有机肥量；然后铺设一层肥沃土壤

并喷水后进行夯实，形成下肥沃土壤层，下肥沃土壤层的上方沿圆弧面铺设一层从绿化地

段挖掘出的原生土并夯实，形成原生土层，原生土层上方铺设肥沃土壤并夯实，形成上肥沃

土层，上肥沃土层靠近绿化地段的中心的水平高度高于上肥沃土层靠近绿化地段的外缘的

水平高度。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挖掘地域呈现下凹的圆弧面的设置增加绿化地段的蓄水

能力，下肥沃土层的设置，使植物根系在延伸至下肥沃土层时，一方面的加强绿植根系的吸

收，另一方面使根系在下肥沃土层处根系由于砂石和肥料的影响而向四周延伸，根系在砂

石的影响下相互交织，使水分不易流失；雨量较小时，绿化地带中心的保水效果较好，水分

保存在上肥沃土层，当雨量较大时，绿化地带底部下凹的圆弧面的设置更易储存水量，绿化

地带外缘的水分在渗入地下的时候沿夯实的圆弧面向绿化地带的中心的下方汇聚，绿化地

带后期需人工灌溉的频率较低，且由于分层次夯实，使绿化地段不易遇水下沉而形成低洼

坑底，维护工作量较小。

[0010] 优选的，对夯实后的绿化地带进行的翻耕时，绿化地段中心翻耕厚度大于绿化地

段外缘的翻耕厚度，沿竖直方向上的翻耕厚度小于上肥沃土层的厚度。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绿化地段靠近中心的土壤的透气性相较绿化地带外缘

的透气性更好，绿化地带中心的保水效果较好且水量易在干燥天气中向绿化地段外缘延

伸，工作人员人工灌溉频率较低，维护工作量较小。

[0012] 优选的，所述选苗工序前，应使绿植在育苗期经过翻栽，根系集中在树蔸中，选苗

工序中，工作人员应对选定的苗木进行挂牌，挂牌时使牌位于阳面，使苗木在种植时保持同

一方向。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绿植在移栽后的方向与移栽前保持同一方向，便于植

物生长。

[0014] 优选的，所述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步骤中，树苗的栽植为在种植穴施基肥并铺设细

土垫层，把树苗根部的包扎物除去，在种植穴内将树苗立正栽好，填入肥沃土壤，填土过程

中，每填土2cm厚度时，在树苗根系周围穿插包裹若干棉条；所述棉条放置前于浓度为

200ml/L的ABT生根粉溶液中浸泡，填土至种植穴1/3处时，工作人员将树苗向上提拉1cm，再

压实土壤并继续填土至种植穴穴顶，并在种植穴穴顶铺设15cm腐殖土，最后，对树苗浇灌定

植水，所述定植水为浓度为200ml/L的苯乙酸溶液。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树苗根系舒展并充分接触土壤，防止栽植窝根，同时，

浸泡后棉条用于保护树苗根系在向上提拉的过程中，根系的损伤较小，相比灌溉生根粉溶

液，棉条内存储的部分生根粉溶液局部影响树苗根系的发育，不易使根系过度向地表延伸，

养分吸收率高，绿植成活率较高。

[0016] 优选的，所述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步骤中，对于绿化地段靠近水景处树苗的种植，

使种植穴的底部铺设一层5cm厚的砂石，砂石的顶部铺设一层8~20cm的肥沃土壤并压实，压

实后的肥沃土壤的水平高度高于水景的水位线，然后再进行树苗的栽植，栽植后，树苗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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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部位高出地面，高出的部分进行壅土。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降低靠近水景处的种植穴处的湿度，抬高种植高度，预防

种植穴处的土壤塌陷而使绿植积水，提高绿植的成活率。

[0018] 优选的，所述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步骤中，对于不能在8小时内种植的裸根苗木，进

行假植；假植过程中，工作人员先要在地面挖浅沟，沟深40~60cm，然后将裸根苗木一棵棵紧

紧靠着呈30°角斜栽到沟中，使树梢朝向西边或朝向南边；树梢向西，开沟的方向为东西向，

树梢向南，则沟的方向为南北向；苗木密集斜栽好以后，在根蔸上分层覆土，层层插实，然后

每天都对树叶进行喷水，保持湿润。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保持裸根苗木的活性，使裸根树苗在种植后易于成活。

[0020] 优选的，所述假植苗木的区域沿浅沟方向挖有排水沟，假植苗木上铺设有深润的

草席。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假植的苗木保持湿润，并减少光照强度，同时避免假植

苗木处过度积水，裸根苗木不易死亡，成活率较高。

[0022] 优选的，所述草坪铺设步骤中，首先对土地再一次进行整理，使铺设草坪的区域的

土层厚度达到40cm左右，清除杂草等杂物，用“草甘磷”等灭生性的内吸传导型除草剂以0.2

~0.4ml/㎡进行喷洒，使用后2周后开始种草。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土层厚度的设置，增加草坪底部的保水效果，降低草坪的

管理成本，同时使草坪铺设较为平整，杂草较少。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场地整理的步骤，使经施工后的绿化地段表面不易积水，绿植不易过度泡水而引起死

亡，过量的自然降水随地势排向绿化地段外，便于工作人员对绿化地段进行维护；增加绿化

地段的蓄水能力，绿化地带蓄水能力强，后期需人工灌溉的频率较低，人工维护的工作量

小。

[0025] 乔、灌木种植及修剪的步骤，树苗根系舒展并充分接触土壤，根部损伤较小，增加

绿植的根系生长速度，养分吸收率较高，绿植成活率高。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施工流程工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绿化工程施工工艺，以下步骤：

S1、场地整理，将施工现场分为绿化地段和位于绿化地段周围的其他地段，将绿化地段

的土壤进行改良和管理，依次进行清理障碍物、整理现场以及设置水源等工序；清理障碍物

时，对施工场地的树木进行保留，整理现场时，对绿化地段进行翻地作业，整理出预定的地

形，绿化地段的外缘的水平高度低于绿化地段的中心的水平高度，绿化地段与其他地段的

排水趋向一致；

S2、绿化材料准备，包括选苗、起苗、苗木运输以及苗木进场等工序；

S3、测量放线，对绿化地段的苗木进行种植定点放线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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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树穴开挖，根据绿化地段的种植定点放线标记的位置进行种植穴的挖掘，种植穴用

于放置带土球苗木，种植穴的直径比带土球苗木下的土球的直径大16-20cm，种植穴的深度

比带土球苗木的下的土球的高度大16-20cm，种植穴的上下口直径相同；

S5、乔、灌木种植及修剪，种植前对带土球苗木的根系进行修剪，将劈裂根、病虫根、过

长根剪除，并对树冠进行修剪，随后将其放于种种穴槽内并进行灌水作业；

S6、树木支撑与保护，种植苗木后在种植穴周围筑成高10-15cm的灌水土堰并使用扶树

柱扶固；

S7、草坪铺设，对绿化地段进行草坪的开辟和种植；

S8、后期保养，及时进行苗木的补种及更换。

[0029] 场地整理步骤中，工作人员对绿化地段进行翻地，先由绿化地段外缘向绿化地段

中心的方向进行挖掘，挖掘深度依次递增，挖掘地域呈现下凹的圆弧面；对挖掘后的绿化地

段沿圆弧面进行第一遍夯实，夯实后沿圆弧面增加一层砂石层，砂石层为一层无序摆放的

砂石，靠近绿化地段外缘的砂石直径小于靠近绿化地段中心砂石的直径；砂石层上方沿圆

弧面施加一层有机肥，靠近绿化地段中心的有机肥量多于绿化地段外缘的有机肥量；然后

铺设一层肥沃土壤并喷水后进行夯实，形成下肥沃土壤层，下肥沃土壤层的上方沿圆弧面

铺设一层从绿化地段挖掘出的原生土并夯实，形成原生土层，原生土层上方铺设肥沃土壤

并夯实，形成上肥沃土层，上肥沃土层靠近绿化地段的中心的水平高度高于上肥沃土层靠

近绿化地段的外缘的水平高度。

[0030] 然后对夯实后的绿化地带进行的翻耕，绿化地段中心翻耕厚度大于绿化地段外缘

的翻耕厚度，沿竖直方向上的翻耕厚度小于上肥沃土层的厚度。

[0031] 工作人员根据植物种植必需的最低土层厚度要求，通常多翻耕30cm深度，以利蓄

水保墒；对于重点布置地区或深根性树种可翻掘50cm深，并施有机肥，借以改变土壤肥性；

见表1为绿地植物种植必需的最低土层厚度表。

[0032] 绿地植物种植必需的最低土层厚度

表1

在绿化材料准备的步骤中，包括选苗、起苗、苗木运输以及苗木  进场等工序。

[0033] 选苗：种植材料应根系发达，生长茁壮，无病虫害；露地栽培花卉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二年生花卉，株高应为10~40cm，冠径应为15~35cm；分枝不应少于3~4个，叶簇健壮，色泽

明亮；宿根花卉，根系必须完整，无腐烂变质；球根花卉，根茎应茁壮、无损伤，幼芽饱满；观

叶植物，叶色应鲜艳，叶簇丰满；水生植物，根、茎发育良好，植株健壮，无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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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苗木的选择应选择长势好、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树形端正、根须发达的苗木且

选择在育苗期内经过翻栽，根系集中在树蔸的苗木；苗木选定后，要挂牌或在根基部位画出

明显标记，以免挖错；挂牌时，将牌置于阳面，在移栽时，保持同一方向，便于植物生长。

[0035] 起苗：起苗时间和栽植时间最好能紧密配合，做到随起随栽，为了挖掘方便，起苗

前1-3天可适当浇水使泥土松软，对起裸根苗来说也便于多带宿土，根系损伤较少；起苗时，

常绿苗应当带有完整的根团土球，土球的大小按树木胸径的10倍左右确定，土球高度一般

可比宽度少5-10cm；为了减少树苗水分蒸腾，提高移栽成活率，掘苗后，装车前应进行粗略

修剪。

[0036] 苗木运输：从假植苗地中起挖树苗，运至施工现场过程中，所有植物材料采取专门

的保护措施，如专车运输、每车少运、专业包扎、专业支撑等措施，苗木在装卸车时应轻吊轻

放，不得损伤苗木和造成散球；起吊带土球的小型苗木时，应用绳网兜土球吊起，不得有绳

索缚捆根颈起吊；重量超过1吨的大型土球，应在土球外部套钢丝缆起吊；容器苗在装卸车

时，不得损坏容器，以免土球松散；土球苗木装车时，应按车辆行驶方向，将土球向前，树冠

向后码放整齐；装车后应将树干捆牢，并应加垫层防止磨损树干；花木运输直立装车；装运

竹类不得损伤竹竿与竹鞭之间的鞭芽；苗木在装好车后，面覆盖一层遮荫网，运输过程中对

苗木干、叶浇水1-2次。

[0037] 苗木进场：苗木下车过程中，不损坏苗木的土球、枝、干、叶、皮；不损坏开花植物的

花财及花蕾；下车后的苗木立即浇水，保持苗木湿润，并立即安排种植；苗木进场顺序依次

安排乔木、灌木、地被植物、草坪依次进场；先期需完成的地段苗提前进场；交叉施工地段的

大树，在装饰完成前进场。

[0038] 测量放线步骤中，根据设计图纸尺寸，定出规划红线及坐标点，再对现场苗木种植

定点放线；放线时，应先定高大乔木后定灌木及地被植物的位置，避免苗木的多次移位及对

地被植物的破坏。

[0039] 树穴开挖步骤中，根据绿化地段的种植定点放线标记的位置进行种植穴的挖掘，

种植穴用于放置带土球苗木，种植穴的直径比带土球苗木下的土球的直径大16-20cm，种植

穴的深度比带土球苗木的下的土球的高度大16-20cm，种植穴的上下口直径相同。

[0040] 见表2为常绿乔木类种植穴规格/cm；表3为花灌木类种植穴规格/cm；表4为竹类种

植穴规格/cm。

[0041] 常绿乔木类种植穴规格/cm

胸径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胸径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2-3 30-40 40-60 5-6 60-70 80-90

3-4 40-50 60-70 6-7 70-80 90-100

4-5 50-60 70-80 7-8 80-90 100-110

表2

花灌木类种植穴规格/cm

冠径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100 60-70 70-90

表3

竹类种植穴规格/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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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盘根或土球深20-40 比盘根或土球大40-50

表4

工作人员在乔、灌木种植及修剪步骤中，种植前应进行苗木根系修剪，将劈裂根、病虫

根、过长根剪除，并对树冠进行修剪，保持地上地下平衡，养活水分的散发，保证树木成活；

树苗的栽植为在种植穴施基肥并铺设细土垫层，把树苗根部的包扎物除去，在种植穴

内将树苗立正栽好，填入肥沃土壤，填土过程中，每填土2cm厚度时，在树苗根系周围穿插包

裹若干棉条；棉条放置前于浓度为200ml/L的ABT生根粉溶液中浸泡，填土至种植穴1/3处

时，工作人员将树苗向上提拉1cm，再压实土壤并继续填土至种植穴穴顶，并在种植穴穴顶

铺设15cm腐殖土，最后，对树苗浇灌定植水，定植水为浓度为200ml/L的苯乙酸溶液。

[0042] 对于绿化地段靠近水景处树苗的种植，先使种植穴的底部铺设一层5cm厚的砂石，

砂石的顶部铺设一层8~20cm的肥沃土壤并压实，压实后的肥沃土壤的水平高度高于水景的

水位线，然后再进行树苗的栽植，栽植后，树苗的根茎部位高出地面，高出的部分进行壅土。

[0043] 对于不能在8小时内种植的裸根苗木，进行假植；假植过程中，工作人员先要在地

面挖浅沟，沟深40~60cm，然后将裸根苗木一棵棵紧紧靠着呈30°角斜栽到沟中，使树梢朝向

西边或朝向南边；树梢向西，开沟的方向为东西向，树梢向南，则沟的方向为南北向；苗木密

集斜栽好以后，在根蔸上分层覆土，层层插实，然后每天都对树叶进行喷水，保持湿润。

[0044] 假植苗木的区域沿浅沟方向挖有排水沟，假植苗木上铺设有深润的草席。

[0045] 树木定植后24H内浇上第一遍水，水要浇透，使泥土充分吸收水分，灌水将土壤缝

隙填实，保证树根与土壤紧密结合以利根系发育，之后连续灌水，在气候干旱时，定植后必

须连续灌3次水；第一次连续3天灌水后，将灌足水的树盘撒上细面土封住，以免蒸发和土表

开裂透风。

[0046] 树木支撑与保护步骤中，对于行道树种植后的支撑保护，种植后用混凝土柱扶固；

扶树柱具体规格为：250*10*10cm，柱内配Φ6筋4条，200F8#混泥土柱，柱埋深70cm，内侧间

距85cm，木板规格为110*8—10*2.5—3cm，树干与木板之间用2.5*0.5—0.8cm的黑色车轮

胶带可调绑扶，木板与混泥土柱之间用铁线绑固；对于其他乔木种植后的支撑保护，除路树

外种植的所有乔木都需用竹扶护，每株乔木3根竹子3-5M，支撑时角度相等，竹长一致，尾径

大于4cm。

[0047] 支撑及灌水完毕后应立即清理，保持清洁，使施工现场美观整洁。

[0048] 草坪铺设步骤中，首先对土地再一次进行整理，使铺设草坪的区域的土层厚度达

到40cm左右，清除杂草等杂物，用“草甘磷”等灭生性的内吸传导型除草剂以0.2~0.4ml/㎡

进行喷洒，使用后2周后开始种草；初步平整、施基肥及耕翻。

[0049] 苗木管理与养护步骤中，浇水要掌握“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对地面和树苗

叶面喷洒清水，增加空气湿度，降低植物蒸腾作用；在炎热的夏天，对树苗进行遮荫，避免强

阳光直射；在寒冷的冬季，应对地面盖草地、树侧设立风障、树冠用薄膜遮盖等方法，来保持

土温和防止寒害；对死亡的乔灌木、片植花木局部有20*20CM的空间或2株以上相连死亡的、

片植花木局部生长不良、影响效果的一、二年生草本花卉已过观赏期的及时进行补种和更

换。

[0050]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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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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