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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及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及施工方

法，涉及园林工程，旨在解决人们在园林建设以

及换季更换植株时，植被对土壤的选择存在较高

的要求，不便于园林绿化的建设和维护的问题，

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排水渠，排水渠的两侧

预埋有用于将排水渠两侧的积水引至排水渠内

的排水组件，排水渠内设有沿排水渠长度方向设

置的种植槽，种植槽内通过若干分隔板分隔成若

干种植单元，种植单元包括种植区以及位于种植

区下方的蓄水区。本发明的多个种植单元能适配

不同植株土壤的需求，且通过排水组件提高种植

槽的安装强度以及对排水渠两侧的积水进行疏

导，避免种植单元内积水过多而导致植株烂根的

情况，提高植株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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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其特征在于：包括排水渠(1)，所述排水渠(1)的两侧预埋有用于

将排水渠(1)两侧的积水引至排水渠(1)内的排水组件，所述排水渠(1)内设有沿排水渠(1)

长度方向设置的种植槽(2)，所述种植槽(2)内通过若干分隔板(3)分隔成若干种植单元，所

述种植单元包括种植区(4)以及位于种植区(4)下方的蓄水区(5)，所述种植区(4)内设有贯

穿至蓄水区(5)内的吸水棒(6)，相邻所述蓄水区(5)相互连通；

所述蓄水区(5)和种植区(4)之间设置有滤板(10)，所述滤板(10)水平设置且与分隔板

(3)固定连接，所述吸水棒(6)贯穿滤板(10)且与滤板(10)固定连接，相邻所述分隔板(3)上

开设有相互连通的溢水槽(11)，所述溢水槽(11)的水平高度小于等于滤板(10)的水平高

度，所述种植槽(2)的一端通过与蓄水区(5)连通的进水管连接有位于排水渠(1)内的抽水

泵，所述种植槽(2)远离进水管的一端连接有出水管；

所述排水渠(1)内放置与抽水泵连接的霍尔水位传感器，用以检测排水渠(1)内的水位

并输送断电信号至与抽水泵耦接的继电器，同时，各个蓄水区(5)内均设置有液位传感器，

当检测到蓄水区(5)内的液位高度低于吸水棒(6)的最低液位时，触发所述继电器并对抽水

泵进行供电，实现向蓄水区(5)内进行注水；

所述排水组件包括集水槽(7)以及与集水槽(7)连通的导流管(8)，相邻所述集水槽(7)

沿排水渠(1)的长度方向分别设置于排水渠(1)的两侧，所述导流管(8)呈U字型，所述导流

管(8)的两端与相邻两集水槽(7)连通且导流管(8)的凹部位于排水渠(1)内，所述导流管

(8)的底端开设有若干与排水渠(1)连通的排水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槽(2)的纵截面呈

凹字形，所述种植槽(2)的两端抵于排水渠(1)两侧的顶端，所述种植槽(2)的凹部嵌于导流

管(8)的凹部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槽(7)的内壁呈圆

弧形，所述集水槽(7)上阵列分布有若干渗水孔(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区(4)内自下而上

设置有碎石层(12)、营养土层(13)和种植层(14)，所述碎石层(12)的厚度为30‑50cm，所述

营养土层(13)由60％的腐殖土和40％的砂石混合而成。

5.一种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方法，其构建如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的园林绿化工程，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挖渠，在地坪上沿平路牙的长度方向挖出呈矩形的排水渠(1)，且在排水渠(1)

的两侧挖出与排水渠(1)等长的长槽；

步骤2：场地整理，对排水渠(1)以及长槽内的障碍物进行清理，并选用16mm‑32mm的鹅

卵石铺设在排水渠(1)内；

步骤3：铺设排水组件，将集水槽(7)铺设于长槽内，并使集水槽(7)的开口朝上设置，并

将呈U形的排水管通过热熔器与集水槽(7)熔接，使排水管与集水槽(7)连通，且对排水管与

集水槽(7)的连接处进行预埋；

步骤4：铺设种植槽(2)，根据排水渠(1)的渠宽选用种植槽(2)，将种植槽(2)的底端嵌

至排水渠(1)内，并使种植槽(2)的两端放置在排水渠(1)的两侧并向地坪挤压且抵于集水

槽(7)靠近排水渠(1)的一侧；

步骤5：安装水泵，将抽水泵放置于排水渠(1)，并将与抽水泵连通的进水管连通至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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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2)一端的蓄水区(5)内，并将出水管连接至种植槽(2)远离进水管一端的蓄水区(5)内；

步骤6：填土，根据种植的植被选用适宜的种植土填充至种植区(4)内，将30‑50mm的砾

石铺设在种植区(4)内形成厚度为30‑50cm的碎石层(12)，并将腐殖土和砂石混合后的混合

土填至碎石层(12)上形成营养土层(13)；

步骤7：种植并修剪，将植被种植于各个种植单元的种植区(4)内，并初次将土壤浇透，

修剪移植的植被；

步骤8：通渠，将外界的水源引至排水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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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园林工程，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绿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

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

憩境域，就称为园林。园林包括庭园、宅园、小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随着园林

学科的发展，还包括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的游览区以及休养胜

地。

[0003] 人们常在园林内的路旁种植一些例如花草的小植被形成绿化带，而不同的土壤材

质容易影响植被的生长状况和存活率，从而导致人们在园林建设以及换季更换植株时，植

被对土壤的选择存在较高的要求，不便于园林绿化的建设和维护。

[0004]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多个种植

单元能适配不同植株土壤的需求，且通过排水组件提高种植槽的安装强度以及对排水渠两

侧的积水进行疏导，避免种植单元内积水过多而导致植株烂根的情况，提高植株的存活率。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包

括排水渠，所述排水渠的两侧预埋有用于将排水渠两侧的积水引至排水渠内的排水组件，

所述排水渠内设有沿排水渠长度方向设置的种植槽，所述种植槽内通过若干分隔板分隔成

若干种植单元，所述种植单元包括种植区以及位于种植区下方的蓄水区，所述种植区内设

有贯穿至蓄水区内的吸水棒，相邻所述蓄水区相互连通。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种植槽内由分隔板分隔成的种植单元，能根据种植

的植被填充适宜的土壤，且通过吸水棒连接种植区和蓄水区，能通过吸水棒将蓄水区内的

水分吸至种植区内，保持土壤的水分，且避免土壤过湿导致植被烂根的情况，提高植被的存

活率，并且通过位于排水渠两侧的排水组件，在雨天时，能将排水渠两侧的积水引至排水渠

内，减小路面雨水的堆积，而导致种植区内存在大量的积水而影响植被存活。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排水组件包括集水槽以及与集水槽连通的导流管，相

邻所述集水槽沿排水渠的长度方向分别设置于排水渠的两侧，所述导流管呈U字型，所述导

流管的两端与相邻两集水槽连通且导流管的凹部位于排水渠内，所述导流管的底端开设有

若干与排水渠连通的排水孔。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呈U字型的导流管对两集水槽连接，从而在预埋集水

槽和导流管时，提高排水组件的安装强度，使得排气渠两侧的积水能经集水槽进行收集，并

通过排水管排至排水渠内，具有高效便捷的特点。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种植槽的纵截面呈凹字形，所述种植槽的两端抵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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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两侧的顶端，所述种植槽的凹部嵌于导流管的凹部内。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种植槽的两侧抵于排水渠的两侧，能对排水管的两

端以及集水槽的侧边进行挤压，从而提高排水组件的安装强度，并且种植槽的凹部嵌于导

流管的凹部，使得排水管能对种植槽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提高种植槽的安装强度。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集水槽的内壁呈圆弧形，所述集水槽上阵列分布有若

干渗水孔。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集水槽的内壁呈圆弧形，使得外界的积水以及雨水流至

集水槽内时，能在重力作用下流至集水槽的底端，并通过阵列分布的渗水孔使部分雨水或

积水渗透至地坪，且使部分积水引流至排水渠内。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蓄水区和种植区之间设置有滤板，所述滤板水平设置

且与分隔板固定连接，所述吸水棒贯穿滤板且与滤板固定连接。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滤板对蓄水区和种植区进行分隔，且使种植区内多

余的水量能穿过滤板流至蓄水区内，且通过吸水棒保持种植区内土壤适宜的湿度。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相邻所述分隔板上开设有相互连通的溢水槽，所述溢水槽

的水平高度小于等于滤板的水平高度。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溢水槽的开设，使得蓄水区的水量过多时，能通过溢

流槽将多余的水量溢流至相邻的蓄水区内，既平衡各个蓄水区内水量，同时保持种植区内

的湿度，避免水分过多而导致植被烂根的情况，提高植被的存活率。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种植槽的一端通过与蓄水区连通的进水管连接有位于

排水渠内的抽水泵，所述种植槽远离进水管的一端连接有出水管。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抽水泵、进水管和出水管，使得蓄水区内的蓄水与排

水渠内的流水实现水循环，提高蓄水区内积水的活性，避免蓄水区内积水出现腐臭而影响

植被存活的情况。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种植区内自下而上设置有碎石层、营养土层和种植层，

所述碎石层的厚度为30‑50cm，所述营养土层由60％的腐殖土和40％的砂石混合而成。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自下而上铺设碎石层、营养土层和种植层，使得种植

区与蓄水区的交界处能通过碎石层保持较好的透气性，由于种植区的排水效果，且营养土

层能为植株提供良好的营养成分，有助于植株的存活和生长。

[0022]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方

法，便于人们对园林绿化的建设，且实现对植株供水的循环，保证植株的供水需求提高植株

的存活率。

[002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1：挖渠，在地坪上沿平路牙的长度方向挖出呈矩形的排水渠，且在排水渠的

两侧挖出与排水渠等长的长槽；

[0025] 步骤2：场地整理，对排水渠以及长槽内的障碍物进行清理，并选用16mm‑32mm的鹅

卵石铺设在排水渠内；

[0026] 步骤3：铺设排水组件，将集水槽铺设于长槽内，并使集水槽的开口朝上设置，并将

呈U形的排水管通过热熔器与集水槽熔接，使排水管与集水槽连通，且对排水管与集水槽的

连接处进行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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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步骤4：铺设种植槽，根据排水渠的渠宽选用种植槽，将种植槽的底端嵌至排水渠

内，并使种植槽的两端放置在排水渠的两侧并向地坪挤压且抵于集水槽靠近排水渠的一

侧；

[0028] 步骤5：安装水泵，将抽水泵放置于排水渠，并将与抽水泵连通的进水管连通至种

植槽一端的蓄水区内，并将出水管连接至种植槽远离进水管一端的蓄水区内；

[0029] 步骤6：填土，根据种植的植被选用适宜的种植土填充至种植区内，将30‑50mm的砾

石铺设在种植区内形成厚度为30‑50cm的碎石层，并将腐殖土和砂石混合后的混合土填至

碎石层上形成营养土层；

[0030] 步骤7：种植并修剪，将植被种植于各个种植单元的种植区内，并初次将土壤浇透，

修剪移植的植被；

[0031] 步骤8：通渠，将外界的水源引至排水渠。

[0032]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3] 通过种植槽内由分隔板分隔成的种植单元，能根据种植的植被填充适宜的土壤，

且通过吸水棒连接种植区和蓄水区，能通过吸水棒将蓄水区内的水分吸至种植区内，保持

土壤的水分，且避免土壤过湿导致植被烂根的情况，提高植被的存活率，并且通过位于排水

渠两侧的排水组件，在雨天时，能将排水渠两侧的积水引至排水渠内，减小路面雨水的堆

积，而导致种植区内存在大量的积水而影响植被存活。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的爆炸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中种植槽的局部剖视图；

[0037] 图4为图3中A部的放大示意图；

[0038] 图5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中：1、排水渠；2、种植槽；3、分隔板；4、种植区；5、蓄水区；6、吸水棒；7、集水槽；

8、导流管；9、渗水孔；10、滤板；11、溢水槽；12、碎石层；13、营养土层；14、种植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41] 实施例一：

[0042] 一种园林绿化工程，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排水渠1，排水渠1的两侧预埋有用于将

排水渠1两侧的积水引至排水渠1内的排水组件，排水渠1内放置沿排水渠1长度方向设置的

种植槽2，种植槽2内通过若干分隔板3分隔成若干种植单元，种植单元包括种植区4以及位

于种植区4下方的蓄水区5，种植区4内设有贯穿至蓄水区5内的吸水棒6，具体的，蓄水区5和

种植区4之间通过带有通孔的滤板10进行分隔，滤板10水平设置且与分隔板3固定连接，吸

水棒6贯穿滤板10且与滤板10固定连接，相邻蓄水区5相互连通，在本实施例中，种植槽2采

用混合水泥材质一体成型而成，且分隔板3以及滤板10通过粘接的方式固定连接在种植槽2

内。

[0043] 如图2所示，种植槽2的纵截面呈凹字形，种植槽2的两端抵于排水渠1两侧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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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组件包括集水槽7以及与集水槽7连通的导流管8，相邻集水槽7沿排水渠1的长度方向

分别设置于排水渠1的两侧，导流管8呈U字型，种植槽2的凹部嵌于导流管8的凹部内，导流

管8的两端与相邻两集水槽7连通且导流管8的凹部位于排水渠1内，导流管8的底端开设有

若干与排水渠1连通的排水孔，在本实施例中，种植槽2的两端抵于排水渠1的两侧壁并在自

身作用下挤压导流管8与集水槽7的连接处，而集水槽7的内壁呈圆弧形，集水槽7上阵列分

布有若干渗水孔9，在本实施例中，渗水孔9的直径为5‑10cm。

[0044] 如图3和图4所示，相邻分隔板3上开设有相互连通的溢水槽11，溢水槽11的水平高

度小于等于滤板10的水平高度，具体的，溢水槽11的水平高度高于蓄水槽的底端且位于分

隔板3的中段位置。

[0045] 如图5所示，种植区4内自下而上设置有碎石层12、营养土层13和种植层14，碎石层

12的厚度为30‑50cm，营养土层13由60％的腐殖土和40％的砂石混合而成，其中该腐殖土的

基质是由黄土10～300重量份，牛粪10～300重量份，羊粪20～100重量份，枯枫叶10～50重

量份组合而成，且砂石选用粒径为0.5～2mm。

[0046] 在本实施例中，种植槽2的一端通过与蓄水区5连通的进水管连接有位于排水渠1

内的抽水泵，种植槽2远离进水管的一端连接有出水管，并且排水渠1内放置与抽水泵连接

的霍尔水位传感器，用以检测排水渠1内的水位并输送断电信号至与抽水泵耦接的继电器，

同时，各个蓄水区5内均设置有液位传感器，当检测到蓄水区5内的液位高度低于吸水棒6的

最低液位时，触发继电器并对抽水泵进行供电，实现向蓄水区5内进行注水，在蓄水区5缺水

时，对蓄水区5进行注水操作，提高植被的存活率，且出水管以及进水管与种植槽2连接的一

端与溢水槽11的水平高度相同，同时也可在营养土层13内预埋与抽水泵连接的土壤湿度传

感器，实现对营养土层湿度的检测，并在湿度低于设定湿度时，驱动抽水泵对蓄水区5进行

注水，确保土壤的湿度，提高植被的存活率。

[0047] 工作过程：抽水泵将排水渠1内的流水抽至进水管内并通入至种植槽2的蓄水区5

内，当蓄水区5内的水位到达溢水槽11的水平高度时，向相邻种植单元的蓄水区5内溢流，如

此往复，使水流至种植槽2末端的蓄水区5，并通过出水管回流至排水渠1内，保证种植槽2内

水源的活性，提高蓄水区5内水源的含氧量，提高植被的存活率。

[0048] 由于蓄水区5和种植区4之间通过滤板10进行分隔，使种植区4内多余的水分在重

力作用下能流至蓄水区5内，且滤板10和碎石层12能有效阻隔土壤的流失，保留土壤的养

分，从而提高植被的存活率，并且在土壤缺水时，能通过吸水棒6将蓄水区5内的水分吸收至

种植区4内，保持土壤的湿度，避免植被由于土壤干燥而出现枯干的情况，提高植被的存活

率。

[0049] 碎石层12平铺与种植层14的底层，由于碎石层12的厚度为30‑50cm，能保证蓄水区

5和种植区4之间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在暴雨天气导致种植区4内突增的水量能快速通过碎

石层12和滤板10向蓄水区5排水，提高种植槽2的排水效率，提高种植槽2湿度的自动调节能

力，减小植被在梅雨气候出现烂根而影响存活率，并且营养土层13采用砂石和腐殖土混合

而成，通过砂石提高营养土层13的透气能力，且通过腐殖土能有效提供植被生长的天然养

分，其中腐殖土采用黄土、牛粪、羊粪、枯枫叶组成，通过牛粪和羊粪草食动物的粪便，能通

过草食动物处理消化草本科的植株，具有良好的腐化效果，且混合黄土和枯枫叶，提高土壤

中的纤维成分和锁水能力，有效保持营养土层13的湿度，供给植被生长，提高植被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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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0050] 当遇到暴雨天气使地坪表面出现积水时，由于排水渠1的两侧设置沿种植槽2和排

水渠1长度方向设置的集水槽7，使得地坪上的积水向排水渠1和种植槽2流向时，能通过截

面呈弧形的集水槽7对雨水进行收集和格挡，阻碍积水流至种植槽2内，减缓种植区4内积水

的情况，并且集水槽7内开设渗水孔9，使得部分的水分通过渗水孔9向地坪渗透，并使多余

的水量通过排水管直接排至排水渠1内，由于集水槽7分别位于排水渠1的两侧，且集水槽7

之间通过呈U形排水管连接，从而能对种植槽2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且种植槽2的两侧分别

挤压排水管和集水槽7的连接处，进而加强集水槽7与地坪的连接强度，且提高种植槽2以及

排水组件的安装强度。

[0051] 并且种植槽2内通过分隔板3分隔成多个的种植单元，在人们种植多种植株时，能

在种植区4内填充与植株向适宜的土壤，提高各个植株的存活率，且在换季而需对种植的植

株进行更换时，仅需更换种植区4内的土壤，方便人们更换种植的植株类型，同时通过液位

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通过继电器与抽水泵连接，实现在蓄水区5内缺水以及土壤湿度减

小时，能自动将排水渠1内的水引流至蓄水区5内，同时通过吸水棒6将蓄水区内的水分输送

至土壤内，提高植被的存活率。

[0052] 实施例二：一种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步骤1：挖渠，在地坪上沿平路牙的长度方向挖出呈矩形的排水渠1，且在排水渠1

的两侧挖出与排水渠1等长的长槽；

[0054] 步骤2：场地整理，对排水渠1以及长槽内的障碍物进行清理，并选用16mm‑32mm的

鹅卵石铺设在排水渠1内；

[0055] 步骤3：铺设排水组件，将集水槽7铺设于长槽内，并使集水槽7的开口朝上设置，并

将呈U形的排水管通过热熔器与集水槽7熔接，使排水管与集水槽7连通，且对排水管与集水

槽7的连接处进行预埋；

[0056] 步骤4：铺设种植槽2，根据排水渠1的渠宽选用种植槽2，将种植槽2的底端嵌至排

水渠1内，并使种植槽2的两端放置在排水渠1的两侧并向地坪挤压且抵于集水槽7靠近排水

渠1的一侧；

[0057] 步骤5：安装水泵，将抽水泵放置于排水渠1，并将与抽水泵连通的进水管连通至种

植槽2一端的蓄水区5内，并将出水管连接至种植槽2远离进水管一端的蓄水区5内；

[0058] 步骤6：填土，根据种植的植被选用适宜的种植土填充至种植区4内，将30‑50mm的

砾石铺设在种植区4内形成厚度为30‑50cm的碎石层12，并将腐殖土和砂石混合后的混合土

填至碎石层12上形成营养土层13；

[0059] 步骤7：种植并修剪，将植被种植于各个种植单元的种植区4内，并初次将土壤浇

透，修剪移植的植被；

[0060] 步骤8：通渠，将外界的水源引至排水渠1。

[0061] 挖渠步骤中，工作人员对地坪沿路牙边沿方向进行挖掘，在挖掘区域呈现下凹的

排水渠1，随后对排水渠1的底端以及两侧壁进行第一遍夯实，并在排水渠1顶端的两侧背向

排水渠1方向挖出沿排水渠1长度方向设置的长槽，并对长槽进行第二遍夯实，且在第一遍

夯实和第二遍夯实的过程中，对长槽以及排水渠1内大块的石块进行粉碎、清理，并对缺欠

的凹坑进行填补，然后将16mm‑32mm的鹅卵石均匀的铺设在排水渠1内，并对长槽以及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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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1进行第三遍夯实，使鹅卵石牢固的嵌于排水渠1的底端。

[0062] 在铺设排水组件时，首先将呈U形的排水管的两端通过熔接器与两根集水槽7进行

熔接，使得集水槽7与排水管连通，然后将排水管以及集水槽7放置在排水渠1以及长槽内，

接着将之前的挖出的泥土对长槽的空余部分进行填充，使得集水槽7与排水管的连接处进

行填埋并进行第四遍夯实，此时使集水槽7的弧形面贴于地坪，且集水槽7顶端的开口朝上

设置。

[0063] 在放置种植槽2时，将测量排水渠1的渠宽以及排水管两竖直端之间的间距，将种

植槽2放入排水渠1内，使种植槽2底端的侧壁贴于排水管直至种植槽2嵌入排水渠1内，并且

将种植槽2的两侧均抵于排水渠1顶端的两侧，且挤压至集水槽7靠近排水渠1的一侧，此时

种植槽2两侧的边缘水平高度高于集水槽7的水平位置，使得对流至集水槽7内的积水进行

格挡。

[0064] 在安装水泵的过程中，将抽水泵放置在排水渠1内，且位于种植槽2的一端，然后通

过法兰盘使进水管与抽水泵连接，然后将进水管穿至种植槽2一端的蓄水区5内，且在种植

槽2远离进水管的一端连接出水管至排水渠1内。

[0065] 在填土操作前，选择移植的植株，并匹配合适的土壤，在本实施例中，在填土操作

时，首先选用30‑50mm的砾石铺设在种植区4内形成厚度为30cm的碎石层12，砾石之间留有

间隙，并将腐殖土和砂石通过搅拌混合后的混合土填至碎石层12上形成营养土层13。

[0066] 然后在移植植株时，通过拉设于沿种植槽2长度方向设置的基准线，并在若干种植

单元的中心位置投放待移植的植株，然后依次将植株的根放置在种植区4内的营养土层13

上，并将先前从地坪挖出经晾晒干燥后的土壤对植株的根部进行填埋形成种植层14，并修

剪植株上多余的枝叶，将枝叶覆盖在种植层14上，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提高植株的存活

率，最后挖通排水渠1，使外界湖泊以及河道的水引至排水渠1内。

[006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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