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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

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构，属于生态环

境技术领域。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有的木块砧覆

盖的深埋层、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绿化植

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小粒径木片覆

盖的浅表层和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本发明针

对传统的有机覆盖对地下部分尤其是亚表层下

面土壤没有明显改善效果的弊端，结合绿化植物

废弃物的分类处置构建适宜树木根系健康生长

的全覆盖土层：从整个土层结构有效改善土壤压

实程度，确保植物根系能在亚表层甚至是深埋层

能健康生长，有效解决由于土壤压实所导致的树

木根系难以延伸和生长不佳的现象，提高树木长

势和树木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绿化植物废弃物

分类处置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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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构；其特征在于：包

括由下到上依次设有的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1)、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2)、绿化植物

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3)、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4)和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

(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1)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有的最底层、中间层和

上层；最底层、中间层和上层中分别设有木块砧，最底层木块砧铺设密度小于中间层木块砧

铺设密度，中间层木块砧铺设密度小于上层木块砧铺设密度。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厚度设为30cm，深埋层厚度根据树木根系可达深

度可延伸或缩小；深埋层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所述木

块砧设为圆锥形木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2)厚度设为30cm，亚表层(2)厚度根据树木

根系主要分布深度可延伸或缩小；亚表层(2)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

辐射的范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设有亚表层土壤；所述亚表层按照10～35％

体积比的大粒径木块与亚表层土壤混合；所述亚表层土壤若为重黏土，大粒径木块和亚表

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30～35％；所述亚表层土壤若为中黏土，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

合比例设为20～25％；所述亚表层土壤若为轻黏土或壤土类，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

合比例设为10～20％；所述亚表层土壤若为砂土，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

小于等于10％。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粒径木块的粒径设为4～8cm，厚度设为0.8～1.5cm；所述大粒径木

块设有毛糙面。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3)厚度约为30cm，改良层(3)

厚度根据树木根系主要分布深度可延伸或缩小；改良层(3)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

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的改良层(3)设有表层土壤；所述改良层按

照5～30％体积比，由小粒径绿化植物废弃物腐熟的堆肥产品与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

壤若为重黏土，堆肥产品按照20～30％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壤若为

中黏土，堆肥产品按照15～25％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壤若为轻黏土

或壤土类，堆肥产品按照10～20％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壤若为砂土，

堆肥产品按照5～15％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小粒径绿化植物废弃物腐熟的

堆肥产品设为由直径小于2cm的绿化植物废弃物粉粹后，用尿素堆置至少3个月直至完全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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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4)设为2～3cm厚；浅表层(4)中设有小粒径

木片，小粒径木片的粒径设为小于2cm且厚度设为小于0.5cm，小粒径木片设为经过添加尿

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4个月的处理。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

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5)设为5～8cm厚；大粒径木片的粒径设为2

～8cm且厚度设为小于0.8cm，大粒径木片设为经过添加尿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4个月的处

理。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

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全覆盖土层结构中的深埋层、亚表层和改良层中可按5％的体积比

混合添加有机肥；若土壤质地黏重，还同时按10～25％的体积比添加粒径在0.5～0.8mm黄

沙，黄沙添加量比传统土壤改良降低用量50％，甚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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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

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构，属于生

态环境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树木是城市绿色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景观和生态环境起重要调节作用。

城市树木不仅绿化、美化环境，树木还是“天然的制氧厂”，在净化空气、增湿降噪、保护水

土、调节人类身心健康等方面也大有益处。虽然树木生态功能重要，但在城市中由于受生长

空间的限制，城市树木普遍长势不佳，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土壤压实影响树木根系生长，

进而影响树木长势和生态功能的发挥。“根深叶茂”很好地诠释了树木地下部分，即根系对

树木长势好坏的重要性。虽然有部分深根系树木的根系可达90～120cm甚至更深深度，但不

管是直根系还是侧根系为主的树木，其90％的根系都集中在地下60cm以上土层。在城市中

由于人为干扰严重，土壤压实情况不但非常普遍而且程度也非常严重，大部分城市土壤容

重大于1.35Mg/m3，有的甚至高达1.5～1.6Mg/m3以上。当土壤容重大于1.35Mg/m3时，植物根

系生长就受阻；当土壤容重大于1.5Mg/m3时，植物根系几乎不再生长。土壤压实还导致树木

根系扎根浅，主要聚集在30cm的土表层，很难深入到地下30cm以下的亚表层土壤甚至更深

深度，不仅影响地上树木生长和生态景观效果发挥，而且树木抗台风效果差。

[0003] 有效改善土壤压实的传统方法主要有有机覆盖和土壤改良，两种方式可以单用，

但同用效果更佳。

[0004] 压实土壤有机覆盖一般在地表铺设8～10cm的有机覆盖物，虽然能有效降低土壤

压实，疏松并培肥表层土壤，增加土壤通气性，但对地下较深土壤层，特别是对30cm的亚表

层土壤以及以下更深土壤层改良效果较弱；而且从树木有机覆盖的应用现场还发现，由于

表层有机覆盖创造了一个相对疏松、肥沃的土壤生境，树木根系往往不往土里扎而只往地

表有机覆盖层窜，植物根系表聚不是一种健康长效、可持续的行为，不仅影响树木健康生长

而且致使树木抗台风效果更差。

[0005] 压实土壤改良传统常用疏松、通气的改良材料来改善土壤质地和结构，根据改良

材料性质又分有机改良材料和无机改良材料。其中有机改良材料主要有草炭、有机肥或有

机基质等有机材料，因为大粒径不利于植物根系发根和土体均匀稳定，因此对有机改良材

料应用都是有粒径要求的。如国家标准《绿化用有机基质》(GB/T33891～2017)就规定用于

绿地、林地土壤改良用的有机改良基质80％的粒径需<1.5cm，这对一般种植土壤要求是对

的，但对城市压实土壤和移植树木却未必完全适用。城市土壤除了人为践踏的外力大外，光

植物本身压力也不小，明显不同于自然条件下树木是从小苗逐渐成长为大树的，城市里种

植树木一般都有一定规格，树木本身重量不轻，有些大规格树种甚至需用大型起重机来搬

运。而粒径<1.5cm的有机基质虽然能疏松土壤，但因为骨架不够，特别是草炭一类疏松的有

机改良材料，对于有外力作用下的30cm以下土壤层的通气疏松效果严重受制约。绿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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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常用的无机改良材料是黄沙，但只有粒径在0.5～0.8mm之间的黄沙保水保肥效果才

好，黄沙粒径太大或过小均不利于土壤质地改善和植物生长；而国内粒径在0.5～0.8mm之

间的自然黄沙非常有限。加上目前各地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黄沙已经作为一种战略资源

受到严格管控，除房屋、市政道路等建设，黄沙是必需品的基础建设外，在绿地中大面积应

用黄沙不仅成本难以承受，市场也难以满足。所以，就城市绿地压实土壤特性，需要有一定

骨架能耐压实的土壤改良材料替代品。

[0006] 绿化植物废弃物(greenery  waste，yard  trimming)主要是指绿化植物生长过程

中自然更新产生的枯枝落叶废弃物或绿化养护过程中产生的乔灌木修剪物(间伐物)、草坪

修剪物、花园和花坛内废弃草花以及杂草等植物性废弃材料。由于绿化植物废弃物具有清

洁、安全和有机质含量高的特点，其土地利用价值非常高。绿化植物废弃物土地利用方式主

要有堆肥和覆盖两种，但目前没有就不同绿化植物废弃物来源和种类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

处置，一般只是简单地将粗枝条分拣出来切成木片作为覆盖物，其它一般都是粉碎成小粒

径堆肥后改良土壤，虽然有一定效果，但不能满足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消除传统土壤改良和有机覆盖不能有效解决压实土壤亚表层

和深层紧实并严重影响树木根系生长的缺陷，解决如何结合绿化植物废弃物的分类处置，

构建适宜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的技术问题。

[0008] 为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绿化植物废弃

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构；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有的木块砧覆盖的深

埋层、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覆盖的改良层、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

表层和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

[0009] 优选地，所述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有的最底层、中间层和上

层；最底层、中间层和上层中分别设有木块砧，最底层木块砧铺设密度小于中间层木块砧铺

设密度，中间层木块砧铺设密度小于上层木块砧铺设密度。

[0010] 优选地，所述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厚度设为30cm，深埋层厚度根据树木根系可达

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深埋层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所述

木块砧设为圆锥形木块。

[0011] 优选地，所述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厚度设为30cm，亚表层厚度根据树木根系

主要分布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亚表层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

围；亚表层土壤按照10～35％的体积比将大粒径木块与亚表层土壤混合。

[0012] 优选地，所述亚表层土壤若为重黏土，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30

～35％；所述亚表层土壤若为中黏土，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20～25％；所

述亚表层土壤若为轻黏土或壤土类，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10～20％；所

述亚表层土壤若为砂土，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小于等于10％。

[0013] 优选地，所述大粒径木块的粒径设为4～8cm，厚度设为0.8～1.5cm；所述大粒径木

块设有毛糙面。

[0014] 优选地，所述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厚度约为30cm，改良层厚度

根据树木根系主要分布深度可延伸或缩小；改良层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

说　明　书 2/8 页

5

CN 112262698 A

5



垂直辐射的范围。

[0015] 优选地，所述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的改良层设有表层土壤；所述改良层按照5

～30％体积比，由小粒径绿化植物废弃物腐熟的堆肥产品与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壤

若为重黏土，堆肥产品按照20～30％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壤若为中

黏土，堆肥产品按照15～25％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壤若为轻黏土或

壤土类，堆肥产品按照10～20％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表层土壤若为砂土，堆

肥产品按照5～15％的体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所述小粒径绿化植物废弃物腐熟的堆

肥产品设为由直径小于2cm的绿化植物废弃物粉粹后，用尿素堆置至少3个月直至完全腐

熟。

[0016] 优选地，所述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设为2～3cm厚；浅表层范围为种植树木成

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浅表层中设有小粒径木片，小粒径木片的粒径设为小于

2cm且厚度设为小于0.5cm，小粒径木片设为经过添加尿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4个月的处

理。

[0017] 优选地，所述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设为5～8cm厚；表层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

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大粒径木片的粒径设为2～8cm且厚度设为小于0.8cm，大粒径

木片设为经过添加尿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4个月的处理。

[0018] 优选地，所述全覆盖土层结构中的深埋层、亚表层和改良层中可按5％的体积比混

合添加有机肥；若土壤质地较黏重，还同时按5～20％的体积比添加粒径在0.5～0.8mm黄

沙，黄沙添加量比传统土壤改良降低用量50％，甚至100％。

[0019] 本发明基于传统土壤改良和有机覆盖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城市土壤深土层紧实和

树木根系发根难的现状，根据绿化植物废弃物不同来源特点，再结合树木根系生长特点，对

绿化植物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置，用于构建适宜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主要特点

有：1)将绿化植物废弃按照其枝条直径大小分成>5cm、>3cm、>2cm和<2cm(含非枝条部分)4

类，根据需要处置成木块砧(直径5～6cm、高度约5～8cm)、大粒径木块(粒径4～8cm、厚度约

0.8～1.5cm)、大粒径木片(粒径2～8cm、厚度<0.8cm)、小粒径木片(粒径<2cm、厚度<0.5cm)

和堆肥原料(80％<1cm)5种不同类型产品，自然堆置老化或用尿素堆肥以降低产品的C/N

比，研制不同产品类型；2)根据城市土壤压实主要障碍和树木根系生长特点，将5种绿化植

物废弃物产品分别用于构建树木的根系健康生长的深埋层、亚表层、改良层、浅表层、表层

共5个层次的全覆盖土层，打破城市压实土壤亚表层和深层紧实的弊端，营建适宜植物根系

健康生长的土壤生境。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传统土壤改良和有机覆盖不能有效解决压

实土壤亚表层和深层紧实并严重影响树木根系生长的缺陷，结合绿化植物废弃物的分类处

置，构建适宜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

[0020] 本发明根据绿化植物废弃物不同种类和来源特点，分类处置研制不同产品，根据

植物根系生长特性和传统土壤改良和有机覆盖对树木种植存在缺陷，重建适宜树木根系健

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重要技术对策。深埋层利用木块砧能承受一

定压力，且木块砧毛糙起到通气和疏松作用，确保树木根系能延伸到60cm以下；这里的木块

砧有点类似硬质路面用的结构土性质，但考虑到非硬质路面，使用木块砧替代结构土常用

的石块。亚表层利用大木块既能承受一定压力，同时又较好疏松土壤特性，缓解人为、树木

或土体本身对亚表层土壤压实程度，并根据土壤质地不同，划分不同大木块的添加量，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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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耐压同时也能提供植物根系生长空间的特殊生境，作用也类同硬质路面绿化用结构土，

这里不过是用大木块替代结构土常用的石块，创建一种更有利于植物大根系生长的生境；

随着时间延长，这些木块慢慢会分解，疏松土壤和分解养分正好也给树木生长提供足够空

间和养分。而改良层主要是利用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具有的有机质含量高、疏松和富

含养分的特点，改善土壤条件，满足植物生长；这里改良产品粒径要求80％<1cm，主要是满

足新移植树木小根系或须根的发根和生长。浅表层用小粒径木片，既可以增加覆盖的密闭

性，提高土壤水分含量，减少水分蒸发，同时也有利于覆盖物的分解，提高土壤养分并改善

土壤理化性质。表层用大粒径的木片，主要是为了提高有机覆盖物的稳定性，防止有机覆盖

被水或风移动，同时也减少腐烂和分解速度，提高覆盖物的使用寿命。

[0021]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1、本发明的技术原理类似硬质路面用的结构土技术。只不过硬质路面人为践踏程

度更高，还有可能行走部分机械，因此对承压要求更高；同时为维持路面的稳定性，不得不

使用稳定性更好的石块。但石块毕竟不利于植物根系生长，是在硬质路面特殊生境下不得

已而采用的技术对策。就一般绿地、林地等植物生长生境中，由于中国城镇人口密度大，加

上植树造林大量使用机械，导致土壤普遍压实严重，但相对硬质路面其承重要求相对要低；

但由于移植树木本身对土体压力大，加上人为践踏严重，因此使用传统的有机覆盖或土壤

改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压实土壤深层紧实的现状。利用大直径的绿化植物废弃物树枝

分别处置成木块砧和大木块，覆盖于土壤的深埋层和亚表层，既能起到结构土类似作用，能

承受一定压力，为植物根系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生境；同时，由于木块砧和大木块是植物性材

料，经过处理后C/N低，对植物根系生长没有危害，效果好于石块；而且木块砧和大木块在土

壤中也会慢慢腐烂分解，能保持土体稳定，同时也为植物根系生长提供更多空间和养分；而

改良层用80％粒径<1cm的改良产品，主要是满足新移植树木小根系或须根的发根和生长；

根据树木根系生长特点，人为营建一种和谐共生、互惠互利的植物根系生长生境。就土壤承

压、改良和适宜植物根系发根等综合和长期效果而言，均比一般有机改良材料或石块效果

好。

[0023] 2、本发明结合绿化植物废弃物不同来源材料特点，进行分类处置，研制适宜不同

土层应用的产品，不但能变废为宝，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同时也提高绿化植物废弃物

处置的技术水平。

[0024] 3、就综合效益和长期效益而言，木块砧和大木块能成为黄沙、石块等无机土壤改

良材料的优质替代品，不但有利于植物生长和生态效益提高，也减少对其他资源原产地生

态环境的破坏。

[0025] 4、本发明的技术来源材料便利，将绿化植物废弃物还原于土地，搭建城市土壤地

力恢复和自肥的生态链，成本低，便于推广应用。

[0026] 5、本发明突破土壤有机改良材料粒径不能过大、覆盖主要在地表等传统理念，结

合城市土壤人为践踏严重、种植树木重量大压力强等实际情况，打破传统土壤改良和有机

覆盖对土壤亚表层和深埋层改良效果不佳的弊端，根据植物根系生长特点，构建一种利于

植物根系健康生长的全土层结构，不但能极大改善我国城市绿地中普遍存在的树木长势不

佳现状，对提高城市景观和生态效益有积极作用，而且也是一种理念和技术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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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构示意

图。图中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1(-60～-90cm)，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2(-30～-60cm)，绿

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3(0～-30cm)，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4(2～3cm)和

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5(5～8cm)。

[0028] 图2为本发明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上的树木与

经过常规改良、有机覆盖的土层上的树木比较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1.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2.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3.绿化植物废弃

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4.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5.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更明显易懂，兹以优选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31]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

盖土层结构；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有的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1、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2、

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3、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4和大粒径木片覆盖的

表层5。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1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有的最底层、中间层和上层；最底层、中

间层和上层中分别设有木块砧，最底层木块砧铺设密度小于中间层木块砧铺设密度，中间

层木块砧铺设密度小于上层木块砧铺设密度。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厚度设为30cm，根据树

木根系可达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深埋层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

射的范围；木块砧设为圆锥形木块。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2中设有亚表层土壤，厚度设

为30cm，根据树木根系主要分布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亚表层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

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大粒径木块按照10～35％的体积比与亚表层土壤混合的：

若亚表层土壤为重黏土时，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30～35％；若亚表层土

壤为中黏土时，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20～25％；若亚表层土壤为轻黏土

或壤土类时，大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10～20％；若亚表层土壤为砂土时，大

粒径木块和亚表层土壤混合比例设为小于等于10％。大粒径木块的粒径设为4～8cm，厚度

设为0.8～1.5cm；大粒径木块设有毛糙面。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3厚度设

为30cm，根据树木根系主要分布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

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改良层由表层土壤按照5～30％的体积比比例与由小粒径绿化植

物废弃物腐熟的堆肥产品混合；表层土壤若为重黏土时，堆肥产品设为按照20～30％的体

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表层土壤若为中黏土时，堆肥产品设为按照15～25％的体积比

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表层土壤若为轻黏土或壤土类时，堆肥产品设为按照10～20％的体

积比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表层土壤若为砂土时，堆肥产品设为按照5～15％的体积比比例

和表层土壤混合；小粒径绿化植物废弃物腐熟的堆肥产品设为由直径小于2cm的绿化植物

废弃物粉粹后，用尿素堆置至少3个月直至完全腐熟。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4设为2～

3cm厚；浅表层4中设有小粒径木片，小粒径木片的粒径设为小于2cm且厚度设为小于0.5cm，

小粒径木片设为经过添加尿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4个月的处理。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5

设为5～8cm厚；大粒径木片的粒径设为2～8cm且厚度设为小于0.8cm，大粒径木片设为经过

添加尿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4个月的处理。全覆盖土层结构中的深埋层、亚表层和改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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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按5％的体积比混合添加有机肥；若为土壤质地黏重，还同时按5～20％的体积比添加

粒径在0.5～0.8mm黄沙，黄沙添加量比传统土壤改良降低用量50％，甚至100％。

[0032] 本发明提供一种绿化植物废弃物构建的树木根系健康生长的全覆盖土层结构；包

括由下到上依次设置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1(-60～-90cm)，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2(-30

～-60cm)，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3(0～-30cm)，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

4(0～2～3cm)和大粒径木片覆盖的表层5(2～3～8～10cm)。

[0033] 木块砧覆盖的深埋层1(-60～-90cm)具有以下特点：

[0034] (1)深埋层厚度约30cm，根据树木根系可达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其中木块砧分

3层铺设，深埋层最底层(-80～-90cm)约30cm×30cm铺设一个木块砧；深埋层第2层(-70～-

80cm)约20cm×20cm铺设一个木块砧；深埋层第3层(-60～-70cm))约10cm×10cm铺设一个

木块砧。

[0035] (2)深埋层覆盖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

[0036] (3)木块砧是直径约5～6cm、高度约5～8cm的圆锥形木块，一般由直径>5cm的枝条

每5～8cm用电锯截断而成，易先用尿素先堆置2～3个月后再利用。木块砧宜保持一定糙度，

或者人为增加其糙度，以增加在土壤中的通气性和透水性。

[0037] 大粒径木块覆盖的亚表层2(-30～-60cm)具有以下特点：

[0038] (1)地下亚表层2厚度约30cm，根据树木根系主要分布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主

要由大粒径木块按照10～35％的体积比和亚表层土壤混合而成，其中添加比例依据土壤板

结和黏重程度，用手指法判断土壤为重黏土的，大木块比例宜在30～35％左右；中黏土的，

大木块比例宜在20～25％左右；轻黏土或壤土类，大木块比例宜在10～20％左右；若是砂

土，用量可以降到10％或以下。

[0039] (2)地下亚表覆盖层范围为种植树木成型后预估的树冠垂直辐射的范围。

[0040] (3)亚表层所用的大粒径木块粒径约4～8cm、厚度约0.8～1.5cm，毛糙面宜多以增

加比表面，一般由直径>3cm的枝条切片而成；为减少和树木根系竞争氮，大粒径木块易先用

尿素堆置3～4个月后再利用。大木块宜保持一定糙度，或者人为增加其糙度，以增加在土壤

中的通气性和透水性。

[0041] 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覆盖的改良层3(0～-30cm)具有以下特点：

[0042] (1)改良层3厚度约30cm，根据树木根系主要分布深度可适当延伸或缩小。主要由

小粒径绿化植物废弃物腐熟的堆肥产品按照5～30％比例和表层土壤混合改良而成，其中

添加比例依据土壤板结和黏重程度，用手指法判断土壤为重黏土的，比例宜在20～30％左

右；中黏土的，比例宜在15～25％左右；轻黏土或壤土类比例宜在10～20％左右；若是砂土，

用量可以降到5～15％。

[0043] (2)地下亚表覆盖层地下树木根系健康生长树木根系健康生长树木根系；

[0044] (3)改良层3所用的小粒径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主要由直径<2cm的绿化植物

废弃物粉粹后，用尿素堆置至少3个月以上直至完全腐熟后才能利用。

[0045] 小粒径木片覆盖的浅表层4的厚度约为2～3cm；所用的小粒径木片主要由直径>

2cm的绿化植物废弃物枝条切成粒径<2cm、厚度<0.5cm的木片，添加尿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

～4个月才能使用。

[0046] 大粒径木片覆盖的地表层5的厚度为5～8cm；所用的大粒径木片主要将直径>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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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化植物废弃物枝条切成粒径2～8cm、厚度<0.8cm的木片，添加尿素或自然堆腐老化3～

4个月才能使用。

[0047] 为提高整个土体土壤改良效果，在以上改良情况下，在深埋层、亚表层和改良层中

可按5％的体积比混合添加有机肥；若土壤质地较黏重，还同时按10～25％的体积比添加粒

径在0.5～0.8mm黄沙，黄沙添加量比传统土壤改良降低用量50％，甚至100％。

[0048] 实施例

[0049] 上海辰山植物园从2007年开始建设到2010年建成开园，初期植物长势尚可，但后

期大部分树木都出现尾梢枯萎、停滞生长的现象。2014年对辰山植物园的土壤开展大规模

调查，发现长势不好树木基本没有大的新根长出，只有土球四周有少量须根发出，也进一步

验证树木根系生长效果对地上部分生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分析显示，树木之所以发根难，主

要原因是土壤严重压实所致。造成辰山植物园土壤严重压实，一是本身地势低洼，在建设过

程中使用了大量淤泥，加上施工过程中使用大型机械，加剧土壤黏重板结程度；二是建成开

园后游客多，对土壤践踏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土壤压实程度。为此，从2015年起，对整个辰山

植物园分区进行土壤改良。其中对树木改良采取是传统的土壤改良和有机覆盖相结合方

式，先将树木移走假植；为确保树木根系扎根深，将地下90cm的土壤全部开挖用旋耕机破

碎，土壤改良配方是常用的25％有机基质+20％黄沙+5％的有机肥和原土充分混合，其中有

机基质主要是辰山植物园植物修剪的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腐熟产品；然后再将原先假植的

树木重新种植；种植好的树木树穴周围先铺设3cm左右的小粒径木片，然后再铺设7cm的大

粒径木片。改良种植1年后发现植物长势明显有所改观，在有机覆盖层紧挨土表部分，树木

还长出大量须根。改良种植2年后对部分长势好的树木树穴开挖后发现，树木根系发根明

显，但根系主要集中在土壤约30cm以上深度，在30cm以下相对稀少，在人为践踏严重地区表

现更为突出，和树木根系主要集中在60cm以上深度还尚有差距。其中辰山植物园1号门入口

处樱花，由于土壤改良后樱花长势非常茂盛，甚至还发生了部分樱花倒伏现象，对倒伏樱花

根系研究发现，樱花根系是非常发达，这也是植物生长茂盛重要原因，但可能土壤改良主要

集中在地表，而且地表有机覆盖相对较厚(>10cm)，根系表聚现象也非常明显。为此在2017

年辰山西南片区的土壤改良时，充分考虑到植物根系表聚带来的弊端，采用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结合辰山植物园园区绿化植物废弃物分类处置，分5层对土壤剖面进行全面改造。在

以往25％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20％黄沙和5％有机肥的通用土壤改良配方的基础上，

分别在60～90cm的深度分三层铺设木块砧，在30～60cm的深度添加20％的大径粒径木块，

改良层还是用通用配方，树木种植后也是采用2层有机覆盖。对比观察全土壤覆盖和常规土

壤改良，发现两者均能显著提高植物长势，树木发根效果很好，但相比较而言，全覆盖土壤

的效果更好。在2020年土壤改良后3年，对长势差异明显的树木调查发现，全覆盖的植物根

系能到达土壤亚表层和深埋层，甚至更深的深度，大根系也明显增多，树木树冠冠幅也大于

常规改良和有机覆盖树木(见图2左图)。而传统土壤改良和有机覆盖的树木根系表聚现象

非常明显，只有少量根系能到达亚表层，深埋层几乎没有；相比较地上部分长势也明显不如

全覆盖土层，冠幅相对小，新发枝条相对少，叶片也相对窄(见图2右图)。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任何形式上和实质上的限制，

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前提下，还将可以做出若干

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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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当可利用以上所揭示的技术内容而做出的些许更动、

修饰与演变的等同变化，均为本发明的等效实施例；同时，凡依据本发明的实质技术对上述

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等同变化的更动、修饰与演变，均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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