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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技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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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的不断扩大，园林绿化的面积也越来越大，因此，研究并分析园林绿化植

物的栽植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园林作为城市规划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绿化项目工程的建设效益将会

直接决定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因此，在建设园林绿化项目工程时应严格落实“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在

提高园林绿化植物成活率的基础上，促进植物的快速生长，进而带动整个园林绿化项目工程建设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本文从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技术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园林绿化植物的栽植种类与技术，以期为相关专业

人士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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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

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绿色环保的重要性，开始关注园林

绿化项目工程建设的生态效益，只有加强园林绿化项

目工程的生态建设成果，才能够利用最少的自然资源，

发挥出最大的生态环保效果。园林绿化工程中主要包

含园林景观以及植物种植，如何在园林绿化工程中对

植物有效栽植，在保证植物成活率的前提下，加快植

物的生长速度，是每一位园林绿化工作人员急需解决

的问题。[1]

1 园林绿化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速度不断加

快，人们这才意识到我国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

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生态平衡，空气、土地、水资源都

遭到了严重污染，以至出现了动植物绝迹、土壤侵蚀、

原始森林消失、温室效应、荒漠化等自然状况，不仅

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久而久之也会对人的身体健

康造成危害。

因此，只有保护环境才能够还给人们一个健康、

绿色的生活环境，并逐渐朝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前进。在城市中建设园林绿化能够使人与自然和平

共处、共同发展，维护动植物的多样化 [2]。另外，由于

我国城镇化进程日益加速，在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也过

于商品化、标准化，城市与建筑的特色逐渐被新型统

一建筑所代替，各个城市的面貌都千篇一律，难以有

效继承城市特色文脉。园林绿化更能够贴近人类的日

常生活，含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沉积，能够清晰地反映

出一个城市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3]建造园林绿化所

使用的植物以及山石等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因此，

城市园林绿化的建造对于整个城市产生了地方化、民

族化的效应。而中国园林有着深厚的历史特点和传统

文化底蕴，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不少不

同地域的流派与民族风格，对欧美以及东亚国家的园

林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国园林发展至今我

们也一定要将它很好地发扬光大、传承下去。随着时

代的不断进步，园林绿化施工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当代

艺术精神，要充分满足现代人生存的实际需要，保证

园林绿化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民族性特点，这样才能

更好地传承我国园林特色。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是人口大量集中的区域，城

市的生态环境的健康水平也会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

心理健康。由此可见，城市园林造景工程将会带动着

人类健康管理水平的提升，因此城市园林造景工程也

就显得尤为重要。[4]

2 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技术

园林绿化工程中有很多种类型可种植的植物，常

见的园林绿化植物有落叶灌木、落叶乔木、草本花卉、

绿篱等，如何选择合适的植物品种进行种植，与园林

绿化工程所在城市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

土壤条件、水文条件等因素相关。园林绿化工程的工

作人员必须要根据工程项目的所在地，遵循“因地制宜”

的基本原则，选择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植物品种进行

种植，并利用科学、合理的手段对植物资源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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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园林绿化工程的生态效益能够充分发挥。[5]

2.1 灌木、乔木类的植物种植

灌木、乔木类别的植物是园林绿化工程植被中较

为普遍的植物种类，以灌木、乔木类别的植物种类居

多，如果将灌木、乔木类别植被加以精细的划分，则

可将之分成落叶类和常绿类。在园林绿化项目施工中，

种植较为常见的树木主要有紫荆、丁香；常用的落叶

乔木种类主要有柳树、槐树等植被。由于每个植被都

具有自己的生存特点，其顺应自然环境能力、生存能

力也各有不同 [6]。

例如，紫荆喜日光照明，具有一定的耐寒性，和

其他花卉比较紫荆的土壤排水面积好、肥沃土壤长。

因此园林绿化工程人员在对灌木、乔木类花卉进行栽

培的过程中，必须先综合考察当地的土壤综合条件能

否满足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需要，灌木、乔木类型的

植物在栽植方面比较麻烦，需要先将场地清理干净，

查看其中是否存有大块石头、施工残留的铁丝或水泥块

等，保证土体良好。在种植的过程中要先标记好位置，

避开园林工程施工时预埋的管线，最后栽种并填埋土坑。

2.2 草坪的种植

草坪是园林绿化工程设计中最常见的植物，草坪

的种植不仅能够强化园林绿化工程的整体观赏效果，

还能够让游客真正意义地感受到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

放松感，同时对水土进行有效保护，提高园林绿化工

程的生态效益。草坪在具体栽植的过程中，要清理场

地内阻碍种植出苗速度的定植后的石块或是废弃物等。

为增加土壤的通透性和持水性，确保草苗可以深扎于

泥土中，并且为避免草地的土壤表层遭到冲刷或踩踏。

同时，应对土壤进行深翻，翻地的深度要在 25~35cm

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土壤在经过现场平整后还应

设置排灌系统，以便于完全适应草地的用水需要，先

挖基坑并在土体中安装地下管路的部分，重填土坑后

再把其余的部分加以重新安置。首先喷施腐熟的基肥，

然后再将已灭杀过的沙土覆盖为底肥，并在腐叶铺植

草皮卷条以及狗芽根后，用振动压路机将其压实，同

时结合浇水措施，待土壤水分自动下降后再实施镇压

作业，使草根深扎在土层中。[7]

2.3 球类植物的种植

球类植物的种植是园林绿化工程中比较常见的造

景手法，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在园林绿化工程

中起到了引导游客、观赏线、隔离保护等作用。相比

于草坪的栽植而言，球类植物的种植环节要相对简单

一些，管理模式也比较“粗放”。在对球类植物进行

栽培前，先要看球表面是否出现霉斑，如果出现的霉

斑数量较少，即可直接使用纸巾清除。若出现的霉斑

数量较多可进行灭菌处理，通常采用多菌灵或是甲基

托布津水溶液进行浸泡，并根据实际的参考浓度兑水

后再浸渍约 30分钟左右，将球类植物捞出并晾干后方

可栽植。在种植的过程中需要在栽培土壤中适量加入

基肥，种植球类植株所需的肥料较多，因为在其开花

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养分将会直接影响到其开花的质量，

而开花后有效、及时的营养补充，对于球类植物来年

再次开花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8]。

3 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注意事项

3.1 合理选择种类与种植时间

不同的植物所表现出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对于生

长环境的要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化，因此，在选用园

林绿化植物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因地制宜”

的基本原则，选用适应本地气候环境、城市土壤环境

的绿色植物，而不能仅注重园林绿化与美观的效果，

同时结合园林绿化工程周边环境的特点，保证园林绿

化工程与城市特点相符合，避免出现物力、人力、财

力资源浪费的情况。不管选用什么植物都应该从严把

控植株的生长品质，优先选择根系发达、枝条无损伤、

无病虫害的种苗。

除此以外，还要选定合理的栽植日期，一般情况下，

园林绿化植被的栽种日期都会选在春天进行，不过也

要按照各地的实际状况合理选定栽植日期，比如南方

各地的春天雨水比较多，很多植物比较适合在春季种

植；而北方地区在雨季过后虽然温度也会降低，不过

在土壤中的含水量却较好，树木植株也拥有下一次生

长的机会。[9]

3.2 水分养护

在对园林绿化植株进行水分保护的过程中，除需

要定时地为其进行浇水之外，还必须按照各地天气的

不同而对土壤中的水分加以适当补偿。同时在进行浇

水时要适量，并严格地根据植株的实际生长发育需要

合理选用浇水的频次和方法，如此才可以确保对园林

绿化植株水分的全部吸收。而针对于养护工程面积较

大的园林工程而言，可以先对新树、灌木、小树进行

灌溉，然后再灌溉生命力比较顽强、树龄较大的园林

绿化植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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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季节的变化不断地对园林绿

化植物的灌溉时间与方式进行调整。在夏季阶段，午

后日照相对充分且温度较高，这时段内进行浇水的效

益不佳，因此，可以选择上午 9~10点或者是下午的 3~4

点进行灌溉。

另外，还要对浇水数量加以严密把控，在雨水比

较多的时节可适当降低浇水的频次，防止园林绿化植

株因为浇水过量而死亡，不仅不符合园林绿化工程建

设的目标，同时也会浪费大量的人力资源与资金。而

在降雨量比较少的季节就必须要适当地增加植物灌溉

的次数，以此来保证植物的水分充足，促进植物的快速、

健康生长。

3.3 施肥养护

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阶段，需要对土壤中养分的

力度进行监督，当土壤中的养分不符合相关标准时，

一定要对土地进行适当加工和调整。应用效果比较好

的方法就是在花卉栽培的土坑中，加入适量的生物有

机肥，确保植株可以完全吸取地土中的营养。在园林

绿化工程实际施用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具体植物具

体情况分析，针对于生长青壮时期的植株而言，可以

给其施用适当的基肥；而针对于营养元素相对简单的

土壤来说，也可以使用较简单的肥料加以施肥。比如

乔木类植物的生命力非常顽强、旺盛，当乔木生长至 3

年以后不需要再施加任何肥料，乔木的根系比较发达，

拥有主动吸收土壤养分的能力；例如小型乔木或者是

幼苗乔木，则必须要在其生长阶段选择能够促进其生

长的有机肥，保证乔木苗能够健康生长 [11]。

3.4 病虫害养护

园林绿化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会遇到病虫害的侵

袭，病虫害会对其生长情况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

园林绿化植物在种植的过程中也要加强后期的养护管

理，做好病虫害防疫工作，保证植物不会受到病虫害

的侵袭。

具体来讲，在对植物进行养护的过程中，园林工

作人员必须要对园林绿化植物进行定期检查，检测其

是否出现病虫害的情况，若发现问题必须及时解决，

如果没有及时制定解决措施将会造成苗木无法生长或

死亡，甚至会不断扩大病虫害的发生范围。只有及时

发现、及时制定防疫措施，才能够保证病虫害不会对

园林绿化植物造成负面影响，将损失降到最低。在对

植物进行病虫害养护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处理好植物的枯枝烂叶，同时保证园林绿

化工程的空气流通，若发现被病虫害侵蚀致死的植物，

一定要对其进行彻底焚烧，避免出现传染性疾病威胁

到其他植物的健康生长。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速度的

不断加快，对于园林绿化工程也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因此，在园林绿化植物的栽植方面一定要利用科学、

合理的手段，严格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针

对于灌木与乔木、草坪、球类植物的栽植应根据其特

性与实际生长需求，选择符合条件的栽植措施。而在

园林绿化植物后期养护管理的过程中，要根据园林绿

化工程所在城市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土壤条件以

及气候条件，制定能够促进植物健康生长的施肥措施

与病虫害防治措施，保证园林绿化工程的社会效益与

生态效益能够充分发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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