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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树木移植技术及移后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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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推行绿色环保的建设理念，越来越多的园林绿化工程走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这些园

林绿化工程确实给我们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一定的改善，减少了环境污染，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清新的空气。园林

绿化工程改造过程中，由于树木的移植难度较大，并且对操作人员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因此在树木移植之后，需要

做好树木的养护工作，才能保障树木的存活率。本文主要分析园林绿化工程树木移植所采用的技术以及移植之后

如何养护，以期对园林绿化工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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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移植是园林工程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内容，

也是园林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抓住的关键技术。树木

移植工程主要通过将当地附近地区的树木移植到目的

地，进行树木的栽培，并且保证树木的存活率，这样

可以改变当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树木移植的方式极大

程度上缩短了园林绿化的周期，并且降低了园林工程

的建设投资成本，相对来说是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一

种园林绿化方式。但由于树木移植过程比较复杂，而

且还容易因为操作不当、树木种植不合理，导致树木

死亡，这就违背了园林绿化的初衷。

因此，做好树木移植技术的分析与探讨，了解树

木在移植之后，如何做好养护，也是园林绿化工程实

施的前提。[1]

1 园林绿化树木移植的原理分析

目前，越来越多的园林工程投入建设。通过树木

移植的方式，可以改变某个区域的资源环境，也可以

达到绿化环境资源的效果。并且这种方式缩短了园林

绿化建设周期，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在树木移植的过

程中，涉及到树木移植养护成活的基本原理。由于树

木在移植栽培的过程中，会出现树木根系受伤，导致

树木吸收营养会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树木的根系脱

离了原有适宜的土壤环境，根系主动吸收营养的能力

就会严重下降。另外，还有树木根部和地上部分养分

失调的问题。在运输的过程中，由于土壤含水量较低，

或者植被根系吸收不到水分就容易导致树木因蒸腾作

用丢失水分，出现树木死亡的情况。

如果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树木移植，移植完成之

后，根系生长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要采用相关

的养护技术进行树木护理，做好各个环节的技术分析

以及准备工作，可提高树木的存活率。

当然，树木移植养护想要达到绿化的效果，需要

清楚基本的原理。其主要包含了树木要有相似的生态

环境、树木的平衡性要好、树木的收支平衡要稳定等

等几个方面。[2]

相似的生态环境主要指的是树木在移植的过程中，

生态环境不能差距过大，因为树木生态环境是一个整

体，包括了光、热、气等气候条件以及土壤条件。简

单的来说，适合在天气寒冷地方生长的树木，如果移

植到天气炎热的地方，可能生长的效果并不好，这种

生态环境差异较大，树木移植的成功率也会大幅度降

低。因此，选择树木移植，需要考虑树木的生态环境。

树木的平衡协调主要指的是树木地上部分和地下

部分的平衡协调，因为移植树木会对根系造成伤害，

需要对地上部分进行适当修剪，使两者的生长情况保

持平衡协调的状态，这样就不会出现树木过多死亡的

问题，也不会因为树木的光合作用使水分蒸发。[3]

树木的收支平衡主要是树木的叶片吸收养分需要

和树体生长所蒸发的养分达到平衡，当两者平衡之后，

才有利于树木的移植成功，才能维持树木的正常生长

和发育。在移植之后的养护这一个环节中，可以通过

人工的一些技术和养护方式，向树体喷水或者向叶面

施肥，增加树木养分，使树木在另一个生态环境中也

能健康成长。

这是树木移植的基本原理以及移植可行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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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园林绿化树木移植技术

2.1 移植树木的类型选择

不同地方的园林绿化工程在树木移植的过程中都

有一定的差异性，并且树木移植成功的几率和当地的

自然环境、交通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移植树木选择这

个方面，需要尽可能选择树木生长力顽强，树叶较小

的树木类型，一般都会选择针叶树或阔叶树。比如常

见的沙松、黑皮油松等。确定了树木选择的树种类型

之后，就需要考虑树木的生长情况，树木是否存在病

害问题，树木根系是否发达，树木生长环境是否正常

等等，尽可能选择优质量的树木作为移植的对象。[4]但

是在选择树木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树木的实际生长

速度，不要选择树木生长速度过快的树种。在树木移

植之前的准备工作中，相关的技术人员可以利用蜡笔、

铅油对大树的朝阳方向进行标记。因为树木的生长会

体现出朝阳性，也就是说在立地条件一致时，阳坡生

长的树木冠叶叶片都大于阴坡生长的树木。

2.2 树木移植之前的准备工作

在树木移植之前，需要做好移植的准备工作，首

先是资料的准备工作，需要掌握树木的树种类型，树

木的生长年龄，树木的定置时间以及养护情况等等。

根据目前树木的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根系生长情

况进行选择。并且在树木移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树

木以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的关系，移植

场地是否具备施工、起吊、运输等条件。并且考虑种

植场地的土壤、地下水位、地下管道等自然环境情况。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需要完善移植方案，根据查阅的

资料，制定合适的移植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树木的移

植时间、剪树枝方法、树木起吊、运输、种植过程中

的支撑固定材料和养护管理等等方面。[5]

还需要根据移植的方案，将各项树木的移植环节

以及树木所需要的各项费用列出来。树木移植成功与

否的关键之处在于树木起吊、运输、栽培、养护这几

个环节。因此在准备工作这一个阶段中，就需要提前

做好调查，在移植前，提前一年春季或者秋季，以移

植树木树干为中心，以胸径的三倍为半径画圆。在圆

的外围开挖一个沟槽，将沟槽内部的树根切断，并且

保留两条粗跟不切断。在沟槽挖好之后，填入肥沃的

土壤夯实，定期浇水，这样就可以缩小土球，减少土

球数量，并且提高树木的成活率。

2.3 运输浇水

在树木移植运输的这一个环节中，需要在运输车

辆上提前做好支架，并且将土球连同树干倾斜放置于

车辆的支架之上。采用草绳进行树木的固定工作，可

以使树木平稳地运输到栽培地。在树木移栽的这一个

环节中，需要根据树木土球为标准，挖坑需要按照土

球的基础标准，以土球的 1.2~1.3倍为标准，挖掘树木

的种植坑。挖坑的这一个环节中，需要保证根系的深

度应该为原来数目的 2~3倍。为了保障树木根系生长

的充足空间与养分，需要根据之前所标记的数目、朝

阳位置方向，进行树木朝阳位置的调整。[6]

调整完成之后进行填埋处理，并且用三角支架支

柱等不同的方式固定树木，避免树木倒伏。在树木移

植完成之后，就需要立即浇一次水，可减少树木树根

腐蚀的问题。等 2~3天之后浇第二次水，一周之后浇

第三次水。并且需要根据土壤的实际浇水情况，适当

拉长浇水的周期时间，在表土干之后，需要及时进行

中耕，这样有利于树木的根系散热，并且提高树木根

系的呼吸率。除了养护人员正常浇水之外，在夏季这

种高温季节，还需要通过树木树体缠绕草绳的方式，

减少树木的水分蒸发。一般每天都要浇 4~5次水，每

次喷水需要保障喷水的湿度，不滴水，不流水，以免

造成树木根部积水，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7]

2.4 树木修剪与树体处理

在树木移植的这一个阶段中，会涉及到树木的修

建以及树木树体的处理工作。这两个环节影响了树木

栽培的成活率，影响了树木的水分供应是否达到平衡。

为了减少树木的水分蒸发，在移植之前，需要对树木

进行树冠、树叶的检修工作。一般采用的方式主要以

梳枝为主，断截为辅，树木修剪的多少也需要根据树

木的种类、移植的时间、树木的生长情况而制定，一

般减掉全部枝叶的 1/3左右比较合适。

针对一些再生能力比较强，生长速度较快的树木，

可以考虑重剪。针对一些特定的树木种类，还需要根

据实际的具体情况进行修剪，比如针对红枫、白玉兰

等树木，需要考虑减去扰乱树形的枝条，这样又不会

改变原有的树形，而且又能保证树木的成活率。在树

木移植起树之前，需要对树干周围的 2~3m进行清洁工

作。并且在树干上标定南北方向，方便后续树木移植，

找准树木的朝阳位置。

3 园林绿化树木移后养护

3.1 浇水施肥

在树木移植之后，需要根据树木的具体生长情况

进行树木移植浇水施肥工作。浇水的过程中，需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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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基本原则，保证树木生

长过程中的充足水分，并且为了促发树木生长新的根

系，在树木移植之后浇水的这一个阶段中，可以考虑

加入生根粉。树木在移植操作的这一个环节中，因为

受到了较大的损伤，移植之后第一年应该避免施加肥

料，第二年才考虑根据树木的实际生长情况，添加适

当的肥料。

施肥也有讲究，针对高度低于 3.5m的树木，可以

选择盘供施肥的方式。一般来说，一年施肥的次数控

制在 2~3次，施肥的时期可以考虑早春和晚秋。针对

高度超过 3.5m的树木，在移植之后的 1~2年内需要进

行根外追肥，使用喷雾器在每一个生长季度，每隔一

个月进行施肥。在进入秋天之后，需要控制氮肥的施

加量，适当增加钾肥、镁肥、铁肥等。[8]

3.2 树木病虫防治

树木在移植之后的这一个生产阶段中，生命力不

够强，容易受到各种病虫的危害，为了提高树木的成

活率，就需要做好病虫的防治工作。针对不同时期病

虫的类型不同，也需要考虑不同的治理工作开展。比

如在 7月下旬，病菌比较活跃，可以通过杀菌剂的均

匀喷洒，可以选择福尔马林这样的杀菌剂，与适当的

土壤搅拌，防止土壤出现病变。配制福尔马林杀菌剂

的时候，需要将洁净水、福尔马林按照 1：5的比例进

行混合，喷洒在树木生长的土壤表面，并且覆盖塑料膜，

可以有效解决树木的立枯病、褐斑病。其实在我们的

生活中，也能够看见很多树木在移植养护的这一个环

节，树干上涂满了白色的涂料，其实这种白色涂料消

灭了大量的树干部位害虫。因为树干是害虫产卵的重

要部位，采用涂白的方式，解决了更多害虫的繁殖。

除此之外，相关的工作人员在树木养护的这一个环节

中，还需要做好树木周围的杂草处理工作，定期处理

杂草，保证树木的生长发育养分。

3.3 气温养护

不同的树木在不同的气候、温度影响之下，生长

的状态也不同，在树木养护的这一个过程中，就需要

关注树木的生长自然温度。

一般来说，移植之后的树木抵抗寒冷的能力会变

低，需要采取树木相应的防寒措施，比如可以采用覆

土防寒法。也就是说，将树木的整个下半部分深埋在

土壤内，保证树木下半部分的根部温度，减少树木水

分蒸腾。特别是在冬天，北方的一些寒冬地方，就需要

做好防寒的处理工作。在防寒措施方面，可以通过草绳

将树木严密缠绕，一直缠绕到树木的顶部，然后用调制

的粘土泥浆均匀抹涂。[9]

此外，还可以通过熏烟法，也就是在温度较低的

时间段，在树木的生长区域点燃草堆。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化学药剂助燃，这种草堆燃烧的过程产生

的烟雾也可以阻挡冰霜，减少大树受冻的情况。如果

大树仍然发生了受冻问题，可以适当的修剪枝叶，及

时去除因为速冻而枯死的部分，避免大树伤口恶化。

在炎热的夏季，移植之后因为树体蒸腾作用比较强烈，

就容易导致水分缺失比较严重。可以采取遮阳措施，

利用遮阳网包裹树干，或者在树冠的上方拉起遮阳网，

减少水分的蒸腾。

4 结语

总的来说，园林绿化工程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得到

了人们的重视，并且园林绿化工程通过树木移植的方

式，可以达到更好的绿化效果。在树木移植的过程中，

需要做好树木移植关键技术的探讨与分析，需要根据

树木移植之后的养护关键点，根据树木的生长情况，

适当调整养护措施，保障树木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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