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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园林绿化施工要点与养护策略探析
龚吉禄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对于城市化建设有重要的作用，城市的生态发展中囊括了园林绿化的发展，两者之间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工程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说，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仍旧存在很多问题，不完善的养护方法、市政道路的管理不规范、园林绿化设计不合理都会影

响园林绿化施工的发展。本文针对园林绿化施工中的养护策略提出相应的建议，旨在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可靠的

施工以及养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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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政道路进行园林绿化既可以增加城市的景

观，还可以跟上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为生态环境贡献

一份力量，这也对园林绿化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一

方面在满足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增加绿化面积；另一方

面要对绿化进行科学施工，采用合理的养护策略。发

挥园林绿化对城市绿化的价值，可极大程度地为人们

的生活提供健康绿色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降低大气污

染绿化环境。

1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的作用及意义

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道路建设是最重要的，道路

最基础的作用是运输功能，道路园林绿化使道路没有

那么单调，丰富了道路两旁的景色景观。同时因为有

绿化的加入，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花园，是现代化建

设和绿植的完美融合。道路绿化的最初形式和人们使

用它的最基本功能是遮荫，给行人一个避荫、纳凉的

舒适行走空间，特别是种有行道树的街道，乔木的树

冠有良好的遮荫降温功能。另外，车辆行驶过程中产

生噪声，影响沿线居民的生活，损害身心健康，绿化

植被可以形成屏蔽作用，有效吸收声波，降低噪声，

道路绿地、绿带可以起到隔音和降低噪声的作用，从

而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

园林指的是通过合理的布局设计，大量植被绿植

的栽培，以及塑造景观等方式打造人们舒适的境域。

不仅展现了优美的绿化艺术，同时通过意蕴深远的景

色构造，给人美的感受，从而起到调节情绪、缓解压

力的作用。道路绿化也是园林施工的一部分，都对城

市化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生态环境具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

2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不规范的操作影响绿化效果

城市道路的地下一般都有很多管道，所以时常会

出现排水、挖方、维修等工程，一旦道路出现施工就

会进一步破坏道路的植被绿化效果，再加上部分施工

需要大型的施工设备，破坏了绿色植被的土壤，道路

园林绿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极不利于绿色植被的

正常生长。

2.2 市政道路管理不到位

市政道路绿化工程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

用，但是政府对于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工程过于看重园

林绿化施工的工程效益，从而忽略绿化工程后期的维

护养护工作，而且园林绿化工作缺乏长远的目标，急

功近利，急于求成，导致前期的建设和后期的养护不

能同频，最终市政道路的园林绿化效果比较差，难以

实现园林绿化在城市中的重要意义。

2.3 园林绿化设计和养护不符合技术要求

大量绿色植被的养护需要科学的方式方法，在绿

植养护阶段盲目的浇水、施肥，严重影响了绿色植被

的正常生长，缺乏一个科学的、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相配套的园林绿化规划。还有更重要

的一点是对于病虫的防治，没有使用科学正确的方法

导致病虫防治不彻底，继而影响植被的正常生长。

3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施工要点分析

3.1 挖穴施工要点

绿植种植时挖穴要考虑很多因素，首先是树苗的

种类，其次是种植方式，这些因素决定了挖穴时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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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和深浅，而且为了保证绿植的根系可以健康存

活，还要考虑在种植时在穴坑深处做好对土壤松土的

步骤，确保绿植可以健康存活。还有重要的一点，一

定要垂直操作，切记不可挖成锅底形。

3.2 栽植施工要点

市政道路园林施工中种植方式很重要，一般都是

带球栽培或者裸根栽培这两种方式，裸根栽培的操作

步骤是在坑穴里填满土，最后才将苗放入树穴中，然

后进行回填土壤且完成后要及时将土壤踩实。而带球

栽培的操作步骤是首先要把外包装去掉，要保证土球

和土壤充分接触从而实现完全融合，将带球树苗先放

入坑穴内，然后进行回填土壤到 20~30厘米处，最后

将土壤踩踏实。

3.3设置支柱及保护器

一般树木在正常栽植完成后，会因为人为因素或

者自然因素出现倾斜，甚至是被损伤。所以在附近准

备支柱或者设置保护器是很有必要的，不仅有助于树

木健康生长，也更有利于树木的美观性。一般就新种

植的树木来说，可以采用草绳缠绕树干的方式来保护，

一般缠绕的高度控制在 1米左右；对于树干或者枝叶

比较大的树木来说，就可以设置支柱来保护，可以进

一步避免树木遭受损伤或者倾斜；而针对在道路上的

树木可以采取镂空或者挡板起到保护作用，降低树木

被人为损伤的概率。

4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养护管理

4.1 完善植被养护工作

在园林绿化建设中对于绿化植物的管理是很关键

的一点，绿化植物的生长质量、生长环境以及养护方

法都存在紧密的联系。由此得出，绿色植物的健康生

长需要科学正确的养护方法，这就对绿色植被的管理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重视绿色植被的养护

工作。

比如在对树木养护工作时，首先要明确树木的类

型，只有明确树木的类型才能及时提供适合的养护方

法；其次就是要确定树木的生长状态，才能使树木生

长在最适合的位置上，也为后期树木的养护做好铺垫

工作；最后，为了保障树木的健康生长，绿植管理人

员要对树木定期进行修剪工作，及时剪掉枯死的部分，

才能保证树木的健康生长，也从另一方面完善了树木

的外观，保证城市面貌的完善和美观性。

由此看出，在绿植管理中完善养护工作步骤十分

重要，是绿植的健康生长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相关人

员一定要在绿植生长的各个环节落实科学、正确的养

护方法，这对市政道路的园林绿化工程起到重要作用。

4.2 确保肥料供给稳定

对于市政道路中的绿植养护，相关人员一定要在

明确其绿植类型和生长实际环境的基础上，保证绿植

肥料供给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绿植的健康生

长以及绿植在园林绿化中的美观性。另外，还要严格

按照施工技术要求，对绿植实行科学正确的养护方式，

在确保肥料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及时清理杂草和施底肥，

在绿植生长期间需要养分的时候要及时供给，以促进

植物的快速健康生长 [1]。

4.3 设置温馨提示

在道路园林绿化施工中会存在道路不全是一模一

样的长度和宽度，会出现宽窄不同且长度参差不齐的

情况，因此在道路布局设计时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可

以在道路中断的区域用草坪替代，为了防止被行人踩

踏，可以在草坪中竖立横式或者竖式的温馨提示牌，

提示人们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以及绿化设施等 [2]。

4.4 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对植物进行修剪

在植物的正常生长过程中，要通过外界的生长环

境以及植物的类型等因素，正确判断绿植生长的快慢

以及枝叶茂盛程度，通过正确的判断来修剪植物，一

方面可以修剪掉对植物生长有害的枝叶来保证植物的

健康生长，植物的防护也更有助于植物生长的可持续

发展 [3]。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城市发展进程和城市特色，

结合道路两旁的风景建筑，对植物进行修剪整形，使

植物本身不单单是绿化作用，形象的、有趣味的植物

更有利于城市建设，比如动物园门口会利用将植物修

剪成熊猫、大象等形象的动物来吸引小朋友的眼球，

起到绿化和美化的作用。那么道路两旁的绿植也可以

采用这个方法增加美观性和趣味性，实现植物和城市

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完美融合。

4.5 定时灌溉

对于植物来说，定时灌溉对生长有很关键的作用。

绿化植物的生长环境和野外植物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

区别，大部分绿化植物因为要考虑美观性，大多都被

放置在美观且小巧的容器内，狭小的空间根本不利于

植物的日常生长，如果仅靠雨水的浇灌是根本不可能

健康生长的，所以为了保证绿植的健康生长，养护工

作人员要定期进行浇灌，要让绿植在狭小的空间里吸

收到足够的水分 [4]。养护工作人员还要定期查看绿植的

吸收情况，针对植物的类型判断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

和季节所需要的水分量，确保植物生长一直保持最佳

的生长状态。

4.6 确保肥料供给的持续性

对于植物生长来说，肥料的供给相当重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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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的生长中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样的肥，施多

大剂量的肥，这些都很关键，所以要在明确植物类型

的前提下，结合季节，依照植物当下的生长环境和实

际的生长状态，保证肥料供给的次数和分量 [5]。养护工

作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循施工技术要求和绿化植物的种

植养护标准执行操作。施底肥的次数需要考虑清理杂

草的次数，在某个时间段需要大量的养分时可以考虑

施基肥来满足植物的需求等。

4.7 完善植被的监测工作

对植物进行全面的监测，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且让相关部门采取正确的解决措施，这在植物的正常

生长过程中很重要。虽然植物在前期的种植方面要求

不高，但是全面监测对植物的整个生长起到监督作用。

在城市化建设的发展中，要建立健全的管理部门来对

绿化植物进行有效监管。同时还要安排工作人员定期

的检查来消除或者降低安全隐患，这个举措可以有效

提高绿化植物监管的工作质量。还要加强工作人员的工

作责任意识，将工作职责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确保出现

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查到责任人 [6]。完善植被的全面监测

工作意义重大，能为绿化植物的管理工作保驾护航。

4.8 加强病虫预防和监管工作

在绿化植物的正常生长过程中，病虫会严重危及

植物的正常生长，所以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中要加强

对病虫的预防工作，及时关注白粉病等和植物相关的

根系疾病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针对以上疾病要及时制

定详细且可执行的解决方案，可以定期对绿化植物进

行消毒来减少病虫的危害性，以此来保证绿化植物的

健康生长。同时还要加强对植物的检查监管工作，在

检查时一旦发现相关病虫或者其他问题，要第一时间

采取方法解决，以降低影响和危害。另外，还要加强

绿化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意识，监管相关人员严

格按照制度和标准操作，才能在发现问题时责任到人，

进一步保证绿化植物的健康生长。

4.9 加强土壤排水工作

绿化植物的正常生长离不开水的浇灌，氧气和水

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动力，所以要定期对植物进行浇灌，

但是在实际的浇灌过程中，浇灌水量的多少直接决定

了植物土壤中的含水量，含水量过多极不利于植物的

生长，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要及时监测植物土

壤中的水分含量，在含水量过多时可以采取有效方式

进行排水，此举可以有效保护土壤中的养分含量。但

是操作前相关人员要仔细观察植物的生长情况，尤其

是在排水时，同时还要关注地面的平整程度，在排水

时地面是否出现大量的积水坑，只有观察这两个方面

的实际情况，才能保证排水系统设计的完成。最后，

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遇上强降雨天气导致积水严重，

可以果断采取挖渠引水的方法，快速地把水排出，以

减少积水量，进一步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

4.10 注意光照对园林绿化的影响

对于园林绿化中的植物种植，在选择植物种类时，

就要考虑到植物的存活率以及适合的生存环境，包括

喜湿还是喜温等，要对施工的区域、光照条件以及地

理位置等做到全方位考量。所以，在园林绿化的养护

工作中，要重视光照对绿化植物生长的影响。在植物

栽种时就会区分喜阳和喜阴的植物，将喜阳的植物种

植在阳面，将喜阴的植物种植在阴面，这样最大程度

合理化使用了光照条件。但是要考虑季节气候，尤其

是夏天光照强的情况下，要做到全面监管植物的生长

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光照过于强烈时要对植物进行

合理有效的遮挡，比如使用遮阳网等工具，减少强光

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5 结语

在市政道路园林绿化施工中，科学的施工技术、

完善的养护策略对于绿化植物的生长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主要从这几点详细分析：一是对目前园林绿化中

存在的问题逐一分析；二是对园林绿化中的施工要点

详细说明；三是对园林绿化的养护策略重点分析。从

完善植物的养护工作到保证定期灌溉，从保证肥料的

持续供给到设置温馨提示牌，从完善植被的监测工作

到加强排水系统，从加强病虫预防、监管工作到注意

光照对植物生长环境的影响等，对植物的养护进行全

方位的分析且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上养护方法

缺一不可，从栽培、种植、养护、监管每个环节都很

关键，可以保证植物的生长健康，也进一步保证了城

市化建设进程中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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