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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园林工程土方开挖技术分析
刘吴军

（菏泽市牡丹区园林服务中心，山东 菏泽 274000）

摘 要 伴随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园林工程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园林工程施工阶段，土方开挖的特点就是施

工设计范围广，土方开挖作为园林工程中的核心技术，对工程整体质量影响极大。据此，本文首先从土方开挖施

工特征和意义着手，分析了土方开挖施工准备工作，并详细探讨了土方开挖施工技术，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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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园林工程建设数量增多。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设计人员通常考虑到人和自然和

谐相处问题，在工程中添加了绿化元素，如此对提升

城市环境和总体印象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提

升了园林绿化行业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影响较大。

土方开挖施工技术是园林工程中的一项关键技术，该

技术水平的好坏影响着园林工程施工总体质量，故而

对园林工程土方开挖施工技术进行讨论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1 现代园林工程施工特征分析

在现代园林工程施工过程中，往往会牵涉动土这

一个部分，该环节施工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牵涉范围尤

为广泛，比如施工场地平整、开挖沟渠、凿水筑山等。

在进行动土施工过程中，这部分建设项目通常需要花

费很长的施工时间，同时工作量也很大，而且工程施

工建设成本高。对于景观质量和后期养护工作产生决

定作用的是工程施工质量问题。为了全方位分析园林

工程施工过程中开挖实际情况和动土量的多寡，需要

选择运用土方工程计算方法提升掌握程度。在发现设

计图纸有不合理的情况时，设计师需要第一时间加以

修正，为保证投资人员的利益，需要严格按照土方量

计算对园林工程施工成本加以有效预算，保证投资费

用合理性。施工单位开展土方开挖施工的过程中，应

当严格按照施工设计要求配置充足的施工工作人员、

机械设施、施工材料，保证工程土方开挖施工正常推进，

如此方可提升工程施工效率，减少施工时间，节省施

工成本。

2 土方开挖的意义

土方开挖总体工程量在园林工程建设过程中，完

成速度与质量对后续工作顺利开展有很大的影响，因

此土方开挖和园林工程施工进度联系紧密。土方开挖

成本投入数目和工程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因此一些工

程施工时间较长，同时涉及很多施工设施设备环节，

这样就易于造成土方开挖施工产生危险。所以，要想

保证工程质量，企业有关人员需要提前对土方工程施

工具体设计合理安排。土方工程施工需要严格依据其

使用年限和对施工的具体要求，分成临时性与永久性

两个类型，可是不管是哪一种土方工程，均需要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和密实度，保证园林工程质量和外形美

感，确保与设计需求相符，如此方可防止工程后期由

于不符合规定而不能够通过审核。[1]

3 现代园林工程施工准备工作

3.1 熟悉施工图纸

在开展土方开挖施工的过程中，相关施工工作人

员需要严格按照构筑物和地形基本要求，拟定对应的

土方开挖施工方案，明晰科学的施工秩序、开挖方法、

边坡防护举措，挑选满足施工基本要求的机械设备，

预先明确好土方倒运方法与外运场地。对施工地区内

部障碍物应当及时处理。加强园林工程建筑和构筑物

标准水平桩、轴线桩，采取白灰勾画出工程开挖线，

将有关手续办理妥当。针对紧急的土方开挖施工，在

晚上施工的情况下，应提前准备好相关照明设备，保

证施工可以按秩序顺利开展。

3.2 进行施工场地勘查

对于园林工程土方开挖施工技术，需要做好相关

施工准备工作，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施工场地勘查，

对场地进行勘查，除去需要工作人员采集有关园林施

工需要的资料以外，还需要全方位查看施工场地地形

情况、水文条件、交通运输情况、土质条件等，如此一来，

能够给园林工程土方开挖施工提供精准有效的数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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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对开挖施工顺利开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3.3 确保施工场地平整

土方开挖施工需要确保施工场地平整性，相关工

作人员需要遵从设计图纸与园林工程施工实际需要，

科学规划标高与施工场地，保证施工场地平整。针对

施工现场中可能会给工程质量带来影响的因素进行全

面分析和处理。比如，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会遇到腐殖

土和孤石、软土和垃圾、树根和淤泥等，这部分材料

是严禁当作回填土料的，在实际施工中工作人员需要

按照园林工程施工实况，科学选择有效的处理方法进

行解决，从而保证园林工程施工质量。

3.4 合理计算施工面积

进行工程施工以前，相关施工工作人员要做的一

项准备工作就是计算各场地需要的土方量，按照所需

土方量，组织施工工序。土方量计算方法就是：

1.估算土方。按照土方开挖施工情况评估需要的

土方量，给园林工程临时性施工提供支持。

2.土方图形几何公式计算。把园林工程需要的土

方量看成几何图案，进而采取几何计算公式加以评估，

不过运用该种方法时需要严格控制计算精度，防止发

生计算偏差。

3.断面计算。进行土方断面计算通常比较适于运

用在狭长土方量中进行计算。

4.高面计算，围绕土方等高线方向得到断面，把

临近断面设定成对应等高距。

5.方格网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就是把土方测量计

算、施工现场平整等相融的测量方法，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要在施工图纸中标明土方方格网具体位置，明

晰场地施工。

4 施工技术

园林工程土方开挖施工涵盖了放线、挖方、运输、

填土、压实等方面的内容，在选取施工方法方面，通

常为人工、机械与半机械施工方法。选取施工方法需

要按照施工场地特征、施工环境、工程量等进行科学

选用。于大规模园林工程土方开挖施工技术之中，譬

如土方开挖施工集中，则应当用机械施工，如此能够

节省成本。倘若工程施工量少，土方开挖位置分散，

或者遭到多种施工场地因素所影响，则需要选择采用

人工和半机械施工方式。

4.1 放线处理技术

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根据工程施工实际需求，

展开施工场地放线处理。测量制约网设置于工程施工

现场中，涵盖制约基线、轴线、水平基准点，而且需

要相关施工工作人员加强轴线制约测量和检验。当制

约网设置施工过程中无法和构筑物、机械作业等相接

触，需要设定有关保护标志，设定方格网展开施工场

地整平作业，制约桩需要设定于每一个放个点中，同

时将每个标桩的自然地形标高测量好，借此给土方开

挖的土方量计算和施工制约等提供精准有效的数据资

料。需要测量与审核建筑物定位轴线，明晰施工灰线

和轴线是否有问题，最后才能够整平和开挖施工。在

园林工程施工环节中，通常会遭遇挖湖工程，该工程

放线施工和别的放线施工基本相同。一般情况下，由

于水体挖深统一，同时湖底一直处在水下，该种放线

处理需要选择采用粗放型方式，为便于养殖鱼类需要

保证水底平整度，避免发生土墩。要保证精准开展岸

线和岸坡放线施工，根本因素就是水上作业，对景观

制造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保证施工放线准确性，才

可以提升工程施工质量。

4.2 土方开挖技术

相关人员需要严格依据园林工程建筑使用期限、

水文条件、地质情况等方面对园林工程施工场地的边

坡坡度开挖加以精准确定。比如工程是永久性建筑的，

边坡坡度开挖施工需要严格按照施工设计需求加以放

坡，假设无设计要求，需要按照园林工程施工现场土

质条件和边坡高度，同时和施工场地施工实际情况相

融，明晰准确的边坡坡度开挖施工方案。在土质不佳

的园林现场施工过程中，比如，阮如和软岩边坡需要

借助抹面和砌石等方法对坡脚进行第一时间的防护，

并且要严格处理好坡顶、脚的排水问题，避免多余的

水分造成边坡失稳。施工单位需要根据园林工程土方

开挖深度、边坡高度等对土方开挖施工上方至土堆坡

脚两者之间的距离加以明晰。于工程土方开挖施工过

程中，假设开挖土质湿润，深度高，缺乏稳定性，在

受到施工场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条件下，施工人员开

挖边坡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临时性加固支撑方法施工，

加固支撑设定需要多余基础宽度 15cm左右。在工程土

方开挖施工环节，保证土壁平直，需要一层层开挖和

支撑，挡土板需要和土面无缝衔接。在工程土方开挖

施工阶段，应当有效预防对地基造成不良影响。在运

用人工施工的时候，基坑施工以后需要先预留一层土，

接着开展下一步施工工序，进行下一步施工工序以后

再把其开挖到标高设定之处。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

选择采取机械施工法，要想避免开挖施工对基底带来

破坏，需要把一层土预留于基底标高以上，进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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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施工。在园林工程土方施工过程中，假设土质优质，

则需要把堆土和材料与挖方之处控制在 0.8m左右，高

度不超过 1.5m。施工单位需要按照施工范围工程要求

等对工程施工运输进行合理分配。在正式施工环节中，

部分位置机械设施无法施工，需要采取人工施工方式，

这样方可保证园林工程施工质量。[2]

4.3 运土施工技术

由于受到园林工程土方开挖施工环境因素影响， 

土方运输有一定的困难。基于此，在进行土方运输工

作以前，需要相关施工工作人员预先规划好运输路线。

在实际工程施工过程中，土方开挖施工比较常见的运

输线路就是回环线路，在仔细调查了施工场地以后明

晰土方卸载最佳位置，进而有效预防在施工场地发生

施工秩序紊乱或者出现窝工的局面。在采用外来土垫

地堆山的过程中，有关工作人员应当组织专门人员管

理，严格指挥运土车辆，让其按秩序通行，确保卸土

位置精准，避免发生随意堆放或者卸载的情况，防止

为后续施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确保下一步施工可以

顺利进行。

4.4 填土施工技术

按照施工设计基本要求，应当进行就近倒运土方，

开展回填施工作业。在进行填土施工以前，需要将池

塘或人工岛底地面的垃圾和淤泥等清理完，对回填土

要分层摊铺与压实，要严格根据土质情况、机具性能、

密实度等，明晰各层铺土厚度。对因为工程施工设计

需要新筑的人工岛，同样应当开展分层压实施工，通

常选择挖掘机械，每覆土 50cm需要压实三遍以上。应

当严格把控好岛顶的标高，保证人工岛有着一定的整

体景观之效。假设遭遇雨季，在土方填筑施工过程中，

应确保持续性，同时在短时间以内做好。分段分层逐

次进行工作面的处理，避免追求大、快。假设遇到特

殊施工状况，应当在雨季到来以前做好土方回填施工

工作。在雨季施工的过程中，应当有完整的防雨举措

与施工对策，防止施工边坡出现坍塌的现象。在冬季

开展施工作业时，需要及时清理岛底的冰雪，在距离

边坡 1m左右，避免采用冻土填筑施工。填方上层避免

采用冻胀土开展填土施工。与常温施工对比，各层铺

筑厚度应当缩减 20%,冻土块避免大于填方整体体积的

15%，粒径控制在 150mm以内，应当充分满足均匀分

布这一基本归档，同时一层一层压实。

4.5 压实与地形整理

首先，就压实而言，开展土方开挖压实作业时，

需要仔细查看土壤压实情况，观察土方有无压实均匀，

并且要观察土壤内是否有水量，假设水分少，或者是

太多，就会影响到压实效果。假设土壤很干燥，第一

步应当洒水湿润土壤，待明晰土壤满足压实度以后，

才可开展土方压实作业，保证土方开挖施工质量。其次，

需要清理绿化用地石块和白灰等垃圾，清除杂草和乔

木等；栽种草坪位置，深度 40cm左右，土壤不可出现

影响植物生长的杂物。按照园林工程设计要求，对绿

化用地展开平整处理。绿化用地过程中没有熟土时，

在乔灌木或者是种植草坪位置添加草炭土改善土壤。

假设适合生长的土层比设计整地深度低，需要使用黄

土满足地形需求。整理草坪用地的过程中，需要局部

平整，活土层厚度控制在 30cm。倘若需要运用基肥，

则需要将其均匀添加在土壤里面。

4.6 安全施工技术

在工程土方开挖施工过程中，两个人操作的距离

需要严格保持在 2.5m左右，在园林土方开挖施工阶段，

选择采取多台机械设施一并展开施工工作，施工间距

需要控制在 10cm左右。其它的施工作业应当严禁在挖

土机施工区域范围以内展开施工操作。土方开挖施工

需要由上往下推进，与此同时一层层展开，防止坡脚

先行开挖施工或者是逆坡挖土。严禁于危险岩石、孤

石下端和尚未加固的建筑物四周开展土方开挖施工作

业。正式进行施工作业的时候，施工工作人员需要随

时关注土壁的变化，在产生裂纹和塌陷问题的时候，

应当在第一时间使用科学有效的举措，立即支撑和放

坡，并且全面分析支撑平稳性和土壁变化情况。

5 结语

伴随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们对园林工程质量愈

发重视，在土方开挖施工中需要按照施工需求，同时

综合施工场地各方面情况，加强施工前期准备工作，

并且持续提高土方开挖施工技术水平，如此方可保证

园林工程施工正常进行，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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