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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施工及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技术探析
岳文菁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 在新形势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对于城市发展质量和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关注，对于园林绿化施

工建设工作也加大重视的程度。因此，在园林绿化施工过程中，要切实把握相关方面的施工技术和流程，同时也

要更有效地进行绿化植物的栽植和养护工作，确保各项技术要点得到切实的落实，这样才能体现出更加良好的绿

化施工效果，以此为园林景观效果的改善而提供必要条件。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园林绿化施工技术以及植物栽

植措施等相关内容，以期为园林绿化施工建设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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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园林绿化过程中，着重做好相关园林施

工建设和园林绿化植物的栽培养护工作，是关键所在，

也是必要的前提。对此，要在实践的过程中把握相关

方面的施工流程和技术措施，同时也要切实有效地结

合不同植物类型而选择与之相对应的栽培技术和管理

方法，以此体现出更加良好的园林绿化水平，为城市

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而奠定坚实基础。

1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措施

1.1 结合具体情况做好土地修正

在园林绿化施工之前，要充分做好地块的选择和

修复、调整工作。在具体的修整过程中，可以有针对

性地应用机械方法融合手工的方法，进行相应的整地，

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为绿化施工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必

要的条件。同时要为其提供丰富的养料，对于土层结

构也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以此有效满足相对性

的施工要求和预期效果。园林绿化设施主要分布在城

市地区，在选择地块时要充分调研地质条件，如酸碱

度、土壤肥力、土壤受污染程度、地下既有设施等因

素。如果规划区域内的地质条件不良，可采用置换法，

挖除不良土壤，填充足够深度的肥沃土壤。在具体规

划的过程中还要结合市政排水方面的需求，在降雨情

况下将雨水自然引流到绿化带中。

1.2 结合施工目标选取和种植相对应的植物

在针对树苗进行选择的过程中，要确保其具备应

有的活力和生命力，生理特征维持正常。同时要与周

边的生态环境能够有效适应，这样才能为其成活率和

观赏性的有效提升提供必要的前提。针对树苗的规格

和尺寸而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定，符合施工目标，

同时要确保其具备应有的病虫害抵抗能力和抗性等。

要确保树苗形端正，干直，冠浓，不畸形。花朵颜色

鲜艳，香味浓郁，根系足够健壮，草种要耐性强，颜色正，

根系发达的优良品种。[1]

1.3 移栽前的运输方式

园林绿化施工中需要将培植好的种苗运输到栽种

地，为了保证其在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必须对根系

和树皮等部位设置足够的保护性措施，通常使用土球

保护种苗的根系部位，并且在运输的过程中根据温度、

时长等因素适量洒水。尽可能减少运输时长，在冬季

严寒条件下运输时还应该在种苗上覆盖一层棉麻布，

作为有效的保温措施。另外，种苗在运输时相互叠放

在一起，有可能因为摩擦或者挤压作用损坏其表皮，

在装车阶段应该设置必要的措施，如包裹主干，使用

麻绳捆绑，避免使用铁丝等坚硬的金属材料固定或者

捆绑种苗。

1.4 修剪方法及方式

要结合规划目标，针对树苗或者外形不良的枝叶

进行及时有效的修剪，确保修剪的树枝能够在最丰满

的部位，使移植的成活率进一步提升，为幼苗成长效

率和景观效果的提高奠定基础。主要的种苗修剪技术

如下：（1）摘心。苗木的枝条有可能存在生长不平衡

的现象，有些枝条较强，有些枝条较弱，此时可根据

生长平衡性的原理，将生长过旺的枝条摘去；（2）截短。

种苗的末梢枝条可通过截短的方式来处理，有些较大

的枝干也可截短，在具体操作时要注意控制截取部分

的长度，截短的方式分为轻截短、中截短等；（3）疏枝。

和截短不同，疏枝是从枝条的基部位置起，将其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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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断，根系吸收的水分和营养物质集中供应主干以及

较为重要的枝条，促进生长发育。

1.5 满足具体种植要求

树坑过大过小对于幼苗的生长发育都会造成很大

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的土

壤情况和设计要求，使树坑深度大概在 22cm左右，宽

度大概在 43cm左右。肥料及其他营养物质不能一次性

过多地放入坑中，要保持适宜性。

1.6 进行科学合理的栽植

将清除非优质枝条和根系的幼苗垂直地面种植，

要确保其面貌足够优质。针对大型树木进行种植的过

程中，要将土夯实，同时要针对树木进行有效支撑，

对其进行加固处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要确保树

木的完整性，避免其对树根、树皮等造成损害。除此

之外，在对其进行栽种的工作中，要严格按照相对应

的施工图纸要求来有序操作，满足设计性和规划性。

1.7 进行科学合理的浇水

在针对园林绿化进行施工的过程中，着重做好浇

水工作是关键所在，进行科学合理的浇水灌溉才能使

苗木的根系足够健壮，吸收更多的水分，为其生长发

育提供必要的支持。在灌溉的过程中，也要结合气候

条件和雨水条件等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要确保树

木能够有充足的水分，这是首要原则。如果遇到洪涝

灾害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排水，使水分保持在适宜的状

态。可用人工智能计算器或其他先进手段进行时间和

水流量的有效控制，结合具体的监测情况进行相对应

的浇水灌溉。[2]

1.8 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护

在园林绿化施工建设过程中，着重做好树木的养

护和管理工作，也是关键所在，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

园林绿化施工水平。在实际的养料、肥料和修剪、浇

水等过程中，都要着重做好树苗和大树的养护管理工

作，贯彻落实岗位责任制，使相关人员能够明确自身

的管理目标。

2 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技术要点

实际进行植物栽植时，不能盲目进行，而是要基

于专门的原则，以保证绿化效果。一是因地制宜，即

以能够有效适应地形和气候环境的植物栽植，确保植

物本身的成活率。二是协调性，即落实植物搭配，促

使植物之间、植物和构筑物之间、植物和人之间等都

能够实现基本的协调性。三是生态性，也就是要注重

植物栽植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影响，尽可能兼顾这一

特性，使园林能达到相应的生态效果。

2.1 有针对性地应用植草施工技术

植草施工技术的有效应用，在整体的植物栽植技

术中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正式建设草地之前，要先将

现场完全清扫干净，移除干扰物，确保待建场地上没

有影响种子出苗与定植的杂物。只有针对种植场地的

垃圾进行清除之后，才能进行相对应的植物栽植。在

应用该技术的过程中，要充分确保植被草坪的厚度

20cm，在对其进行种植之前，要有针对性地清除相关

杂物，例如，废弃物或者草根等。要翻耙土壤，确保

土壤能够保持在松软的状态。同时在针对杂草进行处

理的过程中，要尽可能采取物理操作方法，以此更有

效地体现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场地完全清除干净

之后，再把排灌设施安装在适合的位置，一般都是先

对地下输水管道进行安装，之后再安装其他的，以保

证草地在生长过程中有充足的水分支持。浇水的时候

应该等到水完全自然沉降之后，再应用相关机械设备

将其进行镇压，使草根和土壤之间能够保持良好接触，

进一步提升草地本身的抗旱效果，促使根系实现更好

的生长发育。另外，还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施肥，确保

土壤中的营养成分足够均衡丰富，这样才能更有效地

增强植物的健康状况，使其成活率进一步提升。

2.2 有针对性地应用苗木种植技术

针对苗木种植技术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

一个方面是针对苗木种植场地的处理，在针对苗木进

行种植之前，要针对场地进行切实有效的清理，这样

才能为其健康茁壮地成长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在种

植穴中填入 1.5kg有机肥，并覆盖上土壤，与此同时要

结合施工方案针对种植地进行挖掘，保持坑壁的垂直。

第二个方面是针对苗木的栽植过程要有效把控，有针

对性地结合苗木的生长规律进行科学合理的栽植，对

于栽植的时间要有效选择，确保其适宜性和高效性。

在种植穴中载入苗木，要确保苗木的根部呈现出自然

的形态。在针对土壤进行填埋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填

到坑穴 1/3处时，将苗木提起轻晃，确保土壤足够松散，

然后再继续进行填土。[3]

2.3 有针对性地应用大树栽植技术

在针对大树植物进行再植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

栽植技术的应用，结合具体的栽植时间进行有针对性

的把握，要结合不同树种的生长规律来进行科学合理

的时间选择。倘若在夏季，树木因为蒸腾作用十分旺

盛，极易产生供给和蒸发量失衡的现象，影响成活率。

所以如果必须在夏季进行移栽，还需选用适合的容器

苗、筐苗等，另外也可以应用进行过切根的苗木。如

果是全叶、全冠的乔木，则可以应用专门的苗圃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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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开展育苗工作，使其从容器当中吸收更多养分，

满足生长需求。如果是落叶植物，要尽可能在春天或

者秋天进行栽植。如果进行反季节栽植，要确保其有

足够的土坨，同时要针对肥料进行有效控制，在栽植

的两个星期之内应合理应用生根剂以及生长素，并做

好浇水工作。另外，在运输时，还要保护好树皮，尤

其是装车、卸车起吊的时候还要使用草垫、麻袋等对

其加强保护。如果已经出现起皮等不良现象，应先进

行消毒，让树皮恢复原先的状态，再应用草绳裹扎紧。

如果树皮已经完全脱落，则要给伤口位置使用涂膜剂，

并用草片等裹扎。倘若是枝条、树根等受到伤害，则

要先将损害的部分修剪掉，再对伤口进行处理。植物

配置工作也要有效加强，结合不同场所和园林绿化要

求来进行科学合理的搭配，确保整体意境有效构造，

结合季节的变化，对于色彩进行有效搭配，使其呈现

出独一无二的美感。

2.4 有针对性地应用球茎栽培技术

球茎植物整体栽培管理比较简单，实际种植时应

先对外观进行检查，查看是否存在感染或破损现象。

这是因为和其他植物相比较，球类植物会更容易被霉

菌感染。对于真菌感染较为严重的植物应该实施消毒

处理，一般直接浸泡在消毒液当中，但要控制好浸泡

时间，完成之后再铲起晾干。种植的时候，要先将肥

料放置在种植坑当中，给其后续生长提供必要的养分。

当植物开花之后，还需要对残花实施修剪管理，定期

进行施肥和浇水。

3 园林养护要点

3.1 灌溉

一般种植的植物在三年内都应该保持水分充足，

如果当地土壤条件不佳，应通过人工方式进行调节与

补充。整个灌溉过程中要确保不漏水、不浪费，使整

体水量控制在 9cm以上，但要控制好水流，以免苗木

受到损害，目前可以借助计算机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

时间和水流控制。在灌溉时要注意考虑温度因素，如

果是在夏季高温条件下移栽的种苗，水分受高温作用

会快速流失，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增加灌溉的频次，

但是单次灌溉量不宜过大，防止土壤出现无氧环境。

另外，在冬季低温条件下大量灌溉之后有可能导致土

壤冷冻结冰，这种情况下土壤体积会膨胀，其内部也

会产生显著的应力作用，要避免其对根系产生破坏作

用。灌溉时间放在白天气温较高的时段内，并且单次

浇水量不宜过大。

3.2 施肥

为保证植物正常生长，强化生长物质基础，必须

确保肥料的充足性。一般应该在定植之前施加充分的

底肥，但应控制好基肥量。基肥一般包含复合肥与有

机肥两类，具体可以根据植物的生长情况与品种等进

行选择，以达到优化植株生长环境的目的。

3.3 病虫害防治

在植物病害当中，最常见的就是侵染类和非侵染

类，前者主要是病毒、细菌等引起的；后者则是温度、

光照和有害物质等引起的。在进行防控时，必须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药剂。

3.4 合理修剪

通常气温超过 15摄氏度，大多数植物就会正式进

入旺盛生长期，一旦低于该温度，就会进入停滞期。

一般在生长期，需要根据植物的实际情况控制好修剪

频率。比如在多雨、多风和容易发生病害的地区，在

修剪时应该以疏剪为主，尽可能提升通风透光性。例

如顶端优势比较明显的乔木类，则可以围绕主枝干，

将其修剪成自然冠形；对于顶端优势比较弱的，则可

以适当修剪成圆形，并对侧枝进行着重修剪，确保其

能始终保持向上生长的态势。[4]

4 结语

总而言之，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明确看出，在园

林绿化施工管理过程中，着重做好绿化施工技术的有

效应用和流程的把控，以及绿化植物的栽培种植技术

的落实，这样才能体现出更加良好的园林绿化效果。

在园林绿化施工中将土壤条件改良、种苗选择、种苗

运输和修剪等作为重点内容，种苗通常连带土球一起

移栽到树坑中，然后根据植物生长的特点以及土壤条

件等因素适时补充肥料和水分，病虫害防治要具有针

对性，综合考虑种苗的常见病害以及环境中的主要病

虫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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