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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建设中树木移植技术探讨
黄少兵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0008）
摘 要 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实现，城市居民的休闲旅游愿望越来越强烈，绿色 GDP 的发展成为各城市的重
要抓手，我市湾里梅岭作为城市的后花园，适时启动了园林景区四季花谷二期提升改造，笔者有幸参与此项目，在
园林林相改造树木移植当中的一些准备工作，实施操作方法、注意事项，遇到一些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后期养护、
树木常见病害处理，有一些心得愿与大家探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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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初南昌市政公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正

以下几方面：确认栽植地点、确定起树土球大小、修

式启动湾里区梅岭四季花谷二期提升改造工程，该工

剪工艺和修剪长度、挖洞大小、起树要求、运输方式、

程按旅游景区 AAAA 工程申报，共分为三部分，即林

种树的技术和要求、大树固定的材料、吊机的大小和

项改造工程、园建景观工程与房建工程；林项改造工

臂长、后期养护要求等。

程是在原有景区生态环境基础上，将其改造为四园二

3. 为了营造出四园二林四季各异的景观绿化效果，

林工程，以樱花园、紫薇园、红枫园、梅园、银杏林

须将原有种植苗木移栽于它处。但因四季花谷征地问

与杜鹃林代表春、夏、秋、冬四季季节变化，景区以

题，移植原有苗木工程交予当地村民施工，非专业人

大树为骨架，提升整体景区品质。

员施工，且不听指挥，致使前期移植过程中产生一些

受南昌市政公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对本工程
进行监理，监理部进场后对本工程重点、难点工程进
行了梳理，针对林相工程含 30~50 万的树王 8 颗（D26

施工质量问题：
（1）苗木修剪过重形成秃干现象，破坏树木美化
生态效果。

羽毛枫 1 颗，D28 倒挂鸡爪槭 1 颗，D35 鸡爪槭 1 颗，

（2）土球起挖过小，土球松散。

D28 日本樱花 2 颗，D33 朱砂梅 2 颗，D40 红枫 1 颗，

（3）种植坑过小，上下宽度不一，难以达到树木

取消了 2 颗 100 万日本红枫），D10~D40 大树共 1555 颗，
苗木加种植费用近千万元，要求 2020.6~2020.10 完成，
针对反季节栽树，监理部聘请了绿化苗木专家驻现场，

生长所需深度与宽度。
（4）树干和树枝的树皮在运输过程中破损过多，
易导致病菌从伤口侵入树体，造成其生长衰弱。

并要求施工单位绿化苗木专家驻工地，编制大树移栽

为避免后续再次产生上述问题，督促施工方对施工

专项方案，经过三方专业人员再三讨论，几易其稿 , 严

队进行有效的技术交底并由专业施工员现场跟班指挥。

格按方案督促实施，并针对现场出现问题，及时解决
处理。

1 大树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1. 在大树移植前做好以下工作：
（1）调查清楚树种、树龄、栽植时间，查阅历年
来在苗圃生长、发育、病害、养护、根部生长情况。
（2）查清苗圃和栽植现场是否对运输、起吊和栽
植具备条件。
（3）布置栽植现场定位的土壤、水位是否适宜大树，
必要时土壤做检测。
2. 各参建单位一起制定大树移栽方案。方案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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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树选择
施工前，业主与监理前往浙江等地多个苗圃进行
选大树苗，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对苗木质量进行控制：
1. 目测树形好，枝条分叉均匀，顶芽发育良好不
受损。
2. 掏洞检查根系是否发达，大树的侧根、须根是
否多且不裂劈。
3. 目测和掏洞检查大树的地上部分与根的比例是
否适当，茎比根少的树质量好。
4. 测量树的直径与高度，找到生长适合的高径比。
5. 目测大树无病、虫害和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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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树在苗木基地的起挖和运输
1. 选好树后，在基地苗木上打上记号，拍好照片，
以免搞错。
2. 用草绳松紧适度捆好，且不能伤到枝条，大树
基本只摘叶不打枝。
3. 挖树前，以树为中心画一个比确定好的土球大
10 厘米的圆，顺圆向外沟宽 70 厘米左右，开挖深度为
土球直径的五分之四，不能伤到地表根。
4. 开挖时，注意掏底，慢慢向内掏挖，不能强蛮，
最后在土球中心留芯，土球尽量保持完整、不松散，
土球一半时向内缩到直径的三分之一，成倒圆台样，
周边边缘平顺。
5. 挖好后用根动力药水喷到根部，用根灵药水喷
土球重喷根短部位，然后加水报潮，在坑内用蒲包打包，
外面用草绳绑扎，准备运输。
6. 大树在断根前先用吊车固定，根据树冠和土球
的重量确定在大树起吊固定位置，重心应在起吊部位
下方，起吊树干上绑 70 厘米左右宽的草绳，在草绳上
绑木板，用软带套帮在木板上，吊运时派专门人指挥，
确保安全，树皮不受损，土球不碰伤，轻起轻放。
7. 汽车运输时，在土球两边用沙袋塞垫紧，树冠
不能拖地，不间断喷水且插树动力营养瓶输送营养液，
在树体覆盖遮荫网，在树叶上喷抑制蒸腾剂，派专人
押运养护，以最快车速到达栽植现场。

4 栽植现场准备
1. 选定大树栽植在排水畅通且向阳的高地，挖测
表土厚度，检查土壤含腐殖质是否多、排水是否顺畅、
透气是否好，这样才能使大树全部枝条都能得到阳光，
加快大树快速适应新环境，快速生长。
2. 现场定点放线按设计要求，位置要准确，做好
明显的标记，且标明中心位置，位置不宜栽种时要及
时提出，得到同意后才能定位。
3. 移植前要派专业人员指挥用专业挖机将栽植坑
挖好，坑的大小按计算出的土球外扩 20~30 厘米，遇
排水不好的移植坑，要在坑底铺 20 厘米左右的砂砾方
便排水，以利于大树成活。
4. 大树移栽土壤必须保证厚度，肥沃疏松，透气
性和排水性好。移栽前对该部位的土壤进行化验检测，
适宜种植才能栽，必要时采取消毒、换土和施肥措施；
底肥选用淤泥、腐烂农作物、农肥和土搅拌，避免根
系烧坏，保证大树的成活和生长 [1]。
5. 现场准备具有丰富施工技术的施工员和有经验
的工人随时待命，准备好挖机、符合要求的吊机，准
备好锄头、锹、草绳、钢丝、护板、遮荫网、支撑杆、

锯子等材料，计划好时间，确定好车辆摆放位置，运
大树车辆到工地马上起吊栽种。

5 大树种植
1. 为了确保大树成活，经和园林专家商量，现场
三方确定，10 月底前，只能移栽容器苗，原生苗因为
种植要求高 11 月以后栽种。
2. 栽植大树计划在阴雨天或傍晚，避开高温期，
当天到的大树当天一定栽完。
3. 栽植大树前按要求对比照片，核对大树品种、
规格和种植点，并检查种植坑大小和深度，不合要求
种植坑及时修整。
4. 四季花谷常年雨水多、土壤黏重、排水不算好，
所以要求有地下排水设施，将种植坑比规范要求再深
20-30 厘米左右，在坑底埋 PVC 透水管与坑外排水口
连接，在排水管上垫 20 厘米左右的砂砾层，上面覆盖
一层土工布。
5. 大树栽植时调整好树的主要观赏面，土球入坑
前用脚踏实坑底的松土，把土球放稳实，树干调直，
栽植土面略高于地面 5 厘米，拆除、取出土球包装物，
对根部加施保水剂，填土时分层夯实，保证树身不摇动，
移栽后使用双堰法浇灌，保证大树水分及时补充且不
涝死。
6. 大树周边及时搭设钢管架，架设遮阴网遮盖大
树，避免阳光直射，给树造成伤害；尽量用大量泥土
将根部保护好，同时减少水分流失。

6 施工现场大树修剪
大树是多年生、多分枝、多根系植物，移植后在
生长发育途中，不断发新芽和枝条，任由生长树冠内
的枝梢易交错乱长，层次不能清晰，通风和透光不行，
枝芽分化不合理，易早衰和影响外观，栽种的苗木栽
植前要摘叶，尽量减少树叶面的呼吸和蒸腾作用。
1. 修剪以花刚刚凋谢为最好时机，修枝时注意观
察树形，保留具有观赏价值的枝条，剪掉影响外观的
枝条，使树具备欣赏价值，达到美化观赏要求。
2. 修枝要修老枝留嫩枝，去弱留强，修除直生、
交错、叠生、密生、病枯或生长位置不好的树枝，主
干上再生的树枝也要修除。
3. 修枝时要观察新芽的方向，要按新芽的生长角
度、芽向和长势进行修枝；一般直枝条留向外枝芽，
内向、生长角度小的枝芽也要留置外向芽，便于调整
大树冠的枝条生长方向和角度，扩大大树树冠和保证
树势。如果大树向内的枝条较少，就合理适当地留取
向内枝芽，使大树内部枝桠饱满充实，生长旺盛，修
枝应顺其树木生长自然，不能强行粗暴修剪。

65

生物科学

2022 年 8 期 ( 下 ) 总第 505 期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4. 摘心是修剪的主要步骤，摘心可使大树重发新

无用枝芽消耗掉，及时剥掉树的根部和中下部的新发

芽，加强新枝条芽萌发能力，保证大树的观赏价值，

出的嫩芽，把树顶 30 厘米作为树冠发展方向。有些大

对影响观赏枝条需要直接从底部直接修除。

树消耗自带的养分移植后发芽，造成一种成活假象，

5. 在春天花凋谢后，在新叶长出前进行一次修剪，
截短已生长的一年生的枝条，底部留两个芽，促进新
枝发芽，多发芽保证树形和树的发育生长。
6. 修枝的原则是根据观赏要求和树木生长发育姿
态把该短枝的短枝，该剪除的剪除。

7 大树养护要求
1. 大树浇灌。大树移栽后立即浇灌第一次，饱水
浸透，等 2-3 天以后浇灌第二次，一星期以后浇灌第
三次，后期看土壤干湿情况间隔时间可以加长，但每
次浇灌均应浇透，表面土干裂后要安排工人中耕，保
证土球下面的湿热能够及时散发，否则会影响大树根
系的呼吸，影响大树生长发育。除保证平时的浇灌外，
在夏天高温的时候还要经常向树干缠绕的草绳喷洒水，
平均要每天要浇灌五次，早和晚各喷洒一次，中午高
温要增加一次，每次喷洒可以加上适量药剂，以便疏
松土壤、防止土体板结，加快根的成长，每次喷水以
喷湿不滴水、不流水为限，否则会造成大树根部积水，
影响大树根的呼吸、生长。
2. 大树输液。给大树输液是目前养护大树的主要
方法，给树输液最大优点是不造成根部积水，影响大
树根的呼吸和生长，因为常规浇灌法水的用量很难控
制，很容易造成浪费水而且造成根部积水，一些树移
栽后拼命浇水，容易使树木涝死，采用树体输液给树
补充营养水分的方法能节水，防止水涝，保证树木正
常发育生长，是目前值得推广的方法，国家正在提倡。
3. 草绳保湿和防冻绑扎。把大树的主干和连接主
干的一级主要枝条，用草绳绕扎，以便于减少水分的
蒸发，同时也可以预防止树干夏天被阳光灼烧或者冬
天被冻坏，但所绕扎的草绳不要过紧和过松，否则影

我们要学会判断大树是否已经成活，如发现假活要及
时处理。
6. 冬天防寒、防冻。在冬天霜冻天气，要用防冻
防寒物包住大树主干及主要枝条，对树干和主要枝条
涂专门防冻药剂，全株喷洒防冻剂，以便减轻霜冻侵
害大树，防止大树被冻坏，等到来年气温升到 5℃以上
时，安排工人解除覆盖物，让树自由生长发育。
7. 土壤的透气和防止水涝。为了防止大树根部造
成积水，改善种植土的透气条件，使大树及时生根，
主要用下列方法：
（1）在土球外面 5 厘米的位置，斜插入 8 根 PVC
管，PVC 管上要打一些小孔透气，养护员巡查时插通管，
不要被堵塞不起作用。
（2）现场透气性不好，会产生积水、结板的粘土、
重土，要在根部土球外圈约 20 厘米处挖一条 20 厘米宽、
40 厘米深的沟，挖沟时要求工人不能伤害破坏土球外
测，再填上有较好透气和保水功能的珍珠岩，填到地
面平就可以。
（3）梅岭山区四季花谷常年雨水量多且大，最容
易积水的，已安排人员横纵挖沟，挖深到土球底部，
保证排水畅通，不产生水涝。
8. 大树炭疽病，褐腐病，疮痂病这些常见病都是
通过风雨传播，在梅雨季节要安排专人排水，在树根
位置施加磷肥和钾肥，以提高大树的抗病抵抗力。
9. 常用药剂。在初发病期每 8 天左右喷一次除虫
菊酯类的农药加上 25% 的敌杀死消灭灭蚜虫，用 70%
的克满特乳剂 2000 倍液喷洒叶面上下，杀死在叶面活
动的红蜘蛛，用 20 号的石油乳剂灭杀死发芽时芽上的
虫卵。

响大树皮的呼吸，影响树的生长，到第二年的秋天才

8 结语

能把将草绳拆掉。

大树 “三分种七分管”，移栽以后不间断的精心

4. 大树固定。大树移栽完成以后，为防止大树被

养护管理是关键，养护好才能确保苗木的成活率和大

大风吹歪和树根松动，必须把大树固定好，防止大树

树良好长势，确保养护计划的实施和相关的资金投入，

晃动和被风吹动，现场在树的四个方向上下打钢管支

达到 AAAA 景区的要求和效果，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

撑杆和斜撑，撑入土 50 厘米以上，上面用细钢绳在树

景区添彩，为人们的出游带来乐趣。

体的中上部拉结，树干在钢丝绳部位绑保护垫，以免
损伤树干，影响树木的生长。
5. 剥芽和切梢。大树移栽成活后，定期安排由经
验工人专门分次进行剥芽、除荫和切梢工作，此项工
作一定要多次进行，不能一次到位，以免树的养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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