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 

1、施工方案总论 

1．针对工程特点在施工技术方面的特别措施 

根据本公司多年来的施工经验，工程应采取如下具有操作性强、切

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特殊技术措施： 

（1） 对业主已认定之大型乔木，既要保证栽植成活，又要保证栽后一次

成型（即控制对枝叶的修剪）。在运输时施以精细包扎包装和挖掘后

喷施叶面蒸腾抑制剂的措施，保证施工用苗质量要求。使大乔木移

植时枝叶修剪控制在整株枝叶的 1/3 左右，以确保成活，并一次成

型。 

（2） 对根部忌积水的大乔木，种植时采用抬高土球、露肩虚土堆雍种植

法增强土层排水性能，并在林间埋置水位观察孔随时监测土壤含水

量的办法，以便及时开沟排除过多积水，以确保根部忌积水的大树

的成活和生长健旺。 

（3） 采用种植前施行土壤掺沙、施有机肥和无机酸性肥料、深翻土壤和

穴土置换等土壤改良措施，以解决绿地土壤板结、土质偏碱、肥力

不足的问题。 

（4） 在施工过程中，交叉施工很频繁。为确保在工期内顺利完工，对绿

化地块再进行细分块，业主提供一块完成一块。 

2. 工程管理的规范和控制 

    为了保证绿化工程的质量，工程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负责工程全



 

过程的管理，内部严格按照 ISO9002 质量体系进行运行，加强操作规范、

技术标准和质量记录的执行，使偏差始终控制在受控范围内，保证工程

质量方针和目标相一致，同时，积极配合建设方合理调整，使业主满意

率达到 100%。 

 

2、土方地形施工技术措施 

1.场地清理  

    进场后按施工进度做好清场工作，翻除石块垃圾及各种废弃物料，应

特别注意土下是否还有暗埋砼废地坪及废弃石灰坑。如有，应清理干净。

同时，工作面内如有坑洼积水，应预先排除。并且，将所清除废料集中堆

置，随时运至指定废弃场地。 

2.标高测设  

    依据设计图纸，观测现场堆土标高，计算每块绿地土方平衡结果及绘

制土方调配图。同时现场布设设计标高。施工标高桩点采用沿等高线走向

布设。即在每圈等高线上以一种彩色旗帜做标志。应注意标点密度需适当，

不能过密或过稀。既要控制精度，又要方便施工作业。不同等高线桩可采

用不同颜色小旗。 

    另外，要特别注意随作业进展，应有专门测量放样人员，对临时施工

标高需进行动态布设和对地形进行跟踪复测，及时调整。 

3.土方平衡  

根据绿化种植要求，某些地块可能会出现少量缺土情况，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自行就地调剂。地形施工先进行深翻，疏松土壤。随后，人工用



 

钉耙按标高精细调整。地形施工要坡面曲线自然和顺，标高符合设计要求

（可适当抬高 10-20 厘米预留沉降量），地形饱满排水顺畅。如遇雨天，应

及时排水后在作业。 

在土方造型完成后，对土壤表层均匀适量灌水，促使沉降和土质 软化，

待土表七-八成收干后，即用人工进行表土翻耕，以切碎土块，平整地形。

在乔木种植后，小灌木，地被植物植种前，再配和人工精细耙整。 

     

 

 

 

 

 

 

 

 

 

 

 

 

 

 

 



 

3、土方地形施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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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化种植施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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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木栽植施工方案 

1.选苗 

施工环节 目标控制 

 

苗材苗源甄别

遴选 

树种准确无误品种优越  规格性状充

分满足要求 

数量保障充裕留有余地  长势健旺姿

美苗龄合适 

整体考察气候土质生境  充分踏勘多

方甄选最佳 

（1）本环节总体要求 

针对本工程各苗木原产地生境及生物学和生态习性，利用本公司持有

的苗源信息网络系统和供应渠道及大量市内外自由苗源基地，进行充分踏

勘多方比较，采购既符合设计和招标文件要求的，又是青壮年期长势健旺、

无病虫害、外形姿态丰满美观且已采取一定培育手段，适于移植的最佳施

工用苗。并且应保证： 

A.各规格树种施工用苗均为同一供应点及繁育批次，以保证本工程用苗

规格大小形状的统一，同时在数量上应有充裕的备货，以备特殊情况

增添置换需求。 

B.应严格甄别与本工程各树种所用苗在外观、形态上易引起混淆的同科

属内相似的其它树种，同时对设计与招标文件未明确规定的，在品种

选择上，需结合本工程场地环境条件和设计意图，选择综合性状优越

的品种。 

（2）本环节施工技术措施： 



 

A.所选用苗木的规格尺寸需比设计苗单相应的规格有所宽余，特别是冠

径、高度、枝/丛等规格量，这样才能在移植修剪后仍能保证招标文件

所指的“设计规格都是定植后竣工验收时的规格要求”、达到“绿化效

果一次成型”。 

B.所选乔木应主干挺直，树冠匀称。 

C.所用之苗木，体量虽大，但仍注意选用苗龄为青壮年期的，（苗龄与体

量规格是两回事），可保证生命力的旺盛，栽植后“发棵”快。 

2. 挖掘、包扎、运输、栽植 

施工环节 目标控制 

 

苗木挖掘包扎运

输栽植 

移植时期适合以树安排 挖掘配合措施

按序操作 

开挖保护根系不伤泥球 精细包装运输

不损树体 

穴土改良适应苗木生长 随挖随种工序

衔接紧凑 

栽后浇水适量不干不涝 及时支撑绑扎

美观牢固 

（1）环节总体要求： 

综合考虑气候及工期因素以及苗木生物学特性选择合适的栽植时期及

顺序。通过疏枝包杆束冠、灌水等挖掘配合措施、以及泥球包扎，装卸运

输的避风防寒措施，使得移植苗木一次成型、生长旺健、整体成景。 

（2）环节施工技术措施： 



 

A.移植时间的确定，综合考虑本工程工期及工程量特点和苗木移植适合

季节两方面因素,具体操作视具体气候情况，灵活有度。做到既保证

工期工作量，又保证质量成活率。 

B.移植开挖前，要对工具、设备、人力、运力作充分准备，跟踪气象变

化情况，要求做到工序紧凑合理，苗木随挖随运随种。所有苗木起挖

与栽植应保持同步协调，避免已起挖之苗种植滞缓。 

C.在挖掘前 3-5 天应施行移植修剪，以保证移植过程及生长势恢复阶段

的体内水份平衡，但应注意不能过度修剪，以免影响姿态要求，并且

还需根据不同树种确定修剪量。 

D.在苗木起挖前的 1-2 天可施行根部灌水，灌水时间与水量需视天气及

土壤干湿状况而定，这样可使树体在挖、运、种的整个移植过程前吸

足水份。并且可加强根系与土壤的粘结力。同时，方便挖掘，且泥球

也不易碎裂。 

E.在苗木挖掘前，应做好如下工作： 

修剪：进行适量疏枝，以暂时削弱生长势来增强抗逆力。保证根—冠（吸

收—蒸腾）水份平衡。修剪主要是修去徒长枝、内膛枝、平行枝、枯残枝

等（见图①）。另外修剪时还须注意修剪的规范性操作，对剪位，切口，留

芽等应恰到好处。 



 

护杆：将乔木主杆、大型主枝以草绳密绕。（见图②）这样在挖运过程

中可避免树皮擦伤，主枝撕断。并能防寒保暖，减少水分蒸发。 

束冠：以草绳将树冠适度捆拢，做好主要观赏面标记。 

F.苗木挖掘：苗木挖掘应尽量保证泥球尺寸规格，一般乔木以胸径的 8  

倍作为泥球直径。灌木以冠幅的 1/2-1/3 作为泥球直径。土球高度一

般为其直径的 70%。 

苗木挖掘时须特别注意对经过切根处理后新发须根的保护，即挖掘范

围应向切根处外扩展 10-15 厘米。另外： 

乔木的挖掘应注意：挖掘时工具要锋利。泥球四周外表根系处可涂刷

波尔多液消毒除菌。 

(a) 挖掘宜选阴凉风小天气进行，且挖掘时间连续紧凑，绝不隔夜。 

(b) 主根未断时及时打好腰箍，以免铲切主根时泥球掉土松裂。并密绕

草绳进行网络包扎。 



 

G.苗木装运：关键是不损伤树冠树身和泥球，尽可能不吹风减少蒸发。 

大规格乔木起苗卸苗须借用吊机，注意吊机吨位应有所宽余，（25 吨以

上）。吊绳系扎时在泥球和树杆包扎草绳间垫以厚麻袋片或软木，以增

加摩擦力防止系绳移位并保护树身。另外，需在树冠处另系牵引绳 2

根，以方便调整冠梢方位。泥球系绳用粗麻绳以“8 字结”兜底，底圈

圆环大小应合适，过大易松脱泥球，过小起吊时稳定性不好。树干系

绳结扎部位离主杆基部 1/4-1/3 处。泥球及树干系绳应根据球体及树

冠大小份量确定长度，因此一般将起吊时主杆与地平夹角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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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以使重心落稳。乔木树体吊装上车时可用大轮胎垫于泥

球底部，可避免受力不均匀或路途颠簸损裂泥球。大乔木装车后应结

扎牢固，以防颠跳移动。 

大中型乔灌木因无整体包装，尽量安排夜间运输，如系白天运输，树

冠部应遮以蓬布，可直接避开日照风吹。 

乔木装运时其树杆靠车身拦板处应垫以缓冲料，另外禁止超载叠压，

损裂泥球。装卸过程应轻放缓落。 

H.放样定位：在树穴开挖前施行种植放样定位，骨架大规格树木可用插

杆法标识定点。 

I.树穴开挖尺寸应比泥球略大，乔木一般比泥球放宽 50 厘米，深度比

泥球高度增加 15-25 厘米。树穴的形状为圆柱体，要求壁直底平。挖

掘时将表土，心土分开放置。 

J.乔灌木和绝大部分花灌木及喜酸性树种，均应以富含有机质和酸性介

质（如泥炭醋渣）的复合营养土，进行穴土置换，以适应树木的正常



 

生长。 

K.苗木栽植：将已开挖好之树穴回填一部分种植土并混入适量有机基

肥，将底土刮平，乔木回土高 20-35 厘米。将苗木依据主要观赏面的

标记方位置入树穴，放开束绳，扶正后，加土冲捣。应注意不能冲捣

泥球，边加边冲，冲力四周均匀，边种边及时调整树姿方向。苗木种

植深度一般是土球表面略高于穴顶面，以预留沉降高度。在加土冲捣

至土球高度１／４－１／３时，可剪断除去包扎草绳并以生根粉１：

１０喷施土球。加土冲捣至穴顶后，在树穴边做环状围堰俗称“酒酿

潭”，埯埂高１０－２０厘米。随后浇足第一遍定根水。浇水要四周

均匀注入。至隔天回头水浇足后，复土平埯保墒。随后进入栽植后保

养阶段。新栽苗木第一周一般每天需灌水一次；第２－３周隔天浇灌；

第４－６周每隔３－５天浇一次。如遇雨天，应观察雨量，如小雨时

间短仅湿表土仍应观察根部是否缺水。浇水时间以早晨或傍晚为好。 

乔木喜深厚肥沃富含腐殖质及湿润但排水良好的中壤土或沙壤土，忌

积水。因此根据这一性状，对此大乔木需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补肥力、

调节ＰＨ值。另外，在栽种时，不可深埋，只宜浅种。 

L.支撑绑扎：苗木栽种完成后，即行支撑绑扎，采用三脚绳斜拉拽结冠

部主干防风，支撑绑扎一定要牢固，以防风吹及沉降引起土球移动损

伤根系。 

 

 



 

6、花灌木栽植施工方案 

1. 选树 

花灌木在本绿化工程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选择品种时需掌握以下原

则：选用树形优美、生长健壮、无病虫害、花色浓艳、花朵大、花期长、

芳香浓，符合设计要求规格的品种。对同一品种、花色不同的栽培变种，

对其选用须考虑到设计配置中相邻花灌木之间的色彩对比。 

2. 挖掘 

花灌木苗木根系或土球的大小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 树木地径 3-4CM，根系或土球直径 45CM。 

（2) 树木地径大于 4CM，地径每增加 1 CM，根系或土球直径增加 5 CM。 

（3) 无主干树木的根系或土球直径取根丛的 1.5 倍。 

（4) 根系或土球的纵向深度取直径的 70%。 

3. 树木运输前的修剪 

（1) 修剪可在苗木挖掘前或挖掘后进行。 

（2) 修剪应根据树木的生物习性，以不损坏特有的姿态为准。包括去除病

枝、树桩、抽稀树冠改善树形等工作。 

（3) 所有大枝条应紧齐树干截掉，为避免损坏遗留下的枝条，应把截断枝

条小心放在地面。 

4. 树木的装运 

（1) 装运树木时，必须轻吊、轻放，不可拉拖。 

（2) 运带土球树木时，绳束应扎在土球下端，不可结在主干基部，更不得

结在主干上。 



 

（3) 运输裸根植物，须保持根部湿润。 

（4) 运输树木应合理搭配，不超高、不超重，必须符合交通规定，不得损

伤树木，不得破碎土球。 

5. 假植 

树木运到栽植地点后，应及时定植。否则对裸根植物要进行假植或培

土，对带土球苗木应保护土球。 

6. 栽植 

（1) 树木定向应选丰满完整的面朝向主要视线，孤植树木应冠幅完整。 

（2) 树木栽植深度应保证在土壤下沉后，根颈和地表等高。 

7. 支撑 

（1) 大灌木在栽植后均应支撑。 

（2) 支撑可用竹杆放置十字支撑、扁担支撑或三角支撑来固定。 

七、草坪栽植施工方案 

上海国际汽车城绿化工程以大面积草坪为主，为确保草坪施工质量，

充分发挥草坪应有的功能效应，便于今后的养护管理，针对本工程特点，

特制订有关草坪移植的质量保证措施。 

1.清理场地 

栽植草坪前必须清理场地，清除各种妨碍施工的石块、碎砖、瓦砾

等杂物。 

2.堆造地形 

应按照设计图纸堆造地形。 

3.土壤翻耕 



 

土壤必须进行深翻，深度一般不低于 30 厘米。在整地过程中，所

有杂物，如石砾、瓦片、草根等均须清除。石砾等杂物含量应低于 10%。

翻地时，应打碎土块，土粒直径应小于 1 厘米。 

4.改良土壤 

在整地时 ，混入含有砂质的沙砾土或粗砂、细煤渣 50%-70%，以

改良土壤。 

5.施有机肥 

整地时同时施入充足的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每亩用量 2500-3000

千克。肥料须粉碎、撒匀，撒后翻入土中。 

6.喷除草剂 

为防止日后杂草滋生，在播种或铺草前 20 天左右喷洒化学除草剂

五氯酚钠，每亩 1-2 千克（或 2、4 –D 丁酯，每亩用量 100-200 克）。 

7.滚压、修整、浇水 

土壤翻松平整清理后，在进行一次滚压、修整，并充分浇水，让土

沉降，至少一星期后才可栽植草坪。 

8.栽植草坪 

（1） 铺设法 

将切割成边长约 30 厘米，厚约 3-4 厘米的方形草块，逐块铺满

整个草坪栽植地。每个草皮块之间要留 2 厘米左右间隙。边铺边镇压，

使草块与土壤紧密接触。 

铺好草块后，用晒干碾细的园土填满草块间隙。 

对不平整的地块随即去高填低，保持整个栽植地草面平整。然后



 

浇透水，2-3 天后再进行滚压。 

以后每隔一周进行一次浇水滚压，直到草块完全压平为止。 

铺草时，如草块上带有少量杂草，应立即挑净。如杂草过多，则

应淘汰。 

（2） 播种法 

为确保种子撒播均匀，应先将场地划成 3-10 米宽的长条，把每

亩地的应播量按面积大小换算准确，再进行逐条撒播。 

种子撒好后，应立即覆土（约 1 厘米），再用无纺布进行覆盖，

并适时喷水。 

9.切边施肥 

草坪边缘常使用切边机或月牙铲、扦草皮的平板铲，将草边切齐。

切边时，必须斜切，深度 4-5 厘米，可使草坪和花坛、树坛界线分明，

也便于排水。 

新铺草坪返青后，应增施一次尿素氮肥，每亩用量 8-10 千克。 



 

7、草坪栽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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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保证措施 

1、质量保证措施 

我公司已通过 ISO-9002 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为了搞好“国泰现代城”

景观工程的建设，我们本着“质量第一求生存，用户至上创信誉”的宗旨，

加强管理力度，从思想上重视，在组织上落实，保障工程的优质优量。通

过设立现场指挥部和“国泰现代城”景观工程项目部，负责全面协调部署

工程进度、质量、文明施工以及安全等工作。坚持“三级监理，五步到位”

的质量控制标准，使偏差在受控范围内，力求消灭返工现象，以工作质量

保证工程质量。 

三级监理：项目经理部的技术监理、公司质安部门监理、建设单位委

托建设工程监理公司监理。 

五步到位：分项施工中，管理人员操作要点交底到位，上下工序交接

到位，上下班交接到位，关键部位的检查、验收到位，各种苗木进场验收

到位。 

（一）质量管理： 

1.质量管理体系： 

纵向：专职工序质监员 横向：专职队组质监员 

驻地工程质量总负责  

 

 

 

2. 工程质量总控制须建立对 4MIE 质量因素（即施工的人员、材料、

机械、方法）全面控制的机制和方法，最大限度提高工程质量，杜



 

绝质量事故。 

纵横二线质量管理须建立各自质量目标，施工质量控制预案，自检、

监督、查检的完整体系，把好每道质量关。 

3. 工地质量检查与内部考核相结合，建立落实质量考核奖惩制度。 

4. 加强工地质量宣传教育，强化员工质量意识。 

5. 及时向工地监理做好工序进度申报工作，严格执行每一个公司指

令。 

（二） 工程质量措施 

1.工程技术方面： 

如施工技术方案所述，所有施工环节除必须按专业技术规范规程操作

外，针对工程特点，采取各种特殊的措施，确保工程质量。 

经分析，本工程主要技术难点为： 

（1） 绿化工程为主体工程，其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规格乔灌木

占相当比例，且又要求移植时控制修剪量，栽植后“一次成型”，

生长健旺。因此如何调节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对水份的收支平

衡，防止萎蔫及移后长成僵苗，是一个重要技术要点。 

（2） 载植区域土质偏碱，对大部分植物生长不利。在苗木栽植时，对

穴土进行改良，以复合营养土置换穴土，调节 PH 值，增补肥力，

加强通气透水能力。以利根系生长。 

2.工程管理体制方面： 

（1） 由于大规格乔木与灌木占很大的比例，且要栽植后一次成型。因

此，为保证工程质量有必要建立一支专门的大树移植施工队，配



 

备足量具有大树移植丰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精心组织，精心

施工。 

（2） 由于大乔木体态大，份量重且数目多，必须充分保证起挖与种植

地足量的吊机与卡车，以保证运力。 

（3） 建立专职的养护工段，配备富有养护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与足量

操作人员编制详细养护计划，严格按规程操作，真正做到“三分

种，七分养”。使苗木栽植后不但成活，更重要的是发势良好、

生长旺盛、景观优美。 

（4） 按纵向工序和横向施工队各自建立的质量目标，自检报验和专职

监督检查相结合的质量管理体系。 

（三） 养护质量措施 

1. 严格执行园林植物养护市标（DBJ08-19-91）各项规程。 

2. 根据具体环境，种植设计特点，树木品种规格等具体情况，采取

以下措施： 

（1）设立专职养护队，即大树养护班。工段配备绿化专业工程师一名，

绿地养护技师一名，植保技师一名，保证工作组织化、专业化、

科学化。并建立计划、执行、检查、考核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

理机制。 

（3） 整个养护期工作重点 

a) 由于苗木刚经过移植，对新环境的适应有一过程。根系与土壤

的结合还未牢固紧密，因此须通过精心的养护，保护苗木安全

过冬越夏。特别须注意严冬根部培土，树干包扎及炎夏灌水、



 

喷雾，如有必要须采取搭棚遮荫等措施。 

b) 许多大规格乔木均需土层肥沃深厚，透水性好，微酸性沙质壤

土。因此需特别注意雨季根部防涝，通过水位观察孔进行监控，

如有必要可以用开挖明沟等方法及时排除积水。另外，用增施

酸性肥料如过磷酸钙、硫酸铵等以补充养分，并进一步中和土

壤碱性，提高土壤酸度。 

c) 对大量花灌木根据休眠期与生长期的不同生理特点，及时利用

施肥和修剪，使花芽分化，使其达到花繁叶茂，以更好地体现

设计意图。 

d) 本工程绿化面积大，养护管理任务重，特别是中耕除草工作，

应注意掌握野草发生规律，坚持“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

以人工拔除和化学防除相结合的科学作业方式，控制杂草生

长，以保证花木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e) 加强病虫植保预控，坚持防重于治，综合防治的原则，严格防

除病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尤其是应把本地发生率高、危害性大

的“五小、二病”（即蚧虫、蚜虫、粉虱、蓟马、叶螨和病毒

病、线虫病）以及樟巢螟、天牛、木蠹蛾及真菌病害的防治作

为重点。 

  

 

 

 



 

2、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措施 

为了确保景观绿化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按时竣工，在整个施工过程

中，必须始终不折不扣地执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切实有

效地抓好安全文明施工。在组织机构和制度上，建立以项目经理负责制

和合同管理为主题的工程管理体系，以及配套的现场消防、安全、环保

及文明施工领导小组及现场标化工作小组，建立例会制，确定每周五下

午为活动日。 

（一） 提高管理意识，注意安全施工 

1. 项目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参加施工的全

体人员必须熟知本工种安全操作规程。安全专职人员应加强安全检查、

督促安全生产，凡不符合现场安全标化规定的因素，采取果断措施，

限期整改。 

2.大树起吊装运要特别注意人员安全，由专职安全人员负责现场安全预

防及作业环境秩序，杜绝各类事故隐患。特殊工种，如：吊、挖机、车辆

驾驶员、肥料药剂施工人员等应定岗定员，持证上岗，统一调度。 

3.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做到材料堆放合理有序、道路整洁通畅、设备工

具有序管理、机械设备由专职人员定时维修检查。 

4.施工现场用电应严格执行市建委《施工现场电气安全管理规定》，现场

电工加强对安全用电的管理，防止触电事故和电气火灾的发生。 

5.配备专职电工，对现场的电箱、电具、线路设备进行日常检查与整修。

下班前认真检查现场，消灭一切火种，切断所有机械设备的电源。 

6.电动机操作时必须保证安全，电机电线接头有房护盖，机壳有可靠接



 

地，电机引出线良好绝缘(无裸露)防止设备线路烧坏和引起短路、火灾。 

7.由施工班长兼宿舍消防管理员，加强职工宿舍、工地的消防工作，落 

实消防责任。 

（二） 提高自身素质，实行文明施工     

（1) 加强文明教育宣传和组织纪律管理，要求做到规范施工，安全生产，

文明作业。 

（2) 现场有专人管理，做到文明、整洁、卫生。生产班组要做到班前交底、

上岗检查和班后检查。班组长应及时向班组人员认真交任务、交安全、

交质量。班组安全活动有记录、有效果，时间统一。 

（3) 施工过程中，教育工人认真做好手清，做到工完料净场清，并对建筑

垃圾及时清韵。 

（4) 项目经理应积极配合当地市容、交通、环保、街道等部门的工作，接

受指导和监督，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5) 建立专职清卫班组，在绿化施工时，各类车辆进出施工区域，均须符

合市容保洁要求。出入道口有专人管理，外出的车辆轮胎有专人冲洗干

净，减少带土上街，污染环境。 

（6) 加强施工人员的标化管理和安全教育，遵守各项安全制度。施工管理

人员佩戴标志。工地按有关规定挂好宣传标语和安全告牌 

（7) 加强生活后勤管理，注意饮食卫生。加强施工人员食宿管理，做到清

洁卫生文明。 

（8) 施工工地配置小型保健设施，储备小病及皮伤等所需药物，保证施工

安全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