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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的通知

建标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建委 建设厅 计划单列市建委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建设部 关于印发一九九三年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制订 修

订项目计划 建设部部分第一批 的通知 建标 号 要

求 由天津市园林管理局主编的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经审查 批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编号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建设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建设部城市建设

研究院管理 天津市园林管理局负责具体解释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号文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在广泛

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 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总则 术语 施工前准备

种植材料和播种材料 种植前土壤处理 种植穴 槽的挖掘

苗木运输和假植 苗木种植前的修剪 树木种植 大树移

植 草坪 花卉种植 屋顶绿化 绿化工程的附属设施

工程验收

本规范由建设部城镇建设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建设部城市建设

研究院归口管理 授权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是 天津市园林管理局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

水上公园路 号 邮编

本规范参加单位是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城市绿化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园林局 上海市园林管理局 杭州园林文物管理局 沈阳城

建局绿化管理处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是 陈威 孙义干 王立新 贺振 郭喜东 张

启俊 杨雪芝 赵宏儒 施桂弟 黄梅珊 孔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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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对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全过程实施工程监理和质量控

制 提高城市绿化种植成活率 改善城市绿化景观 节约绿化建设

资金 确保城市绿化工程施工质量 创建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制

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公共绿地 居住区绿地 单位附属绿地 生产

绿地 防护绿地 城市风景林地 城市道路绿化等绿化工程及其附

属设施的施工及验收

为绿化工程配套的构筑物和市政设施工程 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及验收除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术 语

绿化工程

树木 花卉 草坪 地被植物等的植物种植工程

种植土

理化性能好 结构疏松 通气 保水 保肥能力强 适宜于园林

植物生长的土壤

客土

将栽植地点或种植穴中不适合种植的土壤更换成适合种植的

土壤 或掺入某种土壤改善理化性质

种植土层厚度

植物根系正常发育生长的土壤深度

种植穴 槽

种植植物挖掘的坑穴 坑穴为圆形或方形称种植穴 长条形的

称种植槽

规则式种植

按规则图形对称配植 或排列整齐成行的种植方式

自然式种植

株行距不等 采用不对称的自然配植形式

土球

挖掘苗木时 按一定规格切断根系保留土壤呈圆球状 加以捆

扎包装的苗木根部

裸根苗木

挖掘苗木时根部不带土或带宿土 即起苗后轻抖根系保留的

土壤

假植

苗木不能及时种植时 将苗木根系用湿润土壤临时性填理的



 

  

措施

修剪

在种植前对苗木的枝干和根系进行疏枝和短截 对枝干的修

剪称修枝 对根的修剪称修根

定干高度

乔木从地面至树冠分枝处即第一个分枝点的高度

树池透气护栅

护盖树穴 避免人为践踏 保持树穴通气的铁篦等构筑物

鱼鳞穴

为防止水土流失 对树木进行浇水时 在山坡陡地筑成的众多

类似鱼鳞状的土堰

浸穴

种植前的树穴灌水



  

  

施 工 前 准 备

城市绿化工程必须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及有关文件

施工 施工人员应掌握设计意图 进行工程准备

施工前 设计单位应向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 施工人员

应按设计图进行现场核对 当有不符之处时 应提交设计单位作变

更设计

根据绿化设计要求 选定的种植材料应符合其产品标准的

规定

工程开工前应编制施工计划书 计划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施工程序和进度计划

各工序的用工数量及总用工日

工程所需材料进度表

机械与运输车辆和工具的使用计划

施工技术和安全措施

施工预算

大型及重点绿化工程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城市建设综合工程中的绿化种植 应在主要建筑物 地下

管线 道路工程等主体工程完成后进行



  

  

种植材料和播种材料

种植材料应根系发达 生长茁壮 无病虫害 规格及形态应

符合设计要求

苗木挖掘 包装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绿化和园林绿

地用植物材料 木本苗 的规定

露地栽培花卉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二年生花卉 株高应为 冠径应为

分枝不应少于 个 叶簇健壮 色泽明亮

宿根花卉 根系必须完整 无腐烂变质

球根花卉 根茎应茁壮 无损伤 幼芽饱满

观叶植物 叶色应鲜艳 叶簇丰满

水生植物 根 茎发育应良好 植株健壮 无病虫害

铺栽草坪用的草块及草卷应规格一致 边缘平直 杂草不

得超过 草块土层厚度宜为 草卷土层厚度宜为

植生带 厚度不宜超过 种子分布应均匀 种子饱满

发芽率应大于

播种用的草坪 草花 地被植物种子均应注明品种 品系

产地 生产单位 采收年份 纯净度及发芽率 不得有病虫害 自外

地引进种子应有检疫合格证 发芽率达 以上方可使用



  

  

种植前土壤处理

种植或播种前应对该地区的土壤理化性质进行化验分析

采取相应的消毒 施肥和客土等措施

园林植物生长所必需的最低种植土层厚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

园林植物种植必需的最低土层厚度 表

植被类型 草本花卉 草坪地被 小灌木 大灌木 浅根乔木 深根乔木

土层厚度

种植地的土壤含有建筑废土及其他有害成分 以及强酸性

土 强碱土 盐土 盐碱土 重粘土 沙土等 均应根据设计规定 采

用客土或采取改良土壤的技术措施

绿地应按设计要求构筑地形 对草坪种植地 花卉种植地

播种地应施足基肥 翻耕 搂平耙细 去除杂物 平整度

和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种植穴 槽的挖掘

种植穴 槽挖掘前 应向有关单位了解地下管线和隐蔽物

埋设情况

种植穴 槽的定点放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种植穴 槽定点放线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位置必须准确

标记明显

种植穴定点时应标明中心点位置 种植槽应标明边线

定点标志应标明树种名称 或代号 规格

行道树定点遇有障碍物影响株距时 应与设计单位取得联

系 进行适当调整

挖种植穴 槽的大小 应根据苗木根系 土球直径和土壤情

况而定 穴 槽必须垂直下挖 上口下底相等 规格应符合表

的规定

常绿乔木类种植穴规格 表

树 高 土球直径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落叶乔木类种植穴规格 表

胸 径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胸 径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花灌木类种植穴规格

表

冠 径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竹类种植穴规格

表

种植穴深度 种植穴直径

盘根或土球深 比盘根或土球大

绿篱类种植槽规格 表

苗高 深 宽

种植方式
单 行 双 行

在土层干燥地区应于种植前浸穴

挖穴 槽后 应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



  

  

苗木运输和假植

苗木运输量应根据种植量确定 苗木运到现场后应及时栽

植

苗木在装卸车时应轻吊轻放 不得损伤苗木和造成散球

起吊带土球 台 小型苗木时应用绳网兜土球吊起 不得用

绳索缚捆根颈起吊 重量超过 的大型土台 应在土台外部套钢

丝缆起吊

土球苗木装车时 应按车辆行驶方向 将土球向前 树冠向

后码放整齐

裸根乔木长途运输时 应覆盖并保持根系湿润 装车时应

顺序码放整齐 装车后应将树干捆牢 并应加垫层防止磨损树干

花灌木运输时可直立装车

装运竹类时 不得损伤竹竿与竹鞭之间的着生点和鞭芽

裸根苗木必须当天种植 裸树苗木自起苗开始暴露时间不

宜超过 当天不能种植的苗木应进行假植

带土球小型花灌木运至施工现场后 应紧密排码整齐 当

日不能种植时 应喷水保持土球湿润

珍贵树种和非种植季节所需苗木 应在合适的季节起苗

并用容器假植



  

  

苗木种植前的修剪

种植前应进行苗木根系修剪 宜将劈裂根 病虫根 过长根

剪除 并对树冠进行修剪 保持地上地下平衡

乔木类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具有明显主干的高大落叶乔木应保持原有树形 适当疏枝

对保留的主侧枝应在健壮芽上短截 可剪去枝条

无明显主干 枝条茂密的落叶乔木 对干径 以上树

木 可疏枝保持原树形 对干径为 的苗木 可选留主干上

的几个侧枝 保持原有树形进行短截

枝条茂密具圆头型树冠的常绿乔木可适量疏枝 树叶集生

树干顶部的苗木可不修剪 具轮生侧枝的常绿乔木用作行道树时

可剪除基部 层轮生侧枝

常绿针叶树 不宜修剪 只剪除病虫枝 枯死枝 生长衰弱

枝 过密的轮生枝和下垂枝

用作行道树的乔木 定干高度宜大于 第一分枝点以下

枝条应全部剪除 分枝点以上枝条酌情疏剪或短截 并应保持树冠

原型

珍贵树种的树冠宜作少量疏剪

灌木及藤蔓类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带土球或湿润地区带宿土裸根苗木及上年花芽分化的开花

灌木不宜作修剪 当有枯枝 病虫枝时应予剪除

枝条茂密的大灌木 可适量疏枝

对嫁接灌木 应将接口以下砧木萌生枝条剪除

分枝明显 新枝着生花芽的小灌木 应顺其树势适当强剪

促生新枝 更新老枝

用作绿篱的乔灌木 可在种植后按设计要求整形修剪 苗圃



  

  

培育成型的绿篱 种植后应加以整修

攀缘类和蔓性苗木可剪除过长部分 攀缘上架苗木可剪除

交错枝 横向生长枝

苗木修剪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剪口应平滑 不得劈裂

枝条短截时应留外芽 剪口应距留芽位置以上

修剪直径 以上大枝及粗根时 截口必须削平并涂防腐

剂



  

  

树 木 种 植

应根据树木的习性和当地的气候条件 选择最适宜的种植

时期进行种植

种植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种植应按设计图纸要求核对苗木品种 规格及种植位置

规则式种植应保持对称平衡 行道树或行列种植树木应在

一条线上 相邻植株规格应合理搭配 高度 干径 树形近似 种植

的树木应保持直立 不得倾斜 应注意观赏面的合理朝向

种植绿篱的株行距应均匀 树形丰满的一面应向外 按苗木

高度 树干大小搭配均匀 在苗圃修剪成型的绿篱 种植时应按造

型拼栽 深浅一致

种植带土球树木时 不易腐烂的包装物必须拆除

珍贵树种应采取树冠喷雾 树干保湿和树根喷布生根激素

等措施

种植时 根系必须舒展 填土应分层踏实 种植深度应与原

种植线一致 竹类可比原种植线深

树木种植应符合下列规定

树木置入种植穴前 应先检查种植穴大小及深度 不符合根

系要求时 应修整种植穴

种植裸根树木时 应将种植穴底填土呈半圆土堆 置入树木

填土至 时 应轻提树干使根系舒展 并充分接触土壤 随填土

分层踏实

带土球树木必须踏实穴底土层 而后置入种植穴 填土踏

实

绿篱成块种植或群植时 应由中心向外顺序退植 坡式种植

时应由上向下种植 大型块植或不同彩色丛植时 宜分区分块种



  

  

植

假山或岩缝间种植 应在种植土中掺入苔藓 泥炭等保湿透

气材料

落叶乔木在非种植季节种植时 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

以下技术措施

苗木必须提前采取疏枝 环状断根或在适宜季节起苗用容

器假植等处理

苗木应进行强修剪 剪除部分侧枝 保留的侧枝也应疏剪或

短截 并应保留原树冠的三分之一 同时必须加大土球体积

可摘叶的应摘去部分叶片 但不得伤害幼芽

夏季可搭棚遮荫 树冠喷雾 树干保湿 保持空气湿润 冬季

应防风防寒

干旱地区或干旱季节 种植裸根树木应采取根部喷布生根

激素 增加浇水次数等措施 针叶树可在树冠喷布聚乙烯树脂等抗

蒸腾剂

对排水不良的种植穴 可在穴底铺 砂砾或铺设

渗水管 盲沟 以利排水

树木种植后浇水 支撑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种植后应在略大于种植穴直径的周围 筑成高

的灌水土堰 堰应筑实不得漏水 坡地可采用鱼鳞穴式种植

新植树木应在当日浇透第一遍水 以后应根据当地情况及

时补水 北方地区种植后浇水不少于三遍

粘性土壤 宜适量浇水 根系不发达树种 浇水量宜较多 肉

质根系树种 浇水量宜少

秋季种植的树木 浇足水后可封穴越冬

干旱地区或遇干旱天气时 应增加浇水次数 干热风季节

应对新发芽放叶的树冠喷雾 宜在上午 时前和下午 时后进

行

浇水时应防止因水流过急冲刷裸露根系或冲毁围堰 造成

跑漏水 浇水后出现土壤沉陷 致使树木倾斜时 应及时扶正 培



  

  

土

浇水渗下后 应及时用围堰土封树穴 再筑堰时 不得损伤

根系

对人员集散较多的广场 人行道 树木种植后 种植池应铺

设透气护栅

种植胸径 以上的乔木 应设支柱固定 支柱应牢固

绑扎树木处应夹垫物 绑扎后的树干应保持直立

攀缘植物种植后 应根据植物生长需要 进行绑扎或牵

引



  

  

大 树 移 植

移植胸径在 以上的落叶乔木和胸径在 以上

的常绿乔木 应属大树移植

大树移植前应对移植的大树生长情况 立地条件 周围环

境 交通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 制定移植的技术方案 有条件的地

区 可采用机械移植作业

当需移植大树时 移植时间宜一年前确定 移植前应分期

断根 修剪 做好移植准备

大树移植应符合下列规定

移植时对树木应标明主要观赏面和树木阴 阳面

一般地区大树移植时 必须按树木胸径的 倍挖掘土球

或方形土台装箱

高寒地区可挖掘冻土台移植

吊装和运输大树的机具必须具备承载能力 移植大树在装

运过程中 应将树冠捆拢 并应固定树干 防止损伤树皮 不得损坏

土球 土台 操作中应注意安全

大树移植卸车时 应将主要观赏面安排适当 土球 或箱 应

直接吊放种植穴内 拆除包装 分层填土夯实

大树移植后 必须设立支撑 防止树身摇动

大树移植后 两年内应配备专职技术人员做好修剪 剥

芽 喷雾 叶面施肥 浇水 排水 设置风障 荫棚 包裹树干 防寒和

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养护管理工作 在确认大树成活后 方可进入

正常养护管理

大树移植应建立技术挡案 其内容应包括 实施方案 施

工和竣工记录 图纸 照片或录像资料 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和验收

资料等 记录表内容应符合表 的规定



  

  

大树移植记录表 表

原栽地点 移植地点 树 种
规格年龄

年
移植日期

参加施工

人 员

技术措施

年 月 日填表



  

  

草坪 花卉种植

草坪种植应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地形选择播种 分株 茎

枝繁殖 植生带 铺砌草块和草卷等方法 种植的适宜季节和草种

类型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冷季型草播种宜在秋季进行 也可在春 夏季进行

冷季型草分株栽植宜在北方地区春 夏 秋季进行

茎枝栽植暖季型草宜在南方地区夏季和多雨季节

植生带 铺砌草块或草卷 温暖地区四季均可进行 北方地

区宜在春 夏 秋季进行

草坪播种应符合下列规定

选择优良种籽 不得含有杂质 播种前应做发芽试验和催芽

处理 确定合理的播种量

播种时应先浇水浸地 保持土壤湿润 稍干后将表层土耙细

耙平 进行撒播 均匀覆土 后轻压 然后喷水

播种后应及时喷水 水点宜细密均匀 浸透土层

除降雨天气 喷水不得间断 亦可用草帘覆盖保持湿度 至发芽时

撒除

植生带铺设后覆土 轻压 喷水 方法同播种

坡地和大面积草坪铺设可采用喷播法

草坪混播应符合下列规定

选择两个以上草种应具有互为利用 生长良好 增加美观的

功能

混播应根据生态组合 气候条件和设计确定草坪植物的种

类和草坪比例

同一行混播应按确定比例混播在一行内 隔行混播应将主

要草种播在一行内 另一草种播在另一行内 混合撒播应筑播种床



  

  

育苗

分株种植应将草带根掘起 除去杂草后 株分为一

束 按株距 呈品字形种植于深 穴内 再踏实浇

水

茎枝繁殖宜取茎枝或匍匐茎的 个节间 穴深应为

埋入 枝 其露出地面宜为 并踏实 灌水

铺设草块应符合下列规定

草块应选择无杂草 生长势好的草源 在干旱地掘草块前应

适量浇水 待渗透后掘取

草块运输时宜用木板置放 层 装卸车时 应防止破

碎

铺设草块可采取密铺或间铺 密铺应互相衔接不留缝 间铺

间隙应均匀 并填以种植土 草块铺设后应滚压 灌水

种植花卉的各种花坛 花带 花境等 应按照设计图定点

放线 在地面准确划出位置 轮廓线 面积较大的花坛 可用方格线

法 按比例放大到地面

花卉用苗应选用经过 次移植 根系发育良好的植

株 起苗应符合下列规定

裸根苗 应随起苗随种植

带土球苗 应在圃地灌水渗透后起苗 保持土球完整不散

盆育花苗去盆时 应保持盆土不散

起苗后种植前 应注意保鲜 花苗不得萎蔫

各类花卉种植时 在晴朗天气 春秋季节 最高气温

以下时可全天种植 当气温高于 时 应避开中午高温时间

模纹花坛种植时 应将不同品种分别置放 色彩不应混

淆

花卉种植的顺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独立花坛 应由中心向外的顺序种植

坡式花坛 应由上向下种植

高矮不同品种的花苗混植时 应按先矮后高的顺序种植



  

  

宿根花卉与一 二年生花卉混植时 应先种植宿根花卉 后

种植一 二年生花卉

模纹花坛 应先种植图案的轮廓线 后种植内部填充部分

大型花坛 宜分区 分块种植

种植花苗的株行距 应按植株高低 分蘖多少 冠丛大小

决定 以成苗后不露出地面为宜

花苗种植时 种植深度宜为原种植深度 不得损伤茎叶

并保持根系完整 球茎花卉种植深度宜为球茎的 倍 块根

块茎 根茎类可覆土

花卉种植后 应及时浇水 并应保持植株清洁

水生花卉应根据不同种类 品种习性进行种植 为适合

水深的要求 可砌筑栽植槽或用缸盆架设水中 种植时应牢固埋入

泥中 防止浮起

对漂浮类水生花卉 可从产地捞起移入水面 任其漂浮

繁殖

主要水生花卉最适水深 应符合表 的规定

水生花卉最适水深 表

类 别 代表品种
最适水深

备 注

沿生类 菖蒲 千屈菜 千屈菜可盆栽

挺水类 荷 宽叶香蒲 以内

浮水类 芡实 睡莲 睡莲可水中盆栽

漂浮类 浮萍 凤眼莲 浮于水面 根不生于泥土中



  

  

屋 顶 绿 化

屋顶绿化种植 必须在建筑物整体荷载允许范围内进行

并符合下列规定

应具有良好的排灌 防水系统 不得导致建筑物漏水或渗

水

应采用轻质栽培基质 冬季应有防冻措施

绿化种植材料应选择适应性强 耐旱 耐贫瘠 喜光 抗风

不易倒伏的园林植物

种植植物的容器宜选用轻型塑料制品



  

  

绿化工程的附属设施

各类绿地应根据气候特点 地形 土质 植物配植和管理

条件 设置相应的附属设施

绿地的给水和喷灌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给水管道的基础应坚实和密实 不得铺设在冻土和未经处

理的松土上

管道的套箍 接口应牢固 紧密 管端清洁不乱丝 对口间隙

准确

管道铺设应符合设计要求 铺设后必须进行水压试验

管道的沟槽还土后应进行分层夯实

绿地排水管道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排水管道的坡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管道标高偏差不应大

于

管道连接要求承插口或套箍接口应平直 环形间隙应均

匀 灰口应密实 饱满 抹带接口表面应平整 无间断和裂缝 空鼓

现象

排水管道覆土深度应根据雨水井与接连管的坡度 冰冻深

度和外部荷载确定 覆土深度不宜小于

绿地排水采用明沟排水时 明沟的沟底不得低于附近水

体的高水位 采用收水井时 应选用卧泥井

绿地护栏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铁制护栏立柱混凝土墩的强度等级不得低于 墩下素

土应夯实

墩台的预埋件位置应准确 焊接点应光滑牢固

铁制护栏锈层应打磨干净刷防锈漆一遍 调和漆两遍

花池挡墙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花池挡墙地基下的素土应夯实

花池地基埋设深度 北方宜在冰冻层以下

防潮层以 水泥砂浆 内掺 防水粉 厚度

压实

清水砖砌花池挡墙 砖的抗压强度标号应大于或等于

水泥砂浆砌筑时标号不低于 应以 水泥砂浆勾

缝

花岗岩料石花池挡墙 水泥砂浆标号不应低于 宜用

水泥砂浆勾凹缝 缝深

混凝土预制或现浇花池挡墙 宜内配直径 钢筋 双向

中距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壁厚不宜小于

园路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定桩放线应依据设计的路面中线 宜每隔 设置一中心

桩 道路曲线应在曲线的起点 曲线中点 曲线的终点各设一中心

桩 并写明标号后以中心桩为准 按路面宽度定下边桩 最后放出

路面平曲线 各中心桩应标注道路标高

开挖路槽应按设计路面宽度 每侧加放 开槽 槽底应

夯实或碾压 不得有翻浆 弹簧现象 槽底平整度的误差 不得大于

铺筑基层 应按设计要求备好铺装材料 虚铺厚度宜为实铺

厚度的 碾压夯实后 表面应坚实平整 铺筑基层的

厚度 平整度 中线高程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铺筑结合层可采用 白灰砂浆 厚度 或采用粗

砂垫层 厚度

道牙的基础应与路槽同时填挖碾压 结合层可采用 白

灰砂浆铺砌 道牙接口处应以 水泥砂浆勾缝 凹缝深

道牙背后应以 白灰土夯实

各种面层铺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铺筑各种预制砖块 应轻轻放平 宜用橡胶锤敲打 稳定 不



  

  

得损伤砖的边角

卵石嵌花路面 应先铺垫 水泥砂浆 厚度 再铺

水泥素浆 卵石厚度的 插入素浆 待沙浆强度升至

时 应以 草酸溶液冲刷石子表面

水泥或沥表整体路面 应按设计要求精确配料 搅拌均匀

模板与支撑应垂直牢固 伸缩缝位置应准确 应震捣或碾压 路表

面应平整坚实

嵌草路面的缝隙应填入培养土 栽植穴深度不宜小于



  

  

工 程 验 收

种植材料 种植土和肥料等 均应在种植前由施工人员按

其规格 质量分批进行验收

工程中间验收的工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种植植物的定点 放线应在挖穴 槽前进行

种植的穴 槽应在未换种植土和施基肥前进行

更换种植土和施肥 应在挖穴 槽后进行

草坪和花卉的整地 应在播种或花苗 含球根 种植前进

行

工程中间验收 应分别填写验收记录并签字

工程竣工验收前 施工单位应于一周前向绿化质检部门

提供下列有关文件

土壤及水质化验报告

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设计变更文件

竣工图和工程决算

外地购进苗木检验报告

附属设施用材合格证或试验报告

施工总结报告

竣工验收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新种植的乔木 灌木 攀缘植物 应在一个年生长周期满后

方可验收

地被植物应在当年成活后 郁闭度达到 以上进行验

收

花坛种植的一 二年生花卉及观叶植物 应在种植 后进

行验收



  

  

春季种植的宿根花卉 球根花卉 应在当年发芽出土后进行

验收 秋季种植的应在第二年春季发芽出土后验收

绿化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乔 灌木的成活率应达到 以上 珍贵树种和孤植树应

保证成活

强酸性土 强碱性土及干旱地区 各类树木成活率不应低于

花卉种植地应无杂草 无枯黄 各种花卉生长茂盛 种植成

活率应达到

草坪无杂草 无枯黄 种植覆盖率应达到

绿地整洁 表面平整

种植的植物材料的整形修剪应符合设计要求

绿地附属设施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 建筑安装工程质量

检验评定统一标准 的有关规定

竣工验收后 填报竣工验收单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单应符

合表 规定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单 表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址

绿地面积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验收日期

树木成活率

花卉成活率

草坪覆盖率

整洁及平整

整形修剪

附属设施评定意见

全部工程质量评定及结论

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绿化质检部门

签字

公章

签字

公章

签字

公章



  

  

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规定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前言
	目次
	1 总则
	2 术语
	3 施工前准备
	4 种植材料和播种材料
	5 种植前土壤处理
	6 种植穴槽的挖掘
	7 苗木运输和假植
	8 苗木种植前的修剪
	9 树木种植
	10 大树移植
	11 草坪花卉种植
	12 屋顶绿化
	13 绿化工程的附属设施
	14 工程验收
	附录本规范用词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