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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城市道路绿化景观造型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

段。但往往在绿化设计图纸中，
对微地形无任何设计，
施工中以园林局人员主观意象施工，
导致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
题，
影响了整体设计效果，
经常造成多次返工，
施工成本较高。道路绿化工程的施工质量是体现该工程整体景观效果和该地
区工程建设情况的重要指标，乔木类通常作为行道树和景观带的主要树种，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关系到种植物的成活率、
景观效果等，
本文以工程实例为参考，
对市政道路绿化微地形景观设计及灌木施工质量要点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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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地形造型的重要性

节，因梳枝不及时，造成线路中断，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危

市政道路绿化景观造型可以对城市自然景观形成有效

害。如图 2.1。

的改善，
达到对城市园林绿化空间的有效组合，
形成优化园
林景观的目的。对道路绿化塑造微地形景观，
一方面可以改
变原来的地貌结构，改善植被种植条件，为绿化提供干、湿
或缓、
陡等多样性的地形条件，
另一方面可充分做好市政道
路工程土方调配，
达到填挖平衡、降低工程成本的目的。
1.1 改善居住环境和美化市容
城市里高楼林立，车行如梭，烟尘弥漫，
工作节奏很快，

图 2.1 微地形与架空线路矛盾

缺乏自然美，
易使人产生压抑感、疲劳感、
缺乏宁静感，因而

2.2 道路交叉路口设置微丘景观，部分景观微丘起伏变

城里人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已是城里人的一项重要追

坡点距离道路、路口、道路绿线较近，给行人第一感觉景观

求。美好的市容风貌，
利于吸引人才和资金，
利于经济、文化

造型较突兀，
不能与周边环境较好的融合，
景观造型恰恰起

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为能创造美好的人居环境和美好的市

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绿化浇灌或降雨时水流将泥土冲

容，
仅仅依靠大面积的绿化是不够的，
必须把绿化用地加以

到道路内。

景观化，
提高城市绿化经济、社会效益。

2.3 绿化带微景观起伏坡度过于陡峭，
高低起伏地形连

1.2 城市绿化景观造型效益

续性不佳，
造成微景观成型后绿化养护低洼处存水严重，坡

城市中由于建筑面积大，
可用于绿化面积小，
在有限的

面无保水效果，造成坡面植物长势较弱或死亡，
导致绿化整

绿化空间内提高绿化的生态效益是需要考虑和研究的问

体效果不美观。

题，栽种密集阶梯型灌木，能防止一定范围的交通噪声，可

3 绿化微地形设置原则

减少尘埃和废气的扩散范围，
降低风速，
而且气体中的部分

3.1 微地形设置应考虑的因素

有害气体成分能被灌木树叶吸收。

道路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廊道，道路绿化景观效果应紧

1.3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道路土方

密结合道路周围环境。景观造型设计首先应遵循道路景观

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可因地制宜，根据道路周围环境

整体意象，
即主题和基调。其次根据地理特征、
周边自然环

及建筑物将多余土方做成高低起伏的微景观，充分利用剩

境，参照城市景观系统规划，结合与道路施工土方均衡理

余土方，减少土方倒运费用，降低工程施工成本，增加城市

念，考虑与道路交叉及空间结构等因素，
巧妙组合增加道路

道路绿化景观效果。

的景观性，趣味性，减弱司机的疲劳驾驶，增加城市道路美

2 绿化景观存在的问题
2.1 忽视了绿化和地下管网、
架空线路的矛盾。在埋有
地下管网的地段上设置微景观盲目栽植大型乔灌木。结果

观效果。
3.2 微地形设置方法
景观造型“山丘”这里是指超过周围原地面水平高程，

使植株长势较弱，
甚至因根系无法伸展，
吸取不到所需养分

呈起伏状态的地形。" 形 " 和 " 势 "，
有势而后有形。一般来

而死亡。在有架空电线下面盲目栽植大型乔木，
因产生树、

说，城市绿化内有 50-70 平米的“山丘”
，就可以成为绿化

线矛盾而不得不梳枝，影响了美化效果，
更严重的是大风季

“微景观”
。相邻“山丘”距离不小于 100-120 米为宜，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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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绿化范围宽度及周围环境拟定。造型时把地形做成“龟

4.2 种植穴开挖

背”
状或楔形，
不仅能增强道路的连续性，
方向感，
丰富地面

4.2.1 在开挖前应根据设计图纸进行测量放线，撒布白

的景观层次，还有利于阻止尾气、
粉尘、
噪音的扩散，
产生良

灰点线确定位置，
点位采用竹桩或者木桩标识，
并在桩上简

好的生态效益。

要标明种植物的名称和规格，布点完成后对照设计图纸进
行复核。
4.2.2 种植穴开挖前与当地有关单位进行沟通，确认地
下管线和隐蔽埋设物的位置，
防止对其他设施造成损坏。如
在开挖过程中遇到未知障碍物时，应及时与建设单位、设计
单位进行联系，
采取必要的措施。
图 3.1 微景观效果图

3.3 微地形与道路的匹配
道路要在整个地形之中，峰回而路转，跟着地形、地貌
上下曲折盘桓；
而不是地形在道路两旁，
互不关联。曲折蜿

4.2.3 对于开槽完成后土壤干燥的种植穴，应进行灌水
浸透，
以保证种植苗木的成活率。
4.2.4 对于种植穴的开挖的深度和直径，进行检查符
合，
保证其尺寸能够满足种植物土球的要求。

蜒的道路、入口，在自然山水中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也符

4.2.5 种植穴通常采用机械开挖，在大面积施工前，应

合城市美观、陶冶情操的心理。切勿以捷径为目的，
追求节

进行试挖，根据试挖尺寸来调整机械开挖器具的直径，保证

约。在地形施工过程中，
要考虑与道路路面高程的相互协调

种植穴的开挖质量。

及排水效果，道路施工完毕后在施工绿化效果最佳。绿化景
观造型应随着道路高程顺势起伏，使道路与绿化景观完全
融于一体。

4.3 选苗
4.3.1 根据设计及规范要求，对每种树苗的胸径、冠幅、
姿态及长势进行检测，确保选用的苗木达到要求。检测频率

4 绿化工程施工要点

为每 100 株检查 10 棵，
每株至少检测 1 点，
少于 20 株的全

4.1 绿化土地平整

部检测。栽植苗木的允许偏差值如下表 4.2 所示：

4.1.1 根据设计要求的高程、微地形、整体线性对绿化

表 4.2 允许偏差值

用地进行整理，将绿化场地内的渣土、工程废料、宿根性杂
草、
树根及其有害污染物进行清理，
并倒运至指定地点。
4.1.2 保证绿化种植土的有效厚度达到要求，保证栽植
的苗木能够正常的生长，绿化土有效厚度要求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绿化种植土有效图层厚度

4.3.2 对于带土球的乔木灌木类，应检查土球是否完
整、
土球尺寸是否达标、
土球包裹物是否合格。
4.3.3 对于裸根类，
检查切口的平整度、
根系是否完整。
4.3.4 对于选用的种植苗木，应进行详细的调查，看本
地区的该类苗木是否有病虫害等。
4.1.3 确认绿化种植场地内是否含有软泥层和不透水
层，
如存在，
应根据设计及规范要求进行处理。

4.3.5 对于胸径的检测，检测点位距离在地面 1.3m 的
位置，
通常以该位置的数值作为检测值。
4.3.6 相同种类和胸径的苗木，在选择时应尽量选择外
形、
冠幅、
高度、
竖直度相差不多的苗木，
保证整体效果。
4.4 苗木运输
4.4.1 针对当天要栽植苗木的类别和数量，应提前制定
运输和栽植计划，
保证当天栽植多少就到场多少，
避免苗木
长时间存放在施工现场。
4.4.2 苗木在装车、卸车过程中应轻取轻放，避免对苗

图 4.1 绿化土地整理和种植穴开挖
577

木造成损伤，
在运输过程中应捆绑稳固并进行覆盖，
保持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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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减少水分蒸发。
4.4.3 对于运输至施工现场但是当天未全部栽植完成
的苗木，
应在作业场地内进行假植。
4.5 苗木栽植
4.5.1 苗木栽植前应对施工点位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
方可施工，同时，如栽植所需要的机械设备、
人员、
水源等应
全部准备齐全。
4.5.2 对于带土球的苗木在栽植应去除土球上布艺降解
的包装物，如塑料类的丝网等，
使用草绳等易降解类的材料
进行包装的可以不必去除。
4.5.3 对于使用吊车等大型设备进行栽植的苗木，在施
工时应注意安全操作，同时应避免苗木收到机械损伤。
4.5.4 苗木栽植时回填的种植土应进行分层踏实。
4.5.5 栽植苗木的整体线性应满足美观、顺直的要求，
对于个别存在障碍物的部分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
4.5.6 对于树高和胸径较大的苗木，在栽植完成后要进
行支撑，
我项目采用的主要是三角支撑和四柱支撑。

10cm-20cm 高围堰，围堰应筑实，防止浇水后出现损坏的
现象。
4.6.2 为避免储水围堰在浇水时被冲坏，应在围堰内放
置缓冲垫。
4.6.3 在养护浇水过程中，发现浇水后出现苗木倾斜
的，
应及时扶正，并进行加固处理。
4.6.4 根据图纸及施工规范要求进行浇水养护，每次浇
灌水量应满足植物成活及生长需要。
4.6.5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病虫害观测，控制突
发性病虫害发生。
4.6.6 根据苗木的生长情况及时采取施肥、施加营养液
等措施。
5 结语
地形造型处理是市政绿化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地形造型的处理直接关系着绿化的整体效果及质量。通过
本文的探讨与分析，明确了绿化工程中地形造型处理的主
要原则，
并且对绿化工程中的地形造型技巧进行了分析，
通
过设计与施工紧密结合的阐述，可避免多次施工仍不能达
到景观效果的要求。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周边土方，
提高绿化
种植成活率，降低施工成本，经济及社会效益明显，对市政
道路绿化工程做好地形造型及绿化施工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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