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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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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土壤改良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城市绿地土壤改良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程序、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城市绿地肥力失调及盐害土壤的改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HJ 25.4-2014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LY/T 1242-1999 森林土壤石灰施用量的测定 

DB440300/T 8-1999  园林绿化施工规范 

DB440300/T 29-2006  园林绿化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DB440300/T 34-2008  园林绿化种植土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3.1  

城市绿地 urban green space 

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用于改善城市生态，保护环境，为居民提供游憩场地和绿化、美化城市的

一种城市用地。 

3.2  

城市绿地土壤 soils for urban greening 

用于种植花卉、草坪、地被、灌木、乔木、藤本等植物的绿化用土壤，以自然土壤为主。 

3.3  

草坪土 soil for grass  

用于种植矮生草本地被植物的土壤。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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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坛土 soil for garden flower 

用于种植一、两年生草花或球根、宿根花卉的土壤。 

3.5  

树穴土 soil for tree 

用于种植乔、灌木的土壤。 

3.6 

土壤肥力 soil fertility  

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和协调养分、水分、空气和热量等环境条件的能力。 

3.7  

土壤退化 soil degradation  

土壤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性能变劣，导致土壤生产力降低的过程。 

3.8  

土壤盐渍化 soil Salinization 

土壤中可溶性盐积累量超过正常土壤含盐量水平的过程。 分原生盐渍化和次生盐渍化，原生盐渍

化指在各种影响土壤发育的自然因素综合影响下发生的土壤盐渍化过程；次生盐渍化指特定的人类活动

引起可溶性盐在非盐渍化土壤剖面的积累过程。 

3.9  

土壤改良 Soil amelioration  

针对土壤的不良性状和障碍因素，采取物理或化学、生物措施，来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的

过程。 

3.10 

土壤改良剂 soil amendment 

用于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与功能，使其更适宜于植物生长、生产和生态恢复的物料。 

4 技术要求 

4.1 工作原则 

在城市绿地土壤改良中应遵循科学规范、综合治理、安全可行的原则。因地制宜、合理制定和实施

土壤改良方案，改良措施应切实可行；尽可能利用原有土壤资源，注意施工安全，避免对施工人员、周

边人群健康及环境产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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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作程序 

4.2.1 本底调查 

4.2.1.1 本底调查应根据土壤改良的实际需要，调查、收集土壤、植被、绿地建植历史及养护等相关资

料，重点采集土壤、植物样本，进行分析测试和综合分析，诊断土壤在满足绿地植物生长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  

4.2.1.2 原为农田等无显著污染历史的用地，在进行土壤本底调查时，重点调查土壤物理性状、养分、

酸碱度等土壤肥力状况及盐分状况。土壤肥力调查的调查要素、取样和检验方法参照DB440300/T 

34-2008中第5条、第6条规定。 

4.2.1.3 对于滨海填海区域土壤，除参照DB440300/T 34-2008中第5条、第6条规定调查土壤肥力状况外，

还应调查剖面深度不低于1.5m土层内的盐分累积状况。 

4.2.1.4 原为工矿、交通、垃圾填埋等具有明显污染源用地历史的，或疑有污染物超标的用地，在转化

为城市绿地前，应进行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应参照HJ/T 166-2004执行。参照GB 

15618-1995中第三条规定，土壤环境质量应达到三级标准以上（含三级标准），方可用作城市绿地。通

过环境影响评价后，根据绿地设计要求，进行土壤种植性状调查，制定和落实各项土壤改良措施。 

4.2.1.5 对于绿化改造工程或日常养护涉及到土壤改良的，本底调查时，应针对植被生长的状况、土壤

疑似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土壤、植被现场观测及取样分析。土壤肥力调查的调查要素、取样和

检验方法参照DB440300/T 34-2008中第5条、第6条规定。  

4.2.2 技术方案制定 

4.2.2.1 土壤改良应根据土壤本底调查、植被配置及DB440300/T 34-2008改良预期目标等要求，详细、

合理制定技术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方案编制依据、改良预期目标、具体考核评估指标、改良措施、实施

计划进度、材料清单、经费预算明细、风险评估等关键要素。所制定的技术方案应具备经济、技术可行

性和环境影响可接受性等条件。 

4.2.2.2 技术方案制定需经过专家咨询、论证，确认方案无误后方可实施。 

4.2.3 客土置换 

4.2.3.1 拟建绿地或改造绿地土壤无改良利用价值时需置换新土。 若现状土壤中含大量建筑废弃物等

杂质，土壤物理性状低劣，或土壤受到较严重污染，需对种植层内土壤进行客土置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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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所置换的客土应理化性状良好、无污染，并需进行土壤质量检测，必要时添加改良剂处理。根

据绿地植被类型等设计要求，添加改良剂后处理后的土壤质量，应满足DB440300/T 34-2008的相应质量

规定。 

4.2.3.3 为避免沉降，对新置换的土壤应适当进行分层压实；土壤密实度应达到80%以上。客土后的土

壤有效种植层厚度应以土壤自然沉降后测定为准。 

4.2.4 改良措施 

4.2.4.1 土壤结构改良 

清除杂质。当土壤有效种植层内含有过量固体废弃物、石砾等杂质，影响到植物生长及景观效果时，

应采用挑拣、过筛等方式予以剔除。 

清除不透水层。土壤有效种植层应与地下土层连接，当种植层下存在混凝土板等隔断层时，须将其

铲除。 

土壤质地改良。绿地土壤一般应保持壤质质地，对于砂质或黏质土壤应在绿地建植或改植前予以改

良。砂质土壤改良可添加合格的污泥堆肥、动物性堆肥等利于提高土壤黏粒的天然或人工合成土壤改良

剂；黏质土壤改良可通过添加粉碎树枝堆肥、细沙等改良材料。土壤质地改良应将改良剂土表撒施、深

翻，或取土后撒施混合回填等方式，使改良剂与土壤充分混合。 

紧实土壤改良。当土壤容重大于1.4g/cm3、土壤水分渗透系数小于10-4cm/s时，应通过深翻松土、

添加改良剂、打孔等措施对土壤紧实性进行改良。树穴土可在树干周围打洞，添加改良剂，或挖坑取土

后添加改良剂并混合后再回填，深度不得低于60cm；花坛土深翻或打孔并添加改良剂，深度不得低于

40cm；草坪土深翻或打孔并添加改良剂，深度不得低于30cm。受人为践踏严重的草坪绿地应每一年或两

年冬季打孔、铺沙土一次。沙土配方宜为沙子4份、泥炭1份、腐熟有机肥1份，并加入适量复合肥。铺

沙土厚度不超过1cm。 

4.2.4.2 土壤养分改良  

土壤养分改良应采取测土施肥和配方施肥技术。根据土壤养分测试结果、植物养分需求特性，由专

业人员制定施肥方案并论证后方可实施。  

土壤养分改良应有机、无机肥料配施，以施用有机肥为主。鼓励控释、缓释肥料、液体肥料等高养

分利用率的新型肥料和新型施肥技术在土壤养分改良中的应用。 

4.2.4.3 土壤酸碱性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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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酸土壤改良。土壤酸性过强（一般指pH值小于4.5），影响到植物生长时，可增施中性或偏碱性

有机改良剂缓解酸害，并可配施石灰调酸。石灰用量应根据LY/T 1242-1999计算，分2~3年施入。 

偏碱土壤改良。土壤碱性过强（一般指pH值大于7.5）, 影响到植物生长时，应施用酸性有机肥料、

泥炭等有机材料，并单施或配施石膏、磷石膏、硫磺、硫酸亚铁等。根据偏碱性程度每公顷绿地单施石

膏粉用量为10~15吨, 分2~3年施用； 每公顷绿地单施硫磺粉用量为450~900kg，分2~3年施用。  

4.2.4.4 次生盐渍化土壤改良 

因填海造地、建筑废弃物入侵、不当施肥等人为影响而导致土壤中次生盐分积累，对植物生长造成

危害或具有潜在危害时，应对土壤进行改良处理。滨海填土区域城市绿地除考虑选择耐盐植物外，还应

在绿化工程建设、改造和养护中做好土壤次生盐渍化的预防和改良治理措施。  

对于城市绿地土壤次生盐渍化的预防和改良，可通过疏松土壤、添加土壤改良剂改善土壤通气透水

性，并改善排水条件以利于排水排盐。对于滨海填土区域拟建绿地，应在植被建植前全部设置隔盐措施

和铺设排盐(排水)设施, 对于滨海填土区域绿化改造时需保留现有植被的绿地，应在施工条件许可范围

内按照局部采取隔盐、排盐措施。 

用于改良土壤盐害的材料可选用有机堆肥、泥炭、过磷酸钙、硫酸钾、硫酸亚铁等及其它天然、人

工合成土壤改良材料，针对土壤盐害、肥力状况、植被类型，按比例配成复合改良剂。改良剂施用后应

与土壤充分混合。  

对于滨海填土区域绿地，可参照图1所示方法，设置隔盐、排盐(排水)设施。土壤种植层底部应设

置隔盐层，连续绿化区域的四周铺设薄膜等隔盐设施, 排盐盲管埋在碎石隔盐层内。树木按树穴纵向设

置一条隔盐管，草、灌类植被土壤按横向5m间距设置一条排盐盲管。 

 

图 1 排盐、隔盐工程措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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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排盐管为塑料盲管。 

2．隔盐层A选用材料为碎石或煤渣,厚度为20cm。 

3．隔盐层B选用材料为珍珠岩或干净粗河沙，厚度为10cm。 

4．种植土层材料为改良土壤，草坪土厚度≥30cm、花坛土厚度≥40cm；新栽乔木树穴土厚度见DB440300/T8-1999

中表1规定。 

5．隔盐层C为砌砖或塑料薄膜材料等。 

6. 排盐管选用高密度聚乙烯打孔双壁波纹管(也可选用软式透水管)，孔径150mm，置于隔盐层中。 

5 改良效果评价 

对于园林绿化工程，应在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土壤改良考核方法和考核步骤。实施改良前，核查各

类原材料是否合格；在改良实施过程中严格监督施工过程；在改良措施完成后，对土壤进行取样检测，

在土壤各指标达标后方可栽植植物。改良后土壤取样检测方法见DB440300/T 34-2008，土壤质量要求按

DB440300/T 34-2008相关规定执行。 



SZDB/Z 225-2017 

7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园林绿化用土壤改良剂材料推荐表 

表A.1  园林绿化用土壤改良剂材料推荐表 

类型 基本性状 园林主要用途 施用方法 

一、天然矿物类 

1 生石灰 

化学式 CaO，俗称生石灰或

石灰。白色无定形固体，易

吸水，具强碱性腐蚀性。 

主要用于降低土壤

酸度；减缓土壤 Al

及其它重金属毒害。

改良土壤酸性的石灰用量需根据《森林土壤石

灰施用量的测定》（LYT1242-1999）计算。一般

提高土壤 pH 值 1 个单位的生石灰用量约为

75~100g/m2，或熟石灰用量约为 100~125g/m2；

分两年施用。撒施后深翻不低于 20cm。 

2 熟石灰 

化学式 Ca(OH)2，俗称熟石

灰、消石灰。白色粉末状固

体。强碱性，微溶于水。 

3 石膏粉 

主 要 成 分 化 学 式 为

CaSO4·2H2O，白色或无色晶

体，常含杂质而呈灰色、黄

色等。常用的有磷石膏粉和

脱硫石膏粉等。 

主要用于盐碱土改

良。可有效降低土壤

pH 值和土壤盐分。 

根据土壤盐碱程度不同，石膏用量一般为

1500g~2000g/m2。必须配合灌溉排水措施，以便

置换出的盐分离子从土壤中淋洗排除。撒施后

深翻不低于 20cm。 

4 硫磺 

硫磺即元素 S，黄色固态晶

体,难溶于水。硫磺为还原

态，施入土壤中后经微生物

等作用氧化后生成硫酸盐。

主要用于盐碱土壤

改良。可有效降低土

壤 pH 值,促进土壤

盐分淋失。 

每降低1单位土壤PH值所需硫磺粉数量一般为

100~150g/m2。撒施后深翻不低于 20cm。 

5 沸石粉 

多孔状硅铝酸盐矿物，比表

面积可达 355~1000m2，具

备良好的离子交换性能。 

主要用于疏松土壤、

改善物理结构；中和

土壤酸性；降低土壤

盐害和重金属毒害 

一般用量为 100~150g/m2。可直接撒施或配合其

它改良材料、肥料撒施。撒施后深翻不低于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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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园林绿化用土壤改良剂材料推荐表（续） 

类型 基本性状 园林主要用途 施用方法 

6 河沙 

天然石在自然状态下，经长

期水冲刷作用产生的非金

属矿石。是目前园林绿化中

常用的土壤改良材料。 

主要用于质地粘重、

板结土壤的改良。可

增加土壤通透性。改

善土壤物理结构。 

河沙在土壤改良中用途广泛。可根据需要与土

壤、有机材料等按不同比例混合配制成种植土。

也是草坪养护的重要材料，常与有机材料、肥

料混合，结合草坪打打孔等措施撒施，厚度一

般为 2~4mm。 

7 泥炭 

植物残体在潮湿、厌氧条件

下，经过上千年腐殖化过程

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有机材

料。富含有机质和腐植酸，

具备良好的吸水和持水特

性。 

目前园林绿化中常

用的基质原料和土

壤结构改良材料。还

可用于盐碱化、沙

化、矿区土壤和污染

土壤治理。 

用于土壤改良时可单施或与其它材料配施。通

过土表撒施后深翻不低于 30cm，树穴土改良时

应取土混合后回填，回填深度不低于 60cm。泥

炭用量根据土壤状况及改良目的而定。用于城

市盐碱化土壤改良时宜与粉碎树枝堆肥、硫磺、

过磷酸钙及微量元素肥料等配施。 

二、工农业废弃物类 

8 污泥堆肥 

以污水处理后污泥为主要

原料，经堆肥化处理生产的

有机腐熟材料。成分较复

杂，富含有机质和各种营养

元素，同时含有较多重金属

及病源物质等有害物质。有

害物含量应满足 DB44/T 

361—2006《农业用堆肥有

害物限量》要求。 

主要用于补充土壤

有机质、养分和改善

土壤结构。其粘粒含

量较高，可改良砂质

土壤，提高土壤保水

能力及土壤团粒结

构稳定性。 

可用撒施或取土混合回填方式施入。撒施后深

翻不低于 30cm，树穴土改良时应取土混合后回

填，回填深度不低于 60cm。 

用于土壤改良的污泥堆肥用量应根据土壤理化

状况和污泥有害物含量计算。此外，污泥堆肥

不宜多年连续施用，以防有害物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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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园林绿化用土壤改良剂材料推荐表（续） 

类型 基本性状 园林主要用途 施用方法 

9 

动物性堆

肥 

以动物粪便、动物残体等为主要

原料，经堆肥化处理生产的有机

腐熟材料。动物性堆肥有机质含

量丰富，同时含有病原、虫源等

有害物质。有害物含量应满足

DB44/T 361—2006《农业用堆

肥有害物限量》要求。 

主要用于补充土壤有机

质、养分和改善土壤结

构。粘粒含量较高，可改

良砂质土壤，提高土壤保

水能力及土壤团粒结构

稳定性。 

可用撒施或取土混合回填方式施入。撒

施后深翻不低于 30cm，树穴土改良时

应取土混合后回填，回填深度不低于

60cm。用于土壤改良的动物性堆肥用量

应根据土壤理化状况计算。 

10 

粉碎树枝

堆肥 

以枯枝落叶废弃物为主要材料，

经过堆肥化处理生产的有机腐

熟材料。含有杂草种子等有害物

质。有害物含量应满足 DB44/T 

361—2006《农业用堆肥有害物

限量》要求。 

主要用于补充土壤有机

质、养分和改善土壤结

构。可改善黏重土壤，提

高土壤通气透水能力。 

 

可用撒施或取土混合回填方式施入。撒

施后深翻不低于 30cm，树穴土改良时

应取土混合后回填，回填深度不低于

60cm。用于土壤改良的粉碎树枝堆肥用

量应根据土壤理化状况计算。用作黏重

土壤改良时，宜与河沙、泥炭配合施用。

三、人工合成类 

11 

聚丙烯酰

胺 

由丙烯酰胺/丙烯酸盐交联共聚

而成高分子人工合成聚合物。其

结构单元中含有亲水基团—酰

胺基，在水中易形成氢键，具有

较好的水溶性。 

主要用于提高栽培基质

保水性及水土保持治理。

具有保水保肥、促进土壤

团聚体形成、改善土壤渗

透性和抗蚀性。 

施用方法通常有取土混合后回填和配

制水溶液喷施两种。其经济用量一般不

超过 0.2%（混土回填）或 2g/m2（配制

溶液）。 

12 

微生物土

壤改良剂 

主要有效成分为微生物的土壤

改良材料。市场上产品种类繁

多，按内含的微生物种类或功能

特性分为菌根菌剂、根际促生菌

剂、生物修复菌剂等。形态上主

要分为液态菌剂和固态菌剂。 

不同微生物土壤改良剂

具有特定功能，主要用来

改善土壤物理结构、活化

土壤养分、刺激植物根系

生长、消除病原菌及污染

物等。 

液态菌剂可以用来拌种、浸种、喷施、

蘸根、灌根；固体菌剂可以拌种、蘸根、

混播、混施等。用量主要参考不同产品

的说明书。微生物菌剂对环境要求较严

格。一般应避免土表撒施或高温强光下

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