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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移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大规格苗木移植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和定植后的养护管理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本市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类绿地大规格苗木的移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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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CJ/T24—1999  城市绿化和园林绿地用植物材料—木本苗 

CJJ 82—201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440300/T6—1999  园林绿化管养规范 

DB440300/T8—1999  园林绿化施工规范 

DB440300/T 28—2006  城市园林绿化用苗—木本苗木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大树 big tree 

树木的规格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应属于大树： 

a）  胸径在20cm以上的阔叶乔木； 

b）  株高在600cm以上或地径在18cm以上的针叶乔木； 

c）  净杆高在400cm以上；或地径在30cm以上，且净杆高在300cm以上的棕榈类乔木。 

3.2 

非季节移植 transplanting in inappropriate season 

在不适宜移植树木正常恢复生长的高温或低温季节所进行的树木移植活动。 

3.3 

全冠移植 transplanting with whole canopy 

将大树不进行修剪或少修剪，保留原有树冠枝叶及形态进行移植的方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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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径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树木主干离地表面130cm处的树干直径。 

3.5   

地径 ground diameter 

树木主干离地表面30cm处的树干直径。 

3.6   

断根 cutting roots 

为提高移植成活率，在移植树木前，按预定移植土球的大小，预先挖掘、切断根系，回填原土，养

护待移的过程。 

3.7   

直接回填法断根 cutting roots without other measures 

在断根过程中，不做其它辅助处理，直接回填原土的断根方法。 

3.8   

预挖土球法断根 cutting roots with wrapping soil ball 

在断根过程中，切断除底根外的其他根系后，按预定包装方法包扎土球，再回填原土的断根方法。 

3.9   

客土 improved soil imported from other places 

从别处运来用以改良植物定植地的土壤。 

4  移植方法和时间 

4.1  移植方法 

4.1.1  为保证移植成活率，均应采用带土球的方法移植。 

4.1.2  土球的规格应满足下列规定： 

a）  阔叶乔木和针叶乔木的土球宜呈苹果形，顶部直径应为树木胸径的 5 倍~8 倍（最大不宜大于

350cm），底部直径不小于顶部直径的 2/3，土球高度应为土球直径的 2/3； 

b）  棕榈类乔木的土球宜呈圆柱形，直径应为树木地径的 2 倍~4 倍（不小于 80cm），土球高度与

土球直径相等，或者大 10%； 

c）  非移植季节移植的，应加大土球。 

4.2  移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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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阔叶乔木，大部分树种一年四季均可移植，但以11月至次年5月移植最佳。移植较难成活的树种

应在最佳时间移植。 

4.2.2  针叶乔木，宜在冬季休眠期进行移植，以1月~3月最佳。 

4.2.3  棕榈类乔木，应避免冬季移植，以4月~10月为宜。 

5  移植前准备 

5.1  人员要求 

 为保证施工安全和树木移植成活率，必须由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全程负责移植工程的协调和指挥。 

5.2  基础资料和移植方案 

5.2.1  生长于绿地中的大树，迁移种植时，应根据有关规定办好所有权的转移及必要的审批手续；

外省调入的大树，应办好苗木检疫证书。 

5.2.2  掌握拟移植大树的树种、规格、定植时间、历年养护管理情况、目前生长情况、发枝能力、病

虫害情况、根部生长情况（对不易掌握的要作探根处理）。 

a）  迁移种植的大树，若有明显病虫害和新的损伤，移栽前应进行针对性处理； 

b）  新种植的大树，不得有明显的病虫害和新的机械损伤。 

5.2.3  掌握拟移植大树生长地和种植地环境： 

a）  掌握拟移植大树生长地的周围环境、土质情况、地上障碍物、地下设施、交通路线等情况，

应满足挖掘、起吊、运输的条件； 

b）  掌握种植地的土质、地下水位、地下管线等环境条件，应适宜移植大树的生长。 

5.2.4  大树移植前，应在树干上用油漆做出明显的标记，标明树木的阳面、最佳观赏面及出土线。  

5.2.5  建立树木卡片，内容包括：树木编号、树种名称、规格（高度、分枝点干径和冠幅）、树龄、生

长状况、树木所在地、拟移植的地点。必要时可保留照片或录像。 

5.2.6  根据所移植大树的树种和施工条件，制定具体的移植方案和安全措施。 

5.2.7  为提高大树移植成活率，应制订合适的养护措施，并实行台账管理制度。 

5.3  断根 

5.3.1  断根方法 

5.3.1.1  可采用直接回填法或预挖土球法断根。 

5.3.1.2  两种断根方法均应按下列方式进行： 

a）  以树干为中心，按照预定挖掘土球半径划圆，确定土球范围，沿土球边缘向外挖圆环状沟槽，

沟宽为 60cm~80cm，深为 70cm~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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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挖掘过程中，切断沟槽内除底根外所有的根系，遇到直径 5cm 以上的粗根时，截口应削平，

防止劈裂，并涂抹防腐剂； 

c）  在树干周围的土团上浇灌 50%多菌灵 600 倍~800 倍液和 500mg/L 的吲哚丁酸或萘乙酸生根促

进剂，直至底部有水溢出； 

d）  将挖掘出的原土去除石块、树根等杂物后回填，夯实，浇水； 

e）  断根后的大树，做好支撑，注意养护管理，防止失水、根部积水、被风吹倒或倾斜等情况发

生。 

5.3.1.3  预挖土球法断根还应在回填原土之前，用尼龙绳包扎土球，或用遮阳网包扎土球，并用铁钩网

固定。不可采用草绳和麻袋片等有机材料包扎土球。 

5.3.2  断根时间 

5.3.2.1  深圳一年四季均可断根。 

5.3.2.2  5 年内做过移植或断根处理的阔叶乔木和针叶乔木，可采取即挖即移的方法。 

5.3.2.3  5 年以上未做过移植或断根处理的阔叶乔木和针叶乔木，应提前断根，不可采取即挖即移的方

法： 

a）  采用直接回填法断根时，应在移植前 2 年~1 年进行断根处理，确因工期紧张的，应至少提前

6 个月断根； 

b）  采用预挖土球法断根时，可在移植前 1~2 个月断根。 

5.3.2.4  较难移植的棕榈类乔木，如霸王棕、假槟榔等，应至少提前 2~3 个月断根；容易移植的棕榈类

乔木，可采取即挖即移的方法。 

5.3.3  断根阶段的修剪 

5.3.3.1  阔叶乔木和针叶乔木，宜采用全冠移植技术。修剪量和修剪部位应根据树木品种、树冠生长情

况、移植季节、移植方式、运输条件、种植地条件等因素确定，重点剪除重叠枝、下垂枝、内膛直立枝、

枯枝、病虫枝及机械损伤枝等。 

a）  定干高度以下枝条应全部剪除； 

b）  剪口应平滑，不得有劈裂； 

c）  枝条基部应留 1cm~2cm 木橛，不得贴干剪去； 

d）  大于 3cm 的剪口应消毒，并采用药物、油漆、烧灼等方法做防腐处理，不宜修剪直径大于 5cm

的枝条； 

e）  修剪后的树冠应均匀，保留树冠不宜小于原树冠的 2/3，且疏朗通透，便于减小风压，提高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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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能力。 

5.3.3.2    阔叶乔木的修剪应按下列方式进行： 

a）  具有中央领导干、主轴明显的树木，应保留中央领导干和主枝，适当疏剪侧枝： 

1）  对保留的主枝可在健壮芽上部短截，剪去枝条的 1/5~1/4； 

2）  短截时应留外芽，剪口距留芽位置上方不宜小于 1cm。 

b）  无明显中央领导干、具有圆头形或伞形树冠的树木，采取收缩树冠的方法，剪去外围的枝条，

适当疏稀树冠内部的弱枝，多留强壮的萌生枝； 

c）  枝叶集生树干顶部的树木，宜多保留主枝上的枝叶，只剪去除树冠内部不必要的枯死枝和病

虫枝。 

5.3.3.3  针叶乔木的修剪宜以疏枝为主。 

5.3.3.4  棕榈类乔木在断根阶段不宜修剪。 

5.4  树穴准备 

5.4.1  确保栽植地土壤有效土层厚度≥180cm。 

5.4.2  按设计位置挖种植穴，种植穴的直径应根据根系或土球的直径加大 60cm~80cm，深度增加

20cm~40cm，坑壁垂直。 

5.4.3  树穴基部应施基肥。宜将基肥与定植地的素土混合后回填至种植穴的底部，回填厚度宜为

20cm~30cm。 

5.4.4  若种植地的土壤存在建筑垃圾多、酸碱度不适合、过于紧实、含盐量高等问题，应放大树

穴，采取排盐措施、设置通气管或进行客土后再栽植，必要时可设置导水管。 

6  挖掘及包装 

6.1  为保证土球完好，不宜在雨天挖掘。挖掘范围外宜留出40cm左右的作业空间。 

6.2  挖掘前，应先检查树木的支柱，确保稳固。也可根据情况进行拉绳或吊缚，以确保安全。 

6.3  将草绳、包树布（或遮阳网）和铁钩网等包装材料准备好，包树布用水浸湿后待用。 

6.4  不需要长距离运输的大树，挖掘时宜保留土球上的表土。反之，宜先去除表土。 

6.5  没有做过断根处理和采用直接回填法断根的大树，土球的挖掘应按下列方式进行： 

a）  以树干为中心，在比土球大 3cm~5cm 的地方画圆（采用直接回填法断根处理的大树，土球直

径应比原土球加大 10 cm ~20cm）； 

b）  顺着圆圈向外开沟（沟宽 60cm~80cm）挖掘，挖至 l/2 深度时，逐步向里收底； 

c）  遇细根可用利铲或铲刀直接铲断，粗大根系应用锋利的手锯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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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修整土球，使土球表面光滑； 

e）  用草绳包扎土球；或用包树布（或遮阳网）包裹土球，并用铁钩网缠绕、固定、收紧； 

f）  完成打包后，按预定方向推倒树木，遇直根必须锯断，不得硬推。 

6.6  采用预挖土球法断根的树木，土球的挖掘应按下列方式进行： 

a）  挖开断根处理时回填的原土； 

b）  检查土球的包扎是否完整；断根时用尼龙绳包扎土球的，应在起掘前用铁钩网加固土球； 

c）  按预定方向推倒树木，遇直根必须锯断，不得硬推。 

6.7  直径大于 100cm 的土球，起掘后应作封底处理。 

6.8  用植物绷带、麻袋或草绳包裹树干，从根颈至分枝点处进行包扎： 

a）  阔叶乔木，还应包扎主枝，防止树皮损伤； 

b）  棕榈类乔木，还应包扎树干与叶柄分界处的青绿色包干部分。 

6.9  起掘后，应对树木进行修剪；修剪工具应进行消毒，可用酒精或广谱杀菌剂，如百菌清等药剂涂

抹。 

6.10  树木的修剪可按下列方式进行： 

a）  阔叶乔木和针叶乔木，主要剪除重叠枝、下垂枝、枯枝、病虫枝及机械损伤枝等，同时可摘

除叶片数的 1/3~2/3； 

b）  棕榈类乔木，主要剪除老叶和受损伤叶片，修剪时宜保留叶片基部包着树干的包片部分；必

要时可沿叶缘剪去保留叶片的 1/5。 

6.11  应对外露出土球的根系进行修剪，剪口应平滑，并消毒和涂抹环氧树脂。 

6.12  绑扎树冠： 

a）  阔叶乔木和针叶乔木，由上至下、由内至外收扎树冠，依次向内收紧，大枝扎缚处应垫软物。 

b）  棕榈类乔木，将所有叶片拢起后再扎缚。 

6.13  常绿阔叶乔木全冠移植时，蒸发量大，可在扎冠后喷第一次抗蒸腾剂，叶片正面及背面都要喷洒

均匀。 

7  装卸及运输 

7.1  采用起重机或滑车吊装，汽车运输。运输吊装大树的机具和车辆的工作吨位，必须满足大树吊装、

运输的需要，并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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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起吊人必须服从地面施工负责人指挥，相互密切配合，慢慢起吊，吊臂下和大树周围，除工地指

挥者外不得留人。 

7.3  吊装前应事先准备好吊绳、木板和木架等。当土球直径小于 100cm 时，可以采用吊带直接捆绑树

干起吊。反之，应采用吊带兜着土球并同时捆绑树干起吊。 

7.4  吊装时，先将双股吊绳的一头留出长 100cm 以上打结固定，再将双股吊绳分开，捆在土球由上至

下的 3/5 位置上，将其捆紧，然后将吊绳的两头扣在吊钩上。 

7.5  在绳与土球接触的地方用木板垫起，以免绳子勒入土球。 

7.6  起吊时，注意保护棕榈类乔木的生长点。在吊带与树干接触的位置要缠裹软质材料，如麻袋片、

编织袋等，或采用“树干钉板”的方法，以免吊带勒伤树皮。“树干钉板”可按下列方式进行： 

a）  在距树木根颈 50cm~150cm 的位置进行树干钉板作业，具体钉板位置以方便捆绑吊带操作为

准； 

b）  选 1.5cm~2cm 厚、4cm~5cm 宽、15cm~25cm（或更长）的木板，以 3cm~4cm 的间距，环树

干竖向、均匀地钉一圈； 

c）  每块木板上钉 2~4 口铁钉，铁钉长 3cm~5cm、直径 2mm~3mm。 

7.7  装车时，应按下列方式进行： 

a）  根部向前，树冠朝后，且树冠不得与地面接触； 

b）  用木块或石头或沙包将土球的底部卡紧，防止土球滚动； 

c）  在土球向树干方向 1/3 处，用自制木架将树干支起，木架与树干接触处必须垫软物（蒲包、

草袋等），使树干尽量保持水平，防止土球受力不均导致散坨； 

d）  装车的数量以保证树冠间不相互挤压，土球和树冠不会受到破坏为原则。 

7.8  起运前，向树干和树冠喷水，直至树干包扎物湿润；用遮阳网覆盖树木，土球上应加盖一层篷布。 

7.9  装卸和运输过程中应保护好树木，尤其是根系，使其不散坨。 

a）  苗木的运输要及时、迅速，尽量选择夜间运输。运输途中保持行车平稳，较长距离运输时，

要经常喷水，中途停车宜停在树荫下，保持土球湿润。 

b）  长距离运输时应派专人押车。押运人员应熟悉掌握树木品种、卸车地点、运输路线、沿途障

碍等情况。应经常停车检查树木在车厢内的情况，发现垫树木的软物脱落、土球来回摇晃等

问题要及时处理。 

7.10  树木运到栽植地后，应进行下列工作： 

a）  检查树种、苗木质量和规格； 

b）  剪除运输过程中受损的枝叶，及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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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种植 

8.1  在种植穴的基肥上回填2cm~3cm厚的素土。 

8.2  根据土球底部的大小，用回填土在种植穴内做一个中间高四周低的土坎，拍实，土坎高度

8cm~15cm。 

8.3  按照施工设计要求，将大树轻轻斜吊于定植穴内，撤除缠扎树冠的绳子，配合吊车，将树冠立起

扶正。有需要时，可喷施第二次抗蒸腾剂。 

8.4  种植时应选好主要观赏面的方向，并照顾朝阳面，一般树弯应尽量迎风，种植时要栽正扶直，树

冠主尖与根在一垂直线上。 

8.5  去除土球的包扎物。移植无纺布袋苗时，可保留无纺布袋，但应在袋子上划几个口子，以利根系

生长。 

8.6  按下列方式对土球和树体进行消毒防腐： 

a）  树干伤口和直径 2cm 以上的受损树枝涂抹愈伤涂膜剂，或用托布津等杀菌剂 600 倍~800 倍液

进行喷施，直至滴水； 

b）  树皮受损后，可参照下列方式处理： 

1）  用杀菌剂，如多菌灵、百菌清进行消毒； 

2）  用新鲜的稻草烧灰涂抹，或用多菌灵、百菌清和心土拌匀，涂抹在伤口上； 

3）  树皮受损面积较大时，可在用杀菌剂消毒后，再把原树皮或从修剪枝条上剥取合适大小

的树皮贴在树干伤口处，并钉上木板或竹板进行固定。 

c）  用“大树移栽成活液”100 倍~150 倍，混合“根腐灵”1500 倍液浇灌土球，防止根系感染腐

烂，促进生根，提高成活率。 

8.7  回填土应用种植土，肥料应充分腐熟，加土混合均匀。 

8.8  回填种植土之前，根据需要，可在种植穴内放置 1~4 根通气管（PC 管或钢管，直径为 8cm~12cm，

高度为从种植穴底部至突出种植面 5cm~10cm），既利于通气，又便于观察种植穴内是否积水。 

8.9  回填土应分层捣实，每 30cm 一层，回填到穴深 50%时浇一次透水，待水下渗、回填土表面干燥

后再加土捣实至土球上表面与地面平齐。 

8.10  考虑到土壤沉降等问题，同时为避免种植穴内积水，可采用“浅埋高培”法栽植，栽植时土球面

可比种植面高8cm~15cm，具体高度视种植地的立地条件而定。 

8.11  定植后做树盘围堰，堰高10cm~20cm，浇透水，并立即对苗木进行支撑固定。支撑可按照下列方

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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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 3~4 根竹竿或木杆搭成三角或四角状支撑（图 1），适用于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等绿地

内临时支撑使用。 

1）  竹竿或木杆的大头埋入土内固定，下端入土深度以 40cm~50cm 为宜；支撑杆与地面的夹

角不宜大于 60°，其中一根支撑杆必须与主风向相对，其他两根均匀分布； 

2）  为防止支撑杆在树干上滑动而损伤树皮，可在树干上钉 3~4 块小木板（长 6 cm ~10cm，

宽 4 cm ~8cm），支撑杆顶端用软布包裹后顶在木板底端； 

3）  用绳子把支撑杆和树干紧紧绑在一起，支撑的绑扎高度宜在干高的 2/3 处； 

4）  为加强支撑作用，可在支撑杆的中部钉长木板或木棒，将支撑杆连结在一起，起到相互

牵拉固定的作用。 

b）  用金属制三角或四角护树架支撑（图 2），支撑杆与树干接触部位应加垫层。适用于对景观

要求较高的市政道路附属绿地等，较长时间支撑使用。 

c）  用 3~4 根细钢丝绳支撑（图 3），适用于视觉景观要求高的景观节点绿地、商业区等，较长

时间支撑使用。 

1）  钢丝绳与树干接触处采用可调节铁箍和软质护垫固定； 

2）  钢丝绳外套直径 10cm~15cm 白色 PVC 管； 

3）  钢丝绳下部采用角钢打入深土，用松紧栓调节拉紧。 

d）  有特殊景观要求不能使用外露式支护的，可在移植树穴内安装成品树木隐形固定支架（图 4），

并将隐形支架水平脚打入实土内，调节好土球面四侧与隐形支架间的松紧带。 

9  移植后养护管理 

9.1  浇水灌根 

9.1.1  可在栽植后的 2 天~3 天浇第一次水，一周后浇第二次水，之后根据土壤的湿润状态浇水。半年

后可将树盘围堰整平。 

9.1.2  移植较难成活，或非季节移植的树木，可在移植初期沿种植穴边缘进行灌根。可采用生根动力剂

2 号 100 倍~200 倍液，每隔 7 天灌一次，连续 4 次~5 次；也可采用吲哚丁酸或萘乙酸 500 倍~600 倍液，

每周一次，连续 3 次~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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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竹竿三角支撑示意图 

1-木板；2-绳子；3-软布；4-竹竿或木杆；5-木板或木棒； 

6-树盘围堰；7-土球；8-回填种植土；9-基肥 

 

图 2  金属四角支撑示意图 

1-软质材料垫层；2-金属支撑杆；3-树盘围堰；4-土球；5-回填种植土；6-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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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钢丝绳支撑示意图 

1-可调节铁箍和软质垫层；2-钢丝绳；3-PVC 管；4-松紧栓；5-树盘围堰； 

6-角钢；7-土球；8-回填种植土；9-基肥 

 

图 4  隐形固定支架支撑示意图 

1-松紧带；2-木棍；3-软质衬垫；4-树盘围堰；5-土球；6-回填种植土；7-基肥 

9.2  防晒保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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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在 7 月~9 月，对移植难以成活的大树，还应在其上方和西侧搭荫棚，一般遮荫 70%左右，遮阳

网应距树冠 50cm 左右。以后视树木生长情况和季节变化，逐步去掉遮阳网。 

9.2.2  保持移植树木地上部分湿润。在酷夏、初秋等高温季节移植大树时，可采用喷雾增加环境湿度。 

a）  喷头的数量及高度应以喷出的水雾能遮盖树冠的 80％以上为宜，直至树干包裹物湿润为止； 

b）  喷水次数视天气情况而定，喷水时间避开中午； 

c）  为防止喷水形成的水滴汇集在树穴内引起积水，可用地膜覆盖种植穴表面（种植坑向外拓展

30cm~50cm）。 

9.3  防涝保墒 

9.3.1  保持土壤良好的通气性。表土干时，及时进行松土，慎防土壤板结。 

9.3.2  通过通气管，观察树穴内是否积水。雨季应注意排涝，积水时应挖临时排水沟。 

9.4  营养供给 

9.4.1  移植较难成活，或非季节移植的大树，可在移植初期进行树干输液。输液次数和间隔时间视天气

情况及植株需水情况而定。结束输液后，用伤口涂膜剂涂封输液孔口杀菌。 

9.4.2  移植成活后应及时补充肥料： 

a）  可采取叶面喷肥，早晚或阴天施低浓度（0.5%~1%）速效肥，每 15 天一次； 

b）  也可使用总有效浓度为 0.5%~2%的三元复合肥溶液进行土壤施肥，每次用量以能湿润树穴范

围内的表土 2cm 厚为宜，每 15 天一次； 

c）  温度低于 15℃应停止施肥，以免使生长的新叶遇低温受寒害。 

9.5  病虫害防治 

9.5.1  对病虫害的防治，以预防为主。 

9.5.2  根据病虫害发生规律和树种特性，及时防治，对症用药、适时适量用药。对易发生病虫害的树木，

应有专人经常观察。 

9.6  防寒防冻 

9.6.1  对当年栽植的、耐寒性较差的大树，冬季可按下列方式进行防寒防冻： 

a）  阔叶乔木和针叶乔木，可用植物绷带、麻袋片或草绳包裹主干、主枝，根盘上覆地膜，地膜

上再覆稻草，必要时还可设置风障； 

b）  棕榈类乔木，可用薄膜包裹叶片及树干与叶柄分界处的青绿色包干部分。 

9.6.2  气温回升后应及时去除包裹物，并修剪、清理受冻枝叶。 

9.7  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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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移植树木初期，不必对树木进行刻意的修剪，但可适当剪去枯枝枯叶。 

a）  修剪宜在晴天或阴天修剪，不得带着雨水修剪；如早上有露水，应待露水干后再进行修剪； 

b）  修剪棕榈类乔木的枯死叶片时，宜保留叶柄基部包裹树干的包片部分。 

9.7.2  移植树木生根后，可在休眠期或定植后第二年，疏除萌蘖，整理树形。 

a）  树冠部位无萌发芽时，树干部位必须留可供发展树冠的壮芽； 

b）  树冠部位萌发芽较好的，应将树干 250cm 以下或树干第 1 个分枝以下的萌芽除去； 

c）  对树冠上的萌芽，选留中央领导干和几个生长方向好的主枝，将竞争枝、重叠枝疏除。 

9.8  后期管理 

9.8.1  采用“树干钉板”方法辅助起吊的，可在定植一周后拆除。 

9.8.2  定期检查支撑，发现土面下沉时，应及时升高扎缚部位，以免吊桩。临时支撑应在苗木根系恢复

后方可撤除： 

a）  抗风能力强的树种，可在定植一年以后撤除； 

b）  抗风能力较弱的树种，应在定植二年以后方可撤除。 

9.8.3  加强观察，适时养护，防止自然灾害，尤其是台风危害和人为破坏。 

a）  树冠范围内不得堆物或进行影响大树成活的作业。 

b）  如有树木死亡，应做好登记，及时查明原因，选择适宜季节进行补植。 

 



SZDB/Z 189-2016 

1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深圳大规格苗木移植常用化学药剂 

 

表 A.1 给出了深圳大规格苗木移植常用的化学药剂。 

 

表 A.1 深圳大规格苗木移植常用化学药剂 

序号 品名 用途 施用浓度 备注 

1 伤口涂膜剂 根系及剪口杀菌 原液  

2 75%百菌清 修剪工具、树干伤口杀菌 600～800倍 可湿性粉剂 

3 50%多菌灵 土球杀菌 600～800倍  

4 托布津 剪口杀菌 600 ～800倍  

5 大树移栽成活液 促进生根 100～150倍  

6 根腐灵 根系杀菌 1500倍  

7 吲哚丁酸 促进生根 500～600倍  

8 萘乙酸 促进生根 500～600倍  

9 生根动力剂 促进生根 100～200倍  

10 抗蒸腾剂 减少蒸发 原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