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冬季主要园林树木养护管理



秋冬季园林树木主要管理工作

       一、树木浇冻水
       二、树木防寒
       三、落叶清理
       四、树木防雪防盐
       五、树木病虫害防治
       六、冬季树木修剪



一、浇冻水

浇冻水的顺序为：落叶树—常绿树—草坪。

浇冻水的时间：一般11月中旬开始，具体时机
应掌握在土壤刚进入封冻时（即夜冻昼化时）
，浇冻水要浇足浇透，能开堰浇水的树木尽
量开堰，不得少于三遍，浇完冻水后再封堰
保墒。对新种植的树木上冻之前补浇冻水。



二、冬季树木防寒工作
 

1、绿化工程新植的常绿树雪松、玉兰、悬铃
木、水杉、色块大叶黄杨等搭风障进行了
防寒；

2、绿地一些容易受到冻害的花灌木紫薇、石
榴、樱花、丝兰等要裹干防寒。郊野公园
乔木毛白杨、合欢可涂白防寒。

3、防寒设施尽量整齐、统一。
4、经常对防寒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发现破损
及时修补，以免影响景观。



紫薇防寒



三、清理保洁
 

1、落叶清理：及时清理绿地内落叶，常绿树
下、绿篱色块下要清理干净、彻底，不留死
角，避免发生火灾。

2、绿地内卫生清理保洁：对绿地内的卫生及
时清理，绿地内不应有明显的垃圾，树上不
应有明显的树挂。每次大风过后都要及时保
洁。

3、生产垃圾清理要及时处理，避免长时间堆
放。

 



四、防雪防盐工作
 

•

•

•

1、隔离带、分车带有条件的要安装当盐板，阻
止融雪颗粒或带有融雪剂的雪水进入绿地。高
度视具体情况而定，以与绿篱齐或略高为好，
盐板材质可用铁板、玻璃钢板、塑料板，以无
纺布防寒并兼作挡盐板时，要在用不透水材料
做内衬。颜色以墨绿色为好。
2、下雪时，要及时清除常绿树的积雪，以防压
折枝条。
3、雪后，要及时组织人力，清除行道树堰内和
绿地内的带盐积雪。



五、病虫害防治工作
 

1、结合冬季国槐修剪打槐豆消灭槐叶柄小蛾越冬虫源，修剪
掉带虫枝，并收集起来销毁处理，以消灭或降低过冬虫源

2、结合冬春季树木的整形修剪，剪掉病虫枝，伐除虫害严重
的树， 消灭蛀干害虫的过冬虫源，减少翌年的虫口密度。
小木蠹蛾已成为国槐、白腊、丁香、 银杏等园林植物中的
主要蛀干害虫，危害已越来越严重，应引起高度重视。 剪、
伐下的树木枝、干，应及时做销毁处理， 以消灭里面的过
冬幼虫。

3、做好草履蚧防治工作。视天气情况而定，一般在2月中下
旬对草履蚧发生地段内的树木进行绑塑料环和洒药环，如
白蜡等。



六、冬季树木修剪

       冬季植物处于休眠期、养分充足，修剪后，有利
于留下来的枝条集中利用存储的养分，促进新梢
的萌发，休眠期修剪具体时间要根据树种而异，一
般早春树液流动前修剪，伤口愈合最快。但对于一
些抗寒性相对差一点的，最好选择在早春修剪：如
紫薇、月季，一些伤流严重的树种最好避开根系吸
水，根压较大，枝条还处于休眠期的时间修剪，应
掌握在根系开始活动或发芽后再进行修剪。如核
桃、元宝枫等。
 



园林树木修剪的作用
1. 调节树势，使树木生长健壮；
2. 调节树木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开花结果）；
3. 调整树形，提升景观效果；
4. 减少自然灾害；
5. 与周边环境、设施协调（行道树等）





园林树木修剪基本知识

园林树木修剪程序
一知：参加修剪人员，必须知道操作规程、技术规范及特殊要

求

二看：修剪前先绕树观察，对树修剪的方法做到心中有数

三剪：根据因地制宜、因树修剪的原则做到合理修剪

四拿：修剪下的枝条应及时拿掉，集中清运，保证场光地净

五处理：剪下的枝条要及时处理，防止病虫害扩散蔓延

六保护：修剪后的剪锯口要进行防腐、防病处理.
 



园林树木修剪基本知识
修剪的时间

   修剪时间根据树种的种类，习性和功能分为：

1、休眠期修剪（冬季修剪）：一般在12月至翌年2月。

         休眠期修剪的目的主要是培养骨架及枝组，疏除多余的枝
条和芽，以便营养集中于少数枝和芽上，促使新枝生长。同
时通过疏除老弱枝、伤残枝、病虫枝和一些扰乱树形的枝条，
使树体外形饱满，匀称、整齐。

        注：凡是修剪量大的整形、截干、回缩、更新等都应在冬季
树木进入休眠期进行，以免影响树势及代谢平衡。

2、生长期修剪（春夏秋修剪）：一般为春季发芽至秋末停止生
长。



园林树木修剪方法

一、休眠期修剪的方法（截、疏、放、伤、变）
1、短截：是指剪去枝条的一段，保留一定长度和一定
数量芽。短截又分为：轻短截：即剪去枝条全长的
1/5—1/4)，中短截：剪去枝条全长1/3—1/2，重短
截：剪去枝条全长的2/3—3/4。极重短截：在树条基
条基部留1—2个瘪芽，其余全部剪去，如紫薇修剪。

        短截对枝条的生长有局部刺激作用，通过短截可
以促进来年剪口下侧芽的萌发，促进分枝，增加生
长量调节枝条生长势。

 



不同短截方式的作用

轻短截：主要用于花果类树
木强壮枝修剪。如碧桃、
榆叶梅冬季短截。

中短截：主要用于某些弱枝
复壮以及各种树木培养骨
干枝和延长枝。

重短截：主要用于弱树、老
树、老弱枝的更新复壮。

极重短截：如：紫薇。



园林树木修剪基本知识
 

     2、回 缩：就是多年生枝
条减去一部分。回缩一般
修剪量较大，刺激较重，
具有更新复壮、控制树冠
的作用。若为复壮：在回
缩处一定要留生长势好
的，位置适当的枝条；若
为控制树冠，在回缩最好
留斜生枝或下垂枝。



园林树木修剪基本知识

•

•
•
•
•

3、疏 剪：将枝条自分生处剪去，疏剪可以调节枝条
均匀分布，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利于树冠内部枝
条生长发育和花芽分化。疏剪的对象主要是:病虫枝、
干枯枝、平行枝、直立枝、轮生枝、萌生枝、过密的
交叉枝等。
疏剪强度：
轻度疏剪：疏去枝条数量不超过全树10%。
中度疏剪：疏去枝条数量不超过全树10%—20%，
重度疏剪：疏去枝条数量达到全树20%以上。

 
 



疏  剪



园林树木修剪基本知识

修剪中剪口及剪口芽的处理
1、剪口芽及留芽方向选择：剪口芽的方向、质量，决定
新梢生长方向和枝条的生长方向。选择剪口芽的方向
应从树冠内枝条的分布状况和期望新枝长势的强弱
考虑。

   （1）需向外扩张树冠时，剪口芽应留在枝条外侧；
    （2）需要填补内膛空虚，剪口芽方向应朝内；
   （3）对生长过旺的枝条，为抑制枝条生长，以弱芽当
剪口芽，扶弱枝时选饱满的壮芽。



1、剪口芽的操作
     修剪各级骨干枝的延长枝时，
应注意选择健壮的叶芽。短
截枝条剪口应选在叶芽上方
0.3—0.5cm处，剪口应稍斜向
背芽的一面，如图A。

 

园林树木修剪基本知识

2、疏枝的剪口处理
    落叶乔木疏枝剪口应与树干平齐、不留桩。流胶、流
油的树种如松类、山桃等疏枝应留3—5cm的桩，便于
伤口愈合。灌丛型花灌木如黄刺玫、蔷薇、珍珠梅疏枝
剪口应尽可能与地面齐平。



大枝疏剪方法

• 在对较大的树枝修剪时，先要在离锯口上方20CM
处，从枝条下方向上锯一切口，深度为枝干粗度的
一半，从上方将枝干锯断，然后从锯口处锯除残桩，
可避免枝干壁裂。



修剪安全措施及注意事项
 

•
•

•
•

•
•
•
•

•
•

操作时思想集中，不许打闹谈笑，上树前不许饮酒
每个作业组，由有实践经验的老技工担任安全质量检查员，负
责安全、技术指导、质量检查及宣传工作
按规定穿好工作服、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绳和安全带等
上大树梯子必须牢固，要立的稳，单面梯将上部横挡与树身捆
住，人字梯中腰栓绳，角度开张适当
上树后系好安全绳，手锯绳套栓在手腕上
五级以上大风不可上树
截除大枝要由有经验的老职工指挥操作
公园及路树修剪，要有专人维护现场，树上树下互相配合，防
止砸伤行人和过往车辆
有高血压及心脏病者不准上树
在高压线附近作业，要特别注意安全，避免触电，需要时请供
电等有关部门配合
 



无主轴乔木---国槐、栾树、元宝枫、馒头柳、合欢
修剪原则：1、无论树木大树、小树新移植树木都应进行重短
截，以平衡树势和根冠比，确保成活。行道树应确定不低
于2.8米的分枝点位置。2、新植树木及时掰芽、定枝和摘
心。3、树冠形成过程中培养方向好的枝条成为骨架枝，其
余疏掉。同时，要疏掉轮生枝、丛生枝、细弱枝、病虫枝和
干枯枝等，达到通风透光目的。

有主轴乔木的修剪---银杏、毛白杨、小叶白蜡、马褂木、玉兰
修剪原则：严禁抹头，定好分枝点，因树修剪。以疏剪为主，
短截为辅，防止 “双头”现象。去掉重叠枝、过密枝、干枯枝
及病虫枝。

冬季乔木修剪-以定型培养树
冠为目的



悬铃木修剪

修剪时应强枝弱剪，弱枝强剪，使树冠均衡发展。作为
庭荫树、孤植树时，以自然冠形为宜，适当疏枝。



冬季修剪（以疏枝为目的）

• 一般对于树形相对已经成型树木，冬季
修剪重点以疏枝为主，通过疏枝对树冠
的进一步整理，一方面协调根冠比、增
强树势，同时通过疏枝使树木通风透光、
减少自然灾害（如浅根系树木遇汛期倒
伏、冬季落叶前积雪压断树枝等）。



白 蜡
白蜡生长时期易偏冠，在修剪时应注意对出现偏冠的枝组
进行修剪，修剪时预留芽应向着迎风面的斜侧方。



银杏修剪

银杏修剪只疏枝，不短截。对轮生枝可分
阶段疏剪



毛白杨修剪

   毛白杨冬季以疏剪为主，不宜重抹头或重截。修剪
时保持冠与树干适宜的比例,一般为3:2。注意最下
层的三大主枝上下位置要错开，方向均称，角度适
宜。要及时剪掉三大主枝上最基部贴近树干的侧枝，
并选留好三大主枝以上枝条，逐步形成圆锥状树冠。
成型树以疏除干枝、过密枝为主。



异型树种修剪

•
•

•
•
•

•

修剪时间
       在植物休眠期进行修剪（即树木落叶后
至发芽前）
修剪原则
    1、因树修剪，一般都必须重短截。
    2、去掉重叠枝、交叉枝、细弱枝、病虫枝、
干枯枝等。
    3、通过修剪，使其冬季枝条的姿态同样
具有观赏性。
 



龙爪槐进行冬季修剪

       龙爪槐冬季修剪，待树叶全部干净后进行修
剪，其树形必须保持伞状，

修剪方法：枝枝短截、适当疏枝
具体做法：顺枝条弯度向下5~6个芽处短截（注
意：剪口一定要平滑，   树木中心舒展，不能交
叉、重叠，树形呈现伞形）



垂枝榆的修剪

修剪要点：整理杂枝，结合少量疏剪和短截
修剪季节：冬季



花灌木修剪

•
•

•
•
•
•

修剪目的：
调节树势，促使树木健壮生长，通过疏枝，使枝条
疏密适度，光照充足，通风良好，花芽饱满、花朵
大，花色艳，花期长，减少病虫害发生，还可延缓
植株衰老
修剪原则：
1.因树修剪
2.因时修剪
3.根据树木生长和开花习性修剪



新植花灌木修剪

• 一般新栽的灌木，有主干的，保留3-5个主枝，保留
的主枝应短截二分之一，较大的苗木，如主枝上有
侧枝，也应疏去2/3，其余的侧枝短截，留1/3。无主
干的灌木，如连翘，应选留4-5个分布均匀的作为主
枝，将其余部分去掉，保留的主枝应短截1/2。



 
一、先开花后长叶花灌木
如：榆叶梅、碧桃、连翘、海棠、紫叶李

二、先长叶后开花花灌木
如 ：紫薇、木槿、月季类、黄刺玫、珍珠梅、
棣棠、金银木。

养护期花灌木修剪



先开花后长叶花灌木修剪

 

先开花后长叶花是指在二年生枝条上开花的灌木

修剪原则：1、最重要是花后修剪（即4月底或5月初），
一般采用重短截，不留过多的枝条。

         2、冬季一般轻短截，去掉弱枝、过密枝、病虫枝
和干枯枝。

修剪时间： 一般在4月底或5月初（即花后修剪）

 



碧桃修剪

    修剪方法: 冬季修剪以短截为主，长花枝多留，保
留8个至12个花芽短截，中花枝留5个至6个芽，短花
枝3个至4个芽，花束状枝不短截，注：剪口芽留叶芽。
     同时冬季修剪要疏除交叉枝、重叠枝、病枯枝、伤
残枝、细弱枝及不必要的徒长枝。



碧桃生长期修剪

• 花后修剪要对冬季修剪保留的长花枝，进行
短截，否则容易造成分枝过多、通风不良。
及时抹掉骨干枝的背上芽，树冠内膛的徒长
芽，剪口下的竞争芽及幼嫩双梢“去一留一”。



榆叶梅修剪

修剪要点：冬季以疏为主，
截为辅；夏季也短截为主，
疏为辅。

修剪方法：冬季修剪主要是
剪去过密枝、交叉枝、重叠
枝、下垂枝、内膛枝、枯死
枝和病虫枝；还可对一些过
长的开花枝进行短截。对一
些不做预备开花培养的上
年生枝条要进行疏除。



榆叶梅花后修剪

生长期修剪：将已开过花的枝条短截，只留基部的3、4
个芽，以使新萌发的枝条接近主干枝，夏季要及时拨芽，
培养植株造形和更多更壮实的一年生枝条，为来年开
花做好准备。



玉  兰

修剪要点：花前不能短截，花后以整理杂枝为主，结合
部分疏剪或回缩，但不宜多修剪。
修剪季节：花后



紫荆

修剪要点：将长势衰弱的老枝从根部剪掉，保留部分
萌发新枝，重新培养主枝；对长势健壮的植株，可将萌
发新枝逐一剪去。

修剪要点：以整理杂枝为主，
不宜多修剪
修剪季节：冬季或初夏



紫叶矮樱

修剪要点：修剪时保留3至4个内膛枝。疏除一些交叉枝、竞争
枝，病虫枝、枯死枝、内膛枝、过密枝，以利通风透光。
修剪季节：冬季



        冬季修剪主要把枯弱枝、病虫枝、萌生枝条剪除，
以保持树冠疏散，通风透光。为促进植株开花旺盛，
将徒长枝进行短截。

西府海棠修剪

修剪要点：以疏为主，部
分短截或回缩。
修剪季节：冬季



紫叶李修剪

修剪要点：以疏为主，部
分短截或回缩，控制树势。
修剪季节：冬季



连  翘

栽后多年的连翘，可在花后离地面10CM
处逐年将老枝重剪，促进强壮的新枝充分
发挥树姿特点。

修剪要点：以疏为主，部
分短截或回缩，控制树势
修剪季节：冬季



贴梗海棠修剪

修剪要点：注意培育和保护老枝，剪除干扰树型并影
响通风透光的过密枝、弱枝、枯枝或病虫枝
修剪季节：花后为主
 



先长叶后开花花灌木修剪

先长叶后开花是指在当年生枝条上开花的花灌木

修剪原则： 1、在树木休眠期采用重短截的手法，保留
枝条不宜过多，促使植株产生更多强壮的开花枝条。
同时，也去掉弱枝、病虫枝和干枯枝。

           2、在植株生长季节只做少量修剪，剪掉残花残
果等。

修剪时间：   主要是在树木休眠期（冬季树木落叶以
后到发芽之前）

 



紫 薇 修 剪
 

紫 薇：冬季修剪北京地区以三月中下旬为宜。单干形将地表及主干
上的萌蘖剪除，树冠上部枝条，除剪除干枯、病虫枝外，都要进
行短截，一般保持8-10CM。

丛状紫薇整形冬季修剪时，选留当年生粗壮直立的枝条2—4根，生
长到一定高度后进行短截，促使开花，多余细弱枝从基部剪除。
 

修剪要点：极重短截为主，部分弱枝及
老桩修剪
修剪季节：冬季（早春）



珍珠梅修剪

修剪要点：短截、疏剪结合，部分弱枝及老桩要
修剪。
修剪季节：冬季（早春）



红瑞木修剪

修剪要点：短截、疏剪结合，年年修剪，促发更多新
枝，逐步去除老干更新。
修剪季节：冬季（早春）



棣堂修剪

修剪要点：短截、疏剪结合，促发更多新
枝，逐步去除老干更新。
修剪季节：冬季（早春）



黄刺玫修剪

修剪要点：以疏剪为主，逐年疏除老干、
老枝，进行更新。
修剪季节：冬季



丁香修剪

丁香属于顶花树种，
严禁短截

修剪要点：主要整理杂枝为主（病虫枝、枯枝、纤弱枝、交叉枝、
重叠枝），徒长枝要适当截短；对根部的萌蘖，要及时剪除，花
后剪去残花，修剪不宜重。
修剪季节：冬季和花后



木槿修剪

修剪要点：疏、截结合，冬季合理选留主枝和侧枝，
将多余主枝和侧枝分批疏掉，使主侧枝分布合理，
疏密适度，但一年不要疏枝过多；

修剪季节：冬季
 

 
 



金银木修剪

修剪要点：剪除杂乱的过密枝、交叉枝以及弱枝、病虫枝、徒
长枝，并注意调整枝条的分布，以保持树形的美观
修剪季节：冬季



老树、弱树更新修剪

    对衰老的植株进行强修剪，剪掉大部分侧枝和
衰老的主枝，甚至把主枝也分次锯掉，选留有培
养价值的新枝作为培养的主干，用以形成新的树
冠。



红王子锦带

猬  实
修剪要点：对细弱枝进行短截或疏剪。
修剪季节：冬季、花后

修剪要点：早春在枝条萌动前将干枯枝条或老弱枝条
剪掉；夏季在生长旺盛时期，要注意修剪。
 



月季修剪

       月季属于当年枝开花，在北京地区可在3月初进行修剪。

1、年幼月季，以轻剪为主；多留腋芽，以便多发枝条，形成
树冠。

2、越冬前修剪：11月上中旬，根据植株的健壮程度留主枝，
一般3-7个，每个枝条留4-5个芽。

3、早春修剪：剪去干枯枝、病虫枝、细弱枝、砧木上抽生的
萌蘖枝，每个健壮枝条留2-3个芽，丰花月季高度
15-20CM，品种月季高度25-30CM。



藤本月季
休眠期修剪

         一般在定植后三年内无需大的修剪，每年仅去除死藤及无用
的枝蔓，并进行轻度的短截。自第四年开始进行入冬前和春季
修剪，每株保留4根-5根强壮主藤，剪除过多的老藤，对2-3年生
的藤蔓适当长放。

          初冬修剪剪除枯枝、死枝、病虫枝、细弱枝，过密枝、去直留
斜，弱树弱枝强剪，壮树壮枝轻剪。

         早春修剪应尽量保留头年生的壮枝，去除不能开花的老、弱、
病枝及过密枝，进行中度短截。长势弱的植株，留高20cm进行
重短截剪，保留3个～4个1年～3年生的主枝，逐步更新老弱枝。



藤本月季

•

•

•

生长期修剪
随时剪除嫁接植株基部萌发的砧木蘖条。

进入开花期后，不断剪除残花和弱枝，一般在前一茬花谢
15d后，对开过花的当年生枝留8个-12个芽短截；同时将病
虫枝、缠绕枝、重叠枝及衰老枝从基部剪掉，适当短截徒长
枝，防止丛生枝蔓过密，使藤蔓分布均匀，通风透光。

年生长后期，一般8月底～9月初，剪除植株离主枝
10cm～20cm以上部分，促使其在随后的一个月长出花枝，
并在10月初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