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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住建设[2022]28 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天津市古树名木保

护与复壮技术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19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 号）要求，天津市城

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等单位修订完成了《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与复

壮技术规程》，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现批准为

天津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 DB/T29-92-2022，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原《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与复壮技术规程》

DB/T29-92-2004 同时废止。 

各相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天津

市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本规程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归口并组织实施，天津市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责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前  言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2019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方

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号）文件要求，规程修

编组在广泛调研，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原《天津市古树

名木保护与复壮技术规程》(DB/T29-92-2004)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完成了与现行国家、地方相关

标准的协调与衔接；明确了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和分级标准；对相

关章节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更符合“日常养护”与“复壮”之间的

现实逻辑关系；对“有害生物防治”相关章节进行了内容扩充，明

确了“无公害综合防治”要求；提出和完善了对支撑、修补树洞等

技术措施的细节要求；并对相关条文和附录部分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或修改。 

本规程共分5章和3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

和定义；3.基本规定；4.日常养护；5.复壮，以及有关附录。 

本规程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市城

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和建议，请寄天津市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地址：天津市河东

区津塘路101号，邮编：300181）。 

本 规 程 主 编 单 位 ：天津市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天津市风景园林学会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 ：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风景园林

设计研究院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王和祥  戴松香  张  磊  陈晓霞  

陈小奎  李津立  王运良  曹  宇  

李琼琼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郭喜东  陈召忠  汤巧香  陈  良  

何  芬  胡仲英  邳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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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护好我市古树名木，科学规范古树名木保护和复壮技

术措施，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我市市域范围内古树名木的保护和复壮。 

1.0.3  古树名木保护和复壮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

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  语 

2.0.1  古树  ancient woody plants 

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树木。 

2.0.2  名木  famous woody plants  

指树种珍贵稀有、树型奇特，具有历史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

或具有科研价值的树木。 

2.0.3  古树群  ancient tree population 

10 株以上集中分布的或有一定群落组成关系的古树群体。

2.0.4  复壮  rejuvenatio 

对生长衰弱或濒危的古树名木，通过改善生长环境条件，以促

进生长、恢复树势的技术措施。 

2.0.5  复壮基质  rejuvenation medium 

根据古树名木立地条件，人工配制的特殊栽种介质，具有促进

古树生长的作用。 

2.0.6  树冠投影  crown projection 

指树冠枝叶外缘向地面垂直投影后形成的影区。 

2.0.7  根系分布区  root zone 

树木根系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伸展形成的区域。 

2.0.8  支撑  brace 

用不同材料对不稳固树体采取的支撑加固措施。 

2.0.9  树洞修补  repair and fill hollow 

对腐朽的树洞采取防腐、加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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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保护古树名木所在地原有的生态环境，并明确划出保护范

围。保护范围的划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单株应为树冠垂直投影外延 5m 范围内； 

2  群株应为其边缘植株树冠外侧投影外延 5m 连线范围内。 

3.0.2  古树名木必须挂牌保护，标牌内容应包括名称、拉丁学名、

科属、保护级别、编码等。天津市古树名木品种名录见附录 A。古

树名木保护级别划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古树保护级别分为三级，树龄 500 年以上的为一级古树，

树龄在 300 年~499 年的为二级古树，树龄在 100 年~299 年的为三

级古树； 

2  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不分级。 

3.0.3  古树名木必须设立专项档案，一树（群）一档，应包含纸

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两种形式。古树名木代码与条码编制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古树名木代码与条码》LY /T 1664 的规定。 

3.0.4  古树名木应专树（群）专管，并建立日常巡视和异常情况

报告制度，具体巡视内容见附录 B。 

3.0.5  对古树名木的生长和环境应定期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报告

整理存档。古树名木的生长和环境监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古树

名木生长与环境监测技术规程》LY/T 2970 的规定。 

3.0.6  古树名木不得砍伐、迁移和随意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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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常养护 

4.1  立地环境治理 

4.1.1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不得有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构）

筑物，不得挖土、取石、动用明火、排放废水废气，或堆放、倾倒

杂物、有毒有害物质。 

4.1.2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附近施工时，应提前采取措施保护树

体和根系，不得对古树名木树体造成机械损伤，不得破坏古树名木

根系生长的土壤环境。 

4.1.3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不得采用不透气硬铺装。 

4.1.4  生长在高处、空旷地或树体高大的古树名木必须安设避雷

装置。避雷装置的安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古树名木防雷技术规

程》QX/T 231 的规定。 

4.1.5  应及时去除古树名木树冠上覆盖的积雪，不得在古树名木

保护范围内堆放被融雪剂污染的积雪。 

4.1.6  对古树名木生长有影响的植被应去除，影响古树名木采光

的周边植物枝条应进行修剪。 

4.1.7  古树名木根系区域应适时进行中耕除草。 

4.1.8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不得铺设草坪，可使用有机覆盖物。 

4.1.9  生长在平地的古树名木，根系裸露于地表的应加以保护，

并覆盖 10cm 以上的适合根系生长的土壤或基质；生长于坡地且树

根周围出现水土流失的古树名木，应设置护坡，并回填适合根系生

长的土壤或基质，护坡高度、长度和走向依地形而定；生长于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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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古树名木，应根据周边环境进行护岸加固，可采用木桩、石驳

等。 

4.1.10  主干被埋的古树名木，应视情况逐步清除填埋物。 

4.2  浇水与排水 

4.2.1  浇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年必须浇足返青水和冻水； 

2  干旱年份，春、夏两季视土壤墒情适时补水； 

3  无铺装情况下，浇水面积应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面积，或

不小于多数吸收根分布的范围，浇水要浇足浇透； 

4  遇有密实土壤，应先对土壤进行改良后浇水； 

5  水质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园林绿化灌溉水质量要求》

DB12/T 857 的相关规定。 

4.2.2  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表积水应利用地势径流或原有沟渠及时排出； 

2  古树名木生长的土壤黏重、土壤含水量高时，应铺设管道

排出，不能排出时，应设渗水井并用抽水机排水。 

4.2.3  古树名木生长的土壤含水量宜为 14%~20%，松柏类古树名

木土壤含水量宜为 14%~17%。如含水量过高，应做排水处理，含

水量过低，应采取补水措施。 

4.3  施肥 

4.3.1  施肥前应先进行土壤和叶片的营养诊断，根据营养诊断结

果进行施肥。土壤的营养诊断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森林土壤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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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LY/T 1228、《森林土壤磷的测定》LY/T 1232、《森林土壤钾

的测定》LY/T 1234、《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LY/T 

1237、《森林土壤矿质全量元素（硅、铁、铝、钛、锰、钙、镁、

磷）烧失量的测定》LY/T 1253 的规定执行。叶片的营养诊断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森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层全硅、铁、铝、钙、镁、

钾、钠、磷、硫、锰、铜、锌的测定》LY/T 1270、《森林植物与森

林枯枝落叶层全氮、磷、钾、钠、钙、镁的测定》LY/T 1271、《森

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层全氯的测定》LY/T 1272、《森林植物与森

林枯枝落叶层全硼的测定》LY/T 1273、《森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

层全钼的测定》LY/T 1274 的规定执行。 

4.3.2  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

也可根据土壤和叶片营养诊断结果配制古树专用肥。 

4.3.3  应挖沟或穴进行施肥，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施肥应在吸收根密集分布区域内进行； 

2  挖环状沟、放射沟或穴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沟或穴宜深 30cm～50cm，宽 30 cm ~50cm； 

2）环状沟施肥区域宜占树冠投影外缘周长的 1/2，分布均   

匀； 

3）放射沟的分布范围宜从离干基 1/3树冠投影半径的地方 

开始，至树冠投影外缘附近，等距离间隔挖 4~8 条。 

3  应将肥料与土壤混匀，填入沟或穴，与原地表齐平后立即

浇水。  

4  遇有密实土壤，应先对土壤进行改良后施肥。 

4.3.4  古树名木可每年施一次肥，宜选用长效肥，施肥位置要轮

换。施用有机肥以土壤解冻后、树木萌芽前的早春或落叶后的晚秋

为宜。 

4.3.5  施肥量应根据树种、树木生长势、土壤状况而定。通过土

壤施肥无法满足树木正常生长需要时，可视情况采用叶面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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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有害生物防治 

4.4.1  有害生物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无公害综合防治”的方

针。 

4.4.2  加强有害生物的监测预报，加强重点防治的有害生物日常

监测和新发现外来有害生物的调查、研究和控制，防止有害生物对

古树名木造成危害。 

4.4.3  可采用以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为主的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

化学防治应使用无、低毒农药，做到人、树和环境安全。 

4.4.4  有害生物防治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病害防治：物理防治包括剪除病枝枯枝，刮除病斑等；化

学防治包括喷洒保护剂预防病害，喷洒内吸剂，治疗剂以及涂抹梳

理剂防治病害； 

2  虫害防治：虫害防治应符合表 4.4.4 的规定； 

表 4.4.4 虫害防治 
害虫类型 防治措施 

食叶害虫 

物理防治 

人工捕捉成虫，剪除带卵、虫的枝叶、虫苞、网幕，挖除树皮裂缝、

墙体、土壤中越冬的虫体等，诱杀防治（包括利用黑光灯、糖醋液、

毒饵等诱杀多种害虫，围草诱集化蛹等），阻隔防治 

生物防治 
利用微生物制剂（苏云金杆菌制剂、白僵菌制剂、病毒制剂等）、

生物药剂（烟参碱等植物源药剂、除虫脲等仿生制剂）防治 

化学防治 使用胃毒剂等防治食量大的食叶害虫 

刺吸害虫 

物理防治 
剪除有虫枝、产卵枝，刮除树干上的蚧虫虫体，诱杀防治主要采用

色板诱杀，阻隔防治 

生物防治 
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瓢虫、草蛉、食蚜蝇）、捕食螨等，植物源

药剂、阿维菌素等微生物制剂防治蚜虫、蚧虫、螨等 

化学防治 使用触杀剂、内吸剂等防治 

钻蛀害虫 物理防治 
人工捕捉成虫，敲击产卵刻槽，剪除虫枝，利用黑光灯、性信息素、

色板、饵木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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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4 

 
生物防治 

以虫治虫（释放肿腿蜂、花绒寄甲、姬蜂、蒲螨等防治天牛、吉丁

虫、小蠹等，利用斯氏线虫、芜菁线虫防治木蠹蛾等），以菌治虫

（利用白僵菌防治沟眶象、木蠹蛾、天牛等） 

化学防治 注射内吸剂和喷洒触杀剂 

地下害虫 

物理防治 人工捕杀，黑光灯、糖醋液、堆草诱杀 

生物防治 利用昆虫病原线虫、白僵菌、苏云金芽胞杆菌等防治地下害虫 

化学防治 使用胃毒剂、熏蒸剂进行土壤处理等 

3  杂草及其他有害动物防治：清除杂草、藤蔓等，防止蜗牛、

鼠妇、田鼠等有害动物为害。 

 

4.5  修剪 

4.5.1  古树名木修剪应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4.5.2  古树修剪应以促进树势生长、消除安全隐患为主要目的，

以去除病虫害严重的枝条、劈裂枝、枯死枝为主，不得对树冠进行

大幅度修剪。古树名木的枯死枝修剪不得破坏树体的自然风貌，具

有特殊意义的枯死枝应采取防腐固化等措施进行原位保护。 

4.5.3  适时疏花疏果，减少树体养分消耗。 

4.5.4  修剪宜在休眠期进行。 

4.5.5  剪口截面应为光滑斜面，修剪后应及时对剪口进行消毒和

防腐处理，涂抹促进伤口愈合的敷料。 

4.5.6  修剪下来的枝叶应及时清离现场，携带病虫害的枝叶应集

中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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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复壮 

5.1  一般规定 

5.1.1  古树名木应以养护为主，复壮应在养护的基础上进行。 

5.1.2  古树名木在复壮前，应根据其生长状况、生长环境等因素

进行综合诊断和分析，从而查明导致古树名木生长衰弱或濒危的原

因。 

5.1.3  古树名木复壮应制定具体、有针对性的方案。 

5.1.4  古树名木复壮方案应经专家论证并获得批准后实施。 

5.1.5  古树名木复壮应由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经验的单位施

工。 

5.2  健康诊断 

5.2.1  古树名木复壮前应对历年生长和环境监测报告以及日常巡

查记录进行分析，并由专家现场进行健康诊断。 

5.2.2  古树名木适宜的生长环境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保护范围内无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建（构）筑物； 

2  无地上、地下污染； 

3  土壤质地、结构、肥力、有机质含量等指标良好，各项指

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 相关规定； 

4  具有补水、排水条件和较好的小气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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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古树名木生长状况应根据生长势来进行分级。生长势可分

为正常、衰弱、濒危、死亡，分级标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古树名木生长正常的标准：生长正常的叶片占叶片总量的

95%以上，生长量正常，无枯枝枯梢，树干基本完好无坏死； 

2  古树名木衰弱的标准：生长正常的叶片占叶片总量的

50%~95%，生长量少，叶色灰暗，枝叶稀疏，小枝有干枯和枯稍

现象，有病虫害为害迹象，树干有局部坏死、腐朽或形成孔洞； 

3  古树名木濒危的标准：生长正常的叶片占叶片总量的 50%

以下，基本没有生长量，叶色不正常，灰暗或黄化，叶片变短变小，

枝杈枯死较多，病虫害严重，树干多处坏死、严重腐朽或成为孔洞； 

4  古树名木死亡的标准：无正常生长的叶片，无生长量，树

干枯死。 

5.2.4  古树名木树体损伤或倾斜造成树干不稳固，应判定存在安

全隐患。 

5.2.5  健康诊断结果达到衰弱、濒危标准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古树

名木应进行复壮。 

5.2.6  死亡的古树名木应查明原因，登记上报。 

5.3  土壤改良 

5.3.1  古树名木生长的土壤密实板结，通气不良，可采取复壮沟

土壤改良技术和土壤通气措施： 

1  复壮沟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挖复壮沟前应先确定古树根系分布区，并找到吸收根，  

在多数吸收根分布区域外缘挖复壮沟； 

2）复壮沟宜深 80cm～100cm，宽 80cm～100cm，长度和 

形状应根据地形、地势以及树木生长状况而定，填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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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壮基质； 

3）古树名木复壮基质使用视具体情况而定，可采用细沙、 

有机质和腐殖质，并根据树木营养需求添加有机无机复 

合肥、生物活性有机肥、微生物菌肥等； 

4）基质使用后，土壤各项理化指标应达到如下要求：疏松、 

透气性好，非毛管孔隙度应达到 10%以上，容重应为

1.10g/cm
3
~1.30g/cm

3，pH 值应为 6.5~7.5，含盐量应为 

0.15%以下，有机质含量应为 2%以上。 

2  通气管和渗水井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通气管宜选用直径为 10cm~15cm 的带孔 PVC 管，外罩 

无纺布。通气管安装应横竖相连，横管铺复壮沟底，两

端各设一竖管，上端设带孔不锈钢盖。通过通气管可以

给古树名木浇水、施肥； 

2）渗水井可设在复壮沟的一端或中间。渗水井深 

120cm~150cm，直径 120cm，内壁用砖垒成花墙，下部

不得用水泥勾缝。井口加盖。井比复壮沟深30cm~50cm。 

3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必须保留硬铺装的，或者受地形、环

境限制，不宜挖复壮沟进行土壤改良的，可打孔进行土壤改良，并

应符合以下规定： 

1）如有硬铺装，先去除硬铺装，在多数吸收根分布范围内 

均 匀 打 孔 ， 直 径 宜 为 12cm~15cm ， 深 度 宜 为

60cm~120cm； 

2）孔内放入罩有无纺布的带孔软管，管孔内放入陶粒和相 

应复壮基质； 

3）管口加带孔不锈钢盖，与重新铺上的透水透气硬铺装或 

地面齐平。 

4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人流活动密集频繁的，可去除硬铺装，

挖复壮沟改良土壤，并采取架空措施避免人员直接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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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古树名木生长地含盐量或地下水位高，可利用埋盲管的方

式排盐和降低地下水位。盲管应埋在树冠垂直投影外围和根系分布

区下部，并与渗水井或市政排水管连接。盲管的安装和设置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工程盐碱地改良技术标准》CJJ/T 283 的

规定。 

 

5.4  树体保护与支撑 

5.4.1  在人流量多的场所内的古树名木应设围栏，围栏高度不宜

低于 1.2m，围栏与树干的距离不宜小于树冠投影外缘 5m。特殊立

地条件下无法达到此要求的，距离应以伸手够不到树干为最低标准。 

5.4.2  凡树体倾斜、树冠过大、主枝中空或有倒伏、折断风险的

古树名木，必须视情况采取合适的支撑或加固措施。树体有劈裂时，

可采用铁箍或螺纹杆加固。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活体支撑。

树体支撑和加固措施的安装和使用可参考附录 C《古树名木树体支

撑和加固》。 

5.4.3  支撑或加固设施所采用的材料种类、规格和数量应根据被

支撑、加固树体的枝干载荷大小而定，做到安全可靠，并应经过防

腐蚀保护处理。 

5.4.4  非活体支撑或加固设施和树体接触面应设耐腐蚀的弹性垫

层以保护树皮。 

5.4.5  古树名木设置围栏、树体支撑与加固应做到美观、坚固、

风格协调。 

5.4.6  对古树名木的支撑和加固设施，应定期检查，消除安全隐

患，并根据古树名木的生长情况适时加以调整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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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树洞修补 

5.5.1  古树名木树体出现空洞，修补前应进行诊断，确定修补内

容，及时采取封堵、修补等处理措施。 

5.5.2  对树体多洞或树洞开裂、干燥、通风良好的古树名木可以

不进行封堵。不需要封堵的树洞修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及时清理树洞内的碎屑及杂物，局部存积水时可在适当

位置设导流管（孔），并往洞壁上涂抹杀虫剂、杀菌剂、防腐剂、

伤口愈合保护剂； 

2  树干上设置导流管（孔）时，孔内应设铁丝网，防止虫、

鼠等有害生物进入； 

3  当树洞底部低于地面时，应在树洞清理和防腐保护工作完

成之后，填土压实，直至高出地面 10cm~20cm，并保证上表面略

向洞外倾斜，以利排水。 

5.5.3  对洞内腐朽物质湿度大、不通风、水分不易排出的古树名

木应进行封堵修补。对符合本标准第 5.5.2 条规定的古树名木，因

树洞严重影响观赏价值时，也可进行封堵修补。封堵修补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应先彻底刮除洞壁腐朽部分，直至洞壁硬层。清理后应使

洞壁达到自然干燥状态，用杀虫剂和杀菌剂对洞壁进行处理，并喷

涂防腐剂和伤口愈合保护剂。洞口边缘应利用已消毒的利刃进行清

理和修整，直至露出健康形成层，涂伤口愈合保护剂； 

2  洞口封堵应符合以下规定： 

1）应根据洞内形状大小，使用经防腐蚀处理的干燥硬木或 

钢筋在树洞内架设龙骨； 

2）应使用铁丝网、无纺布等对洞口进行封堵。无纺布上应 

涂一层防水胶，用硬质木板按照洞口的形状进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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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洞口边缘应在紧邻形成层的木质部作相应切削处理，形 

成宽度 15mm 左右的凹槽，并在凹槽内涂生物胶，使覆

盖物与木质部密封； 

4）封口应做到平整严实。 

3  封堵完成后可制作仿真树皮； 

4  洞壁上应设置通风口，通风口开口应自内而外向下倾斜并

罩铁丝网，防止雨水和有害生物进入。 

5.5.4  树洞修补使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无毒，对树体活组织无害； 

2  防腐剂的防腐效果应持久稳定； 

3  树洞封堵材料应确保密封性和耐久性，并做到严格防水。 

5.5.5  因空洞造成的树干不稳固，应视情况在树体内外采取支撑

和加固措施。 

5.5.6  树洞修补施工宜在树木休眠期天气干燥时进行。 

5.5.7  树洞修补完成后，应每年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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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天津古树名木树种 

表 A 天津古树名木树种 

序号 树    种 学    名 科    别 

1 油    松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松    科 

2 侧    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L.) Franco 柏    科 

3 雪    松 Cedrus deodada (Roxb.) G. Don 松    科 

4 桧    柏 Sabina chinensis (L.) Ant. (Juniperus chinensis L.)   柏    科 

5 水    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杉    科 

6 国    槐 Sophora japonica L. 豆    科 

7 紫    藤 Wisteria sinensis (Sims) Sweet 豆    科 

8 黄 金 树 Catalpa speciosa (Ward. ex Barney) Engelm. 紫 葳 科 

9 皂    荚 Gleditsia sinensis Lam.(G.officinalis HemsL.) 豆    科 

10 刺    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L. 豆    科 

11 西府海棠 Malus  micromalus Mak. 蔷 薇 科 

12 海 棠 果 Malus prunifolia (Willd.) Borkh. 蔷 薇 科 

13 杜    梨 Pyrus betulaefolia Bunge 蔷 薇 科 

14 榆    树 Ulmus pumila L. 榆    科 

15 银    杏 Ginkgo biloba L. 银 杏 科 

16 枣    树 Ziziphus jujube Mill. 鼠 李 科 

17 龙 爪 枣 Ziziphus jujuba Mill. cv. „Tortuosa‟ 鼠 李 科 

18 构    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 Hér. ex Vent. 桑    科 

19 桑    树 Morus alba L. 桑    科 

20 丝 棉 木 Euonymus maackii Rupr. (E.bungeanus Maxim.) 卫 矛 科 

21 臭    檀 Evodia daniellii (Benn.) Hemsl. 芸 香 科 

22 文 冠 果 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 无患子科 

23 白 玉 兰 Magnolia denudata Desr. (M. heptapeta Dandy) 木 兰 科 

24 臭    椿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 苦 木 科 

25 柳    树 Salix matsudana Koidz. (S.babylonica var.pekinensis ) 杨 柳 科 

26 悬 铃 木 Platanus 悬铃木科 

27 酸    梨 Pyrus usssuriensis Maxim. 蔷 薇 科 

28 核    桃 Juglans regia L. 胡 桃 科 

29 板    栗 Castanea mollissima Bl. 壳 斗 科 

30 流    苏 Chionanthus retusus Lindl. et Paxt. 木 犀 科 

31 白    蜡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木 犀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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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古树名木巡查记录表 

表 B  古树名木巡查记录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养护管理年度： 

古树名木编号  树种  

古树级别  树高      m 胸径(主蔓径)     cm 

冠幅 平均：   m    东西：   m    南北：    m 

生长地点  管护责任单位(人)  

树体状况描述 

生 长 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枝 叶 量：  □茂盛  □正常  □稀疏 

树皮状况：  □完好  □轻微受损  □一般受损  □严重受损 

树    洞：  □无    □有      

树洞尺寸（直径）：      cm 

病 虫 害：  □无    □轻微  □严重 

其它（说明）： 

保护范围内 

立地环境描述 

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建（构）筑物:  □无  □有 

地上、地下污染:                      □无  □有 

土壤条件：      □良好  □一般  □较差 

补水、排水条件：□良好  □一般  □较差 

其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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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保护措施描述  

复壮措施描述  

异常情况描述(附

照片) 

□枝干破损、劈裂、折断      □枝干空洞  □树体倾斜、倒伏  

□根系受损  □土壤黏重板结  □排水不畅  □病虫害严重   

□其它（说明）： 

 

应对措施  

落实情况记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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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古树名木树体支撑和加固 

C.1 支撑 

C.1.1  硬支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用钢管、钢板、橡胶垫、防锈漆等可满足安全支撑要

求的材料； 

2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要支撑的树干、树枝及地面上选择受力稳固、支撑效

果最好的点作为支撑点； 

2）支柱顶端的托板与树体支撑点接触面要大，托板和树皮

间垫有弹性的橡胶垫，支柱下端埋入地下水泥浇筑的基

座里，基座要确保稳固安全。 

C.1.2  拉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所需支撑树体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材料，如钢管、

铁箍、钢丝绳、螺栓、螺母、紧线器、弹簧、橡胶垫、防锈漆等； 

2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硬拉纤：钢管的两端与铁箍对接处插在一起，插上螺栓 

固定，铁箍与树皮间加橡胶垫。钢管和铁箍外先涂防锈

漆，再涂色漆； 

2）软拉纤：宜使用直径 8mm~12mm 的钢丝，通过铁箍或 

者螺纹杆与被拉树体连接，并加橡胶垫固定，系上钢丝

绳，安装紧线器与另一端附着体套上。随着古树名木的

生长，要适当调节铁箍大小和钢丝绳松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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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活体支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提前培养分叉部位与被支撑点的高度平齐的青壮年树体

作为活体； 

2  支撑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先把两树接触部位的皮层剥开； 

2）两树接触部位的形成层应及时进行靠接，靠接处应进行 

包扎； 

3）待形成层完全愈合后应去除包扎。 

C.2  加固 

C.2.1  拉纤加固所用材料和安装方法执行本附录 C.1.2 的规定 

C.2.2  螺纹杆加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树体劈裂处打孔，将螺纹杆穿过树体； 

2  两头应垫橡胶圈，拧紧螺母至邻近形成层的木质部，将树

木裂缝封闭； 

3  伤口应消毒，并涂抹伤口愈合保护剂； 

4  树体劈裂处需要多个螺纹杆加固时，螺纹杆孔位应在枝、

干的轴线上左右交错排列。 

C.2.3  铁箍加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用两个扁铁构成的半圆铁箍加固，铁箍与树干间应加

橡胶垫； 

2  应用螺栓将两个半圆铁箍连接，以便随树木的加粗生长而

进行调整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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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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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      GB/T51168 

2《绿化种植土壤》                               CJ/T340 

3《园林绿化工程盐碱地改良技术标准》            CJJ/T283 

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82 

5《古树名木复壮技术规程》                     LY/T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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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森林土壤氮的测定》                        LY/T1228 

12《森林土壤磷的测定》                        LY/T1232 

13《森林土壤钾的测定》                        LY/T1234 

14《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      LY/T1237 

15《森林土壤矿质全量元素（硅、铁、铝、钛、锰、钙、镁、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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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森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层全硅、铁、铝、钙、镁、钾、钠、

磷、硫、锰、铜、锌的测定》                    LY/T1270 

17《森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层全氮、磷、钾、钠、钙、镁的测定》

LY/T1271 

18《森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层全氯的测定》      LY/T1272 

19《森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层全硼的测定》      LY/T1273 

20《森林植物与森林枯枝落叶层全钼的测定》      LY/T1274 

21《古树名木防雷技术规程》                     QX/T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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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修编组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吸取科研成果以

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与复壮技

术规程》的修订工作。 

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

和把握条文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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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古树名木是一种活的文物及文明历史的体现，也是宝贵的

自然资源，其保护和复壮工作在多个城市都得到重视，特别是以北

京为代表的北方城市古树名木保护与复壮工作，不仅加强日常养护

管理，而且持续开展科学研究，这为提高我市古树名木保护水平提

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技术支持。 

1.0.2  天津的古树名木区域分布不均衡，总体从东南到西北逐渐

增多。滨海新区及市区部分由于土壤盐渍化，地下水位高，古树名

木数量稀少，树种单一；珍贵古树名木及常绿树种大多分布于农村

和北部山区。散落在农村和山区的古树名木都应参照本规程进行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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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的划定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古树名

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68。 

3.0.2  古树名木保护等级划分标准引自现行行业标准《古树名木

鉴定规范》LY/T 2737 和《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LY/T 2738。截

至 2018 年底，我市普查登记在册古树名木共计 4639 株，分布在

14 个区，涉及 15 科 25 属；古树群 22 个（共 784 株）。按行政区

域统计，建成区 130 株，乡村 4509 株。按保护类型统计，松柏槐

榆类 913 株，经济林类 3726 株。按树龄统计，一级古树 170 株，

二级古树 537 株，三级古树 3932 株。树龄 80 年~100 年的城市大

树做为古树名木的后备资源，也可在普查登记后，参照本规程进行

保护。 

3.0.3  古树名木档案应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形成动态的信息管理

系统（充分利用全球卫星系统定位技术、遥感技术、二维码技术等）。

每株古树名木档案内容属实、规范、齐全。古树名木档案应包括登

记表、巡查记录表、日常养护管理记录表、异常情况报告表及保护

复壮相关资料等。 

3.0.6  古树名木是宝贵的自然文化遗产，是研究古自然史和树木

生理学的重要资料。同时古树名木大都自身体量大，树势衰弱，对

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再加上古树名木通常都具有特殊意义，不允许

大量的截枝疏叶，因此移植难度大，最好在原生境中进行保护。但

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部分古树名木的原生境不可避免

地遭到破坏，各方权宜之下，为了更好地进行保护，只能进行迁移。

多年来的古树名木移植实践经验证明，只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论证和



 

 29 

政府审批，采取科学有效的技术措施，是有助于大大提高古树移植

的成活率的，并且全国各地包括天津也不乏古树名木移植的成功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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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常养护 

4.1  立地环境治理 

4.1.2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附近施工，应同时对树体、土壤及根

系保护做出方案，避免施工造成的损伤：树体用麻袋片或竹片缠绕

或围挡，地表可铺木板或草帘，避免土壤遭到污染和碾压。 

4.1.3  对古树名木的根系分布区域提出基本要求，对保护和维持

正常生长有巨大作用；地面和树穴铺装、覆盖常对古树名木的生长

产生影响，而采用透气铺装、改善土壤通气性是古树保护和复壮的

重要措施。 

4.1.4  对生长在人员密集活动区域以及水域旁边的高大古树名木，

应优先考虑安设避雷装置，对已经遭受过雷击的古树名木也要及时

安设避雷装置，并对雷击造成的枝干损伤按本规程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 

4.1.5  树冠覆盖积雪可能会因重力作用而造成古树名木枝干折断，

应采取吹落或抖落的方式及时去除。融雪剂对古树名木的侵害尤其

严重，应严禁含融雪剂积雪进入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位于道路

附近的古树名木，宜设置围障，防止污染积雪溅入古树名木保护范

围。 

4.1.7  对古树名木根系分布范围内的土壤进行中耕，增加透气性，

是日常养护的重要工作，但个别根系较浅的树种和由于特殊地势造

成根系分布较浅的树体，则不宜经常中耕；古树名木根系分布区范

围内的杂草应进行控制，对缠绕树体上的藤本植物应及时摘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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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死树木上攀援的、具有古树修饰功能的藤本植物和藤本植物本身

是古树名木的除外。 

4.1.8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尤其是古树群保护范围内，可根据

情况种植不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地被植物，以乡土种为佳。 

4.1.10  古树名木的主干由于长时间被埋于地下，填埋物被一下子

清除完毕后，树皮突然暴露于地面，经不住风吹日晒和冬季寒冷，

可能发生失水死亡，古树名木复壮实践中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可去

除填埋物，对清理后露出的树干喷施灭菌剂和杀虫剂，同时近距离

围挡树干或用麻袋片对树干进行缠绕保护，以降低树皮死亡概率。 

4.2  浇水与排水 

4.2.1  生长在自然立地环境中的古树（如盘山风景区），天然降水

就能满足其需求，正常年份不需要额外灌溉。古树名木浇水的水源

应根据当地情况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清洁水源。去除保护范围内的

硬铺装，改良土壤，都是为了能更有效地针对古树名木吸收根分布

范围补水。 

4.2.2  土壤含水量高会导致根系因呼吸受阻，缺氧而烂根，在天

津通常是地下水位高，地势低洼，土壤黏重造成的土壤含水量高，

同时通常伴有盐害。因此，在土壤过于黏重又易积水的地区，通过

渗水井对古树名木生长土壤的含水量进行调节是有效方法。铺设盲

管并与市政排水相通能起到排盐作用。 

4.2.3  一般土壤有效含水量在田间持水量和萎蔫系数之间，最适

宜树木根系生长的土壤含水量是田间持水量的 60%~80%之间。土

壤含水量低于田间持水量的 60%已为轻度干旱，一般将此含水量作

为灌溉的起点。天津市的土壤中，重壤及黏土占 40%，中壤占 21.8%，

砂土及砂壤不足 8%。以轻壤 22%的田间持水量，适宜的土壤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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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 13.2%~17.6%之间，中壤（24%）是 14.4%~19.2%，重壤（28%）

是 16.8%~22.4%，黏土（30%）是 18%~24%。此次修订将推荐的

土壤适宜含水量从 7%~20%修改为 14%~20%，是考虑到天津市的

土壤以中壤，重壤和黏土为主，7%的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或达到

砂壤的萎蔫系数（5.6%~6.9%），而 14%~20%的土壤含水量区间基

本覆盖了以上提到的几种土壤类型的有效水范围。根据早期北京对

古油松和古侧柏土壤水分适应性的研究，确定了适宜的土壤含水量

指标为 14%~17%。综合天津市多年来的调查结果和经验，14%~20%

的土壤含水量对天津市的大多数土壤类型上生长的古树名木品种

来说是适宜的，但是在相同的土壤水分条件下，不同的植物种类以

及气候条件都会影响植物可以利用的有效水的范围，因此只能作为

古树名木灌溉的参考指示范围。 

 

4.3  施肥 

4.3.1  保证古树名木良好生长，施肥是必要的，但施肥应以土壤

和叶片营养诊断结果为依据，以调节树木生长营养元素平衡为目的，

做到科学施肥，因此要把调节营养元素平衡与施肥操作结合起来。 

地下环境的保护作为古树名木日常养护特别重要的一环，重点

是改良土壤结构和根系生长情况，其中土壤物理和化学性质也是日

常巡查、定期监测的重点内容，积累的监测数据可以为健康诊断和

复壮提供依据。 

4.3.2  有机肥可用膨化肥、堆肥、绿肥、厩肥或腐殖土。 

4.3.3  根系密集分布区一般位于树冠垂直投影的外缘，城市内的

古树名木根系分布区范围较小或者无规律。 

4.3.5  古树中针叶树施肥应以调节土壤的营养元素平衡为主，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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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要适量。松柏类古树应注意增施菌根土或栎树腐叶土。阔叶类古

树叶面施肥应在生长季进行，每年可进行 2~3 次，叶肥配比

N:P:K:=1:1:1，液肥浓度 0.2~0.3%。叶面施肥宜在傍晚进行。 

4.5  修剪 

4.5.1  古树名木的修剪应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审批前应到现场确

定修剪量，修剪时要严格按照方案实施。 

4.5.3  当古树名木开花、坐果过多时，会消耗树体营养，从而影

响树势，特别是松柏等常绿树种，应视情况采取疏花疏果的措施。 

4.5.5  目前使用的树木伤口敷料选择较多，可视情况而定，对活

组织或幼嫩组织无害或危害程度较低的有伤口消毒剂与激素、紫胶

清漆、羊毛脂涂料等。也可选择市售的商品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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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复壮 

5.1  一般规定 

5.1.1  所有的古树名木都应进行日常养护，在此基础上，对衰弱

和濒危的古树名木应进行复壮。 

日常养护管理工作与复壮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譬如，在施肥的

过程中可结合使用复壮沟技术，逐年改良土壤，从而起到复壮作用。

复壮是为了恢复衰弱和濒危古树名木树势，通过不断研究、试验和

应用，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在成本、风险和预期收益可

以接受的情况下，可视情况结合应用到日常养护管理工作中，丰富、

充实技术规程和操作指南。可以说，部分复壮措施就是增强版的养

护管理，科学正规的日常养护管理也是树木复壮的基本保证。所以，

应多关注古树名木复壮的最新科研成果，特别是对其他城市古树名

木保护和复壮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形成更为完

整的技术体系，从而迅速提升我市古树名木保护和复壮工作水平。 

5.2  健康诊断 

5.2.1  古树名木健康诊断应选取本地区该品种的标准树，确定生

长标准、环境标准，标准的建立应注重仪器分析和检测，做到定量

分析，这是古树名木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古树名木复壮提供了

参照标准。在没有标准树或还没有找到标准树的情况下，就参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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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地方相关标准。古树名木的日常巡查记录和生长、环境监测记

录是古树名木健康诊断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决定是否要进行复壮

的重要参考依据。 

5.3  土壤改良 

5.3.1   

1  由于每株古树名木生长地地形、地势以及树体本身生长状

况不同，设置复壮沟、通气管、渗水井的方法、位置应不同，形状

也有差别，因此利用此项技术对古树名木进行复壮前应先进行各方

面的分析，并就实施方案进行专家论证。复壮基质的配制因树种不

同而有所区别，通常要求复壮基质容重小于 1.10g/cm
3，有机质含

量大于 6%，并且添加相应树木所需营养活性物质。在天津，采用

松、栎树、槲树、杨树枝条，截成 40cm，绑扎成束，分两层填入

复壮沟，每层厚 10 cm ~20cm，同时加入 6 份腐熟有机肥和 4 份腐

熟的落叶以及必要的营养元素混合，对油松和国槐的复壮起到了不

错的效果。 

3  打孔法的孔穴分布在古树吸收根周边，可起到滤水透气，

缓释肥效等多重功效，利于须根生长。 

    透气透水铺装以烧制的青砖或其它透气透水砖为宜，铺砖时应

先平整地形，注重排水，熟土上加砂垫层，砂垫层上铺设透气砖，

砖缝用细砂填满，不得用水泥、石灰勾缝。 

4  防止人员直接踩踏可在改土后架设龙骨，在龙骨支架上铺

设木栈道或铁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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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树体保护与支撑 

5.4.2  可定期进行树体检测，检测树体是否存在空洞，树体是否

存在倒伏、折断风险。树体外观完好或树洞小且隐秘的，可使用

PICUS 技术（主要采用弹性波树木断层画像诊断仪）、心材检测仪

等仪器检测，若发现中空严重，应立即进行支撑保护。 

采用螺纹杆加固会对树体造成一定的损伤，应确保安装的树体

部位具备一定的强度，并在安装过程中尽量减少对树体组织的伤害。 

活体支撑多是利用古树名木同种青壮年树体进行支撑的一种

方法，大多提前培养，使其分叉部位与被支撑点的高度齐平。活体

支撑本身可与被支撑的古树名木合为一体，能达到不破坏甚至增强

原有景观效果的目的，同时与青壮年树体靠接还能为被支撑的古树

名木提供营养。 

5.4.5  对古树的树体进行支撑与保护时应结合古树周围环境、古

树姿态选择合适的方法，并注意观赏效果。因为支撑和树体保护方

案不仅涉及到保护效果，而且可能对古树树体产生重要影响，在制

定综合方案过程中必须经过专家组论证。 

5.4.6  对树体进行支撑和加固后，随着树体生长，枝干不断加粗，

以及支撑和加固设施和树体之间的常年受力，可能会导致干皮被挤

压、嵌入而受损，影响树木营养和水分的疏导，因此应每年定期进

行检查，并及时视情况进行设施调整或更换。 

5.5  树洞修补 

5.5.1  树洞修补应基于以下理由进行：防腐，促进伤口愈合和洞

口封闭，防止古树名木树体因空洞折断或倒伏，形成安全隐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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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必要情况下的树体外观改善。 

封堵的树洞是否有必要进行填充，以及采用何种的填充材料，

目前国内做法各异，对填充能否达到预期复壮效果都存在争议，尚

无统一标准。因此，本次修编删除了树洞填充的内容。但是，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填充材料不断得到研制和应用，在某些情况

下，树洞填充也是树洞处理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否应该对树洞进行

填充，应视处理目的、树体结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而定。古树

名木树洞如需填充，应特别注意树洞填充材料的选择。修补树洞的

填充材料应具有一定延展性，能充满树洞并与内壁紧密结合，并且

确保安全无毒，对树体无害。 

5.5.3     

2  封堵过程中应该保护洞口边缘的形成层，并使其暴露在外，

为洞口边缘愈伤组织的形成和覆盖创造条件。洞口边缘的修整最好

保持其健康的自然轮廓，保持光滑而清洁的边缘，在不伤或少伤健

康形成层的情况下，树洞周围树皮边沿的轮廓线应修整成基本平行

于树液流动方向，上下两端逐渐收拢，最后合于一点，形成近椭圆

形或梭形开口。这样才能保证营养物质能输送到洞口边缘各部。洞

口边缘的突然横向切削会导致树液难以侧向流动，不利于愈伤组织

的形成与发展，甚至造成伤口上下两端活组织因饥饿而死亡。 

3  如需制作仿真树皮，应在封堵时预留空间，确保形成层不

被仿真树皮覆盖。仿真树皮使用的材料有玻璃钢、硅胶、硅胶和水

泥的混合物等，可添加与树皮颜色相近的颜料。或者使用同种树皮

用有机硅胶粘牢。   

5.5.4  目前树洞修补使用的杀菌消毒材料通常是季铵铜（ACQ），

能被微生物分解，不会导致土壤酸化及环境污染，也可使用 5%硫

酸铜溶液消毒。杀菌消毒后，所有外露木质部都要涂抹保护剂。优

良的伤口愈合保护剂应具有不透水，不腐蚀树体组织，利于愈合生

长，能防止木质爆裂和细菌感染的特性。常用的伤口愈合保护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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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油、接蜡、沥青、聚氨酯粘合剂、虫胶清保护剂、树脂乳剂等。

洞口封缝通常使用生物胶，如紫胶、蜂蜡等，也可使用环氧树脂。 

5.5.5  树洞的清理和整形，可能使古树名木的结构严重削弱，为

了保持树洞边缘的刚性，应对某些树洞进行适当的支撑和加固。 

5.5.6  树洞修补后应定期检查，发现裂缝、积水、腐烂要及时进

行修补。同时还要检查导流管（孔）、通气孔有无堵塞，如有堵塞，

及时疏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