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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安徽莱姆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湖南天泉生 

态草业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GB/T ××××—×××× 

2 

无土草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土草毯生产的术语和定义、基质质量要求、无土草毯生产、无土草毯质量分级、起

运及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无土草毯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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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T 8576         绿化用有机质 

GB /T 17134        土壤质量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T 17136        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T 17138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T 17139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8247.7-2000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7部分 草坪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与要求 

GB /T 23486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 

HJ 491            土壤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LY/T1251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 

NY/T1377         土壤pH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土草毯 soilless sod     

由无土基质和其上生长的禾本科植物或其他草本植物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3.2 

无土基质 soilless medium    

为植物生长提供所需的营养和环境条件的非土壤固体物质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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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机无土基质 organic soilless medium  

以农林等有机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无土基质。 

3.4 

inorganic soilless medium  

由岩石、矿物等天然物质或其高温处理产物加工而成的无土基质。 

3.5 

单一无土基质 single soilless medium  

一种物质材料构成的无土基质。 

3.6 

混合无土基质 compound soilless medium  

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物质材料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无土基质。 

 

3.7 

    无土草毯质量 soilless sod quality    

    无土草毯外观、生态以及使用质量等性状的综合评价。 

 

4 基质质量要求 

4.1 一般要求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应性质稳定。有机无土基质一般应经过发酵、腐熟或消毒等处理，其发芽指数应

达到85%以上。 

4.2 外观要求 

质地疏松，无结块，无杂物，无明显异味。 

4.3 理化性质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理化性质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理化指标限值 

序 号 项   目 限   值 

1 粒径（质量分数%） 
无机无土基质：Wd≤3mm≥97% 

有机或混合无土基质：Wd≤15mm≥70% 

2 容重（g/cm3） 0.25～1.80 

3 总孔隙度（%） 54～96 

4 大小孔隙比 1:1.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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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理化指标限值（续） 

5 含水率（质量分数%） ≤40 

6 pH 5.5～7.5 

7 电导率（mS/cm） 0.3～3.5 

 

4.4 重金属含量要求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重金属含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重金属含量限制（mg/kg干基质） 

序号 项目 限值 

1 总镉 ≤2.0 

2 总汞 ≤2.5 

3 总砷 ≤150 

4 总铅 ≤500 

5 总铬 ≤850 

6 总铜 ≤50 

7 总镍 ≤70 

8 总锌 ≤200 

4.5 卫生学要求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卫生防疫安全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无土草毯栽培基质卫生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限值 

1 类大肠菌群值 - ≥0.01 

2 蛔虫卵死亡率 % ≥95 

5 无土草毯生产 

5.1 场地准备 

5.1.1 场地条件：场地应具备交通便利、平整连片和水源充足等条件。 

5.1.2 场地平整：应将场地整平并压实。 

5.1.3 灌溉系统：宜安装全自动或半自动喷灌系统。 

5.1.4 排水系统：场地四周应挖设主排水沟，沟宽度和深度 40cm 以上为宜。相邻坪床间应挖设排水沟，

沟宽以 25cm～30cm，深 30cm 为宜。 

5.2 坪床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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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坪床设置：宜将场地划分为若干个坪床，单个坪床宽度以 2m～4m 为宜，长度视场地而定。坪床

宜设置 5‰～7‰的坡度以利于排水。 

5.2.2 铺隔离层：在坪床表面应铺设隔离层，根据场地情况隔离层宜选用砖块、地膜等隔离材料。 

5.2.3 铺基质：应选用符合本文件第 4 部分要求的无土栽培基质，同时宜根据基质理化性质或栽培草种

特性适当添加基肥。在隔离层上均匀铺设无土基质，厚度以 1.5cm～3 ㎝为宜。 

5.3 草毯建植 

5.3.1 种子直播建植 

     用于草毯生产的种子质量可参考 GB/T 18247.7-2000 中 4.1 规定的要求。播种需考虑如下因素： 

a) 播种时间：应综合考虑温度、水分等环境条件、栽培草种种类、市场需求以及生产周期等因素

确定适宜的播种时间。冷季型草坪草种宜在春季和秋季播种，暖季型草坪草宜在夏季播种。 

b) 播种量：高羊茅、多年生黑麦草等大粒径种子播种量为 25 g/m
2～30 g/m

2；草地早熟禾、日本结

缕草等中等粒径种子播种量为 10 g/m
2～20 g/m

2；狗牙根、假俭草、匍匐翦股颖等小粒径种子播

种量为 5 g/m
2～10 g/m

2。 

c) 播种方法：机器或人工播种，应确保种子播种均匀。  

5.3.2 播草茎建植  

用于草毯生产的草茎应符合 GB/T18247.7-2000 中 4.2 规定的要求。播草茎需考虑如下因素： 

a) 草茎质量：选择粗壮、新鲜、切成段的匍匐茎或根状茎草茎。单节草茎应有 2 个～4 个节，长

3cm～5 ㎝为宜。 

b) 播茎量：以 200 茎节/m
2～300 茎节/m

2 为宜。  

c) 播茎方法：机器或人工将草茎均匀播植到坪床上。  

5.3.3 覆盖  

    草种播种或草茎播植完成后，宜均匀播撒 1mm～3mm 基质或铺设无纺布进行覆盖。 

5.4 草毯养护 

5.4.1 灌溉：盛夏高温季节，在早、晚凉爽时浇水为宜；冬季以中午浇水为宜。采用喷灌或人工灌溉，

浇至基质完全湿润为宜。 

5.4.2 施肥：应根据栽培草种种类、生长特点以及无土基质营养条件确定施肥时间和施肥量量。生长季

节氮肥施量一般为 2 g/（m
2•月）～4.5g/（m

2•月），磷肥施量一般为 1.5g/（m
2•月）～2.5g/（m

2•月），

钾肥施量一般为 1 g/（m
2•月）～2.5g/（m

2•月）。施肥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生长季内以每 3 周施 1

次为宜。小面积的草毯可用人工施肥，大面积宜用机械施肥。施后应立即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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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修剪：根据草毯植物种类确定无土草毯是否需要修剪。若需修剪，修剪高度根据草毯植物种类确

定，且修剪应遵循 1/3修剪原则。草坪草毯修剪高度 2cm～4cm为宜。 

5.4.4 病虫害防治：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防治病虫害。草毯生长季内可视病虫害发生规

律，预先施药预防。 

5.4.5 杂草防治：可用喷施选择型除草剂或人工拔除等方式防治杂草。无土草毯杂草率应控制在 5%以下。 

6 无土草毯质量分级 

6.1 草毯分级：按 GB/T 18247.7-2000 中 4.3 规定的要求，将草毯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三个等级。 

6.2 草毯分级原则：按 GB/T 18247.7-2000 中 4.3 的规定，分别测定各检测指标所属级别，在各项检测指

标中，等级最低的指标等级为该草毯等级。不符合最低等级者，视为等外级。 

7 无土草毯起运及包装 

7.1 起挖：按一定形状和大小，直接从坪床中将草毯切起，切起时应切面平齐。 

7.2 包装：将起好的无土草毯卷成大小一致的草毯卷，或平铺成草毯垛。 

7.3 标签：所出售的每一批草毯均应有草毯产品标签。标签应明确标明如下内容： 

a)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 

b)地址及联系方式：草毯生产地的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c)时间：无土草毯起挖的日期。 

d)品种：草种及品种名称。混播草毯应标明草种名称及比例。 

e)等级：标明无土草毯的质量等级。 

f)质量检验员：质量检验员姓名或编号。 

7.4 贮运：起挖后，应在低温低湿的条件下贮运，且应保持植株鲜嫩。 

8 检测方法 

检测分析方法按照表 4 执行。 

表 4 检测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1 外观 目视、鼻嗅法 —— 

2 粒径 筛分法 GB/T 8576 

3 容重 环刀法 附录 A 

4 总孔隙度 环刀法 附录 B 

5 大小孔隙比 环刀法 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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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检测分析方法（续） 

序号 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6 含水率 烘干法 GB/T 8576 

7 pH 电位极法 NT/T 1377 

8 电导率 电导率法（10:1 水土比） LY/T 1251 

9 发芽指数 生物毒性法 GB/T 23486 

10 总镉 石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11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 

12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

分光光度法 
GB/T 17134 

13 总铅 石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14 总铬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15 总铜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16 总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17 总锌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18 类大肠菌群值 发酵法 GB 7959 

19 蛔虫卵死亡率 沉淀法 GB 7959 

20 杂草率 点测法 GB/T 182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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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质容重的测定 环刀法 

A.1 仪器设备 

A1.1 环刀：容积（V0）200cm
2。 

A1.2 天平：不低于 0.01g。 

A1.3 烘箱。 

A1.4 干燥器：内有变色硅胶干燥剂。 

A.2 测定方法 

A2.1 将已知容积（V0）的环刀放入温度为 65℃±5℃的烘箱内烘 0.5h 后取出，移入干燥剂中冷却至恒

重（m0）。 

A2.2 将自然堆放的基质沿 45°自由落入已知容积（V0）的环刀中，并轻轻摇匀，装满，用刀削平。  

A2.3 将环刀揭盖放入温度为 65℃±5℃的烘箱内，烘 15h 后取出加盖，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恒重（m1）。  

A.3 计算方法 

容重以单位体积的质量（g/cm3）表示，按式（A.1）计算： 

                               ρb=(m1-m0)/V0
          ………………………………（A.1） 

式中： 

ρb——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1——烘干后环刀和基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烘干后环刀质量，单位为克（g） 

V0——环刀容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3）； 

所得结果应保留 3 位小数。 

以上实验应至少重复三次，取算数平均值为测定值，保留至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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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总孔隙度的测定 环刀法 

B.1 仪器设备 

B1.1 环刀：容积（V0）200cm
2。 

B1.2 天平：感量 0.001g。 

B1.3 烘箱。 

B.2 测定方法 

B2.1 将自然堆放的基质沿 45°自由落入已知容积（V0）的环刀中，并轻轻摇匀，装满，用刀削平。 

B2.2 用橡皮条将环刀盖捆好，将环刀有孔一端朝上放入水中，使水浸没环刀，浸泡 48h 后取出，称重

（m1）。  

B2.3 将环刀用纱布封口并倒置，沥干。  

B2.4 将环刀揭盖，放入温度为 65℃±5℃的烘箱内，烘 15h 后取出，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加盖称

重（m2）。  

B.3 计算方法 

总孔隙度按式（B.1）计算： 

                       ф总=(m1-m2) ×100/(V0×1.00)
          ………………………………（B.1） 

式中： 

ф总 ——总孔隙度，%； 

m1  ——浸满水后环刀和基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烘干后环刀和基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V0  ——环刀容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3）； 

1.00 ——水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所得结果应保留 1 位小数。 

以上实验应至少重复三次，取算数平均值为测定值，保留 1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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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大小孔隙比的测定 环刀法 

C.1 仪器设备 

C1.1 环刀：容积（V0）200cm
2。 

C1.2 天平：感量 0.001g。 

C1.3 烘箱。 

C.2 测定方法 

C2.1 将自然堆放的基质沿 45°自由落入已知容积（V0）的环刀中，并轻轻摇匀，装满，用刀削平。 

C2.2 用橡皮条将环刀盖捆好，将环刀有孔一端朝上放入水中，使水浸没环刀，浸泡 48h 后取出，称重

（m1）。  

C2.3 将环刀用纱布封口并倒置，沥干至 2min 内不再有水滴出，然后称重（m2）。  

C2.4 将环刀揭盖，放入温度为 65℃±5℃的烘箱内，烘 15h 后取出，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加盖称

重（m3）。  

C.3 计算方法 

总孔隙度按式（C.1）计算： 

                       ф大/小=(m1-m2) /(m2-m3)
          ………………………（C.1） 

式中： 

ф大/小——大小孔隙比，%； 

m1  ——浸满水后环刀和基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沥干后环刀和基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  ——烘干后环刀和基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所得结果应保留 2 位小数。 

以上实验应至少重复三次，取算数平均值为测定值，保留 2 位小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