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春季和夏季，户外浇水可能会使用水量会猛增 30% 到 40%。遵循以下草坪护理技巧，即让您拥有健康草
坪，同时也能节省水费。请务必查看我们的《浇水 101 指南》，了解为新草坪或现有草坪浇水的更多技巧。 

限制草坪
草坪非常适合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但与其他植被相比，草坪确实需要更多的水，并且通常需要更多的维护。 
规划新院子时，请考虑限制草坪的空间，或用 YardSmart 植物、灌木或地被植物替换未使用的现有绿地。 
请务必查看《房主用水指南 — 浇水101》和《房主用水指南 — 高效灌溉》，了解为新草坪或现有草坪浇 
水的更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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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草坪
内容 + 原因：修剪草坪是常规草坪维护的一部分，也是成为好邻居的一部分。在您的常规草坪修剪实践中使用
以下技巧，有助于您的草坪保持健康和恢复力，并减少总体浇水需求。

方法：
  将草的长度保持在三英寸 — 将草坪保持在三英寸高，将形成更 

深的根系，保留更多的水分。较长的草还有助于保持根部凉爽， 
增加草坪抵御干旱和炎热的可能性。 

  将草屑留在草坪上 — 草循环将养分返还给土壤，以增加有机质，
抑制野草和保持水分。草屑提供免费的肥料，让您的草坪更绿。

  时机很重要 — 不要在潮湿的时候修剪草，或者在太阳炎热的 
中午修剪草。

  遵循定期的修剪时间表 — 您希望每一次剪草都不超过草长的 
三分之一，以免剪刀草叶的叶冠。经常修剪草坪有助于使草坪 
保持健康。 

您知道吗？
根据《Calgary 市社区标准细则 
5M2004》，私人物业所有人必
须确保草的高度不超过 15 厘米
（6 英寸）。保持健康、美丽的
景观是成为好邻居的一部分，也
是社区的任务。

有用提示：确保割草机上的刀片锋利。这将有助于确保草剪得干净，使草更加健康。剪得太短的草坪，尤其是
在夏季炎热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压力，容易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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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草坪通气 
内容 + 原因：草坪需要呼吸，通气
可以帮助草坪呼吸。草坪通气需要
把草坪中的小土塞或土芯除去。大
多数通气是使用通气机完成的。随
着草坪的老化或大量使用，土壤可
以被压实。草根需要氧气才能生长
和吸收养分与水分，土壤被压实会
减少土壤中的空气总量。通气可以
给土壤带来以下好处：
• 增加分解枯草的土壤微生物的活性。
• 允许草坪的根扎得更深，从而增强恢复能力。
• 改善生根。
• 有助于防止土壤压得过实而导致的肥料或杀虫剂流失。

通气后通常会播种或施肥 — 将草籽或肥料撒在草坪上，它们落入新产生的孔中（请参阅本指南的“施肥和播
种”部分）。

方法：可以向许多花园或租赁中心租用曝气机，一些园林景观公司将为您提供服务。确保机器上有中空的尖齿
或铲子，以将土芯带到地表。在 Alberta，通气的最佳时间是五月到六月，以及九月中旬。最好把土芯留在草
坪上，使它们最终变成土壤。 

通气时：
  不建议对地表下面有石子、石块或树根的土壤通气。对重黏土土壤通

风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土壤应湿润但不潮湿。通风前两天应给草坪浇透水，使尖齿可以更深

地插入土壤，并且土芯很容易从尖齿中掉出来。
  如果在长时间降雨后通风，则应等到土壤有些干燥后，使土壤芯不会

粘在空心齿中

 应至少朝两个方向给草坪通气，确保对整个草坪通气。 

 在斜坡、建筑物附近、树干和景观床附近要小心。

有用提示：如果对通气有疑
问，请在草坪上至少 6 英寸
的深度取土芯样本。如果草根
仅伸到最初的 1-2 英寸，则土
壤可能会被压实，通风会对土
壤有好处。预计会有季节性的
影响，凉季草的草根在夏末最
短，而在春末则扎得最深。

浅根
压实土壤

之前 通气 之后 之后

较深根 
新根生长

空气和水 更健康的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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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枯草
内容 + 原因：枯草是土壤表面上形成的一层枯草杆和草
根。枯草对草坪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具体取决于枯
草的数量。草坪上薄的枯草层（半英寸厚或更薄）可以
隔绝极端温度和不断变化的土壤湿度。厚的枯草层（一
英寸厚或更厚）可能影响草坪吸收养分。潮湿的枯草可
能保留过多水分，使氧气不能进入土壤。

方法：盖枯草的最佳时间是草坪刚变绿之时。不要除去
新草坪或湿草坪上的枯草。主要有两个除去草坪上枯草
的方法：
1. 使用叶耙、花园耙或枯草耙手动除去。
2.  使用电动除枯草机和电动耙。两种工具都使用同样 

的机器 — 区别在于切刀设置的深度。使用动力耙
时，将除枯草机调高，以使刀片刚好掠过地表。要除枯草，将机器调低，使刀片插到地表下面。

  可以租用电动除枯草机，也可以聘请景观专业人士为您服务。请注意，除枯草机可能很重，通常需要多人
运输。

  在除枯草之前，将草坪修剪至正常修剪高度的一半。

休眠的草和枯草 — 我如何知道？
草坪变成棕色并不总是意味着草坪已经死了 — 可能只是在
休眠。当草在寒冷的冬季进入休眠状态时，它会停止生长并
变成棕色来保存分水和养分。在夏季，如果草坪面临炎热或
缺水的压力，它也可能进入休眠状态。草坪休眠通常是暂时
的，随着压力状况的缓解，它会自然地复原。

重要的是要选择凉季或耐旱的草品种 — 在遭遇长期炎热天
气时，这些品种的草会自然地进入休眠状态，而在温度回归
正常后，它们会复原并再次变绿。 

如果您可以几乎不费力就把草拔出来，或者草坪上的棕色颜
色不均匀（即有明显的棕色斑块），那么草可能已经枯死。 

草叶

草冠

枯草层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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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除枯草机的刀片深度和间距。通常，刀片深度
设置为切入土壤中最多半英寸，以去除枯草并搅动
土壤表面。对于间距，较硬的草和凉季草通常需要
大约一到两英寸。

  让机器以交叉模式在要除枯草的区域上走几遍，以
提高覆盖率。

  完成后，请务必清除草坪上的所有枯草和杂物。您
可以将此材料放入绿色购物车中。

  除去草坪上的枯草后，通常是对草坪施肥或补种的
好时机。如果已经补种，则用耙子把种子埋入土壤
中，然后添加肥料并覆盖一层薄的有机肥料（例如堆肥）。 

  在除枯草后的几天里，尤其是在高温和干旱的时候，最好给草坪额外浇水。

施肥
内容 + 原因：给草坪施肥可提供重要的养分，有助于草的健康成长。建成的草坪通常不需要施肥，但是如果要
施肥，请遵循以下提示。

方法： 

   考虑施肥时，请选择缓释肥料。这种肥料会在很长时间里缓慢地为植物提供养分，而不是像速释肥料那样
短期内提供大量养分。优质的缓释肥料将在很长时间里提供适当而均衡的养分，使植物和根系更健康，从
而能抵抗高温、低温、干旱和其他压力。 

   初夏（草坪开始活跃生长之后）和秋天是施肥的最佳时机。秋季施肥增加草的冬季耐寒性，并提供多种养
分，尤其是钾，钾使草皮更强壮。一天中施肥的具体时间取决
于天气情况。如果预报称未来 24 小时会下雨，则不应施肥。施
肥后要注意不要对草坪过度浇水 — 这会把养分从草坪上冲走，
冲到下水道里，最终冲到河流里。施肥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包
装袋上的说明。

  有机草坪肥料（例如堆肥）还提供了维他命和矿物质，使草坪
保持茂密和绿色。这种专用肥料可能包括来自动物加工产品或
废物的动物蛋白、钾肥、海藻、粪肥、堆肥和玉米面筋粉。 

有用提示： 如果您有自动灌溉系统，请务必用旗帜或棍子标记水头，以免损坏水头。

有用提示：氮的百分比通常是肥料袋
上三个数字中的第一个。例如，每
袋 34-6-6 肥料中氮含量为 34％。但
是，我们仅凭这个数字并不能对产品
中氮的种类有更多了解。23-3-3 是缓
释肥料中氮磷钾的正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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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施用 2 至 3 次有机草坪肥料，可以替代多种人工处理
方法，具体取决于草坪的养分需求。重要的是要记住，施
肥只是维护健康草坪的良好养护措施的一部分。
   用推车或手持撒肥机施肥时，施用约四分之一磅的氮。它
还有助于在一年中提供少量的氮；草循环（将草屑留在草
坪上）是实现此目的的理想方法。

在现有草坪上播种 
内容 + 原因：为了增加草坪的密度，可能需要覆播。茂密的草坪杂草更少，更健康。害虫、极端天气条件和
疏于管理也可能损坏草坪，即使土壤状况良好也是如此。如果草坪有点稀，则可能需要适当的修剪、施肥和浇
水。但是，如果这样无济于事，则覆播优质草坪种子可能会解决问题。

方法：选择种子 — 选择细叶草含量高（至少 60%），肯塔基州早熟禾含量低（最多 20%）的草种子，记住要
使用凉季品种。选择一种种子混合物，该混合物不仅应具有较高
的物理种子属性（例如纯度和发芽率），而且还应包含适合预期
用途的最佳草种构成。从长远来看，混种可产生更耐用的草坪。

   在将种子撒播到稀薄区域之前，请确保种子可以很好地接触到
土壤，并清除掉所有枯草或杂物。在覆播之前，也可以使用除
枯草机、曝气机或垂直割草机整理草坪。 

  把覆播安排在下雨的前一天。不要在高温天气预报之前覆播。
种子需要水才能发芽。

   如果草坪很稀，则每 1000 平方英尺覆播 900 克（2 磅）或更多种子（最多 1.8 公斤或 3 到 4 磅）。有关为
新播种的草坪浇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浇水 101 指南》。

有用提示：土壤肥力、水分含量、
日照水平和交通状况会影响最适合
您的院子的混合物的类型。想用
多种草种的混合播种草坪。咨询 
Calgary 市当地的苗圃和园艺中心是
否有耐旱的草坪种子混合。

选择草皮类型
与使用种子建立草坪相比，在草坪上种植草皮速度更快。但是，根据草坪的护理和用途仔细地选择草种混合 
很重要。 

寻找本地的耐旱草皮，例如细叶草含量高的草皮。这些草皮需要更少的灌溉和维护，能在不同的土壤条件下 
茁壮成长，并且更加适应 Calgary 的气候。 

肯塔基州早熟禾混合物虽然能抗病并且能快速变绿，但与本地耐旱草皮品种相比，需要更多的灌溉和维护。 
咨询您当地的苗圃，了解草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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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防寒
您在秋季采取行动，将使您来年春季拥有健康的草坪。 

  从八月底开始，让草长得更长。这将增加草的耐寒能力。 
   让草成长着进入休眠状态。一旦白天开始变短，夜晚开始变凉，停止为草坪浇水。
  在温度下降之前，务必排出水管中的水，倒掉雨水桶中的水，并将它们存放起来，以防破裂和结冰。

重新建立院子
重新建立院子听起来令人生畏。花时间适当地规划您的院子将有助于您制定切实的行动计划。遵循这些简单的
步骤将为您在 Calgary 的园艺成功打下基础。 

1.  针对您的院子制定一个计划。使用《YardSmart 规划 + 设计》手册，并遵循规划和设计十步骤。一些关键
的注意事项包括：

    了解您的院子 — 注意阳光照到和照不到的区域以及排水管和水池的位置。

    优先考虑景观需求 — 确定目标并确定目标用户。您是否需要在草坪上为宠物和小孩留有空间；您是否
希望您的院子只需很少的维护；您是否想种蔬菜；您是否需要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室外空间？

   建立设计图并选择植物 — 将具有相同水需求的植物分成一组，种在花园里满足其需求的地方。选择本
土植物或经过时间考验的、适应 Calgary 气候的低耗水量植物。请参考 YardSmart 材料，了解推荐的耐
寒、需水量少的树木和灌木，以及一年生和多年生植物。

健康的土壤=健康的草坪
草坪下面的土壤状况决定草坪的健康状况。土壤测试可以测量土壤中
可用的植物养分，土壤的酸度及有机质含量。您应该测试土壤，因为
可以根据该信息为草坪推荐肥料和石灰。 

土壤测试包括两个步骤。 
1. 从草坪上收集土壤样本。 
2. 将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由于前院和后院通常被不同地对待，因此您应该从每个区域分别取样。请勿将草坪的土壤与菜园和花园的土壤
混合。 

Calgary 的土壤往往粘土含量更高，碱性更大，通常可以通过堆肥进行改良，以提高土质。访问 calgary.ca 了解
获取免费堆肥的日期和位置。

房主用水指南 — 草坪护理  

第 7 页



2.  考虑时间表。如果您是用种子或添加新草皮来建立草坪，则需要
考虑发芽和建立时间表。别忘了，您不必一次把所有事情做完。
设定每个季节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开始新项目的最佳时间是 
春季。 

3.  改善土壤。为了建立健康的花园或草坪，建议使用至少八英寸的
优质土壤作为基土。您可以在 calgary.ca 上找到在线顶级土壤计算
器，确定项目需要多少土壤。重粘土土壤排水缓慢，而沙质或石
质土壤排水过快。添加堆肥以提高土壤的吸水能力和蓄水能力以
及排水能力。 

4.  重新建立草坪。恰当地把地整平，确保至少有六英寸厚的堆肥。您
可以选择用新种子或新草皮建立草坪。新种子需要长达三周的时间
才能发芽，而新草皮更快些。确保选择正确的种子掺合物或草皮类
型（有关种子类型，请参阅“在现有草坪上播种”部分）。在建立
之前，按照时间表持续浇水很重要。有关为新建立的草坪浇水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浇水 101 指南》。

5.  使用覆盖物。树皮、木片和石头有助于减少土壤中的水分蒸发，
抑制杂草的生长并尽量降低土壤流失，从而为植物提供更多的水分。

6.  处置患病的杂草、树木和灌木。如果翻修院子需要清除生病的树木和灌木丛，或有害或入侵杂草，请记住
查看 calgary.ca 上的“What Goes Where”，了解如何正确处置的信息。

7.  如果有疑问，请寻求帮助。请随时访问 calgary.ca 或联系 311，我们将帮助您找到答案。 
另外，考虑参考园艺书籍或咨询您当地的园艺中心专家，获取操作方法信息。

有用提示：Calgary 市提供免费覆盖物和获取堆肥的日期。访问 calgary.ca 了解日期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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