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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11月，冷季型rye grass已经死亡。现在，Cynodon被鼓励以形成厚的遮盖层，为来年秋天的播种打下完美的基础。 

项目小组 

客户：Durban市 

项目工程和管理：Illiso咨询工程师 

主要承包商：小组 5, Pundev，WBHO 

草地顾问，球场规格和设计：运动草坪解决办法 

草地安装：Turftek 

 

Duthan市的新Moses Mabhida体育馆，

由南非足球协会拥有，位于国王喜好的

运动的选区。为发展这一新的体育场，

国王公园体育馆在2006年被破坏了。

体育馆预定主办五个小组赛，二分之一循环赛，四

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而且已经被当做一个 Durban

市多功能的资产，融合了橄榄球、蟋蟀、运动，娱

乐和文化事业。 

地面准备和球场 

Turftek 队，项目经理是Len Ludick，包括

johan Louw，Chad de Wits, Lucky Modise, 

Sifiso Mazibuko 和 Terry Paterson。Louw 

说，由于时间限制，草坪草(以草皮的形式)， 

不能在体育场种植，而要在常绿草地的

Ballito 农场种植（以草茎的形似）。这种

草暖季型草是Cynodon的变异体--- Tifsport。

然而，球场设计是适应不同的季节，两种类

型的草（暖季型和冷季型草）将被使用。

Tifsport被放置在初期和后期，混合的冷季

型草（Perennial Rye 和Kentucky Blue）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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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们… 
没有比赛。 

 

 

 

 

 

 

 

 

 

Evergreen是官方应急草地的供应商，6个2010

足球体育馆包括Soccer 城市, Coca-Cola 公

园, Moses Mabhida体育馆 和 Vodacom 公园。

从开赛到决赛，2010足球世界杯和

Evergreen！ 

 

Evergreen 是高尔夫球场专利的 re-greening 系

统，确保了果岭和球道击球最小的分裂。在 

Ruimsig 国家俱乐部和 Dainfern 国家俱

乐部有完美体验。 

无论你的比赛或草坪需要什么，相信我

们，我们快速和专业的特殊化的草地工

程、安装、维护和灌溉服务能保持它的

绿色。 

不断增加的成功已经使我们成为非洲南

部最大的应急草坪供应商，Evergreen，在

过去的21年内滚动了绿色的地毯！ 

 

足球场地办公室，板球场地学院，高尔夫球场集体滚球场酒

店渡假胜地娱乐设施… 

你命名它，我们种植它！ 

 

www.instantlawns.co.za    0861 44 22 33 

被添加。 

Louw 说，该基地是由主要承包商和

Turftek 进行激光制导矫直机，振动压路机获

得基础平整，实现耐受和紧实度。然后，他

们安装了 315mm 的雨水排水管，这是按照

工程规范连接到表面泵。水被泵入用于灌溉

的主要储存罐。它是通过聚氯乙烯管道收集

水池内地面排水和流动水。当排水安装时，

整个场被一个相对比较厚的非织造 bidim

土工布覆盖，作为一个过滤分离器。

然后铺设300毫米宽的Megaflo面板排

水渠，以 7.5 米的间隔，铺平到 bidim

层。 Megaflo 是一种高强度，高容量

槽扁管排水系统，它连接到周边 300

毫米的管道。它覆盖了足球场和田径

跑道周围。 

其后，球场将被 6,7mm 的粉碎的尖角

的石头覆盖，这些石头后来将被拉平为开始

输入运动场地的沙子---这些沙子已经在场

地外预先与松树皮混合，继而进一步拉平到

10mm 的耐受度，然后定位。 

该球场被归类为“首要运到场地”，组

成为高消耗，不密实的砂，超过一个漏底土

砾石层中上层的生长介质。草底下的沙层包

括StaLok纤维，增强了根系区域，使之更加

灵活，从而增加了草地的承载能力。这意味

着可以在运动场上发挥更广泛的范围。该

StaLok稳定是一个纤维网，把沙子混合，创

造了人工根结构。根系生长进这个纤维层

（防紫外线，不分解）。这是在Arizona和美

国创造的，并已存在了超过两年。它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草皮，在沙滩上创造了稳定性，

并防止板结。 

http://www.instantlawns.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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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w 说，进口砂必须符合 StaLok 规格

---需要一个比 USGA 规格更严格质量控制. 

Turftek 选择了当地的沙和从 Shepstone 和

Stanger 港口取得的随机样本。对大约 50 个

样本进行了分析，以确保获得正确的沙子。 

该球场的最终形式为龟背形，从中心到

边缘以 1 个百分点逐次下降。它符合 f FIFA, 

IRB, SAFA 和 SARFU 的要求 

草坪草种植和安装 

在2008年12月中旬，常绿草坪开始在Ballito

的种植农场的场外球场建立，两个星期后完

成。在球场种植场外种植是为了减少种植时

间，建植可以不破坏球场。要建造球场，硅

砂按国际足联（FIFA）规格导入到外地和

StaLok 稳定剂混合，然后混合进沙子。此后，

百慕大 TifSpor 草茎种植。利用草茎是因为

它提供了比草皮更好的稳定性。 

StaLok 是唯一较稳定的，在所有标准的

维护措施如追肥和空心打孔，是可以不妨碍

稳定性的。百慕大 TiffSport 已经连续 2 年在

美国进行的 NTEP（全国草坪评价方案）评

价试验中被评为世界第一位。它由南非土著

母材繁殖，具有优良的耐磨和耐受性，颜色

和春季返青。它也是非侵入性品种，并已经

在南非全国各地的5个不同地点进行了试验，

表现很好。 

在生长期间，TifSport 由 Evergreen 员工

密切监察，以确保不会有杂草，其他草品种

或疾病的滋生。叶面肥料定期进行，因为石

英砂中没有营养价值或有机物质，这些是短

的时间内牧草生长非常重要的协助。总生育

期长达 8 个月。 

Evergreen 需要确保收割之前创造了 50 毫米

或更深的超级草皮根系统。草皮创造了不动

材料铺设并可 36 小时内运动。在南非，以

前没有这样做，而南非 Evergreen 的工作人

员在美国和欧洲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调查并

了解更多的程序。 

收获之前，球场被水浸湿，紧凑的沙子，

在收割和运行期间确保一个稳定的草坪卷。

草坪收获者把草皮剪成 40 毫米深 x 1,1 米宽

x17 米长大小。每个辊重大约 1 吨，至关重

要的是保持 40 毫米的一致性，以确保在场

上保持均匀。 

WMI 草皮安装者和 Evergreen 的专业团

队安置草皮，确保它们的位置满足内层线性。

超级草皮安装在中心球场和清洗过的百慕

大草皮安装在田径场。使用清洗过的草皮以

确保采用不同的土壤不会有污染。安装在短

短两个多星期完成。Evergreen 草坪安装超

级草皮作为使用 USGA 沙子和 StaLok 稳定剂

首次在南非安装使用。 

灌溉 

球场灌溉系统是 Perrot 草皮杯洒水，筹造了

在 35m 空间内 36.5m 的能力。它需要总共

只有 12 个喷头。主要领域的设计和使用的

12 个喷头的外围是用不锈钢签署 6005 单位，

被 4 个独立的 50 毫米电磁阀控制。该 Perrot

单位都在头部，无需额外的主要单位电磁阀。

只有两个内场单位，需要电磁阀，因为在除

操作时外的任何时间，无受到压力的主线领

域。 

其中的主要领域使用的 12 个单位，10

个是在外围，只有两个在主要领域，这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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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线外的南北各向 17.5 米发现。控制灌

溉 KZN 最初的设计规格，整个系统反馈 110

毫米 12 级主要塑钢环.反过来这也被主线反

馈，12 级 160 毫米 UPVC 管脱节的泵站及

60 米外，两线在这里汇合.排水系统也要求

被束缚在水池内场和水将回流到主油箱。 

Turftek 安装了 110 毫米级 9upvc符合电气回

到主泵室，被捆绑的系统返回到后面，这种

设计是为体育领域的正常运作程序，这意味

着，北部部分可以在冬季独立操作，作为控

制需要增加和减少水分。 

干线和轨道灌溉线首先安装在东部周

边，因为这是作为开始工作唯一的可得区域。

环形主线安装进 500mm 的基部，因为仍然

会有一块另外的 400 毫米的石头和生长中

层被安置在生长层的上部，大约为系统地面

900 毫米处。在 2 种不同的介质安装前安装

主要的单位被安装，因为一旦主要的单位被

安装了，Turftek 可能无法扰乱排水层。要

确定，单位被正确安装了，他们在位置上利

用了激光水平结局程度水平以正确高度消

除洒水车。当做工作着手进行了，在渠被关

闭了之前，有被检查了的被客户和被安装的

管的每长度放下的严厉的安装记录。 

主要喷水装置是草皮杯 perrotlvz-rvr-22

阀头。这允许整个喷水装置埋于草皮杯和地

面下 150mm 深。这个装置在操作中能够跳

起来，而草皮能固定。周围的喷水装置是 

Signature 6005 不锈钢，被四个 Signature 

50mm 螺线形电导管操纵。主要的泵使用 2

个 Grundfos CR64 泵（外面复盖 copon 管）。

主要的控制装置是 Delta 变速系统，伴随以

操纵可变高矮度并可以在位置上建立流程。 

运动场的水分供应来自于位于体育场

基部的南部双拱门的主要水箱。水箱的容积

是 800000 公升，由主要的市政提供。水箱

的添加来自位于主田地的周围的溪水和灌

溉再循环污水池，因为球场现在仍然处于生

长状态中，随时需水，随时灌溉。然而，一

旦草地建立，灌溉的主要周期是晚上和（考

虑冷却）一天中的雾周期。田地开始成熟时，

周期将会被球场管理员决定。 

维护 

Turftek 将负责草坪的建植和维护直到世界

杯，并包括世界杯的期间。其后接下来的维

护合约将会被商议。Cynodon 将会被栽种直

到第一场比赛，并将会在 2010 年的 4-6 月

用上文提到的冷季型草坪草播种。Louw 说：

对于 Cynodon，常规基础上的垂直剪草和垂

直排水是极其重要的，如同沙质土壤上的叶

的营养。施肥方案由运动草坪解决办法的

Johan Jansen van Vuuren 制定。  

根据 Louw 总结：体育馆的草地安装很

好的种植，以及 2 公顷的草区域将会比 1 公

顷大小的体育馆维护起来更具挑战性。 

信息由常绿草坪Turftek 和 Fanus Clete的

johan Louw 和 Terry Paterson提供。照片由

常绿草坪Roots SA和 courtesy的 onnall 

Oosterbmek提供。 

 

Website:  www.turftek.co.za  

Email: sales turftek.co.za   

网站：www.turftek.co.za  

 

http://www.turftek.co.za/
http://www.turftek.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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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球场维护 

SERVEST IHB 的区

分：+2711196-1800 

PTA：+2712807-7282  

KZN:：

+2731266-0206 

CT：+2721534-3417 

运动田地工程 

运动田地重建 

特殊化草地维护 

高尔夫球场工程 

高尔夫球场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