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草網使用說明  

植草網簡介 : 植草網是一種穩定地磐的地工織物讓草能穿過網洞隱藏植草網的綠化材料  

 

植草網一般使用於小型車停車場 操場 高爾夫球場…….等 

 

植草網施工容易 可 DIY 是取代現有植草磚的最佳選擇 

 

植草網標準規格 

編號 尺寸 厚度 重量 

TRM-10020060 200mx30m 6.0mm 1600g/m 

TRM-6034070 200cmx30m 7.0mm 1600g/m 

 

植草網 TRM-10020060 規範測試報告: 

原料 : 高密度聚乙烯                              Polymer HDPE 

網眼行狀 : 長菱形                                Mesh shape RHOMBOIDAL 

顏色 : 綠色 黑色                                 Color GREEN BLACK 

縱向網眼距離 : 20mm                              MD pitch mm 20,0  longitudinal direction 

橫向網眼距離 : 20mm                              TD pitch mm 20,0  transversal direction. 

單位重量 :    800g/m²                               Unit weight 800g/m²  

寬度 : 200cm                                      Roll width m 2,00 

長度 : 30.0m                                      Roll length m 30,0 

含蓋面積 : 60.0 m²                                 Covered area m² 60,0 

整捲直徑 :                                        Roll diameter m 0,43 

整捲材積 :                                        Roll volume m³ 0,37 

整捲重量 : 48.0kg                                  Roll weight kg 38,4 

 

規格試驗 :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縱向拉力 : 4.5 kN/m                                Tensile strength MD kN/m 4,5 

橫向拉力 : 4.5 kN/m                                Tensile strength TD kN/m 4,5 

縱向延伸比 : 60.0%                                 Yield point elongation MD % 60,0 

橫向延伸比 : 40%                                  Yield point elongation TD % 40,0 

 

植草網 TRM-6034070 規範測試報告: 

原料 : 高密度聚乙烯                              Polymer HDPE 

網眼行狀 : 長菱形                                Mesh shape RHOMBOIDAL 

顏色 : 綠色 黑色                                 Color GREEN BLACK 

縱向網眼距離 : 40mm                              MD pitch mm 20,0  longitudinal direction 

橫向網眼距離 : 34mm                              TD pitch mm 20,0  transversal direction. 

單位重量 :    800g/m²                               Unit weight 800g/m²  

寬度 : 200cm                                      Roll width m 2,00 

長度 : 30.0m                                      Roll length m 30,0 



含蓋面積 : 60.0 m²                                 Covered area m² 60,0 

整捲直徑 :                                        Roll diameter m 0,43 

整捲材積 :                                        Roll volume m³ 0,37 

整捲重量 : 48.0kg                                  Roll weight kg 38,4 

 

規格試驗 :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縱向拉力 : 4.5 kN/m                                Tensile strength MD kN/m 4,5 

橫向拉力 : 4.5 kN/m                                Tensile strength TD kN/m 4,5 

縱向延伸比 : 60.0%                                 Yield point elongation MD % 60,0 

橫向延伸比 : 40%                                  Yield point elongation TD % 40,0 

 

 

植草網使用實例 : 

    

植草網使用施工說明 : 

 

對不存在的草地施工方法 

整平並壓實植草網含蓋的範圍鋪上植草網用銷釘固定一端 拉平間隔固定一銷釘 在植草網相街處覆

蓋150毫米銷釘固定。確保重複部分每 1 米都有銷釘固定。 覆蓋細沙於植草網上移走任何碎片/ 石

(頭)或者岩石 當植草完成時 (通常將需要完全生長季節) 植草網將是隱形並且呈現完美草地的外表。  

 

對已存在的草地施工方法 

剪短草坪上的草 使用 70%的沙加 30 的土混合 整平草坪 

展開整捲植草網並使用我們的銷釘固定於一個末端。 拉緊使表面處於平整 每1m使用一個銷釘固

定。  

植草網相接處於有150毫米重複部分  

確保重複部分每 1 米都有銷釘固定。  

當你已滿意這個植草網的平整度, 覆蓋細沙於植草網上移走任何碎片/ 石(頭)或者岩石。它將幫助增

進植草網周遭的根源成長 固定植草網 。  

已經平整植草網沙質表土的任何地區都應該植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