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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种类

乔木
(46)

是指树身高大的树木，有根部发生独立的主
干，树干和树冠有明显区分。有一个直立主
干，且高达通常在6米至数十米的木本植物
称为乔木。（木棉、松树、玉兰、白桦）又
可依其高度而分为伟乔(31米以上)、大乔

(21-30米)、中乔(11-20米)、小乔(6-10米)等
四级



园林种类

灌木
(13)

是指那些没有明显的主干、呈丛生状态比较
矮小的树木，一般可分为观花、观果、观枝
干等几类。（如玫瑰、映山红、牡丹等）



园林种类

地被
(30)

指那些株丛密集、低矮，经简单管理即可用
于代替草坪覆盖在地表、防止水土流失，能
吸附尘土、净化空气、减弱噪音、消除污染

并具有一定观赏和经济价值的的植物。
（萱草类、迎春花、雏菊等）



名称：云杉
【别名】粗枝云杉、大果云杉、粗皮云杉等;
【形态特征】具有下垂的枝，整颗树层层排列。
直挺的针状叶呈螺旋形围绕着茎，长度为2~3 
厘米。

【习性】

云杉耐荫、耐寒、喜欢凉爽湿润的气候和肥沃
深厚、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沙质土壤，生长缓慢，
浅根性树种，喜空气 湿润气候，喜生于中性和
微酸性土壤，也能适 应微碱性土壤，喜排水性
良好、疏松肥沃的砂壤土。

【种植时间】上半年3月初至5月中旬,下半年9
月初到11月中旬(地表结冻之前)

乔木（46种）



名称：油松
【别名】短叶松、短叶马尾松、红皮松、
东北黑松；

【形态特征】树皮下部灰褐色，裂成不
规则鳞块，

【习性】

油松为阳性树种，浅根性，喜光、抗瘠
薄、抗风，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酸
性、中性或钙质黄土上，-25℃的气温
下均能生长。

【种植时间】移植以春季3-4月最好，
小苗需带土，大苗带土球，

      乔 木



名称：白皮松
【别名】白骨松、三针松、白果松、虎皮松、蟠龙
松

【形态特征】幼树树皮光滑，灰绿色，长大后树皮
成不规则的薄块片脱落，露出淡黄绿色的新皮，老
则树皮呈淡褐灰色或灰白色，裂成不规则的鳞状块
片脱落，脱落后近光滑，露出粉白色的内皮，白褐
相间成斑鳞状；

【习性】

白皮松是喜光树种，耐瘠薄，耐寒，在较干冷的气
候里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种植时间】早春，夏季，秋季进行

     乔 木



名称：蒙古栎(li)
【别名】凿子树，蒙子树，葫芦刺，红心刺

【形态特征】树皮棕灰色，叶薄革质，雌雄株稍有
区别

【习性】

喜光、耐寒、能抗-50度，喜凉爽气候;耐干旱、耐瘠
薄、喜中性至酸性土壤

【种植时间】春季4月末~5月份、秋季10~11月份为
宜

     乔 木



名称：悬铃木
【别名】英国梧桐、法桐

【形态特征】树皮棕灰色，叶薄革质，雌雄株稍有
区别

【习性】

喜光。喜湿润温暖气候，较耐寒。适生于微酸性或
中性、排水良好的土壤，微碱性土壤虽能生长，但
易发生黄化。根系分布较浅，台风时易受害而倒斜。

【种植时间】11月中下旬栽植成活率可达100%。自
落叶至土壤结冻前均可

     乔 木



名称：国槐
【别名】国槐、槐树

【形态特征】国槐是良好的绿化树种，常作庭荫树
和行道树，且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

【习性】

性耐寒，喜阳光，稍耐阴，不耐阴湿而抗旱

【种植时间】最好是深秋初冬,这个季节植物休眠期
易成活

     乔 木



名称：白蜡
【别名】

【形态特征】树皮黄褐色小枝光滑无毛奇数羽状复
叶对生小叶5--9枚
【习性】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颇耐寒，喜湿耐
涝，也耐干旱

【种植时间】春季移植最好

     乔 木



名称：栾树
【别名】木栾、栾华

【形态特征】树冠近圆球形，树皮灰褐色，细纵裂；
小枝稍有棱，无顶芽，皮孔明显，奇数羽状复叶，
【习性】

喜光，稍耐半荫的植物；耐寒；但是不耐水淹，栽
植注意土地，耐干旱和瘠薄，对环境的适应性强

【种植时间】最好是在春季,当然秋冬也可以。

     乔 木



名称：千头椿
【别名】多头椿、千层椿

【形态特征】树冠圆球形，树皮灰褐色，分枝较多。
奇数羽状复叶互生，小叶13-25枚，整体形态如臭椿。
是臭椿一个雄株变种

【习性】

喜光、耐寒、耐旱、耐瘠薄、也耐轻度盐碱，pH9以
下均能生长。适应性极强

【种植时间】春秋两季均可。春季宜晚载，以4月中
旬为宜，千头椿苗木上部壮芽膨大呈球状时栽植成
活率最高，秋季栽植宜在开始落叶至12月上旬之间
进行。

     乔 木



名称：银杏
【别名】白果树

【形态特征】幼树树皮近平滑，浅灰色，大树之皮
灰褐色，不规则纵裂，粗糙；有长枝与生长缓慢的
距状短枝。

【分布地点】中国的银杏资源主要分布在山东、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北、河南、湖北、江苏、
湖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的60多
个县市，另外台湾也有少量分布。

【种植时间】秋季栽植银杏,以十一月份中旬为好

     乔 木



名称：丛生元宝枫
【别名】元宝树、枫香树

【形态特征】元宝枫嫩叶红色，秋叶黄色、红色或
紫红色高达10m，单叶对生，掌状5裂，裂片先端渐 
尖，有时中裂片或中部3裂片又3裂，叶基通常截形
最下部两裂片有时向下开展。花小而黄绿色，花成
顶生聚伞花序，4月花与叶同放。翅果扁平，翅较宽
而略长于果核，形似元宝。

【习性】耐阴，喜温凉湿润气候，耐寒性强

【种植时间】春季

     乔 木



名称：馒头柳
【别名】

【形态特征】因其树形类似馒头而名之。分枝密，
端稍整齐，树冠半圆型，状如馒头。树冠广圆形;树
皮暗灰黑色，有裂沟;枝细长，直立或斜展，浅褐黄
色或带绿色，后变褐色，无毛，幼枝有毛。

【习性】喜光，耐寒，耐旱，耐水湿，耐修剪，适
宜性强，遮荫效果好

【种植时间】早春（2月下旬～3月上旬）或深秋
（10月下旬～11月上旬）

     乔 木



名称：垂柳
【别名】

【形态特征】小枝细长下垂，淡黄褐色。叶互生，
披针形或条状披针形，长8~16cm，先端渐长尖，基
部楔形，无毛或幼叶微有毛，具细锯齿，托叶披针
形。

【习性】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及潮湿深厚之酸性
及中性土壤。较耐寒，特耐水湿，但亦能生于土层
深厚之高燥地区。萌芽力强，根系发达，生长迅速，

【种植时间】春天

     乔 木



名称：合欢
【别名】马缨花、绒花树

【形态特征】花美形似绒球，清香袭人;叶奇日落而
合，日出而开，给人以友好之象征。叶形似含羞草
的叶子，花叶清奇，绿荫如伞，

【习性】性喜光，喜温暖，耐寒、耐旱、耐土壤瘠
薄及轻度盐碱

【种植时间】春季新枝萌动前、秋季枝叶停止生长
后移植最合适 

     乔 木



名称：毛白杨
【别名】白杨

【形态特征】树皮灰白色，老时深灰色，纵裂；幼
枝有灰色绒毛，老枝平滑无毛，芽稍有绒毛。

【习性】强阳性树种。喜凉爽湿气候

【种植时间】春季宜在三月上旬至萌芽前栽植

     乔 木



名称：新疆杨
【别名】白杨

【形态特征】树冠窄圆柱形或尖塔形，树皮灰白或
青灰色，光滑少裂，仅见雄株。

【习性】喜半荫，喜温暖湿润气候及肥沃的中性及
微酸性土，耐寒性不强

【种植时间】4月份-5月初，这个要试春节的温度而
定，就是雪水融化完毕，树叶未发芽之前进行即可。
如果是大一些的杨树，可以选择在秋季移栽。

     乔 木



名称：白玉兰
【别名】木兰、玉兰

【形态特征】白玉兰幼时树皮灰白色，平滑少裂，
老时则呈深灰色，粗糙开裂。小枝灰褐色。

【习性】喜温暖、向阳、湿润而排水良好的地方，
要求土壤肥沃、不积水。有较强的耐寒能力，在－
20℃的条件下可安全越冬。

【种植时间】早春为宜,但以梅雨季节最佳。春节过
后半月左右, 玉兰尚处于休眠期,树液流动慢,新陈代
谢缓慢,此时即可移栽。

     乔 木



名称：二乔玉兰
【别名】朱砂玉兰

【形态特征】表面绿色，具光泽，背面淡绿色，被
柔毛;叶柄短，被柔毛。拟花蕾卵圆体形。

【习性】性喜阳光和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温度很敏
感，

【种植时间】秋季落叶后或春季发芽前进行移栽,三、
四月份进行移栽比较好

     乔 木



区别：

纯白色的叫“玉兰”，俗称“白玉兰”，它在开花时还没有
发芽，所以看上去满树的白花，花瓣像调羹般大，共有9片， 

另外一种和玉兰同时开放的叫做“二乔玉兰”，它的花色白
中带紫，是上述两种的杂交种。

比它晚一个月左右开放的是“紫玉兰”，也叫“木兰”，6
片紫色的花瓣向上挺立，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它的花瓣比
白玉兰少3片吗？不是的，其实它也是9片，最外面的3片称
为花萼，是绿色的，长度只有1.5厘米，紫玉兰的花芽形状
像毛笔头，是治疗鼻炎的传统中药，称为“木笔”；



名称：金叶榆
【别名】美人榆

【形态特征】叶片金黄色，有自然光泽，色泽艳丽;
叶脉清晰，质感好;叶卵圆形，因此金叶榆的枝条比
普通白榆更密集，树冠更丰满，造型更丰富。

【习性】耐寒冷、干旱气候具有极强的适应性成活
率高

【种植时间】秋季移栽高接金叶榆要遵循生态习性，
最好采用根部带土球的方法，此外，在移栽的同时
还要对枝条和叶子修剪一下，一般在秋季可以不留
叶子移栽的。

     乔 木



名称：黄栌（lu）
【别名】红叶树

【形态特征】树冠圆形，高可达3-5m，木质部黄色，
树汁有异味;单叶互生，叶片全缘或具齿，叶柄细，
无托叶，叶倒卵形或卵圆形。

【习性】喜光，也耐半阴;耐寒，耐干旱瘠薄和碱性
土壤，不耐水湿，

【种植时间】春季、秋季

     乔 木



名称：山杏
【别名】杏子、野杏

【形态特征】淡红褐色。叶片卵形或近圆形，长5-
10厘米，宽4-7厘米，先端长渐尖至尾尖，基部圆形
至近心形，叶缘有细钝锯齿，两面无毛，稀下面脉
腋间具短柔毛;叶柄长2-3.5厘米，无毛，有或无小腺
体。

【习性】适应性强，喜光，根系发达，深入地下，
具有耐寒、耐旱、耐瘠薄的特点。在-30℃至-40℃的
低温下能安全越冬生长，在7-8月干旱季节，当土壤
含水率仅达3-5%时，山杏却叶色浓绿，生长正常。
【种植时间】春季、秋季

     乔 木



名称：山楂
【别名】山里红

【形态特征】叶子近于卵形，有羽状深裂，花白色。
果实球形，深红色，有小斑点，味酸，可以吃，也
可入药。

【习性】山楂在山地、平原、丘陵、沙荒地、酸性
或碱性土壤，均可栽培。对土壤条件要求以砂性为
最好，粘重土则生长较差。

【种植时间】春季、夏季、秋季

     乔 木



名称：樱花树
【别名】

【形态特征】高约1.05～25米。树皮暗栗褐色.早樱
树皮白色,光滑而有光泽，具横纹。小枝无毛。叶卵
形至卵状椭圆形，边缘具芒半成熟齿，两面无毛。
叶表面深绿色，富有光泽，背面稍淡。托叶披针状
线形，边缘细裂呈锯齿状，裂端有腺。花每支有三
五朵，伞房状或总状花序，萼片水平开展，花瓣先
端有缺刻花白色或淡粉红色。

【习性】樱花是落叶乔木，性喜阳、耐寒、耐旱，
忌盐碱，适宜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地块生长，
花期怕风，萌蘖力强且生长迅速。

【种植时间】二、三月份

     乔 木



名称：紫叶矮樱
【别名】

【形态特征】株高1.8米至2.5米，冠幅1.5米至2.8米，
枝条幼时紫褐色，老枝有皮孔。花单生，淡粉红色，
花瓣5片，微香，花期4~5月。

【习性】紫叶矮樱是喜光树种，但也耐寒、耐阴。
在光照不足处种植，其叶色会泛绿，因此应将其种
植于光照充足处。

【种植时间】春季、夏季、秋季

     乔 木



名称：紫叶李
【别名】红叶李

【形态特征】树皮紫灰色，小枝淡红褐色，整株树
杆光滑无毛。单叶互生，叶卵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
长4.5-6厘米，宽2-4厘米，先端短尖，基部楔形，缘
具尖细锯齿，羽状脉5-8对，两面无毛或背面脉腋有
毛，色暗绿或紫红，叶柄光滑多无腺体。

【习性】喜光也稍耐阴，抗寒，适应性强，以温暖
湿润的气候环境和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最为有利。
怕盐碱和涝洼。浅根性，萌蘖性强，对有害气体有
一定的抗性。

【种植时间】春季

     乔 木



名称：西府海棠
【别名】海红、子母海棠、小果海棠

【形态特征】小枝细弱圆柱形，嫩时被短柔毛，老
时脱落，紫红色或暗褐色，具稀疏皮孔；冬芽卵形，
先端急尖，无毛或仅边缘有绒毛，暗紫色。

【习性】喜光，耐寒，忌水涝，忌空气过湿，较耐
干旱，对土质和水分要求不高，最适生于肥沃、疏
松又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

【种植时间】春季、秋季、冬季

     乔 木



名称：八棱海棠树
【别名】怀来海棠树

【形态特征】八棱海棠树体长势快，寿命长。幼树
当年就开花、挂果，产量逐年倍增。八棱海棠树的
枝条细长、均匀且柔软,树型十分优美.
【习性】具有根系发达、须根较多、抗寒、抗旱、
抗涝、抗盐碱、抗病虫、耐瘠暴、耐水湿、移栽苗
木成活率高、生苌迅速、均适宜各种土质等优点。

【种植时间】春季

     乔 木



名称：北京丁香
【别名】

【形态特征】叶片纸质，卵形、宽卵形至近圆形，
或为椭圆状卵形至卵状披针形，树皮褐色或灰棕色，
纵裂。小枝带红褐色，细长，向外开展，具显著皮
孔，萌枝被柔毛。

【习性】性喜阳，但也稍耐阴，耐寒、耐旱；要求
土壤湿润。建筑物北侧及大乔木冠下均能正常生长、
开花结实。耐寒性较强，也耐高温。对土壤要求不
严，适应性强，较耐密实度高的土壤。耐干旱。

【种植时间】春季

     乔 木



名称：核桃树
【别名】胡桃树

【形态特征】核桃树，成树树干就品种不同，其高
度一般在2~10米，高者或有十几米;树冠广阔;树皮幼
时灰绿色、老时则灰白色而纵向浅裂;小枝无毛、具
光泽、被盾状着生的腺体，灰绿色、后来带褐色。

【习性】喜肥沃湿润的沙质壤土，常见于山区河谷
两旁土层深厚的地方。

【种植时间】春季

     乔 木



名称：柿子树
【别名】朱果、猴枣

【形态特征】叶子是椭圆形或倒卵形，背面有绒毛，
花是黄白色。结浆果，扁圆形或圆锥形，橙黄色或
黄色，可以吃，绿色的可以将其放置几天。

【习性】喜温暖湿润气候，也耐干旱，深根性树种，
对土壤要求不严格，在山地、平原、微酸、微碱性
的土壤上均能生长；也很耐潮湿土地，但以土层深
厚肥沃、排水良好而富含腐殖质的中性壤土或粘质
壤土最为理想。

【种植时间】春季、秋季

     乔 木



名称：果桃
【别名】桃子，桃仔

【形态特征】树皮暗红褐色，老时粗糙呈鳞皮状；
枝条平展有时俯垂；嫩枝细毛，无毛，有光泽，绿
色，向阳处转变为红色，具多数皮孔。

【习性】桃树生长快，结果早，栽培容易。树性喜
阳光，耐干燥，而忌阴湿和不良排水条件。

【种植时间】秋末、冬初

     乔 木



名称：果杏
【别名】杏、北梅

【形态特征】树冠圆形、扁圆形或长圆形;树皮灰褐
色，纵裂;多年生枝浅褐色，皮孔大而横生，一年生
枝浅红褐色，有光泽，无毛，具多数小皮孔。

【习性】杏树为阳性树种，适应性强，深根性，喜
光，耐旱，抗寒，抗风，寿命可达百年以上。

【种植时间】秋末

     乔 木



名称：石榴
【别名】安石榴、若榴

【形态特征】单叶，通常对生或簇生，无托叶。花
顶生或近顶生，单生或几朵簇生或组成聚伞花序，
近钟形，裂片5-9，花瓣5-9，多皱褶，覆瓦状排列;
胚珠多数。

【习性】石榴性喜光、有一定的耐寒能力，但在春
寒料峭的早春应该做好防寒工作。

【种植时间】春末、秋末

   灌木（13种）



名称：碧桃
【别名】粉红碧桃、千叶桃花

【形态特征】落叶小乔木，高可达8米，一般整形后
控制在3-4米，小枝红褐色，无毛；叶椭圆状披针形，
长7-15厘米，先端渐尖。花单生或两朵生于叶腋，
重瓣，粉红色。其它变种有白色、深红、洒金（杂
色）等。

【习性】喜光、耐旱，要求土壤肥沃、排水良好。
生长期要求加强管理，施肥、灌水、除草和病虫害
防治。耐寒能力不如桃。

【种植时间】3月下旬至4月下旬

   灌木



名称：木槿
【别名】无穷花

【形态特征】木槿是落叶灌木，高3-4米，小枝密被
黄色星状绒毛。叶菱形至三角状卵形，长3-10厘米，
宽2-4厘米，具深浅不同的3裂或不裂，有明显三主
脉，先端钝，基部楔形，边缘具不整齐齿缺，下面
沿叶脉微被毛或近无毛;叶柄长5-25毫米，上面被星
状柔毛;托叶线形，长约6毫米，疏被柔毛。

【习性】适应性很强，较耐干燥和贫瘠，对土壤要
求不严格，尤喜光和温暖潮润的气候。稍耐阴、喜
温暖、湿润气候，耐修剪、耐热又耐寒，但在北方
地区栽培需保护越冬，好水湿而又耐旱，对土壤要
求不严，在重黏土中也能生长。萌蘖性强。

【种植时间】秋天落叶后或早春发芽之前

   灌木



名称：大叶黄杨球
【别名】

【形态特征】小枝略为四棱形，枝叶密生，树冠球
形。单叶对生，倒卵形或椭圆形，边缘具钝齿，表
面深绿色，有光泽。聚伞花序腋生，具长梗，花绿
白色。蒴果球形，淡红色，假种皮桔红色。

【习性】大叶黄杨为温带及亚热带树种，产我国中
部及北部各省，栽培甚普遍，日本亦有分布。喜光，
亦较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亦较耐寒。要求肥沃疏
松的土壤，极耐修剪整形。

【种植时间】春季3--4月进行

   灌木



名称：紫叶小檗（bò）球
【别名】

【形态特征】叶深紫色或红色，幼枝紫红色，老枝
灰褐色或紫褐色，有槽，具刺

【习性】喜凉爽湿润环境，适应性强，耐寒也耐旱，
不耐水涝，喜阳也能耐阴，萌蘖性强，耐修剪，对
各种土壤都能适应，在肥沃深厚排水良好的土壤中
生长更佳。

【种植时间】春季2—3月份或秋季10—11月份进行

   灌木



名称：紫薇（丛生）
【别名】

【形态特征】没有明显的主干、呈丛生状态，相对
乔木紫薇比较矮，主要观花、枝干屈曲光滑，树皮
秋冬块状脱落。小枝略呈四棱形。叶对生或近于对
生，椭圆形，全缘，先端尖，基部阔圆，叶表平滑
无毛，叶背沿中肋有毛。花圆锥状丛生于枝顶，花
被皱缩，鲜红、粉红或白色。花期7-9月。

【习性】半阴生，喜生于肥沃湿润的土壤上，也能
耐旱，不论钙质土或酸性土都生长良好。

【种植时间】3-4月初或秋天

   灌木



名称：紫荆
【别名】

【形态特征】高2-5米;树皮和小枝灰白色。叶纸质，
近圆形或三角状圆形，长5-10厘米，宽与长相若或
略短于长，先端急尖，基部浅至深心形，两面通常
无毛，嫩叶绿色，仅叶柄略带紫色，叶缘膜质透明，
新鲜时明显可见。

【习性】暖带树种，较耐寒。喜光，稍耐阴。喜肥
沃、排水良好的土壤，不耐湿。萌芽力强，耐修剪。

【种植时间】秋季10月份或春季发芽前

   灌木



名称：榆叶梅
【别名】榆梅、小桃红

【形态特征】高2米左右，枝细小光滑，于红褐色，
主干树皮剥裂。叶呈椭圆形，长3-6厘米

【习性】为温带树种，耐寒。耐旱、喜光。对土壤
的要求不严，但不耐水涝，喜中性至微碱性、肥沃、
疏松的砂壤土。

【种植时间】秋季和春季土壤解冻后

   灌木



名称：珍珠梅
【别名】

【形态特征】高达2米，枝条开展;小枝圆柱形，无毛
或微被短柔毛，初时绿色，老时暗红褐色或暗黄褐
色;
【习性】为温带树种，耐寒。耐旱、喜光。对土壤
的要求不严，但不耐水涝，喜中性至微碱性、肥沃、
疏松的砂壤土。

【种植时间】早春三四月

   灌木



名称：金银木
【别名】金银忍冬

【形态特征】为落叶灌木，高达6米，茎干直径达10
厘米;凡幼枝、叶两面脉上、叶柄、苞片外面都被短
柔毛。冬芽小，卵圆形。叶纸质。

【习性】性喜强光，每天接受日光直射不宜少于4小
时，稍耐旱，但在微潮偏干的环境中生长良好。金
银木喜温暖的环境，亦较耐寒，在中国北方绝大多
数地区可露地越冬。环境通风良好有助于植株的光
合作用顺利进行。

【种植时间】6-8月份

   灌木



名称：紫丁香
【别名】丁香

【形态特征】高1.5-4米，树皮灰褐色，小枝黄褐色， 
初被短柔毛。后渐脱落。嫩叶簇生，后对生，卵形，
倒卵形或披针形，圆锥花序，花淡紫色、紫红色或
蓝色，花冠筒长6-8mm。花期5-6月。

【习性】喜阳，喜土壤湿润而排水良好，

【种植时间】春季

   灌木



名称：连翘
【别名】

【形态特征】枝开展或下垂，棕色、棕褐色或淡黄
褐色，小枝土黄色或灰褐色，略呈四棱形，疏生皮
孔，节间中空，节部具实心髓。

【习性】喜光，有一定程度的耐荫性；喜温暖，湿
润气候，也很耐寒；耐干旱瘠薄，怕涝

【种植时间】4月上旬

连翘花瓣4个
迎春花瓣6个

   灌木



名称：红瑞木
【别名】凉子木、红瑞山茱萸

【形态特征】老干暗红色，枝桠血红色。叶对生，
椭圆形。

【习性】红瑞木喜欢潮湿温暖的生长环境，适宜的
生长温度是22~30摄氏度，光照充足。红瑞木喜肥，
在排水通畅，养份充足的环境，生长速度非常快。
夏季注意排水，冬季在北方有些地区容易冻害。

【种植时间】秋季落叶后至春季芽萌动前

  地被（30种）



名称：迎春花
【别名】小黄花、清明花

【形态特征】高0.3-5米，枝条下垂。枝稍扭曲，光
滑无毛，小枝四棱形，棱上多少具狭翼。

【习性】喜光，稍耐阴，略耐寒，喜阳光，耐旱不
耐涝，

【种植时间】早春

    地  被



名称     棣（di）堂
【别名】地棠、黄榆叶梅、黄度梅、山吹

【形态特征】

【习性】温暖的气候，耐寒性不是很强较耐阴，不
甚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耐旱力较差。一般4-5月
开花，花期2个多月。

【种植时间】晚秋和早春

    地  被



名称     红王子锦带
【别名】

【形态特征】枝条开展成拱形。聚伞花序生于叶腋
或枝顶，花冠漏斗状钟形，鲜红色，着花繁茂，艳
丽而醒目。

【习性】喜光，耐寒，畏水涝。喜肥沃、湿润、排
水良好的土壤。红王子锦带抗寒、抗旱适应性强，
被评为迎绿色奥运的优良品种。春季每月浇水1至2
次。

【种植时间】

早春萌芽前

    地  被



名称     绣线菊
【别名】

【形态特征】高达2米。嫩枝被柔毛，老时脱落;冬芽
有数枚褐色外露鳞片，疏被柔毛叶长圆状披针形或
披针形，叶片长圆披针形至披针形，花序为长圆形
或金字塔形的圆锥花序，花瓣粉红色，花期6-8月，
果期8-9月。

【习性】喜光也稍耐荫，抗寒，抗旱，喜温暖湿润
的气候和深厚肥沃的土壤。萌蘖力和萌芽力均强，
耐修剪。

【种植时间】 5～9月

     

    地  被



名称     金叶莸（yóu）
【别名】

【形态特征】株高50-60cm，枝条圆柱形。单叶对生，
叶长卵形，长3-6cm，叶端尖，基部圆形，边缘有粗
齿。叶面光滑，鹅黄色至金色，叶背具银色毛。聚
伞花序紧密，

【习性】耐旱、耐寒、耐粗放管理，在-20摄氏度以
上的地区能够安全露地越冬。生长季节愈修剪，叶
片的黄色愈加鲜艳。

【种植时间】4～11月

    地  被



名称     沙地柏
【别名】叉子圆柏、新疆圆柏

【形态特征】高不及1m;枝密，斜上展，小枝细，径
约1mm，近圆形。鳞叶交叉对生相互紧贴，先端钝
或稍尖，背面中部有明显的椭圆形腺体;刺形叶常生
于幼龄树上，雌雄异株;球果熟时呈暗褐紫色，被白
粉:种子1-4粒。

【习性】能忍受风蚀沙埋，长期适应干旱的沙漠环
境，是干旱、半干旱地区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的优
良树种。喜光，喜凉爽干燥的气候，耐寒、耐旱、
耐瘠薄，对土壤要求不严，不耐涝，在肥沃通透土
壤成长较快。适应性强，扦插宜活，栽培管理简单。

【种植时间】5、6月份护根移栽

    地  被



名称     大叶黄杨篱
【别名】

【形态特征】大叶黄杨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小枝
略为四棱形，枝叶密生，树冠球形。单叶对生，倒
卵形或椭圆形，边缘具钝齿，表面深绿色，有光泽。
聚伞花序腋生，具长梗，花绿白色。蒴果球形，淡
红色，假种皮桔红色。

【习性】喜光，亦较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亦较耐
寒。要求肥沃疏松的土壤，极耐修剪整形。

【种植时间】春季3--4月

    地  被



名称     金叶女贞篱
【别名】

【形态特征】金叶女贞叶色金黄，尤其在春秋两季
色泽更加璀璨亮丽。

【习性】金叶女贞性喜光，耐阴性较差，耐寒力中
等，适应性强，以疏松肥沃、通透性良好的沙壤土
为最好。

【种植时间】春季为主,一般在4月上旬 清明 前两三
天为宜

    地  被



名称     卫矛篱
【别名】

【形态特征】长2—5厘米，宽1—2．5厘米，两头尖，
很少钝圆，边缘有细尖锯齿；早春初发时及初秋霜
后变紫红色。花黄绿色，

【习性】适应性强，耐寒，耐荫，耐修剪，耐干旱、
瘠薄。对二氧化硫有较强抗性。生长较慢。嫩叶及
霜叶均紫红色，在阳光充足处秋叶鲜艳可爱，

【种植时间】落叶后,发芽前进行

    地  被



名称     月 季
【别名】月月红长春花

【形态特征】常绿，半常绿低矮灌木，四季开花﹐
一般为红色﹐或粉色、偶有白色和黄色﹐可作为观
赏植物，也可作为药用植物，亦称月季花

【习性】适应性强，耐寒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格

【种植时间】春季气温上升,月季刚想发芽或体液刚
刚萌动时为宜,

    地  被（花卉）



名称     玉簪
【别名】玉春棒、白鹤花、玉泡花、白玉簪

【形态特征】叶卵状心形、卵形或卵圆形，长14-24
厘米，宽8-16厘米，先端近渐尖，基部心形，具6-
10对侧脉;叶柄长20-40厘米。

【习性】玉簪性强健，耐寒冷，性喜阴湿环境，不
耐强烈日光照射，要求土层深厚，排水良好且肥沃
的砂质壤土。

【种植时间】春季

    地  被（花卉）



名称     萱草
【别名】黄花菜，金针菜

【形态特征】多年生宿根草本。具短根状茎和粗壮
的纺锤形肉质根。叶基生、宽线形、对排成两列，
宽2－3cm，长可达50cm以上，背面有龙骨突起，嫩
绿色

【习性】性强健，耐寒，华北可露地越冬。适应性
强，喜湿润也耐旱，喜阳光又耐半荫。对土壤选择
性不强，但以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的湿润土壤为
宜。

【种植时间】3-4月

    地  被（花卉）



名称     苔草
【别名】

【形态特征】叶线形，宽1~3毫米。小穗一至多数，
穗状、总状或圆锥状，

【习性】喜水

【种植时间】2月下旬~3月中旬、 6月~10月上旬均
可栽植

    地  被



名称     鼠尾草
【别名】熏衣草

【形态特征】叶片广椭圆形，具短绒毛，灰绿至白
绿色，粗糙或具细皱。花有紫色、粉红色、白色或
红色，因品种而异。有香气、稍具刺激性。

【种植时间】5月移栽

西方：烹饪、药用、美容

东方：草药

宿根植物：个体寿命超过两年，

可持续生长，多次开花、结果，

且地下根系或地下茎形态正常，

不发生变态的一类多年生草本花卉。

常绿宿根花卉常见有:万年青、君子兰等;
落叶宿根花卉常见有:菊花、玉簪、萱草等。落叶宿
根花卉耐寒性较强，在不适应的季节里，植株地上
部份枯死，而地下的芽及根系仍然存活，待春天温
度回升后，又能重新萌芽生长。

    地  被



名称     宿根天人菊
【别名】

【形态特征】全株被粗节毛。茎不分枝或稍有分枝。
花果期7-8月。

【习性】性强健，耐热，耐旱，喜阳光充足、通风
良好的环境和排水良好的土壤;在潮湿和肥沃的土壤
中，花少叶多易死苗。

【种植时间】

    地  被



名称     鸢尾
【别名】

【形态特征】

【习性】耐寒性较强，按习性可分为:(1)要求适度湿
润，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略带碱性的粘性土壤；
(2)生于沼泽土壤或浅水层中；(3)生于浅水中；(4)喜
阳光充足，气候凉爽，耐寒力强，亦耐半阴环境。

【种植时间】春季花后或秋季进行均可

    地  被



名称     景天
【别名】活血三七

【形态特征】

【习性】喜日光充足、温暖、干燥通风环境，忌水
湿，对土壤要求不严格。性较耐寒、耐旱。

【种植时间】春季、夏季、秋季进行均可移栽

    地  被



名称     早园竹
【别名】沙竹、桂竹、雷竹

【形态特征】幼竿绿色(基部数节间常为暗紫带绿色)
被以渐变厚的白粉，光滑无毛;中部节间长约20厘米，
壁厚4毫米;竿环微隆起与箨环同高。

【习性】喜温暖湿润气候。早园竹杆高叶茂，生长
强壮，耐旱力抗寒性强，能耐短期摄氏零下20度低
温;适应性强，轻碱地，沙土及低洼地均能生长，是
华北园林栽培观赏的主要竹种。

【种植时间】除大伏天、冰冻天和竹笋生长期外均
可种植，但以5月下旬-6月的梅季和9月桂花季为好。

    地  被



名称     大花波斯菊
【别名】大波斯菊、秋英

【形态特征】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高1~2米。根纺
锤状，多须根，或近茎基部有不定根。茎无毛或稍
被柔毛。

【习性】喜阳光、不耐寒、怕霜冻、忌酷热。耐瘩
薄土壤，肥水过多易徒长而开花少，甚至倒伏。 波
斯菊可大量自播繁衍。

【种植时间】4月

    地  被



名称     福禄考
【别名】福禄花、福乐花、五色梅

【形态特征】一年生福禄考花色繁鑫，着花密，花
期长，管理较为粗放，

【习性】性喜温暖，稍耐寒，忌酷暑。在华北一带
可冷床越冬。宜排水良好、疏松的壤土，不耐旱，
忌涝。

【种植时间】4月

    地  被



名称     芦苇
【别名】苇、芦、芦芛、蒹葭

【形态特征】多年生，根状茎十分发达。秆直立，
高1-3 (8)米，直径1-4厘米，具20多节，基部和上部
的节间较短，最长节间位于下部第4-6节，长20-25 
(40)厘米，节下被腊粉。叶鞘下部者短于而上部者，
长于其节间；叶舌边缘密生一圈长约1毫米的短纤毛，
两侧缘毛长3-5毫米，易脱落；叶片披针状线形，长
30厘米，宽2厘米，无毛，顶端长渐尖成丝形。

【习性】芦苇生于江河湖泽、池塘沟渠沿岸和低湿
地。为全球广泛分布的多型种。除森林生境不生长
外，各种有水源的空旷地带，常以其迅速扩展的繁
殖能力，形成连片的芦苇群落。

【种植时间】在华北平原白洋淀地区发芽期4月上旬，
展叶期5月初，生长期4月上旬至7月下旬，孕穗期7
月下旬至8月上旬，抽穗期8月上旬到下旬，开花期8
月下旬至9月上旬，种子成熟期10月上旬，落叶期10
月底以后。

    地  被



名称     香蒲
【别名】东方香蒲、猫尾草、蒲菜、水蜡烛

【形态特征】多年生水生或沼生草本植物，根状茎
乳白色，地上茎粗壮，向上渐细，叶片条形，叶鞘
抱茎，雌雄花序紧密连接，果皮具长形褐色斑点。
种子褐色，微弯。花果期5-8月。

【习性】香蒲喜高温多湿气候，生长适温为15-30℃，
当气温下降到10℃以下时，生长基本停止，越冬期
间能耐零下9℃低温，当气温升高到35℃以上时，植
株生长缓慢。其最适水深20-60厘米，亦能耐70-80
厘米的深水。长江流域6-7月抽薹开花。对土壤要求
不严，在粘土和砂壤土上均能生长，但以有机质达
2%以上、淤泥层深厚肥沃的壤土为宜。

【种植时间】分株繁殖:于年4-6月进行。

                       播种繁殖:多于春季进行。

    地  被



名称     水葱
【别名】莞草、蒲苹

【形态特征】匍匐根状茎粗壮，具许多须根。秆高
大，圆柱状，高1～2m，平滑，基部具3～4个叶鞘，
鞘长可达38cm，管状，膜质，最上面一个叶鞘具叶
片。叶片线形，长1.5～11厘米。苞片1枚，为秆的
延长，直立，钻状，常短于花序，极少数稍长于花
序；长侧枝聚繖花序简单或复出，假侧生，具4～13
或更多个辐射枝；辐射枝长可达5cm，一面凸，一面
凹，边缘有锯齿。

【习性】喜欢较干燥的空气环境，喜欢冷凉气候，
忌酷热，耐霜寒。

【种植时间】4～5月可移苗定植

    地  被



名称     菖蒲
【别名】香蒲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木，根状茎粗壮。叶基生，
剑形，中脉明显突出，基部叶鞘套折，有膜质边缘。
生于沼泽地、溪流或水田边。

【习性】喜冷凉湿润气候，阴湿环境，耐寒，忌干
旱。

【种植时间】早春(清明前后)

    地  被



名称     花叶芦竹
【别名】花叶芦竹，斑叶芦竹，彩叶芦竹

【形态特征】多年生，具发达根状茎。秆粗大直立，
高3-6米，直径(1-) 1.5-2.5(-3.5)厘米，坚韧，具多数
节，常生分枝。

【习性】喜温喜光,耐湿较耐寒。在北方需保护越冬。

【种植时间】早春用快揪沿植物四周切成有4~5个芽
一丛,然后移植。

    地  被



名称     千屈菜
【别名】水枝柳、水柳、对叶莲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高30～100厘米，全体具
柔毛，有时无毛。茎直立，多分枝，有四棱。叶对
生或3片轮生，狭披针形，长4～6厘米，宽8～15毫
米，先端稍钝或短尖，基部圆或心形，有时稍抱茎。

【习性】喜温暖及光照充足，通风好的环境，喜水
湿，

【种植时间】早春

    中药

    地  被



名称     细叶针芒
【别名】拉手笼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叶直立、纤细，顶端呈
弓形，顶生圆锥花序，花期9~10月，花色由最初的
粉红色渐变为红色，秋季转为银白色。

【习性】耐半荫，耐旱，也耐涝。

【种植时间】春天

 

    地  被



名称     冷季型草坪
【别名】

【形态特征】草坪植物根据生长气候换分为暖季型
草坪草和冷季型草坪草;冷季型草适宜的生长温度在
15℃至25℃之间，当气温高于3 0℃时，生长缓慢。
【习性】冷季型草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5℃至25℃之
间，气温高于3 0℃，生长缓慢，在炎热的夏季，冷
季型草坪草进入了生长不适阶段，此时如果管理不
善则易发生问题。

【种植时间】春天

 

    地  被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