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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第四周，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王老师带领着我们走近校园的一草

一木，让我们实地学习校园里的植物。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着这些花花草草当中

蕴含着丰富的园林设计理念，由衷得佩服枝叶掩映下设计者独具的匠心。在王老

师的切身指导下，我们对园林植物的辨别以及对其特性和功能都有了更深层次的

理解。根据王老师的要求，我尽自己所能探索了复旦校园的每个角落，整理复旦

形形色色的园林植物，罗列在下面。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本人并非生物学专业学

生，学来的仅有些皮毛，整理之中存在错误之处，还望王老师和各位学长学姐批

评指正，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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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雀舌黄杨

物种名称：雀舌黄杨

拍摄地点：2、3、6、7号楼中庭西入口
拉丁学名：Buxus bodinieri Levl
所属科属：黄杨科黄杨属

基本特征：雀舌黄杨是灌木植物，高 3-4 米；枝圆柱形；小枝四棱形，被短柔毛，后变无毛。

叶薄革质，通常匙形,亦有狭卵形或倒卵形，大多数中部以上最宽，长 2-4 厘米，宽 8-18

毫米，先端圆或钝，往往有浅凹口或小尖凸头，基部狭长楔形，有时急尖，叶面绿色，光亮，

叶背苍灰色，中脉两面凸出，侧脉极多，在两面或仅叶面显著，与中脉成 50-60 度角，叶面

中脉下半段大多数被微细毛；叶柄长 1-2 毫米。花序腋生，头状，长 5-6毫米，花密集，花
序轴长约 2.5毫米；苞片卵形，背面无毛，或有短柔毛；蒴果卵形，长 5毫米，宿存花柱直
立，长 3-4毫米。花期 2月，果期 5-8月。
应用价值：观赏和药用。

雀舌黄杨枝叶繁茂，叶形别致，四季常青，常用于绿篱、花坛和盆栽，修剪成各种形状，

是点缀小庭院和入口处的好材料。

雀舌黄杨鲜叶、茎、根（黄杨木）：苦、甘、凉。清热解毒，化痰止咳，祛风，止血。

根：民间用于吐血。嫩枝叶：用于目赤肿痛，痈疮肿痛，风湿骨痛，咯血，声哑，狂犬咬伤，

妇女难产。

2.麻叶绣球.
物种名称：麻叶绣球

拍摄地点：化学西楼

拉丁学名：Spiraea cantoniensis Lour.
所属科属：蔷薇科绣线菊属

http://baike.baidu.com/view/33093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21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9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6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3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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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灌木，高达 1.5 米；小枝细瘦，圆柱形，呈拱形弯曲，幼时暗红褐色，无毛；冬

芽小，卵形，先端 急尖，无毛，有数枚外露鳞片。叶片菱状披针形至菱状长圆形，长 3-5

厘米，宽 1.5-2 厘米，先端急尖，基部楔形，边缘自近中部以上有缺刻状锯齿，上面深绿色，

下面灰蓝色，两面无毛，有羽状叶脉；叶柄长 4-7 毫米，无毛。

应用价值：药用价值和园艺价值麻叶绣球植株丛生成半圆形，开花白色一片，十分雅致，可

丛植于池畔、路旁或林缘，也可列植为花篱。

3.爬山虎
物种名称：爬山虎

拍摄地点：相辉堂后一栋房子的后墙

拉丁学名：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所属科属：葡萄科爬山虎属

基本特征：爬山虎属多年生大型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其形态与野葡萄藤相似。藤茎可长达

18公尺(约 60尺)。夏季开花，花小，成簇不显，黄绿色或浆果紫黑色，与叶对生。花多为
两性，雌雄同株，聚伞花序常着生于两叶间的短枝上，长 4～8cm，较叶柄短；花 5数；萼
全缘；花瓣顶端反折，子房 2室，每室有 2胚珠。表皮有皮孔，髓白色。枝条粗壮，老枝
灰褐色，幼枝紫红色。枝上有卷须，卷须短，多分枝，卷须顶端及尖端有粘性吸盘，遇到物

体便吸附在上面，无论是岩石、墙壁或是树木，均能吸附。叶互生，小叶肥厚，基部楔形，

变异很大，边缘有粗锯齿，叶片及叶脉对称。花枝上的叶宽卵形，长 8～18cm，宽 6～16cm，
常 3裂，或下部枝上的叶分裂成 3小叶，基部心形。叶绿色，无毛，背面具有白粉，叶背
叶脉处有柔毛，秋季变为鲜红色。幼枝上的叶较小，常不分裂。浆果小球形，熟时蓝黑色，

被白粉，鸟喜食。花期 6月，果期大概在 9～10月。
应用价值：

观赏价值，园林绿化，药用价值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7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31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8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1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6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99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99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2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5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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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贴梗海棠

物种名称：皱皮木瓜

拍摄地点：相辉堂前

拉丁学名：Chaenomeles speciosa (Sweet) N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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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蔷薇科苹果亚科木瓜属

基本特征：落叶灌木，高达 2米，枝条直立开展，有刺；小枝圆柱形，微屈曲，无毛，紫褐

色或黑褐色，有疏生浅褐色皮孔；冬芽三角卵形，先端急尖，近于无毛或在鳞片边缘具短柔

毛，紫褐色。叶片卵形至椭圆形，稀长椭圆形，长 3-9 厘米，宽 1.5-5 厘米，先端急尖稀圆

钝，基部楔形至宽楔形，边缘具有尖锐锯齿，齿尖开展，无毛或在萌蘖上沿下面叶脉有短柔

毛；叶柄长约 1厘米；托叶大形，草质，肾形或半圆形，稀卵形，长 5-10 毫米，宽 12-20

毫米，边缘有尖锐重锯齿，无毛。

应用价值：观赏价值，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公园、庭院、校园、广场等道路两侧可栽植皱

皮木瓜树，亭亭玉立，花果繁茂，灿若云锦，清香四溢，效果甚佳。皱皮木瓜作为独特孤植

观赏树或三五成丛的点缀于园林小品或园林绿地中，也可培育成独干或多干的乔灌木作片林

或庭院点缀；春季观花夏秋赏果，淡雅俏秀，多姿多彩，使人百看不厌，取悦其中。皱皮木

瓜可制作多种造型的盆景，被称为盆景中的十八学士之一。皱皮木瓜盆景可置于厅堂、花台、

门廊角隅、休闲场地，可与建筑合理搭配，使庭园胜景倍添风采，被点缀得更加幽雅清秀

5.五针松

物种名称：五针松

拍摄地点：子彬院西庭院

拉丁学名：Pinus parviflora

所属科属：松科松属

基本特征：五针松为松科常绿针叶乔木。叶针状，长约 3厘米至 5厘米，细弱而光滑，每 5
枚针叶簇生为一小束，多数小束簇生在枝顶和侧枝上。常见栽培的有旋叶五针松，针叶扭曲

呈螺旋状生长；黄叶五针松，针叶呈黄绿色或在绿色针叶上生有黄斑；白头五针松，针叶的

先端呈黄白色；短叶五针松，针叶细，密生而且极短，长度只相当普通五针松的 1/2。
应用价值：五针松姿态端正，是观赏价值很高的树种，既适合庭园点缀布置，又是盆栽或做

盆景的重要树种；要保持好树姿，控制枝叶的生长，达到枝叶短小、茂密苍劲的造型，就必

须经常进行整形修剪。当五针松的芽萌发抽长时，将芽摘去 1/2至 1/3，可避免抽发徒长枝，

http://baike.baidu.com/view/6787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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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侧芽的生长发育均匀健壮，以减少养分消耗，达到苍劲优美的树姿。

6.鸢尾

物种名称：鸢尾

拍摄地点：南区交配电中心北（排球场南）

拉丁学名：Iris tectorum Maxim.

所属科属：鸢尾科鸢尾属

基本特征：植株基部围有老叶残留的膜质叶鞘及纤维。根状茎粗壮，二歧分枝，直径约 1cm，
斜伸；须根较细而短。叶基生，黄绿色，稍弯曲，中部略宽，宽剑形，长 15~50cm，宽
1.5~3.5cm，顶端渐尖或短渐尖，基部鞘状，有数条不明显的纵脉。花茎光滑，高 20~40cm，
顶部常有 1~2个短侧枝，中、下部有 1~2枚茎生叶；苞片 2~3枚，绿色，草质，边缘膜质，
色淡，披针形或长卵圆形，长 5~7.5cm，宽 2~2.5cm，顶端渐尖或长渐尖，内包含有 1~2
朵花。

应用价值：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鸢尾叶片碧绿青翠，花形大而奇，宛若翩翩彩蝶，是庭园

中的重要花卉之一，也是优美的盆花、切花和花坛用花。其花色丰富，花型奇特，是花坛及

庭院绿化的良好材料，也可用作地被植物，有些种类为优良的鲜切花材料。国外有用此花作

成香水的习俗。

7.垂丝海棠
物种名称：垂丝海棠

拍摄地点：望道园

拉丁学名：Malus Halliana Koehne

所属科属：蔷薇科苹果属

基本特征：伞房花序，花序中常有 1~2朵花无雌蕊，具花 4-6朵，花梗细弱，长 2-4厘米，
下垂，有稀疏柔毛，紫色；花直径 3-3.5厘米。萼筒外面无毛；萼片三角卵形，长 3-5毫米，
先端钝，全缘，外面无毛，内面密被绒毛，与萼筒等长或稍短。花瓣倒卵形，长约 1.5厘米，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0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30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2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67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4840/111459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348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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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有短爪，粉红色，常在 5数以上。雄蕊 20-25，花丝长短不齐，约等于花瓣之半。花柱
4或 5，较雄蕊为长，基部有长绒毛，顶花有时缺少雌蕊。

应用价值：药用价值，园林价值，食用价值。果实可以制作蜜饯。

8.紫玉兰

物种名称：紫玉兰

拍摄地点：理科图书馆东侧

拉丁学名：Magnolia liliflora De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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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木兰科木兰属

基本特征：紫玉兰属落叶灌木，高达 3米，常丛生，树皮灰褐色，小枝绿紫色或淡褐紫色。
叶椭圆状倒卵形或倒卵形，长 8-18厘米，宽 3-10厘米，先端急尖或渐尖，基部渐狭沿叶柄
下延至托叶痕，上面深绿色，幼嫩时疏生短柔毛，下面灰绿色，沿脉有短柔毛；侧脉每边

8-10条，叶柄长 8-20毫米，托叶痕约为叶柄长之半。花蕾卵圆形，被淡黄色绢毛；花叶同
时开放，瓶形，直立于粗壮、被毛的花梗上，稍有香气；花被片 9-12，外轮 3片萼片状，
紫绿色，披针形长 2-3.5厘米，常早落，内两轮肉质，外面紫色或紫红色，内面带白色，花
瓣状，椭圆状倒卵形，长 8-10厘米，宽 3-4.5厘米；雄蕊紫红色，长 8-10毫米，花药长约
7毫米，侧向开裂，药隔伸出成短尖头；雌蕊群长约 1.5厘米，淡紫色，无毛。聚合果深紫
褐色，变褐色，圆柱形，长 7-10厘米；成熟蓇葖近圆球形，顶端具短喙。花期 3-4月，果
期 8-9月。
应用价值：紫玉兰是著名的早春观赏花木，早春开花时，满树紫红色花朵，幽姿淑态，别具

风情，适用于古典园林中厅前院后配植，也可孤植或散植于小庭院内。紫玉兰不仅花大而艳

美，花姿婀娜，气味幽香，观赏价值高，病虫害少，而且其花蕾名辛夷，历来是中医治鼻病

的主药。

9.桂花

物种名称：桂花

拍摄地点：五号楼前

拉丁学名：Osmanthus fragrans

所属科属：木樨科木樨属

基本特征：桂花是常绿乔木或灌木，高 3-5米，最高可达 18米；树皮灰褐色。小枝黄褐色，
无毛。叶片革质，椭圆形、长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 7-14.5厘米，宽 2.6-4.5厘米，先
端渐尖，基部渐狭呈楔形或宽楔形，全缘或通常上半部具细锯齿，两面无毛，腺点在两面连

成小水泡状突起，中脉在上面凹入，下面凸起，侧脉 6-8对，多达 10对，在上面凹入，下
面凸起；叶柄长 0.8-1.2厘米，最长可达 15厘米，无毛。聚伞花序簇生于叶腋，或近于帚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10

状，每腋内有花多朵；苞片宽卵形，质厚，长 2-4毫米，具小尖头，无毛；花梗细弱，长
4-10毫米，无毛；花极芳香；花萼长约 1毫米，裂片稍不整齐；花冠黄白色、淡黄色、黄
色或桔红色，长 3-4毫米，花冠管仅长 0.5-1毫米；雄蕊着生于花冠管中部，花丝极短，长
约 0.5毫米，花药长约 1毫米，药隔在花药先端稍延伸呈不明显的小尖头；雌蕊长约 1.5毫
米，花柱长约 0.5毫米。果歪斜，椭圆形，长 1-1.5厘米，呈紫黑色。花期 9-10月上旬，
果期翌年 3月。
应用价值：药用，膳食，园林

10.水杉

物种名称：水杉

拍摄地点：2,3,6,7,号楼中庭
拉丁学名：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所属科属：杉科水杉属

基本特征：水杉是乔木，高达 35米，胸径达 2.5米；树干基部常膨大；树皮灰色、灰褐色
或暗灰色，幼树裂成薄片脱落，大树裂成长条状脱落，内皮淡紫褐色；枝斜展，小枝下垂，

幼树树冠尖塔形，老树树冠广圆形，枝叶稀疏；一年生枝光滑无毛，幼时绿色，后渐变成淡

褐色，二、三年生枝淡褐灰色或褐灰色；侧生小枝排成羽状，长 4-15厘米，冬季凋落；主
枝上的冬芽卵圆形或椭圆形，顶端钝，长约 4毫米，径 3毫米，芽鳞宽卵形，先端圆或钝，
长宽几相等，约 2-2.5毫米，边缘薄而色浅，背面有纵脊。叶条形，长 0.8-3.5（常 1.3-2）
厘米，宽 1-2.5（常 1.5-2）毫米，上面淡绿色，下面色较淡，沿中脉有两条较边带稍宽的
淡黄色气孔带，每带有 4-8条气孔线，叶在侧生小枝上列成二列，羽状，冬季与枝一同脱落。
应用价值：水杉边材白色，心材褐红色，材质轻软，纹理直，结构稍粗，早晚材硬度区别大，

不耐水湿。可供建筑、板料、造纸、制器具、造模型及室内装饰。水杉是“活化石”树种，

是秋叶观赏树种。在园林中最适于列植，也可丛植、片植，可用于堤岸、湖滨、池畔、庭院

等绿化，也可盆栽，也可成片栽植营造风景林，并适配常绿地被植物；还可栽于建筑物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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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行道树。水杉对二氧化硫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是工矿区绿化的优良树种。

11.鸡爪槭

物种名称：鸡爪槭

拍摄地点：学校机关楼（一教南）

拉丁学名：Acer palmatum Thunb

所属科属：槭树科槭属

基本特征：落叶小乔木。树皮深灰色。小枝细瘦；当年生枝紫色或淡紫绿色；多年生枝淡灰

紫色或深紫色。叶纸质，外貌圆形，直径 6-10厘米，基部心脏形或近于心脏形稀截形，5-9
掌状分裂，通常 7裂，裂片长圆卵形或披针形，先端锐尖或长锐尖，边缘具紧贴的尖锐锯
齿；裂片间的凹缺钝尖或锐尖，深达叶片的直径的 1/2或 1/3；上面深绿色，无毛；下面淡
绿色，在叶脉的脉腋被有白色丛毛；主脉在上面微显著，在下面凸起；叶柄长 4-6厘米，细
瘦，无毛。

应用价值：鸡爪槭可鸡爪械最引人注目的观赏特性是叶色富于季相变化。作行道和观赏树栽

植，是较好的“四季”绿化树种。鸡爪槭是园林中名贵的观赏乡土树种。

春季鸡爪械叶色黄中带绿，性状奇特的叶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论是桃红柳绿，抑或是粉墙

黛瓦，都能映衬得体。此时的鸡爪械呈现出诺色系特征。活跃明朗有轻盈。夏季鸡爪械变得

密实，树形从春日的疏枝弱弱转为浓荫，叶色转为深绿，呈现出冷色系特征，给炎炎夏日带

来清凉。但因鸡爪械树形体量并不高大，难以形成良好的树荫，同时叶色过于浓重，只能成

为空间中的景或背景。观赏效果逊与春秋两季。秋季是鸡爪械观赏性最佳季节《花经》云：

“枫叶一经秋霜，杂盾常绿树中，与绿叶相衬，色彩明媚。秋色满林，大有铺锦列锈之致。”
在观赏期内对视线具有强烈的聚焦作用，鸡爪械与红枫的艳红、羽毛枫的明黄，与基调色绿

色和奇特色彩对比或调和，可创造出特殊的空间效果。进入冬季，鸡爪械叶片全部落光，部

分植株枝条残留在枯萎的叶片和果实，凋零光秃的枝干呈棕褐色，曲折古面轮廓分明，如附

上层层白雪，枝条的轮廓被衬托的更加飘逸多姿。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89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2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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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罗汉松

物种名称：罗汉松

拍摄地点：2号楼后
拉丁学名：Podocarpus macrophyllus (Thunb.) D. Don

所属科属：罗汉松科罗汉松属

基本特征：罗汉松（原变种）为乔木，高达 20米，胸径达 60厘米；树皮灰色或灰褐色，
浅纵裂，成薄片状脱落；枝开展或斜展，较密。叶螺旋状着生，条状披针形，微弯，长 7-12
厘米，宽 7-10毫米，先端尖，基部楔形，上面深绿色，有光泽，中脉显著隆起，下面带白
色、灰绿色或淡绿色，中脉微隆起。

应用价值：材质细致均匀，易加工。可作家具、器具、文具及农具等用。罗汉松神韵清雅挺

拔，自有一股雄浑苍劲的傲人气势，再加上契合中国文化“长寿”、“守财吉祥”等寓意，追求
高品位庭院美化的主人往往喜欢种上一两株罗汉松，为打造自己的“园式物语”添上神来之
笔。

13.朴树
物种名称：朴树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Celtis sinensis Pers.

所属科属：榆科朴亚科朴属

基本特征：朴树与四蕊朴的主要区别点在于：朴树的叶多为卵形或卵状椭圆形，但不带菱形，

基部几乎不偏斜或仅稍偏斜，先端尖至渐尖，但不为尾状渐尖，时质地也不及前一亚种那样

厚；果也较小，一般直径 5～7毫米，很少有达 8毫米的；落叶乔木。花期 3～4月，果期 9～
10月。

http://baike.baidu.com/view/9378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600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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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根、皮、嫩叶入药有消肿止痛、解毒治热的功效，外敷治水火烫伤；叶制土农药，

可杀红蜘蛛。朴树是中的行道树品种，主要用于绿化道路，栽植公园小区，景观树等。对二

氧化硫、氯气等有毒气体的抗性强。在园林中孤植于草坪或旷地，列植于街道两旁，尤为雄

伟壮观，又因其对多种有毒气体抗性较强，较强的吸滞粉尘的能力，常被用于城市及工矿区。

并能吸收有害气体，作为街坊、工厂，道路两旁，广场、校园绿化颇为合适。绿化效果体现

速度快，移栽成活率高，造价低廉。朴树树冠圆满宽广，树荫浓郁，及农村“四旁”绿化都可

用，也是河网区防风固堤树种。

14.豆梨

物种名称：豆梨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Pyrus calleryana Decne.

所属科属：蔷薇科苹果亚科梨属

基本特征：叶：叶 3~4 片聚生于小枝顶端，革质，卵形或椭圆形，细圆齿或细圆齿状细锯
齿缘，长 4~8 厘米，先端渐尖，罕短突尖，基部宽楔形，叶柄长 2~6 厘米，被毛。花：
繖房花序 6~12 朵小花，小花梗长 1.5~3 厘米，花瓣 5 枚，白色，卵形，基部具短柄，
花柱 2~3 枚；花序及萼筒无毛，雄蕊约 20 枚。果实：梨果圆球形，径约 1 公分，褐色，
具淡色皮孔，先端无宿存之萼片。

应用价值：1.作嫁接用砧木：本种抗腐烂病能力较强，对生长条件要求不高，故常用作砧木，
与西洋梨亲和力强，与沙梨、白梨亲和力较差。2.食用：根、叶：润肺止咳，清热解毒。主
治肺燥咳嗽，急性眼结膜炎。用量 0.5～1两。果实：健胃，止痢。用量 0.5～1两，外用适
量。叶和花对闹羊花、藜芦有解毒作用；果实含糖量达 15—20%，可酿酒。3.雕刻：木材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48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3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69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28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5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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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供制作粗细家具及雕刻图章用。4.药用。

15.红枫

物种名称：红枫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Acer palmatum Thunb f.

所属科属：槭科槭属

基本特征：落叶小乔木。树姿开张，小枝细长。树皮光滑，呈灰褐色。单叶交互对生，常丛

生于枝顶。叶掌状深裂，裂片 5-9．裂深至叶基，裂片长卵形或披针形，叶缘锐锯齿。春、
秋季叶红色，夏季叶紫红色。嫩叶红色，老叶终年紫红色。伞房花序，顶生，杂性花。花期

4-5月。翅果，幼时紫红色，成熟时黄棕色，果核球形。果熟期 10月。
红枫的叶片里含有多种色素，分别为叶绿素、叶黄素、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等。在植

物的生长季节，由于叶绿素占绝对优势，叶片便鲜嫩翠绿。秋季来临，气温下降，叶绿素合

成受阻，同时叶绿素在低温下转化为叶黄素和花青素时叶片就呈现出黄色而进一进转化为花

色素苷的红色素，使叶片呈现出红色，故名红枫。

应用价值：红枫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观叶树种，其叶形优美，红色鲜艳持久，枝序整齐，层次

分明，错落有致，树姿美观。广泛用于园林绿地及庭院做观赏树，以孤植、散植为主，宜布

置在草坪中央，高大建筑物前后、角隅等地，红叶绿树相映成趣。它也可盆栽做成露根、倚

石、悬崖、枯干等形状，风雅别致。

16.皂荚
物种名称：皂荚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Gleditsia sinensis La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6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5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14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5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9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20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20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3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59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59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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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豆科云实亚科云实族皂荚属

基本特征：落叶乔木或小乔木，高可达 30米；枝灰色至深褐色；刺粗壮，圆柱形，常分枝，
多呈圆锥状，长达 16厘米，叶为一回羽状复叶，长 10-18(26)厘米；小叶(2)3-9对，纸质，
卵状披针形至长圆形，长 2-8.5 (12.5)厘米，宽 1-4(6)厘米，先端急尖或渐尖，顶端圆钝，
具小尖头，基部圆形或楔形，有时稍歪斜，边缘具细锯齿，上面被短柔毛，下面中脉上稍被

柔毛；网脉明显，在两面凸起；小叶柄长 1-2(5)毫米，被短柔毛。
应用价值：皂荚种子含有丰富的半乳甘露聚糖胶和蛋白质成分，半乳甘露聚糖胶因其独特的

流变性，而被用作增稠剂、稳定剂、粘合剂、胶凝剂、浮选剂、絮凝剂、分散剂等，广泛应

用于石油钻采、食品医药、纺织印染、采矿选矿、兵工炸药、日化陶瓷、建筑涂料、木材加

工、造纸、农药等行业。种子含胶量高达 30%~40%，制胶的皂荚下脚料中蛋白质含量高于
30%，可用于制作饲料原料或提取绿色蛋白质。皂荚豆含有丰富的粗蛋白、聚糖，含油量超
过大豆。

皂荚树为生态经济型树种，耐旱节水，根系发达，可用做防护林和水土保持林。皂荚树

耐热、耐寒抗污染，可用于城乡景观林、道路绿化。皂荚树具有固氮、适应性广、抗逆性强

等综合价值，是退耕还林的首选树种。用皂荚营造草原防护林能有效防止牧畜破坏，是林牧

结合的优选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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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绣球荚蒾

物种名称：绣球荚蒾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Viburnum macrocephalum Fort.

所属科属：忍冬科荚蒾族荚蒾属

基本特征：叶或半常绿灌木，高达 4米；树皮灰褐色或灰白色；芽、幼技、叶柄及花序均
密被灰白色或黄白色簇状短毛，后渐变无毛。叶临冬至翌年春季逐渐落尽，纸质，卵形至椭

圆形或卵状矩圆形，长 5-11厘米，顶端钝或稍尖，基部圆或有时微心形，边缘有小齿，上
面初时密被簇状短毛，后仅中脉有毛，下面被簇状短毛，侧脉 5-6对，近缘前互相网结，连
同中脉上面略凹陷，下面凸起；叶柄长 10-15毫米。聚伞花序直径 8-15厘米，全部由大型
不孕花组成，总花梗长 1-2厘米，第一级辐射枝 5条，花生于第三级辐射枝上；萼筒筒状，
长约 2.5毫米，宽约 1毫米，无毛，萼齿与萼筒几等长，矩圆形，顶钝；花冠白色，辐状，
直径 1.5-4厘米，裂片圆状倒卵形，筒部甚短；雄蕊长约 3毫米，花药小，近圆形；雌蕊不
育。花期 4-5月。
应用价值：原产在地中海的绣球花，一向以在严冬开花的常绿树而闻名於世。寒冬时，乍见

粉红色的花蕾和白色的花朵，似乎在告诉人们春天的脚步近了。

18.鹅掌楸
物种名称：鹅掌楸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Liriodendron chinensis （Hemsl.） Sarg

所属科属：木兰科木兰族鹅掌楸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达 40米，胸径 1米以上，小枝灰色或灰褐色。叶马褂状，长 4-12（18）
厘米，近基部每边具 1侧裂片，先端具 2浅裂，下面苍白色，叶柄长 4-8（-16）厘米。花
杯状，花被片 9，外轮 3片绿色，萼片状，向外弯垂，内两轮 6片、直立，花瓣状、倒卵形，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4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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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4厘米，绿色，具黄色纵条纹，花药长 10-16毫米，花丝长 5-6毫米，花期时雌蕊群超
出花被之上，心皮黄绿色。聚合果长 7-9厘米，具翅的小坚果长约 6毫米，顶端钝或钝尖，
具种子 1-2颗。花期 5月，果期 9-10月。

应用价值：鹅掌楸为古老的遗植物，在日本、格陵兰、意大利和法国的白垩纪地层中均发现

化石，到新生代第三纪本属尚有 10余种，广布于北半球温带地区，到第四纪冰期才大部分
绝灭，现仅残存鹅掌揪和北美鹅掌楸两种，成为东亚与北美洲际间断分布的典型实例，对古

植物学系统学有重要科研价值。

鹅掌楸树形羰正雄伟，叶形奇特石雅，花大而美丽，为世界珍贵树种之一，17世纪从
北美引中到英国，其黄色花朵形似杯状的郁金香，故欧洲人称之为“郁金香树”，是城市中

极佳的行道树、庭荫树种，无论丛植、列植或片植于草坪、公园入口处，均有独特的景观效

果，对有害气体的抵抗性较强，也是工矿区绿化的优良树种之一。

材淡红褐色，轻软适中，纹理清晰，结构细致，轻而强韧，硬度适中，是胶合板的理想

原料，也是制家具、缝纫机板、收音机壳与室内装修的良材，但抗腐力弱。木材淡红褐色、

纹理直，结构细、质轻软、易加工，少变形，干燥后少开裂，无虫柱。供建筑、造船、家具、

细木工的优良用材，亦可制胶合板；树干挺直，树冠伞形，叶形奇特，古雅，为世界最珍贵

的树种。

19.羽毛枫
物种名称：羽毛枫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Acer palmatum cv. Dissectum

所属科属：槭树科槭属

基本特征：羽毛枫是园艺品种，为落叶灌木，株高一般不超过 4米，树冠开展；枝略下垂，
新枝紫红色，成熟枝暗红色；嫩叶艳红，密生白色软毛，叶片舒展后渐脱落，叶色亦由艳丽

转淡紫色甚至泛暗绿色；叶片掌状深裂达基部，裂片狭适羽毛裂，有皱纹，人秋逐渐转红。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3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5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5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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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征同鸡爪槭

应用价值：庭院观赏、盆栽。凡各式庭院绿地、草坪、林缘、亭台假山、门厅入口、宅旁路

隅以及池畔均可栽植，可谓无处不宜。若成片群植，恰如霜叶红于二月花；若与众多绿色植

物配植，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羽毛枫属戚树类，其近似树种和品种繁多。而戚类大都树形

美观、叶形优雅，其中不少也是色叶树种，若以羽毛枫为主体，将名种戚类收集一起组成专

类园，亦更丰富了园林景色，增添了特色。羽毛枫已成为园林造景中不可缺少的观赏树种，

无论栽在何处，都引人入胜。

20.枸骨

http://baike.baidu.com/view/4644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3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29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99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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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枸骨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Ilex cornuta Lindl. et Paxt.

所属科属：冬青科冬青属冬青亚属

基本特征：树皮灰白色，高（0.6~）1~3米；稀有 8~10米。幼枝具纵脊及沟，沟内被微柔
毛或变无毛，二年枝褐色，三年生枝灰白色，具纵裂缝及隆起的叶痕，无皮孔。叶片厚革质，

二型，四角状长圆形或卵形，长 4~9厘米，宽 2~4厘米，先端具 3枚尖硬刺齿，中央刺齿
常反曲，基部圆形或近截形，两侧各具 1~2刺齿，有时全缘（此情况常出现在卵形叶），
叶面深绿色，具光泽，背淡绿色，无光泽，两面无毛，主脉在上面凹下，背面隆起，侧脉 5
或 6对，于叶缘附近网结，在叶面不明显，在背面凸起，网状脉两面不明显；叶柄长 4~8
毫米，上面具狭沟，被微柔毛；托叶胼胝质，宽三角形。

应用价值：本种之树形美丽，果实秋冬红色，挂于枝头，与欧洲之圣诞树 Ilex aquifolium L.
可以媲美并代替供庭园观赏。枸骨枝叶稠密，叶形奇特，深绿光亮，入秋红果累累，经冬不

凋，鲜艳美丽，是良好的观叶、观果树种。宜作基础种植及岩石园材料，也可孤植于花坛中

心、对植于前庭、路口，或丛植于草坪边缘。同时又是很好的绿篱（兼有果篱、刺篱的效果）

及盆栽材料，选其老桩制作盆景亦饶有风趣。果枝可供瓶插，经久不凋

21.麻栎

物种名称：麻栎

拍摄地点：立人生物楼前

拉丁学名：Quercus acutissima Carruth.

所属科属：壳斗科栎属

基本特征：落叶乔木，高达 30米，胸径达 1米，树皮深灰褐色，深纵裂。幼枝被灰黄色柔
毛，后渐脱落，老时灰黄色，具淡黄色皮孔。冬芽圆锥形，被柔毛。叶片形态多样，通常为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0262/7994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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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椭圆状披针形，长 8-19厘米，宽 2-6厘米，顶端长渐尖，基部圆形或宽楔形，叶缘有刺
芒状锯齿，叶片两面同色，幼时被柔毛，老时无毛或叶背面脉上有柔毛，侧脉每边 13-18
条；叶柄长 1-3 (-5) 厘米，幼时被柔毛，后渐脱落。
应用价值：本种树形高大，树冠伸展，浓荫葱郁，因其根系发达，适应性强，可作庭荫树、

行道树，若与枫香、苦槠、青冈等混植，可构成城市风景林，抗火、抗烟能力较强，也是营

造防风林、防火林、水源涵养林的乡土树种。本种对二氧化硫的抗性和吸收能力较强，对氯

气、氟化氢的抗性也较强。

22.月桂

物种名称：月桂

拍摄地点：国旗坪东

拉丁学名：Laurus nobilis

所属科属：樟科樟亚科月桂亚族月桂属

基本特征：常绿小乔木或灌木状，高可达 12米，树皮黑褐色。小枝圆柱形，具纵向细条纹，
幼嫩部分略被微柔毛或近无毛。叶互生，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 5.5-12厘米，宽 1.8-3.2
厘米，先端锐尖或渐尖，基部楔形，边缘细波状，革质，上面暗绿色，下面稍淡，两面无毛，

羽状脉，中脉及侧脉两面凸起，侧脉每边 10-12条，末端近叶缘处弧形连结，细脉网结，
两面多少明显，呈蜂窠状；叶柄长 0.7-1厘米，鲜时紫红色，略被微柔毛或近无毛，腹面具
槽。

应用价值：月桂四季常青，树姿优美，有浓郁香气，适于在庭院、建筑物前栽植，其斑叶者，

尤为美观。住宅前院用作绿墙分隔空间，隐蔽遮挡，效果也好。叶和果含芳香油，叶含油

0.3-0.5%，但亦有高达 1-3%，果含油约 1% ，芳香油的比重（15°C) 0.910-0.944，折光
率(20°C）1.460-1.477，旋光度一 4°40′一 21°40主要成分是芳樟醇、丁香酚、香叶
醇及按叶油素，用于食品及皂用香精; 叶片可作调味香料或作罐头矫味剂；种子含植物油约
30%，油供工业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4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3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2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9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6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90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5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4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71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5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58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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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广玉兰

物种名称：广玉兰

拍摄地点：国旗坪北

拉丁学名：Magnolia grandiflora Linn

所属科属：木兰科木兰族木兰属木兰亚属

基本特征：常绿乔木，在原产地高达 30米；树皮淡褐色或灰色，薄鳞片状开裂；小枝粗壮，
具横隔的髓心；小枝、芽、叶下面，叶柄、均密被褐色或灰褐色短绒毛（幼树的叶下面无毛）。

叶厚革质，椭圆形，长圆状椭圆形或倒卵状椭圆形，长 10-20厘米，宽 4-7（10）厘米，先
端钝或短钝尖，基部楔形，叶面深绿色，有光泽；侧脉每边 8-10条；叶柄长 1.5-4厘米，
无托叶痕，具深沟。花白色，有芳香，直径 15-20厘米；花被片 9-12，厚肉质，倒卵形，
长 6-10厘米，宽 5-7厘米；雄蕊长约 2厘米，花丝扁平，紫色，花药内向，药隔伸出成短
尖；雌蕊群椭圆体形，密被长绒毛；心皮卵形，长 1-1.5厘米，花柱呈卷曲状。聚合果圆柱
状长圆形或卵圆形，长 7-10厘米，径 4-5厘米，密被褐色或淡灰黄色绒毛；蓇葖背裂，背
面圆，顶端外侧具长喙；种子近卵圆形或卵形，长约 14毫米，径约 6毫米，外种皮红色，
除去外种皮的种子，顶端延长成短颈。花期 5-6月，果期 9-10月。
应用价值：叶厚而有光泽，花大而香，树姿雄伟壮丽，为珍贵的树种之一。其聚合果成熟后，

蓇葖开裂露出鲜红色的种子也颇美观。最宜单植在宽广开旷的草坪上或配植成观赏的树丛。

由于其树冠庞大，花开于枝定，故在配置上不宜植于狭小的庭院内，否则不能充分发挥其观

赏效果。花大且香，可孤植、对植或丛植、群植配置，也可作行道树。

道路绿化：广玉兰，四季常青，病虫害少，因而是优良的行道树种，不仅可以在夏日为

行人提供必要的庇荫，还能很好地美化街景。广玉兰在庭园、公园、游乐园、墓地均可采用。

大树可孤植草坪中，或列植于通道两旁；中小型者，可群植于花台上。

24.龙柏
物种名称：龙柏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0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88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69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2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2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3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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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地点：化学楼前（江湾候车点后）

拉丁学名：Sabina chinensis (L.) Ant. cv. Kaizuca

所属科属：柏科圆柏亚科圆柏属

基本特征：龙柏是圆柏的人工栽培变种。树冠圆柱状或柱状塔形；枝条向上直展，常有扭转

上升之势，小枝密、在枝端成几相等长之密簇；鳞叶排列紧密，幼嫩时淡黄绿色，后呈翠绿

色；球果蓝色，微被白粉。高可达 8米，树干挺直，树形呈狭圆柱形，小枝扭曲上伸，故
而得名。小枝密集，叶密生，全为鳞叶，幼叶淡黄绿色，老后为翠绿色。球果蓝绿色，果面

略具白粉。龙柏树形除自然生长成圆锥形外，也有的将其攀揉盘扎成龙、马、狮、象等动物

形象，也有的修剪成圆球形、鼓形、半球形，单值或列杆、群植于庭园，更有的栽址成绿篱，

经整形修剪成平直的圆脊形，可表现其低矮、丰满、细致、精细。龙柏侧枝扭曲螺旋状抱干

而生，别具一格，观赏价值很高。

应用价值：龙柏树形优美，枝叶碧绿青翠，公园篱笆绿化首选苗木，多被种植于庭园作美化

用途。应用于公园、庭园、绿墙和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龙柏移栽成活率高，恢复速度快，

是园林绿化中使用最多的灌木，其本身清脆油亮，生长健康旺盛，观赏价值高。

25.梅树

物种名称：梅树

拍摄地点：化学楼前

拉丁学名：Armeniaca mume

所属科属：蔷薇科梅亚科杏属

基本特征：全缘或上半部有疏锯齿。雌雄异株，柔荑花序；核果球形或椭圆形，外果实为核

果，近球形，自柄至尖部有一道浅沟，直径约 2～4 cm，密被短柔毛，绿色，6-8月左右果
熟时多变黄色或黄绿色，亦有品种为红色和绿色等；味酸可食用，可用做梅干、梅酱、话梅、

酸梅汤、梅酒等，亦可入药。梅核坚硬，粘核，核面具蜂窝状小孙穴，熟果鲜红色，酸甜可

口。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1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5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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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梅树的果实可以被用来制成梅干和梅子酒，因此梅子素有“万能药”之称。在二月

和三月，梅树的叶子还没来得及长出来，但是已经抽出几朵五瓣花来。花朵的颜色大多是白

色，也有红色和浅红色的。花瓣有单瓣，也有重瓣的。梅花已有 300多个园艺品种。果实

呈球形，上面有一条沟。到了梅雨季节，果实成熟后就变成黄色，味儿很酸，所以古人称这

个季节为“人梅时节”。

26.黑松

物种名称：黑松

拍摄地点：化学楼西

拉丁学名：Pinus thunbergii Parl.

所属科属：松科松亚科松属双维管束松亚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达 30米，胸径可达 2米；幼树树皮暗灰色，老则灰黑色，粗厚，裂成
块片脱落；枝条开展，树冠宽圆锥状或伞形；一年生枝淡褐黄色，无毛；冬芽银白色，圆柱

状椭圆形或圆柱形，顶端尖，芽鳞披针形或条状披针形，边缘白色丝状。针叶 2针一束，
深绿色，有光泽，粗硬，长 6-12厘米，径 1.5-2毫米，边缘有细锯齿，背腹面均有气孔线；
横切面皮下层细胞一或二层、连续排列，两角上二至四层，树脂道 6-11个，中生。
应用价值：黑松不仅是盆栽的优秀植物，在园林绿化中也是使用较多的优秀苗木。黑松可以

用于道路绿化，小区绿化，工厂绿化，广场绿化等等，绿化效果好，恢复速度快，而且价格

低廉。黑松为著名的海岸绿化树种，可用作防风，防潮，防沙林带及海滨浴场附近的风景林，

行道树或庭阴树。在国外亦有密植成行并修剪成整齐式的高篱，围绕于建筑或住宅之外，即

http://baike.baidu.com/view/52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523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7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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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化又有防护作用。经抑制生长，蟠曲造型，姿态雄壮，高亢壮丽。均富观赏价值，黑松

盆景对环境适应能力强，庭院、阳台均可培养。

27.紫荆

物种名称：紫荆

拍摄地点：四教后

拉丁学名：Cercis chinensis Bunge

所属科属：豆科云实亚科紫荆族紫荆属

基本特征：丛生或单生灌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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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紫红色或粉红色，2-10余朵
成束，簇生于老枝和主干上，尤以主干上花束较多，越到上部幼嫩枝条则花越少，通常先于

叶开放，但嫩枝或幼株上的花则与叶同时开放，花长 1-1.3厘米；花梗长 3-9毫米；龙骨瓣
基部具深紫色斑纹；子房嫩绿色，花蕾时光亮无毛，后期则密被短柔毛，有胚珠 6-7颗。
应用价值：树皮可入药，有清热解毒，活血行气，消肿止痛之功效，可治产后血气痛、疗疮

肿毒、喉痹；花可治风湿筋骨痛。木材纹理直，结构细，可供家具、建筑等用。紫荆宜栽庭

院、草坪、岩石及建筑物前，用于小区的园林绿化，具有较好的观赏效果。

28.矮牵牛
物种名称：矮牵牛

拍摄地点：四教前

拉丁学名：Petunia hybrida Vilm

所属科属：茄科碧冬茄属或矮牵牛属

基本特征：株高 40～60 cm，全株有腺毛。叶互生，上部叶近对生，卵形，全缘，近无柄。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3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3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73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27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67002/9285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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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冠漏斗状，径 5～18 cm，檐部 5钝裂，或有皱摺、卷边、重瓣等型。花色极为丰富，如
白、红、紫、蓝、黄及嵌纹、镶边等。花期 4月至霜降，冬暖地区可持续开花。
应用价值：花大而多，开花繁盛，花期长，色彩丰富，是优良的花坛和种植钵花卉，也可自

然式丛植，还可作为切花。气候适宜或温室栽培可四季开花。可以广泛用于花坛布置，花槽

配置，景点摆设，窗台点缀，家庭装饰。

29.迎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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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迎春花

拍摄地点：逸夫楼前

拉丁学名：Jasminum nudiflorum Lindl.

所属科属：木犀科素馨亚科素馨属

基本特征：迎春花属落叶灌木植物，直立或匍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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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单生于去年生小枝的叶腋，稀生于小枝顶端；苞片

小叶状，披针形、卵形或椭圆形，长 3-8毫米，宽 1.5-4毫米；花梗长 2-3毫米；花萼绿色，
裂片 5-6枚，窄披针形，长 4-6毫米，宽 1.5-2.5毫米，先端锐尖；花冠黄色，径 2-2.5厘
米，花冠管长 0.8-2厘米，基部直径 1.5-2毫米，向上渐扩大，裂片 5-6枚，长圆形或椭圆
形，长 0.8-1.3厘米，宽 3-6毫米，先端锐尖或圆钝。花期 6月。
应用价值：叶（迎春花叶）：苦、涩，平。活血解毒，消肿止痛 6 用于肿毒恶疮，跌打损
伤，创伤出血。 花（迎春花：苦，）：发汗，解热利尿。用于发热头痛，小便涩痛。迎春

枝条披垂，冬末至早春先花后叶，花色金黄，叶丛翠绿。在园林绿化中宜配置在湖边、溪畔、

桥头、墙隅，或在草坪、林缘、坡地，房屋周围也可栽植，可供早春观花。迎春的绿化效果

凸出，体现速度快，在各地都有广泛使用。栽植当年即有良好的绿化效果，在山东、北京、

天津、安徽等地都有使用迎春作为花坛观赏灌木的案例，江苏沭阳更是迎春的首选产地。

30.石楠花

物种名称：石楠花

拍摄地点：光华楼西辅楼前

拉丁学名：Photinia serratifolia (Desf.) Kalkman

所属科属：蔷薇科苹果亚科石楠属

基本特征：石楠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互生，革质，长椭 圆形，边缘有细锯齿，表面绿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44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32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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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幼叶红色，鲜艳可爱。初夏开花，白色，复伞房花序。小梨果球形，熟时红色，缀满枝

头，极为美丽。叶片革质，长椭圆形，顶端尾尖，边缘有带腺的细锯齿，近基部全缘，幼叶

红色，后渐变为绿色而具光泽。花小，白色，成顶生复伞房花序。梨果近球形，红色。常绿

灌木或小乔木，高 4-6米，有时可达 12米；枝褐灰色，无毛；冬芽卵形，鳞片褐色，无毛。
叶片革质，长椭圆形、长倒卵形或倒卵状椭圆形，长 9-22厘米，宽 3-6.5厘米，先端尾尖，
基部圆形或宽楔形，边缘有疏生具腺细锯齿，近基部全缘，上面光亮，幼时中脉有绒毛，成

熟后两面皆无毛，中脉显著，侧脉 25-30对；叶柄粗壮，长 2-4厘米，幼时有绒毛，以后无
毛。复伞房花序顶生，直径 10-16厘米；总花梗和花梗无毛，花梗长 3-5毫米；花密生，直
径 6-8毫米；萼筒杯状，长约 1毫米，无毛；萼片阔三角形，长约 1毫米，先端急尖，无
毛；花瓣白色，近圆形，直径 3-4毫米，内外两面皆无毛；雄蕊 20，外轮较花瓣长，内轮
较花瓣短，花药带紫色；花柱 2，有时为 3，基部合生，柱头头状，子房顶端有柔毛。果实
球形，直径 5-6毫米，红色，后成褐紫色，有 1粒种子；种子卵形，长 2毫米，棕色，平
滑。花期 4-5月，果期 10月。
应用价值：石楠产于我国秦岭以南各省区。石楠为亚热带树种，阳性树，也耐阴；喜欢肥沃、

湿润、土壤深厚、排水良好的地方栽植。也耐干旱贫瘠，能在石缝中生长；不耐水湿，耐寒，

山东等地区能越冬；萌芽离强，耐修剪成型，生长较慢。

石楠花最为人关注的特征是处于花期时的味道。其味道为浓烈的人类精液的味道，因此，

虽然目前有很多城市将石楠花作为城市景观和绿化植物，但是却经常因为这个味道引起强烈

吐槽。

31.旱柳
物种名称：旱柳

拍摄地点：二教后

拉丁学名：Salix matsudana Koidz.

所属科属：杨柳科柳属

基本特征：落叶乔木，高达可达 20米，胸径达 80厘米。大枝斜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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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芽微有短柔毛。叶披针形，长 5-10厘米，宽 1-1.5厘米，先端长渐尖，基部窄圆形或楔形，
上面绿色，无毛，有光泽，下面苍白色或带白色，有细腺锯齿缘，幼叶有丝状柔毛；叶柄短，

长 5-8毫米，在上面有长柔毛；托叶披针形或缺，边缘有细腺锯齿。花序与叶同时开放；雄
花序圆柱形，长 1.5-2.5 （-3）厘米，粗约 6-8毫米，多少有花序梗，轴有长毛；雄蕊 2，
花丝基部有长毛，花药卵形，黄色；苞片卵形，黄绿色，先端钝，基部多少有短柔毛；腺体

2；雌花序较雄花序短，长达 2厘米，粗 4毫米，有 3-5小叶生于短花序梗上，轴有长毛；
子房长椭圆形，近无柄，无毛，无花柱或很短，柱头卵形，近圆裂；苞片同雄花；腺体 2，
背生和腹生。果序长达 2（2.5）厘米。花期 4月，果期 4-5月。
应用价值：旱柳枝条柔软，树冠丰满，是中国北方常用的庭荫树、行道树。常栽培在河湖岸

边或孤植于草坪，对植于建筑两旁。亦用作公路树、防护林及沙荒造林，农村“四旁”绿化等，
是早春密源树种。防护林及绿化树种，亦可作用材树种。树形美，易繁殖，深为人们喜爱。

其柔软嫩绿的枝条 、丰满的树冠及稍加修剪的树姿，更加美观。适合于庭前、道旁、河堤、

溪畔、草坪栽植。在北方园林，柳属的一些绿化树种是落叶树种中绿期最长的一种。但由于

种子成熟后柳絮飘扬，故在工厂、街道路旁等处，最好栽植雄株。持条、插干极易成活，亦

可播种繁殖，绿化宜用雄株。为早春蜜源树，是北方绿化的好树种，宜作护岸林、防风林、

http://baike.baidu.com/view/765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5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6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9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7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07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07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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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荫树及行道树。

32.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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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石榴

拍摄地点：二教后

拉丁学名：Punica granatum L.

所属科属：石榴科石榴属

基本特征：石榴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在热带是常绿树。树冠丛状自然圆头形。树根黄褐色。

生长强健，根际易生根蘖。树高可达 5-7m，一般 3-4m，但矮生石榴仅高约 1m或更矮。树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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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呈灰褐色，上有瘤状突起，干多向左方扭转。树冠内分枝多，嫩枝有棱，多呈方形。小枝

柔韧，不易折断。一次枝在生长旺盛的小枝上交错对生，具小刺。刺的长短与品种和生长情

况有关。旺树多刺，老树少刺。芽色随季节而变化，有紫、绿、橙三色。花两性，依子房发

达与否，有钟状花和筒状花之别，前者子房发达善于受精结果，后者常凋落不实。

应用价值：石榴花大色艳，花期长，从麦收前后一直开到 10月份，石榴果实色泽艳丽。由
于其既能赏花，又可食果，因而深受人们喜爱，用石榴制作的盆景更是倍受青睐。

33.白花泡桐

物种名称：白花泡桐

拍摄地点：11号楼前
拉丁学名：Paulownia fortunei (Seem.) Hemsl.

所属科属：玄参科泡桐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达 30米，树冠圆锥形，主干直，胸径可达 2米，树皮灰褐色；叶片长卵
状心脏形，有时为卵状心脏形，长达 20厘米，顶端长渐尖或锐尖头，其凸尖长达 2厘米，
新枝上的叶有时 2裂，下面有星毛及腺，成熟叶片下面密被绒毛，有时毛很稀疏至近无毛；
叶柄长达 12厘米。蒴果长圆形或长圆状椭圆形，长 6-10厘米，顶端之喙长达 6毫米，宿
萼开展或漏斗状，果皮木质，厚 3-6毫米；种子连翅长 6-10毫米。花期 3-4月，果期 7-8
月。

应用价值：主干端直，冠大荫浓，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树成荫。适于庭园、公园、广场、

街道作庭荫树或行道树。泡桐叶大无毛，能吸附尘烟，抗有毒气体，净化空气，适于厂矿绿

化。根深，胁地小，为平原地区粮桐间作和“四旁”绿化的理想树种。

34.香樟树
物种名称：香樟树

http://baike.baidu.com/view/5528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08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1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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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地点：交配电中心以东

拉丁学名：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所属科属：樟科樟亚科樟族樟属

基本特征：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30米，直径可达 3米，树冠广卵形；枝、叶及木材均有樟

http://baike.baidu.com/view/823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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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气味；树皮黄褐色，有不规则的纵裂。顶芽广卵形或圆球形，鳞片宽卵形或近圆形，外面

略被绢状毛。枝条圆柱形，淡褐色，无毛。叶互生，卵状椭圆形，长 6-12厘米，宽 2.5-5.5
厘米，先端急尖，基部宽楔形至近圆形，边缘全缘，软骨质，有时呈微波状，上面绿色或黄

绿色，有光泽，下面黄绿色或灰绿色，晦暗，两面无毛或下面幼时略被微柔毛，具离基三出

脉，有时过渡到基部具不显的 5脉，中脉两面明显，上部每边有侧脉 1-3-5(7)条.基生侧脉
向叶缘一侧有少数支脉，侧脉及支脉脉腋上面明显隆起下面有明显腺窝，窝内常被柔毛；叶

柄纤细，长 2-3厘米，腹凹背凸，无毛。叶薄革质，卵形或椭圆状卵形，长 5—10厘米，
宽 3．5—5．5厘米，顶端短尖或近尾尖，基部圆形，离基 3出脉，近叶基的第一对或第二
对侧脉长而显著，背面微被白粉，脉腋有腺点。圆锥花序生于新枝的叶腋内，花黄绿色，春

天开，圆锥花序腋出，又小又多。果球形，熟时紫黑色。花期 4—6月，果期 10—11月。
因为樟树木材上有许多纹路，像是大有文章的意思，所以就在「章」字旁加一个木字作为树

名，称为“樟树”，而因又有香味，才称为“香樟树”。
应用价值：香樟树很有特色，树皮粗糙，质地却很均匀，从来没有白杨树的斑斑驳驳、没有

柳树的肿瘤结节；树枝树干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一路长去，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画蛇添足；

树冠的形态是球形的，在天空中画出优美的曲线。因此，学美术的人喜欢用香樟树做写生对

象了香樟树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可以驱虫，所以几乎不需要园丁喷洒农药。香樟树籽含有丰

富的油脂，癸酸含量高达 40%以上，属中短碳琏脂肪酸，有其特殊的生理和营养作用。
该树种枝叶茂密，冠大荫浓，树姿雄伟，能吸烟滞尘、涵养水源、固土防沙和美化环境，

是城市绿化的优良树种，广泛作为庭荫树、行道树、防护林及风景林常用于园林观赏，小区，

园林，学校，事业单位，工厂，山坡、庭院、路边、建筑物前。 配植池畔、水边、山坡等。

在草地中丛植、群植、孤植或作为背景树为雄伟壮观，又因其对多种有毒气体抗性较强，较

强的吸滞粉尘的能力，常被用于城市及工矿区。并能吸收有害气体，作为街坊、工厂，道路

两旁，广场、校园绿化颇为合适。

35.圆柏
物种名称：圆柏

拍摄地点：材料二楼北

拉丁学名：Sabina chinensis (L.) Ant.

所属科属：柏科圆柏属

基本特征：圆柏是乔木，高达 20米，胸径达 3.5米；树皮深灰色，纵裂，成条片开裂；幼
树的枝条通常斜上伸展，形成尖塔形树冠，老则下部大枝平展，形成广圆形的树冠；树皮灰

褐色，纵裂，裂成不规则的薄片脱落；小枝通常直或稍成弧状弯曲，生鳞叶的小枝近圆柱形

或近四棱形，径 1-1.2毫米。叶二型，即刺叶及鳞叶；刺叶生于幼树之上，老龄树则全为鳞
叶，壮龄树兼有刺叶与鳞叶；生于一年生小枝的一回分枝的鳞叶三叶轮生，直 伸而紧密，

近披针形，先端微渐尖，长 2.5-5毫米，背面近中部有椭圆形微凹的腺体；刺叶三叶交互轮
生，斜展，疏松，披针形，先端渐尖，长 6-12毫米，上面微凹，有两条白粉带。
应用价值：材质致密，坚硬，桃红色，美观而有芳香，极耐久，坚韧致密，耐腐力强。故宜

供作图板、棺木、铅笔、家具、房屋建筑材料、文具及工艺品等用材；树根、树干及枝叶可

提取柏木脑的原料及柏木油；种子可榨油，或入药。因其生长速度中等而偏慢，故除作观赏

外，尚少用于大规模造林者。种子可榨取脂肪油；材质坚密，桃红色，有芳香，极耐久，可

制图板，铅笔，家具，耐腐力强，可供建筑、工艺品、室内安装等用。

圆柏幼龄树树冠整齐圆锥形，树形优美，大树干枝扭曲，姿态奇古，可以独树成景，是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6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794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13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7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47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6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82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212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57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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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园林树种。桧柏在庭院中用途极广。性耐修剪又有很强的耐阴性，故作绿篱比侧

柏优良，下枝不易枯，冬季颜色不变褐色或黄色，且可植于建筑之北侧阴处。中国古来多配

植于庙宇陵墓作墓道树或柏林。其树形优美，青年期呈整齐之圆锥形，老树则干枝扭曲，古

庭院、古寺庙等风景名胜区多有千年古柏，“清”、“奇”、“古”、“怪”各具幽趣。可以群植草坪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99.htm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34

边缘作背景，或丛植片林、镶嵌树丛的边缘、建筑附近。在庭园中用途极广。作绿篱，行道

树，还可以作桩景、盆景材料。

36.兰考泡桐

物种名称：兰考泡桐

拍摄地点：8号楼前
拉丁学名：Paulownia elongata S.Y.Hu

所属科属：玄参科泡桐属

基本特征：落叶乔木，树干通直，树冠宽阔、圆卵形或扁球形。高达 20米，胸径 1米左右；
树冠宽圆锥形，全体具有星状绒毛；小枝褐色，有突起的皮孔；叶片通常卵状心脏形，顶端

渐狭长而锐头，基部心脏形或近圆形，上面毛不久脱落，下面密被无柄的树枝状毛；花序枝

的侧枝不发达，花序金字塔形，聚伞花序，稀有单花；萼倒圆锥形，基部渐狭，分裂，管部

的毛易脱落；花冠漏斗状钟形，紫色至粉白色；子房和花柱有腺；蒴果卵形，稀卵状椭圆形，

有星状绒毛，宿萼蝶状，顶端有喙。种子有翅；连翅长 5～6毫米；花期 4-5月，果期秋季。
主干通直，树冠分两棚。树冠稀疏，发叶晚，根系深，生长快。

应用价值：兰考泡桐木质疏松度适中，透气、透音性能好，是制作古筝、琵琶等乐器音板的

最佳材料。

37.紫藤萝
物种名称：紫藤萝

拍摄地点：望道园

拉丁学名：Villous Wisteria

所属科属：豆科紫藤属

基本特征：紫藤萝属落叶藤本，很容易与同属的紫藤（Wisteria sinensis）混淆。在颜色上
紫藤萝要稍淡于紫藤。木质茎粗壮，干皮灰白色，蔓左旋缠绕，呈逆时针方向旋转生长，因

而呈现出螺旋状沟槽，表面皮孔明显。冬芽紧贴在侧枝上，芽外被深褐色的鳞片，上有白

毛。奇数羽状复叶互生，小叶 9枚至 11枚，有早落的托叶，全缘，长圆形，长 5-11厘米；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13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6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05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5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82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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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组成顶生、下垂生于新枝顶端或叶腋的长总状花序，长 15厘米至 30厘米，每一花序着
生蝶形小花 50 朵至 100 朵；萼钟状，短 5齿裂，下面裂齿较长；花冠伸出萼外，花序下

垂，花蝶形，紫色，有芳香。旗瓣镰状，基部有耳，龙骨瓣钝；雄蕊 10，二体（9+1）；
子房具柄，有胚珠多数，花柱内弯，无毛；荚果扁平呈刀形，具柄，表面密生银灰色短绒毛，

荚果含种子 1～3粒，念珠状，2瓣裂。

http://baike.baidu.com/view/521443.htm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36

应用价值：紫藤萝枝叶茂密，花穗秀丽，多用以攀附花架、绿廊、枯树或山石等。但不能种

在活树旁，以免枝条缠绕活树。也可盆栽重剪作成桩景。紫藤花可制成食品。花、果及茎皮

还可入药。茎皮可制人造棉。 紫藤萝是中国原产著名的观花藤木，栽培历史悠久，远自唐

代已有栽培的记载。它枝叶茂密，花大且香，是棚架、门廊绿化的优良树种。紫藤的花和种

子可供食用；树皮纤维可织物；根和种子可杀虫；果实入药，治食物中毒，驱除蛲虫。

38.银杏

物种名称：银杏

拍摄地点：旦苑食堂后“本北高速”起点

拉丁学名：Ginkgo biloba L.

所属科属：银杏科银杏属

基本特征：银杏为落叶大乔木，胸径可达 4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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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互生，在长枝上辐射状散生，在

短枝上 3~5枚成簇生状，有细长的叶柄，扇形，两面淡绿色，无毛，有多数叉状并列细脉，
在宽阔的顶缘多少具缺刻或 2裂，宽 5~8（~15）厘米，具多数叉状并歹帕细脉。在长枝上
散生，在短枝上簇生。它的叶脉形式为“二歧状分叉叶脉”。在长枝上常 2裂，基部宽楔
形，柄长 3-10（多为 5~8）厘米，幼树及萌生枝上的叶常较而深裂（叶片长达 13厘米，宽
15厘米），有时裂片再分裂（这与较原始的化石种类之叶相似），叶在一年生长枝上螺旋
状散生，在短枝上 3~8叶呈簇生状，秋季落叶前变为黄色。
应用价值：银杏树高大挺拔，叶似扇形。冠大荫状，具有降温作用。叶形古雅，寿命绵长。

无病虫害，不污染环境，树干光洁，是著名的无公害树种、有利于银杏的繁殖和增添风景。

适应性强，银杏对气候土壤要求都很宽范。抗烟尘、抗火灾、抗有毒气体。银杏树体高大，

树干通直，姿态优美，春夏翠绿，深秋金黄，是理想的园林绿化、行道树种。可用于园林绿

化、行道、公路、田间林网、防风林带的理想栽培树种。银杏抗病虫害，被公认为无公害的

种树，是观赏绿化最理想树种。银杏树绿化效果非常好，体现速度较慢，小树栽植 2银杏
可以净化空气，具抗污染、抗烟火、抗尘埃等功能。可自然净化空气，减少大气层悬浮物含

量，提高空气质量。银杏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等功效。在森林被伐，水土流失，

风沙侵蚀地带，栽培银杏防护林区、防护林带，护路林、护岸林、护滩林、防沙林等，以保

http://baike.baidu.com/view/412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35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03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3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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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年才能有不错的效果，大树栽植后，需要有 3~5年的恢复时间，
才能发挥其美丽的功能。

39.洒金桃叶珊瑚

物种名称：四教桃叶珊瑚

拍摄地点：科学楼东侧

拉丁学名：Aucuba japonicaVariegata

所属科属：山茱萸科桃叶珊瑚属

基本特征：常绿灌木，高 12米。枝和叶均对生。叶片厚纸质至革质，卵状椭圆形、椭圆状
披针形或倒卵状椭圆形，稀广卵圆形，长 614厘米，宽 37.5厘米，先端尾状渐尖，基部近
圆形或阔契形，边缘 1/3以上疏生粗锯齿，上面绿色，有大小不等的黄色或淡黄色斑点，下
面中脉疏生柔毛或无毛，干后黑褐色；叶柄粗壮，长 0.8~2（~4）厘米。圆锥花序顶生，雄
花序长 5~10厘米，雌花序短于雄花序；花瓣紫红色或暗紫色，卵形或椭圆状披针形，先端
具 0.5毫米长的短尖，雄花的雄蕊长 1.25毫米；花下具小苞片 1枚；雌花子房被短柔毛，
柱头歪斜，花下具小苞片 2枚。果卵圆形，幼时绿色，熟时红色。花期 3~4月，果期 11月
至次年 4月。
应用价值：洒金桃叶珊瑚是十分优良的耐阴树种、特别是它的叶片黄绿相映，十分美丽，宜

栽植于园林的庇荫处或树林下。在华北多见盆栽供室内布置厅堂、会场用。

40.栀子
物种名称：栀子

拍摄地点：曦园青松岭

拉丁学名：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所属科属：茜草科金鸡纳亚科栀子族栀子属

基本特征：栀子为灌木，高 0.3-3米；嫩枝常被短毛，枝圆柱形，灰色。叶对生，革质，稀

http://baike.baidu.com/view/752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1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3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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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纸质，少为 3枚轮生，叶形多样，通常为长圆状披针形、倒卵状长圆形、倒卵形或椭圆
形，长 3-25厘米，宽 1.5-8厘米，顶端渐尖、骤然长渐尖或短尖而钝，基部楔形或短尖，
两面常无毛，上面亮绿，下面色较暗；侧脉 8-15对，在下面凸起，在上面平；叶柄长 0.2-1
厘米；托叶膜质。

应用价值：栀子是秦汉以前应用最广的黄色染料，栀子的果实中含有酮物质栀子黄素，还有

藏红花素等，用于染黄的物质为藏红花酸。药用价值：清热，泻火，凉血。治热病虚烦不眠，

黄疸，淋病，消渴，目赤，咽痛，吐血，衄血，血痢，尿血，热毒疮疡，扭伤肿痛。

41.红叶李
物种名称：紫叶李

拍摄地点：曦园青松岭

拉丁学名：Prunus Cerasifera Ehrhar f. atropurpurea (Jacq.) Rehd.

所属科属：蔷薇科李亚科李属

基本特征：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 8米；多分枝，枝条细长，开展，暗灰色，有时有棘刺；
小枝暗红色，无毛；冬芽卵圆形，先端急尖，有数枚覆瓦状排列鳞片，紫红色，有时鳞 片

边缘有稀疏缘毛。叶片椭圆形、卵形或倒卵形，极稀椭圆状披针形，长（2）3-6厘米，宽
2-3（2）厘米，先端急尖，基部楔形或近圆形，边缘有圆钝锯 齿，有时混有重锯齿，上面

深绿色，无毛，中脉微下陷，下面颜色较淡，除沿中脉有柔毛或脉腋有髯毛外，其余部分无

毛，中脉和侧脉均突起，侧脉 5-8对；叶柄 长 6-12毫米，通常无毛或幼时微被短柔毛，无
腺；托叶膜质，披针形，先端渐尖，边有带腺细锯齿，早落。

花 1朵，稀 2朵；花梗长 1-2.2厘米。无毛或微 被短柔毛；花直径 2-2.5厘米；萼筒
钟状，萼片长卵形，先端圆钝，边有疏浅锯齿，与萼片近等长，萼筒和萼片外面无毛，萼筒

内面有疏生短柔毛；花瓣白色， 长圆形或匙形，边缘波状，基部楔形，着生在萼筒边缘；

雄蕊 25-30，花丝长短不等，紧密地排成不规则 2轮，比花瓣稍短；雌蕊 1，心皮被长柔毛，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6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97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3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780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14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9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9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14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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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头盘状，花柱比雄蕊稍长，基部被稀长柔毛。

应用价值：紫叶李整个生长季节都为紫红色，宜于建筑物前及园路旁或草坪角隅处栽植。

42.绣球

物种名称：绣球

拍摄地点：水电中心北

拉丁学名：Hydrangea macrophylla (Thunb.) Ser.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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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虎耳草科绣球花亚科绣球花族绣球属

基本特征：绣球是灌木，高 1-4米；茎常于基部发出多数放射枝而形成一圆形灌丛；枝圆柱
形，粗壮，紫灰色至淡灰色，无毛，具少数长形皮孔。叶纸质或近革质，倒卵形或阔椭圆形，

长 6-15厘米，宽 4-11.5厘米，先端骤尖，具短尖头，基部钝圆或阔楔形，边缘于基部以上
具粗齿，两面无毛或仅下面中脉两侧被稀疏卷曲短柔毛，脉腋间常具少许髯毛；侧脉 6-8对，
直，向上斜举或上部近边缘处微弯拱，上面平坦，下面微凸，小脉网状，两面明显；叶柄粗

壮，长 1-3.5厘米，无毛。伞房状聚伞花序近球形，直径 8-20厘米，具短的总花梗，分枝
粗壮，近等长，密被紧贴短柔毛，花密集，多数不育；不育花萼片 4，阔物卵形、近圆形或
阔卵形，长 1.4-2.4厘米，宽 1-2.4厘米，粉红色、淡蓝色或白色；孕性花极少数，具 2-4
毫米长的花梗；萼筒倒圆锥状，长 1.5-2毫米，与花梗疏被卷曲短柔毛，萼齿卵状三角形，
长约 1毫米；花瓣长圆形，长 3-3.5毫米；雄蕊 10枚，近等长，不突出或稍突出，花药长
圆形，长约 1毫米；子房大半下位，花柱 3，结果时长约 1.5毫米，柱头稍扩大，半环状。
应用价值：绣球花大色美，是长江流域著名观赏植物。园林中可配置于稀疏的树荫下及林荫

道旁，片植于荫向山坡。因对阳光要求不高，故最适宜栽植于阳光较差的小面积庭院中。建

筑物入口处对植两株、沿建筑物列植一排、丛植于庭院一角，都很理想。更适于植为花篱、

花境。如将整个花球剪下，瓶插室内，也是上等点缀品。将花球悬挂于床帐之内，更觉雅趣。

43.夹竹桃

物种名称：夹竹桃

拍摄地点：交配电中心后

拉丁学名：Nerium indicum Mill.

所属科属：夹竹桃科夹竹桃属

基本特征：常绿直立大灌木，高达 5米，枝条灰绿色，含水液；嫩枝条具稜，被微毛，老
时毛脱落。叶 3-4枚轮生，下枝为对生，窄披针形，顶端极尖，基部楔形，叶缘反卷，长
11-15厘米，宽 2-2.5厘米，叶面深绿，无毛，叶背浅绿色，有多数洼点，幼时被疏微毛，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15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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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时毛渐脱落；中脉在叶面陷入，在叶背凸起，侧脉两面扁平，纤细，密生而平行，每边达

120条，直达叶缘；叶柄扁平，基部稍宽，长 5-8毫米，幼时被微毛，老时毛脱落；叶柄内
具腺体。聚伞花序顶生，着花数朵。

应用价值：夹竹桃的叶片如柳似竹，红花灼灼夹竹桃的花有香气。花集中长在枝条的顶端，

它们聚集在一起好似一把张开的伞。夹竹桃花的形状像漏斗，花瓣相互重叠，有红色、黄色

和白色三种，其中，红色是它自然的色彩，“白色”、“黄色”是人工长期培育造就的新品种。，
胜似桃花，花冠粉红至深红或白色，有特殊香气，花期为 6～10月，是有名的观赏花卉。
环保价值：夹竹桃有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和净化空气、保护环境的能力。夹竹桃的叶片，

对人体有毒、对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氟化氢、氯气等有害气体有较强的抵抗作用。据测定，

盆栽的夹竹桃，在距污染源 40米处，仅受到轻度损害，170米处则基本无害，仍能正常开
花，其叶片的含硫量比未污染的高 7倍以上。夹竹桃即使全身落满了灰尘，仍能旺盛生长，
被人们称为"环保卫士"。

44.白玉兰

物种名称：白玉兰

拍摄地点：逸夫科技楼前

拉丁学名：Michelia alba DC.

所属科属：木兰科木兰属玉兰亚属

基本特征：落叶乔木，高达 17米，枝广展，呈阔伞形树冠；胸径 30厘米；树皮灰色；揉
枝叶有芳香；嫩枝及芽密被淡黄白色微柔毛，老时毛渐脱落。叶薄革质，长椭圆形或披针状

椭圆形，长 10-27厘米，宽 4-9.5厘米，先端长渐尖或尾状渐尖，基部楔形，上面无毛，下
面疏生微柔毛，干时两面网脉均很明显；叶柄长 1.5-2厘米，疏被微柔毛；托叶痕几达叶柄
中部。花白色，极香；花被片 10片，披针形，长 3-4厘米，宽 3-5毫米；雄蕊的药隔伸出
长尖头；雌蕊群被微柔毛，雌蕊群柄长约 4毫米；心皮多数，通常部分不发育，成熟时随
着花托的延伸，形成蓇葖疏生的聚合果；蓇葖熟时鲜红色。花期 4-9月，夏季盛开，通常不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0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782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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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实。花顶生，前一年秋季形成花芽，先花后叶；花具香气，碧白色，有时基部带红晕，花

被片共 9枚，花瓣状萼片 3枚，花瓣 6枚，雌雄蕊多数。玉兰花白如玉，花香似兰，其树
型魁伟，高者可超过 10米，树冠卵形，大型叶为倒卵形，先端短而突尖，基部楔形，表面
有光泽，全市两摔条疏生开展，嫩枝及芽外被短绒毛。冬芽具大形鳞片。花先叶开放，顶生、

朵大，直径 12～15厘米。花被 9片，钟状。
应用价值：常用于园林观赏，小区，园林，学校，事业单位，工厂，山坡、庭院、路边、建

筑物前。盛开时，花瓣展向四方，使庭院青白片片，白光耀眼，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再加

上清香阵阵，沁人心脾。白玉兰先花后叶，花洁白、美丽且清香，早春开花时犹如雪涛云海，

蔚为壮观。古时常在住宅的厅前院后配置，名为“玉兰堂”亦可在庭园路边、草坪角隅、亭台
前后或漏窗内外、洞门两旁等处种植，孤植、对植、丛植或群植均可。

45.锦绣杜鹃

物种名称：锦绣杜鹃

拍摄地点：四教前

拉丁学名：Rhododendron pulchrum Sweet

所属科属：杜鹃花科杜鹃花亚科杜鹃属映山红亚属

基本特征：半常绿灌木，高 1.5-2.5米；枝开展，淡灰褐色，被淡棕色糙伏毛。叶薄革质，
椭圆状长圆形至椭圆状披针形或长圆状倒披针形，长 2-5（-7）厘米，宽 1-2.5厘米，先端
钝尖，基部楔形，边缘反卷，全缘，上面深绿色，初时散生淡黄褐色糙伏毛，后近于无毛，

下面淡绿色，被微柔毛和糙伏毛，中脉和侧脉在上面下凹，下面显著凸出；叶柄长 3-6毫米，
密被棕褐色糙伏毛。

应用价值：成片栽植，开花时浪漫似锦，万紫千红，可增添园林的自然景观效果。也可在岩

石旁、池畔、草坪边缘丛栽，增添庭园气氛。盆栽摆放宾馆、居室和公共场所，绚丽夺目。

46.柏树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78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919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2835/8001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81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09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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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柏树

拍摄地点：水电中心北

拉丁学名：Platycladus orientalis(L.)Francoptmxjjkmsc

所属科属：柏科柏木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可达 20余米，胸径可达 1米余，有时为灌木状。幼树树冠圆锥形或卵
形，老时则呈广圆形；树皮暗灰褐色，纵裂，成薄的细条状剥离；生鳞叶的小枝细，绿色，

向上直展或斜展，扁平，排成一平面，两面均为绿色，二年生枝绿褐色，微扁，渐变为红褐

色，并呈圆柱形；芽极小，不明显，与小枝同色。叶鳞形，长 1-3毫米、先端微钝，小枝中
央叶露出部分呈三角形，背面中央有条状腺槽，两侧的叶船形，先端微内曲，背部有钝脊，

尖头的下方有腺点。

应用价值：总的来说柏树具有观赏、绿化、木材、入药这几个用途。人们吸入柏树的香味后，

可使血压下降，大脑血流量减少，抑郁情绪得到缓解。有些国家开展森林疗法，让癌症病人

到柏树林中去休闲娱乐，多数患者精神状态改善，有的还消除了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反应。

而山林中弥漫的大量负氧离子，则能够提高人体免疫机能，调节呼吸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

素有空气维生素之誉。

47.铺地柏
物种名称：铺地柏

拍摄地点：光华楼东辅楼前

拉丁学名：Sabina procumbens (Endl.) Iwata et Kusaka

所属科属：柏科圆柏属

基本特征：铺地柏是一种矮小的柏科圆柏属灌木，原生于日本南部。系柏科常绿匍匐小灌木，

高达 75厘米，冠幅逾 2米。枝干贴近地面伸展，褐色，小枝密生。枝梢及小枝向上斜展。
叶均为刺形叶，先端尖锐，3叶交叉互轮生，条状披针形，先端渐尖成角质锐尖头，长 6-8
毫米，上面凹，表面有 2条白色气孔带，下面基部有二个白粉气孔，气孔带常在上部汇合，

http://baike.baidu.com/view/923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8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49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77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5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7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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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中脉仅下部明显，不达叶之先端，下面凸起，蓝绿色，沿中脉有细纵槽。叶基下延生长；

球果近球形，被白粉，成熟时黑色，径 8-9毫米，有 2-3粒种子；种子长约 4毫米，有棱脊。
匍匐枝悬垂倒挂，古雅别致，是制作悬崖式盆景的良好材料。

应用价值：在园林中可配植于岩石园或草坪角隅，也是缓土坡的良好地被植物，亦经常盆栽

观赏。日本庭院中在水面上的传统配植技法“流枝”，即用本种造成。有“银枝”、“金枝”及“多
枝”等栽培变种。地柏盆景可对称地陈放在厅室几座上，也可放在庭院台坡上或门廊两侧，
枝叶翠绿，婉蜒匍匐，颇为美观。在春季抽生新傲枝叶时，观赏效果最佳。生长季节不宜长

时间放在室内，可移放在阳台 或庭院中。

48.结香
物种名称：结香

拍摄地点：环境科学与工程学楼

拉丁学名：Edgeworthia chrysantha

所属科属：瑞香科结香属

基本特征：灌木，高约 0.7-1.5米，小枝粗壮，褐色，常作三叉分枝，幼枝常被短柔毛，韧
皮极坚韧，叶痕大，直径约 5毫米。叶在花前凋落，长圆形，披针形至倒披针形，先端短
尖，基部楔形或渐狭，长 8-20厘米，宽 2.5-5.5厘米，两面均被银灰色绢状毛，下面较多，
侧脉纤细，弧形，每边 10-13条，被柔毛。头状花序顶生或侧生，具花 30-50朵成绒球状，
外围以 10枚左右被长毛而早落的总苞；花序梗长 1-2厘米，被灰白色长硬毛；花芳香，无
梗，花萼长约 1.3-2厘米，宽约 4-5毫米，外面密被白色丝状毛，内面无毛，黄色，顶端 4
裂，裂片卵形，长约 3.5毫米，宽约 3毫米；雄蕊 8，2列，上列 4枚与花萼裂片对生，下
列 4枚与花萼裂片互生，花丝短，花药近卵形。长约 2毫米；子房卵形，长约 4毫米，直
径约为 2毫米，顶端被丝状毛，花柱线形，长约 2毫米，无毛，柱头棒状，长约 3毫米，
具乳突，花盘浅杯状，膜质，边缘不整齐。果椭圆形，绿色，长约 8毫米，直径约 3.5毫米，
顶端被毛。花期冬末春初，果期春夏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6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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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在中国，结香被称作中国的爱情树。因为很多恋爱中的人们相信，若要得到长久

的甜蜜爱情和幸福，只要在结香的枝上打两个同向的结，这个愿望就能实现。可栽培供观

赏。结香树冠球形，枝叶美丽，宜栽在庭园或盆栽观赏。全株供药用；树皮可取纤维，供

造纸；枝条柔软，可供编筐。结香姿态优雅，柔枝可打结，十分惹人喜爱，适植于庭前、路

旁、水边、石间、墙隅。北方多盆栽观赏。枝条柔软，弯之可打结而不断，常整成各种形状。

49.榆树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3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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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榆树

拍摄地点：留学生处后（南三门里以西）

拉丁学名：Ulmus pumila L.

所属科属：榆科榆属

基本特征：落叶乔木，高达 25米，胸径 1米，在干瘠之地长成灌木状；幼树树皮平滑，灰
褐色或浅灰色，大树之皮暗灰色，不规则深纵裂，粗糙；小枝无毛或有毛，淡黄灰色、淡褐

灰色或灰色，稀淡褐黄色或黄色，有散生皮孔，无膨大的木栓层及凸起的木栓翅；冬芽近球

形或卵圆形，芽鳞背面无毛，内层芽鳞的边缘具白色长柔毛。叶椭圆状卵形、长卵形、椭圆

状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长 2-8厘米，宽 1.2-3.5厘米，先端渐尖或长渐尖，基部偏斜或近
对称，一侧楔形至圆，另一侧圆至半心脏形，叶面平滑无毛，叶背幼时有短柔毛，后变无毛

或部分脉腋有簇生毛，边缘具重锯齿或单锯齿，侧脉每边 9-16条，叶柄长 4-10毫米，通常
仅上面有短柔毛。花先叶开放，在生枝的叶腋成簇生状。翅果近圆形，稀倒卵状圆形，长

1.2-2厘米，除顶端缺口柱头面被毛外，余处无毛，果核部分位于翅果的中部，上端不接近
或接近缺口，成熟前后其色与果翅相同，初淡绿色，后白黄色，宿存花被无毛，4浅裂，裂
片边缘有毛，果梗较花被为短，长 1-2毫米，被（或稀无）短柔毛。
应用价值：榆树树干通直，树形高大，绿荫较浓，适应性强，生长快，是城市绿化、行道树、

庭荫树、工厂绿化、营造防护林的重要树种。在干瘠、严寒之地常呈灌木状，有用作绿篱者。

又因其老茎残根萌芽力强，可自野外掘取制作盆景。在林业上也是营造防风林、水土保持林

和盐碱地造林的主要树种之一。

50.二乔木兰

物种名称：二乔木兰

拍摄地点：化学楼东（江湾候车点后）

拉丁学名：Magnolia soulangeana Soul.-Bod.

所属科属：木兰科木兰属玉兰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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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小乔木，高 6-10米，小枝无毛。叶纸质，倒卵形，长 6-15厘米，宽 4-7.5厘米，
先端短急尖，2/3以下渐狭成楔形，上面基部中脉常残留有毛，下面多少被柔毛，侧脉每边
7-9条，干时两面网脉凸起，叶柄长 1-1.5厘米，被柔毛，托叶痕约为叶柄长的 1/3。花蕾
卵圆形，花先叶开放，浅红色至深红色，花被片 6-9，外轮 3片花被片常较短约为内轮长的
2/3；雄蕊长 1-1.2厘米，花药长约 5毫米，侧向开裂，药隔伸出成短尖，雌蕊群无毛，圆
柱形，长约 1.5厘米。聚合果长约 8厘米，直径约 3厘米；蓇葖卵圆形或倒卵圆形，长 1-1.5
厘米，熟时黑色，具白色皮孔；种子深褐色，宽倒卵圆形或倒卵圆形，侧扁。花期 2-3月，
果期 9-10月。
应用价值：材质优良，纹理直，结构细，供家具、图板、细木工等用；花蕾入药与“辛夷”

功效相同；花含芳香油，可提取配制香精或制浸膏；花被片食用或用以熏茶；种子榨油供工

业用。早春白花满树，艳丽芳香，为驰名中外的庭园观赏树种。

51.紫薇
物种名称：紫薇

拍摄地点：曦园青松岭

拉丁学名：Lagerstroemia indica L.

所属科属：千屈菜科紫薇属

基本特征：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 7米；树皮平滑，灰色或灰褐色；枝干多扭曲，小
枝纤细，具 4棱，略成翅状。叶互生或有时对生，纸质，椭圆形、阔矩圆形或倒卵形，长
2.5-7厘米，宽 1.5-4厘米，顶端短尖或钝形，有时微凹，基部阔楔形或近圆形，无毛或下
面沿中脉有微柔毛，侧脉 3-7对，小脉不明显；无柄或叶柄很短。花色玫红、大红、深粉红、
淡红色或紫色、白色，直径 3-4厘米，常组成 7-20厘米的顶生圆锥花序；花梗长 3-15毫米，
中轴及花梗均被柔毛；花萼长 7-10毫米，外面平滑无棱，但鲜时萼筒有微突起短棱，两面
无毛，裂片 6，三角形，直立，无附属体；花瓣 6，皱缩，长 12-20毫米，具长爪；雄蕊 36-42，
外面 6枚着生于花萼上，比其余的长得多；子房 3-6室，无毛。蒴果椭圆状球形或阔椭圆形，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32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0461/10819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0.htm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48

长 1-1.3厘米，幼时绿色至黄色，成熟时或干燥时呈紫黑色，室背开裂；种子有翅，长约 8
毫米。花期 6-9月，果期 9-12月。
应用价值：紫薇花色鲜艳美丽，花期长，寿命长，树龄有达 200年的，热带地区已广泛栽
培为庭园观赏树，有时亦作盆景。紫薇作为优秀的观花乔木，在园林绿化中，被广泛用于公

园绿化、庭院绿化、道路绿化、街区城市等，在实际应用中可栽植于建紫薇具有极高的观赏

价值，并且具有易栽、易管理的特点。在园林中可根据当地的实际隋况和造景的需求，采用

孤植、对植、群植、丛植和列植等方式进行科学而艺术地造景。筑物前、院落内、池畔、河

边、草坪旁及公园中小径两旁均很相宜。也是做盆景的好材料。

52.雏菊
物种名称：雏菊

拍摄地点：曦园

拉丁学名：Bellis perennis

所属科属：菊科管状花亚科紫苑族雏菊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或一年生葶状草本，高 10厘米左右。叶基生，草质，匙形，顶端圆钝，
基部渐狭成柄，上半部边缘有疏钝齿或波状齿。头状花序单生，直径 2.5-3.5厘米，花葶被
毛；总苞半球形或宽钟形；总苞片近 2层，稍不等长，长椭圆形，顶端钝，外面被柔毛。
舌状花一层，雌性，舌片白色带粉红色，开展，全缘或有 2-3齿，中央有多数两性花，都结
果实，筒状，檐部长，有 4-5裂片。

应用价值：雏菊的叶为匙形丛生呈莲座状，密集矮生，颜色碧翠。从叶间抽出花葶，葶一花，

错落排列，外观古朴，花朵娇小玲珑，色彩和谐。从叶间抽出花葶，葶一花，错落排列，外

观古朴，花朵娇小玲珑，色彩和谐。早春开花，生气盎然，具有君子的风度和天真烂漫的风

采。雏菊花梗高矮适中，花朵整齐，色彩明媚素净，可做盆植美化庭院阳台，也可用作园林

观赏，盆栽、花境、切花等。花期长，耐寒能力强，是早春地被花卉的首选。雏菊作为街头

绿地的地被花卉，具有较强的魅力，可与金盏菊、三色堇、杜鹃、红叶小檗等配植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89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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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43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93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5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9155.htm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49

53.东京樱花
物种名称：东京樱花

拍摄地点：光华楼前草坪西

拉丁学名：Cerasus yedoensis

所属科属：蔷薇科樱属

基本特征：东京樱花为落叶乔木，高 4—16米，树皮灰色。小枝淡紫褐色，无毛，嫩枝绿
色，被疏柔毛。冬芽卵圆形，无毛。花序伞形总状，总梗极短，有花 3—4朵，先叶开放，
花直径 3—3.5厘米；总苞片褐色，椭圆卵形，长 6—7毫米，宽 4—5毫米，两面被疏柔毛；
苞片褐色，匙状长圆形，长约 5毫米，宽 2—3毫米，边有腺体；花梗长 2—2.5厘米，被
短柔毛；萼筒管状，长 7—8毫米，宽约 3毫米，被疏柔毛；萼片三角状长卵形，长约 5毫
米，先端渐尖，边有腺齿；花瓣白色或粉红色，椭圆卵形，先端下凹，全缘二裂；雄蕊约

32枚，短于花瓣；花柱基部有疏柔毛。核果近球形，直径 0.7—1厘米，黑色，核表面略具
棱纹。花期 4月，果期 5月。
应用价值：东京樱花为著名的早春观赏树种，在开花时满树灿烂，但是花期很短，仅保持 1
周左右就凋谢，适宜种植在山坡、庭院、建筑物前及园路旁。本种在日本栽培广泛，也是中

国目前引种最多的种类，花期早，先叶开放，着花繁密，花色粉红，可孤植或群植于庭院，

公园，草坪，湖边或居住小区等处，远观似一片云霞，绚丽多彩，也可以列植或和其他花灌

木合理配置于道路两旁，或片植作专类园。

54.山桃
物种名称：山桃

拍摄地点：望道园

拉丁学名：Prunus davidiana Franch.

所属科属：蔷薇科李亚科桃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可达 10米；树冠开展，树皮暗紫色，光滑；小枝细长，直立，幼时无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9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14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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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老时褐色。叶片卵状披针形，长 5-13厘米，宽 1.5-4厘米，先端渐尖，基部楔形，两
面无毛，叶边具细锐锯齿；叶柄长 1-2厘米，无毛，常具腺体。花单生，先于叶开放，直径
2-3厘米；花梗极短或几无梗；花萼无毛；萼筒钟形；萼片卵形至卵状长圆形，紫色，先端
圆钝；花瓣倒卵形或近圆形，长 10-15毫米，宽 8-12毫米，粉红色，先端圆钝，稀微凹；
雄蕊多数，几与花瓣等长或稍短；子房被柔毛，花柱长于雄蕊或近等长。果实近球形，直径

2.5-3.5厘米，淡黄色，外面密被短柔毛，果梗短而深人果洼；果肉薄而干，不可食，成熟
时不开裂；核球形或近球形，两侧不压扁，顶端圆钝，基部截形，表面具纵、横沟纹和孔穴，

与果肉分离。花期 3-4月，果期 7-8月。

应用价值：山桃花期早，花时美丽可观，并有曲枝、白花、柱形等变异类型。园林中宜成片

植于山坡并以苍松翠柏为背景，方可充分显示其娇艳之美。在庭院、草坪、水际、林缘、建

筑物前零星栽植也很合适。山桃在园林绿化中的用途广泛，绿化效果非常好，深受人们的喜

爱。山桃的移栽成活率极高，恢复速度快。

55.猫脸花
物种名称：三色堇（猫脸花）

拍摄地点：曦园

拉丁学名：Viola tricolor L.

所属科属：堇菜科堇菜属美丽堇菜亚属

基本特征：花大，直径约 3.5-6cm，每个茎上有 3-10朵，通常每花有紫、白、黄三色；花
梗稍粗，单生叶腋，上部具 2枚对生的小苞片；小苞片极小，卵状三角形；萼片绿色，长
圆状披针形，长 1.2-2.2cm，宽 3-5mm，先端尖，边缘狭膜质，基部附属物发达，长 3-6mm，
边缘不整齐；上方花瓣深紫堇色，侧方及下方花瓣均为三色，有紫色条纹，侧方花瓣里面基

部密被须毛，下方花瓣距较细，长 5-8mm；子房无毛，花柱短，基部明显膝曲，柱头膨大，
呈球状，前方具较大的柱头孔。

应用价值：三色堇在庭院布置上常地栽于花坛上，可作毛毡花坛、花丛花坛，成片、成线、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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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圆镶边栽植都很相宜。还适宜布置花境、草坪边缘；不同的品种与其他花卉配合栽种能形

成独特的早春景观；另外也可盆栽或布置阳台、窗台、台阶或点缀居室、书房、客堂颇具新

意，饶有雅趣。

56.荠菜

物种名称：荠菜

拍摄地点：8-11号楼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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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学名：Capsella bursa-pastoris

所属科属：十字花科荠菜属

基本特征：当年生或二年生草本，高 25-50cm。茎直立，有分枝，稍有分枝毛或单毛。基
生叶丛生，挨地，呈莲座状，叶片卵形至长卵形，有羽状分裂，叶上有毛，叶缘有翼，叶柄

较长，多在 5-40mm；顶生叶最大，长、宽可达 12cm和 2.5cm，侧生叶片较小，一般叶长
5-30mm，宽 2-20mm，裂片 3-8对，形状狭长，平展，卵形，基部平截，具白色边缘。十
字花冠，总状花序。四强雄蕊。短角果扁平。花瓣倒卵形，呈圆形至卵形，先端渐尖，浅裂

或具有不规则粗锯齿；总状花序项生或腋生，果期延长达 20cm；萼片 4个，长圆形；花瓣
白色，两性，匙形或卵形，长 2-3mm，有短爪。短角果，倒卵状三角形或倒心状三角形，
长 5-8mm，宽 4-7mm，扁平，无毛，先端稍凹，裂瓣具网脉，花柱长约 0.5mm。种子 2
行，呈椭圆形，浅褐色。花、果期 4-6月，开花时茎高 20～50厘米。
应用价值：入药兼食用。荠菜既是一种美味野菜，又具有较高的医用价值，全株入药，具有

明目、清凉、解热、利尿、治痢等药效。其花与籽可以止血，治疗血尿、肾炎、高血压、咯

血、痢疾、麻疹、头昏目痛等症。荠菜种子含油量为 20%～30%，可以用于制皂或是油漆
中。荠菜耐寒，冬季保护栽培较容易，对于供应冬季绿叶蔬菜有一定作用。

57.枫杨
物种名称：枫杨

拍摄地点：5号楼窗台（1号楼对面）
拉丁学名：Pterocarya stenoptera C. DC.

所属科属：胡桃科枫杨属

基本特征：大乔木，高达 30米，胸径达 1米；幼树树皮平滑，浅灰色，老时则深纵裂；小
枝灰色至暗褐色，具灰黄色皮孔；芽具柄，密被锈褐色盾状着生的腺体。叶多为偶数或稀奇

数羽状复叶，长 8-16厘米（稀达 25厘米），叶柄长 2-5厘米，叶轴具翅至翅不甚发达，
与叶柄一样被有疏或密的短毛；小叶 10-16枚（稀 6-25枚），无小叶柄，对生或稀近对生，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2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54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7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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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椭圆形一至长椭圆状披针形，长约 8-12厘米，宽 2-3厘米，顶端常钝圆或稀急尖，基部
歪斜，上方 1侧楔形至阔楔形，下方 1侧圆形，边缘有向内弯的细锯齿，上面被有细小的
浅色疣状凸起，沿中脉及侧脉被有极短的星芒状毛，下面幼时被有散生的短柔毛，成长后脱

落而仅留有极稀疏的腺体及侧脉腋内留有 1丛星芒状毛。
应用价值：枫杨树冠广展，枝叶茂密，生长快速，根系发达，为河床两岸低洼湿地的良好绿

化树种，还可防治水土流失。枫杨既可以作为行道树，也可成片种植或孤植于草坪及坡地，

均可形成一定景观。木材轻软，不易翘裂，但不耐腐朽，可制作箱板、家具、火柴杆等。树

皮富含纤维，可制上等绳索。叶有毒，可作农药杀虫剂。枫杨苗木可作嫁接胡桃之砧木。树

皮和枝皮含鞣质，可提取栲胶，亦可作纤维原料；果实可作饲料和酿酒，种子还可榨油。加

工容易，不耐腐，易翘曲，胶接、着色、油漆均好。木材色白质软，可作家具及火柴杆等。

58.日本晚樱
物种名称：日本晚樱

拍摄地点：燕园水畔

拉丁学名：Cerasus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Carr.) Makino

所属科属：蔷薇科李亚科樱属典型樱亚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 3-8米，树皮灰褐色或灰黑色，有唇形皮孔。小枝灰白色或淡褐色，无
毛。冬芽卵圆形，无毛。叶片卵状椭圆形或倒卵椭圆形，长 5-9厘米，宽 2.5-5厘米，先端
渐尖，基部圆形，边有渐尖单锯齿及重锯齿，齿尖有小腺体，上面深绿色，无毛，下面淡绿

色，无毛，有侧脉 5-8对；叶柄长 1-1.5厘米，无毛，先端有 1-3圆形腺体；托叶线形，长
5-8毫米，边有腺齿，早落。花序伞房总状或近伞形，有花 2-3朵；总苞片褐红色，倒卵长

圆形，长约 8毫米，宽约 4毫米，外面无毛，内面被长柔毛；总梗长 5-10毫米，无毛；苞
片褐色或淡绿褐色，长 5-8毫米，宽 2.5-4毫米，边有腺齿；花梗长 1.5-2.5厘米，无毛或
被极稀疏柔毛；萼筒管状，长 5-6毫米，宽 2-3毫米，先端扩大，萼片三角披针形，长约，
毫米，先端渐尖或急尖；边全缘；花瓣粉色，倒卵形，先端下凹；雄蕊约 38枚；花柱无毛。

http://baike.baidu.com/view/6932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32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78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37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503.htm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54

核果球形或卵球形，紫黑色，直径 8-10毫米。花期 4-5月，果期 6-7月。
应用价值：其花大而芳香，盛开时繁花似锦。樱花类既有梅之幽香又有桃之艳丽，品种更多

达数百种。一般言之，樱花以群植为佳，最宜行集团状群植，在各集团之间配植常绿树作衬

托，这样做不但能充分发挥樱花的观赏效果而且有利于病虫害的防治。日本晚樱中之花大而

芳香的品种以及四季开花的“四季樱”等均宜植于庭园建筑物旁或行孤植；至于晚樱中的“大

岛樱”则是滨海城市及工矿城市中的良好材料。

59.英国梧桐
物种名称：二球悬铃木

拍摄地点：5号楼前
拉丁学名：Platanus Xhispanica
所属科属：悬铃木科悬铃木属

基本特征：二球悬铃木，落叶大乔木，高 30余米，树皮光滑，大片块状脱落；嫩枝密生灰
黄色绒毛；老枝秃净，红褐色。叶阔卵形，宽 12～25厘米，长 10～24厘米，上下两面嫩
时有灰黄色毛被，下面的毛被更厚而密，以后变秃净，仅在背脉腋内有毛；基部截形或微心

形，上部掌状 5裂，有时 7裂或 3裂；中央裂片阔三角形，宽度与长度约相等；裂片全缘
或有 1～2个粗大锯齿；掌状脉 3条，稀为 5条，常离基部数毫米，或为基出；叶柄长 3～
10厘米，密生黄褐色毛被；托叶中等大，长约 1～1.5厘米，基部鞘状，上部开裂。花通常
4数。雄花的萼片卵形，被毛；花瓣矩圆形，长为萼片的 2倍；雄蕊比花瓣长，盾形药隔有
毛。果枝有头状果序 1～2个，稀为 3个，常下垂；头状果序直径约 2.5厘米，宿存花柱长
2-3毫米，刺状，坚果之间无突出的绒毛，或有极短的毛。果序常 2个生于总柄。

应用价值：二球悬铃木生长速度快、主干高大、分枝能力强、树冠广阔，夏季具有很好的遮

荫降温效果，并有滞积灰尘、吸收硫化氢、二氧化硫、氯气等有毒气体的作用，作为街坊、

厂矿绿化颇为合适。同时具有适应性广、生长快、繁殖与栽培比较容易等优点，已作为园林

植物广植于世界各地，被称为“行道树之王”。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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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苏铁
物种名称：苏铁

拍摄地点：正大体育馆以西

拉丁学名：Cycas revoluta Thunb.

所属科属：苏铁科苏铁属

基本特征：树干高约 2米，稀达 8米或更高，圆柱形如有明显螺旋状排列的菱形叶柄残痕。
羽状叶从茎的顶部生出，下层的向下弯，上层的斜上伸展，整个羽状叶的轮廓呈倒卵状狭

披针形，长 75-200厘米，叶轴横切面四方状圆形，柄略成四角形，两侧有齿状刺，水平或
略斜上伸展，刺长 2-3毫米；羽状裂片达 100对以上，条形，厚革质，坚硬，长 9-18厘米，
宽 4-6毫米，向上斜展微成“V"字形，边缘显著地向下反卷，上部微渐窄，先端有刺状尖头，
基部窄，两侧不对称，下侧下延生长，上面深绿色有光泽，中央微凹，凹槽内有稍隆起的中

脉，下面浅绿色，中脉显著隆起，两侧有疏柔毛或无毛。雄球花圆柱形，长 30-70厘米，
径 8-15厘米，有短梗，小孢子飞叶窄楔形，长 3.5-6厘米，顶端宽平，其两角近圆形，宽
1.7-2.5厘米，有急尖头，尖头长约 5毫米，直立，下部渐窄，上面近于龙骨状，下面中肋
及顶端密生黄褐色或灰黄色长绒毛，花药通常 3个聚生；大孢子叶长 14-22厘米，密生淡
黄色或淡灰黄色绒毛，上部的顶片卵形至长卵形，边缘羽状分裂，裂片 12-18对，条状钻
形，长 2.5-6厘米，先端有刺状尖头，胚珠 2-6枚，生于大孢子叶柄的两侧，有绒毛。种子
红褐色或桔红色，倒卵圆形或卵圆形，稍扁，长 2-4厘米，径 1.5-3厘米，密生灰黄色短绒
毛，后渐脱落，中种皮木质，两侧有两条棱脊，上端无棱脊或棱脊不显著，顶端有尖头。花

期 6-8月，种子 10月成熟。

[注]图中苏铁畸形，一干双头
应用价值：苏铁树形古雅，主干粗壮，坚硬如铁；羽叶洁滑光亮，四季常青，为珍贵观赏树

种。南方多植于庭前阶旁及草坪内；北方宜作大型盆栽，布置庭院屋廊及厅室，殊为美观。

61.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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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茶花

拍摄地点：曦园青松岭

拉丁学名：Camellia japonica L.

所属科属：山茶科山茶族山茶属

基本特征：茶花是灌木或小乔木植物，高 9米，嫩枝无毛。叶革质，椭圆形，长 5-10厘米，
宽 2.5-5厘米，先端略尖，或急短尖而有钝尖头，基部阔楔形，上面深绿色，干后发亮，无
毛，下面浅绿色，无毛，侧脉 7-8对，在上下两面均能见，边缘有相隔 2-3.5厘米的细锯齿。
叶柄长 8-15毫米，无毛。花顶生，红色，无柄；苞片及萼片约 10片，组成长约 2.5-3厘米
的杯状苞被，半圆形至圆形，长 4-20毫米，外面有绢毛，脱落；花瓣 6-7片，外侧 2片近
圆形，几离生，长 2厘米，外面有毛，内侧 5片基部连生约 8毫米，倒卵圆形，长 3-4.5厘
米，无毛；雄蕊 3轮，长约 2.5-3厘米，外轮花丝基部连生，花丝管长 1.5厘米，无毛；内
轮雄蕊离生，稍短，子房无毛，花柱长 2.5厘米，先端 3裂。干美枝青叶秀，花色艳丽多彩，
花型秀美多样，花姿优雅多态，气味芬芳袭人，品种繁多，花大多数为红色或淡红色，亦有

白色，多为重瓣。

应用价值：植物造景材料。山茶四季常绿，分布广泛，树姿优美，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植物造

景材料之一。①孤植：利用山茶不同的自然树形，孤植于绿化环境中，尤以草坪绿茵相衬为

上。②群植：利用山茶自然树形，高低错落，三五成群，成丛成片，以此突出山茶的景观效

果。③人工整形：山茶花还可以通过人工整形，供观赏应用，由于山茶对光照及温度的适应

性较强，只要注意水、土的要求，在城市绿地、公园和住宅小区和城市广场、花坛和绿带中，

均可以组合在其他植物中应用，当山茶盛开、满树灿烂， 大有画龙点睛之功。

62.小叶黄杨
物种名称：小叶黄杨

拍摄地点：光华楼东辅楼后

拉丁学名：Buxus sinica (Rehd. et Wils.) Cheng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9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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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黄杨科黄杨属

基本特征：常绿灌木，高 2m。茎枝四楞，光滑，密集，小枝节间长 3~5mm。叶小，对生，
革质，椭圆形或倒卵形，长 1~2cm，先端圆钝，有时微凹，基部楔形，最宽处在中部或中
部以上；有短柄，表面暗绿色，背面黄绿，表面有柔毛，背面无毛，二面均光亮。花多在枝

顶簇生；雄花具与萼片等长的退化雄蕊，花淡黄绿色，没有花瓣，有香气。

应用价值：小叶黄杨枝叶茂密，叶光亮、常青，是常用的观叶树种，其不仅是常绿树种，而

且抗污染。能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对大气有净化作用，特别适合车辆流量较

高的公路旁栽植绿化，一般可以长到 1m多高，绿绿葱葱，煞是好看。多年来为华北城市绿
化、绿篱设置等的主要灌木品种。

63.大叶黄杨
物种名称：大叶黄杨

拍摄地点：水电中心东

拉丁学名：Buxus megistophylla Levl.

所属科属：黄杨科黄杨属

基本特征：灌木或小乔木，高 0.6-2.2米，胸径 5厘米；小枝四棱形（或在末梢的小枝亚圆
柱形，具钝棱和纵沟），光滑、无毛。叶革质或薄革质，卵形、椭圆状或长圆状披针形以至

披针形，长 4-8厘米，宽 1.5-3厘米（稀披针形，长达 9厘米，或菱状卵形，宽达 4厘米），
先端渐尖，顶钝或锐，基部楔形或急尖，边缘下曲，叶面光亮，中脉在两面均凸出，侧脉多

条，与中脉成 40-50度角，通常两面均明显，仅叶面中脉基部及叶柄被微细毛，其余均无
毛；叶柄长 2-3毫米。
应用价值：大叶黄杨是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可栽植绿篱及背景种植材料，也可单株栽植在

花境内，将它们整成低矮的巨大球体，相当美观，更适合用于规则式的对称配植。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10790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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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海枣

物种名称：海枣

拍摄地点：旦苑餐厅前

拉丁学名：Phoenix dactylifera L.

所属科属：棕榈科贝叶棕亚科刺葵族刺葵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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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海枣呈乔木状，高达 35米，茎具宿存的叶柄基部，上部的叶斜升，下部的叶下
垂，形成一个较稀疏的头状树冠。叶长达 6米；叶柄长而纤细，多扁平；羽片线状披针形，
长 18-40厘米，顶端短渐尖，灰绿色，具明显的龙骨突起，2或 3片聚生，被毛，下部的羽
片变成长而硬的针刺状。佛焰苞长、大而肥厚，花序为密集的圆锥花序；雄花长圆形或卵形，

具短柄，白色，质脆；花萼杯状，顶端具 3钝齿；花瓣 3，斜卵形；雄蕊 6，花丝极短；雌
花近球形，具短柄；花萼与雄花的相似，但花后增大，短于花冠 1-2倍；花瓣圆形；退化雄
蕊 6，呈鳞片状。
应用价值：常植于公园、庭园的风景树。可盆栽作室内布置枣椰树浑身是宝。果实有极高的

营养价值，它含有对人体有用的多种维生素和天然糖分。

65.红花檵木
物种名称：红花檵木

拍摄地点：2,3,6,7号楼中庭
拉丁学名：Loropetalum chinense var.rubrum

所属科属：金缕梅科金缕梅亚科金缕梅族檵木属

基本特征：灌木，有时为小乔木，多分枝，小枝有星毛。叶革质，卵形，长 2～5厘米，宽
1.5～2.5厘米，先端尖锐，基部钝，不等侧，上面略有粗毛或秃净，干后暗绿色，无光泽，
下面被星毛，稍带灰白色，侧脉约 5对，在上面明显，在下面突起，全缘；叶柄长 2～5毫
米，有星毛；托叶膜质，三角状披针形，长 3～4毫米，宽 1.5～2毫米，早落。
应用价值：红花檵木枝繁叶茂，姿态优美，耐修剪，耐蟠扎，可用于绿篱，也可用于制作树

桩盆景，花开时节，满树红花，极为壮观。红花檵木为常绿植物，新叶鲜红色，不同株系成

熟时叶色、花色各不相同，叶片大小也有不同，在园林应用中主要考虑叶色及叶的大小两方

面因素带来的不同效果。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8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0461/10819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2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59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0461/10819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3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769/111072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9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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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雪松
物种名称：雪松

拍摄地点：电光学楼之后（逸夫科技楼前）

拉丁学名：Cedrus deodara (Roxb.) G. Don

所属科属：松科雪松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达 30米左右，胸径可达 3米；树皮深灰色，裂成不规则的鳞状片；枝
平展、微斜展或微下垂，基部宿存芽鳞向外反曲，小枝常下垂，一年生长枝淡灰黄色，密生

短绒毛，微有白粉，二、三年生枝呈灰色、淡褐灰色或深灰色。叶在长枝上辐射伸展，短枝

之叶成簇生状（每年生出新叶约 15-20枚），叶针形，坚硬，淡绿色或深绿色，长 2.5-5厘
米，宽 1-1.5毫米，上部较宽，先端锐尖，下部渐窄，常成三棱形，稀背脊明显，叶之腹面
两侧各有 2-3条气孔线，背面 4-6条，幼时气孔线有白粉。雄球花长卵圆形或椭圆状卵圆形，
长 2-3厘米，径约 1厘米；雌球花卵圆形，长约 8毫米，径约 5毫米。球果成熟前淡绿色，
微有白粉，熟时红褐色，卵圆形或宽椭圆形，长 7-12厘米，径 5-9厘米，顶端圆钝，有短
梗；中部种鳞扇状倒三角形，长 2.5-4厘米，宽 4-6厘米，上部宽圆，边缘内曲，中部楔状，
下部耳形，基部爪状，鳞背密生短绒毛；苞鳞短小；种子近三角状，种翅宽大，较种子为长，

连同种子长 2.2-3.7厘米。

应用价值：雪松是世界著名的庭园观赏树种之一。它具有较强的防尘、减噪与杀菌能力，也

适宜作工矿企业绿化树种。雪松树体高大，树形优美，最适宜孤植于草坪中央、建筑前庭之

中心、广场中心或主要建筑物的两旁及园门的入口等处。其主干下部的大枝自近地面处平展，

长年不枯，能形成繁茂雄伟的树冠，此外，列植于园路的两旁，形成甬道，亦极为壮观。

67.棕榈
物种名称：棕榈

拍摄地点：逸夫科技楼东

拉丁学名：Trachycarpus fortunei (Hook.) H. Wendl.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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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棕榈科贝叶棕亚科贝叶棕族棕榈属

基本特征：乔木状，高 3～10米或更高，树干圆柱形，被不易脱落的老叶柄基部和密集的
网状纤维，除非人工剥除，否则不能自行脱落，裸露树干直径 10～15厘米甚至更粗。叶片
呈 3/4圆形或者近圆形，深裂成 30～50片具皱折的线状剑形，宽约 2.5～4厘米，长 60～
70厘米的裂片，裂片先端具短 2裂或 2齿，硬挺甚至顶端下垂；叶柄长 75～80厘米或甚
至更长，两侧具细圆齿，顶端有明显的戟突。花序粗壮，多次分枝，从叶腋抽出，通常是雌

雄异株。雄花序长约 40厘米，具有 2～3个分枝花序，下部的分枝花序长 15～17厘米，一
般只二回分枝；雄花无梗，每 2～3朵密集着生于小穗轴上，也有单生的；黄绿色，卵球形，
钝三棱；花萼 3片，卵状急尖，几分离，花冠约 2倍长于花萼，花瓣阔卵形，雄蕊 6枚，
花药卵状箭头形；雌花序长 80～90厘米，花序梗长约 40厘米，其上有 3个佛焰苞包着，
具 4～5个圆锥状的分枝花序，下部的分枝花序长约 35厘米，2～3回分枝；雌花淡绿色，
通常 2～3朵聚生；花无梗，球形，着生于短瘤突上，萼片阔卵形，3裂，基部合生，花瓣
卵状近圆形，长于萼片 1/3，退化雄蕊 6枚，心皮被银色毛。果实阔肾形，有脐，宽 11～12
毫米，高 7～9毫米，成熟时由黄色变为淡蓝色，有白粉，柱头残留在侧面附近。种子胚乳
均匀，角质，胚侧生。花期 4月，果期 12月。
应用价值：药用价值和景观价值，营造热带景观感受。

68.八角金盘
物种名称：八角金盘

拍摄地点：化学楼西

拉丁学名：Fatsia japonica (Thunb.) Decne. et Planch.

所属科属：五加科多蕊木族八角金盘属

基本特征：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 5m。茎光滑无刺。叶柄长 10-30cm；叶片大，革质，
近圆形，直径 12-30cm，掌状 7-9深裂，裂片长椭圆状卵形，先端短渐尖，基部心形，边
缘有疏离粗锯齿，上表面暗亮绿以，下面色较浅，有粒状突起，边缘有时呈金黄色；侧脉搏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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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面隆起，网脉在下面稍显着。圆锥花序顶生，长 20-40cm；伞形花序直径 3-5cm，花
序轴被褐色绒毛；花萼近全缘，无毛；花瓣 5，卵状三角形，长 2.5-3mm，黄白色，无毛；
雄蕊 5，花丝与花瓣等长；子房下位，5室，每室有 1胚球；花柱 5，分离；花盘凸起半圆
形。果产近球形，直径 5mm，熟时黑色。花期 10-11月，果熟期翌年 4月。

应用价值：八角金盘是优良的观叶植物。八角金盘四季常青，叶片硕大。叶形优美，浓绿光

亮，是深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适应室内弱光环境，为宾馆、饭店、写字楼和家庭美化常

用的植物材料。或作室内花坛的衬底。叶片又是插花的良好配材。适宜配植于庭院、门旁、

窗边、墙隅及建筑物背阴处，也可点缀在溪流滴水之旁，还可成片群植于草坪边缘及林地。

另外还可小盆栽供室内观赏。对二氧化硫抗性较强，适于厂矿区、街坊种植。

69.蚊母树
物种名称：蚊母树

拍摄地点：恒隆物理楼前

拉丁学名：Distylium racemosum Sieb.et Zucc.

所属科属：金缕梅科蚊母树族蚊母树属

基本特征：常绿灌木或中乔木，嫩枝有鳞垢，老枝秃净，干后暗褐色；芽体裸露无鳞状苞片，

被鳞垢。叶革质，椭圆形或倒卵状椭圆形，长 3～7厘米，宽 1.5～3.5厘米，先端钝或略尖，
基部阔楔形，上面深绿色，发亮，下面初时有鳞垢，以后变秃净，侧脉 5～6对，在上面不
明显，在下面稍突起，网脉在上下两面均不明显，边缘无锯齿；叶柄长 5～10毫米，略有
鳞垢。托叶细小，早落。总状花序长约 2厘米，花序轴无毛，总苞 2～3片，卵形，有鳞垢；
苞片披针形，长 3毫米，花雌雄同在一个花序上，雌花位于花序的顶端；萼筒短，萼齿大
小不相等，被鳞垢；雄蕊 5～6个，花丝长约 2毫米，花药长 3.5毫米，红色；子房有星状
绒毛，花柱长 6-7毫米。蒴果卵圆形，长 1～1.3厘米，先端尖，外面有褐色星状绒毛，上
半部两片裂开，每片 2浅裂，不具宿存萼筒，果梗短，长不及 2毫米。种子卵圆形，长 4～
5毫米，深褐色、发亮，种脐白色。

http://baike.baidu.com/view/764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9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6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930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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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对烟尘及多种有毒气体抗性很强，能适应城市环境。树皮内含鞣质，可制栲胶；

木材坚硬，可作家具、车辆等用材。对二氧化硫及氯有很强的抵抗力。蚊母树枝叶密集，树

形整齐，叶色浓绿，经冬不凋，春日开细小红花也颇美丽，加之抗性强、防尘及隔音效果好，

是城市及工矿区绿化及观赏树种。植于路旁、庭前草坪上及大树下都很合适；成丛、成片栽

植作为分隔空间或作为其它花木之背景效果亦佳若修剪成球形，宜于门旁对植或作基础种植

材料。亦可栽作绿篱和防护林带。

70.月季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91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2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1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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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月季

拍摄地点：南区操场北（游泳馆南）

拉丁学名：Rosa chinensis Jacq.

所属科属：蔷薇科蔷薇属

基本特征：月季花是直立灌木，高 1-2米；小枝粗壮，圆柱形，近无毛，有短粗的钩状皮刺。
小叶 3-5，稀 7，连叶柄长 5-11厘米，小叶片宽卵形至卵状长圆形，长 2.5-6厘米，宽 1-3
厘米，先端长渐尖或渐尖，基部近圆形或宽楔形，边缘有锐锯齿，两面近无毛，上面暗绿色，

常带光泽，下面颜色较浅，顶生小叶片有柄，侧生小叶片近无柄，总叶柄较长，有散生皮刺

和腺毛；托叶大部贴生于叶柄，仅顶端分离部分成耳状，边缘常有腺毛。花几朵集生，稀单

生，直径 4-5厘米；花梗长 2.5-6厘米，近无毛或有腺毛，萼片卵形，先端尾状渐尖，有时
呈叶状，边缘常有羽状裂片，稀全缘，外面无毛，内面密被长柔毛；花瓣重瓣至半重瓣，红

色、粉红色至白色，倒卵形，先端有凹缺，基部楔形；花柱离生，伸出萼筒口外，约与雄蕊

等长。果卵球形或梨形，长 1-2厘米，红色，萼片脱落。花期 4-9月，果期 6-11月。
应用价值：月季花在园林绿化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月季在南北园林中，使用次数是最

多的一种花卉。月季花是春季主要的观赏花卉，其花期长，观赏价值高，价格低廉，受到各

地园林的喜爱。可用于园林布置花坛、花境、庭院花材，可制作月季盆景，作切花、花篮、

花束等。

71.梨树
物种名称：梨树

拍摄地点：南区宿舍 12号楼后
拉丁学名：pirus, i, f.

所属科属：蔷薇科苹果亚科梨属

基本特征：主干在幼树期树皮光滑，树龄增大后树皮变粗，纵裂或剥落。嫩枝无毛或具有茸

毛，后脱落；2年生以上枝灰黄色乃至紫褐色。冬芽具有覆瓦状鳞片，一般为 11-18个，花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00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171/11117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24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46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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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较肥圆，呈棕红色或红褐色，稍有亮光，一般为混合芽；叶芽小而尖，褐色。单叶，互生，

叶缘有锯齿，托叶早落，嫩叶绿色或红色，展叶后转为绿色；叶形多数为卵或长卵圆形，叶

柄长短不一。花为伞房花序，两性花，花瓣近圆形或宽椭圆形，栽培种花柱 3-5，子房下位，
3-5室，每室有 2胚珠。果实有圆、扁圆、椭圆、瓢形等；果皮分黄色或褐色两大类，黄色
品种上有些阳面呈红色；秋子梨及西洋梨果梗较粗短，白梨沙梨、新疆梨类果梗一般较长；

果肉中有石细胞，内果皮为软骨状；种子黑褐色或近黑色。

应用价值：果实具有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梨树树形丰伟，花开繁盛，繁华似锦。适合做孤

植或成片梨林观赏。

72.芭蕉
物种名称：芭蕉

拍摄地点：南区宿舍 12号楼后
拉丁学名：Musa basjoo Siebold

所属科属：芭蕉科芭蕉属

基本特征：植株高 2.5-4米。叶片长圆形，长 2-3米，宽 25-30厘米，先端钝，基部圆形或
不对称，叶面鲜绿色，有光泽；叶柄粗壮，长达 30 厘米。花序顶生，下垂；苞片红褐色或
紫色；雄花生于花序上部，雌花生于花序下部；雌花在每一苞片内约 10-16朵，排成 2列；
合生花被片长 4-4.5厘米，具 5（3+2）齿裂，离生花被片几与合生花被片等长，顶端具小
尖头。

应用价值：芭蕉和香蕉同属一科，外形相似，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芭蕉叶预防瘟疫已有几千

年的历史，中草药可以就地取材，且现代医学的药理研究表明芭蕉叶是一种广谱抗菌抗病毒

的药物，它对好多病毒和细菌都有抑制和杀伤作用，对呼吸系统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73.冬青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28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5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17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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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冬青

拍摄地点：六教前

拉丁学名：Ilex chinensis Sims

所属科属：冬青科冬青属冬青亚属

基本特征：冬青为常绿乔木，一般高达 13米；树皮灰色或淡灰色，有纵沟，小枝淡绿色，
无毛。当年生小枝浅灰色，圆柱形，具细棱；二至多年生枝具不明显的小皮孔，叶痕新月形，

凸起。冬青单叶互生，稀对生；叶片革质、纸质或膜质，长圆形、椭圆形、卵形或披针形，

托叶小，胼胝质，通常宿存。长 5-11厘米，宽 2-4厘米，先端渐尖，基部楔形或钝，或有
时在幼叶为锯齿，具柄或近无柄。叶面绿色，有光泽，干时深褐色，背面淡绿色，主脉在叶

面平，背面隆起，侧脉 6-9对，在叶面不明显，叶背明显，无毛，或有时在雄株幼枝顶芽、
幼叶叶柄及主脉上有长柔毛；叶柄长 8-10毫米，上面平或有时具窄沟。
应用价值：冬青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由于树形优美，枝叶碧绿青翠，是公园篱笆绿化首选苗

木，所以多被种植于庭园作美化用途。可应用于公园、庭园、绿墙和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

冬青移栽成活率高，恢复速度快，是园林绿化中使用最多的灌木，其本身清脆油亮，生长健

康旺盛，观赏价值较高，是庭园中的优良观赏树种。宜在草坪上孤植，门庭、墙边、园道两

侧列植，或散植于叠石、小丘之上，葱郁可爱。冬青采取老桩或抑生长使其矮化，用作制作

盆景。

74.垂枝榆
物种名称：垂枝榆

拍摄地点：六教前

拉丁学名：Ulmus pumila L. cv. Tenue

所属科属：榆科榆属

基本特征：落叶小乔木。单叶对生，椭圆状窄卵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 2～9cm，基部偏斜，
叶缘具单锯齿，侧脉 9～16对，直达齿尖。花春季常先叶开放，多数簇生于往年生枝的叶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73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6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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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翅果近圆形。是从我国广泛栽培的榆树中选出的一个栽培品种，特点为枝稍不向上伸展，

生出后转向地心生长，因而无直立主干，均高接于乔木型榆树上，枝条下垂后全株呈伞形。

应用价值：垂枝榆枝条下垂，使植株呈塔形。通常用白榆作高位嫁接，宜布置于门口或建筑

入口两旁等处作对栽，或在建筑物边、道路边作行列式种植。

75.竹子
物种名称：竹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0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5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3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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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地点：南区小食堂前

拉丁学名：bamboo

所属科属：禾本科竹亚科竹属

基本特征：竹是高大乔木状禾草类植物。竹为高大、生长迅速的禾草类植物，茎为木质。分

布于热带、亚热带至暖温带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及太平洋岛屿上分布最集中，种类

也最多。竹的地上茎木质而中空（我们称为竹杆），是从竹的地下茎（根状茎）成簇状生出

来的。

应用价值：竹子四季长青，用途广泛。在庭院中，是不可缺少的点缀假山水榭的植物。桂林

漓江旁广植凤尾竹，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安吉大竹海、蜀南竹海与赣南竹海是中国有名的

竹海景观。竹：彰显气节，虽不粗壮，但却正直，坚韧挺拔；不惧严寒酷暑，万古长青。 竹

是君子的化身，是“四君子”中的君子。

76.臭椿树

物种名称：臭椿

拍摄地点：南区宿舍 38号楼东
拉丁学名：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

所属科属：苦木科臭椿属基本特征：落叶乔木，高可达 20余米，树皮平滑而有直纹；嫩枝
有髓，幼时被黄色或黄褐色柔毛，后脱落。叶为奇数羽状复叶，长 40-60厘米，叶柄长 7-13
厘米，有小叶 13-27；小叶对生或近对生，纸质，卵状披针形，长 7-13厘米，宽 2.5-4厘
米，先端长渐尖，基部偏斜，截形或稍圆，两侧各具 1或 2个粗锯齿，齿背有腺体 1个，
叶面深绿色，背面灰绿色，柔碎后具臭味。

应用价值：臭椿树干通直高大，春季嫩叶紫红色，秋季红果满树，是良好的观赏树和行道树。

可孤植、丛植或与其它树种混栽，适宜于工厂、矿区等绿化。枝叶繁茂，春季嫩叶紫红色，

秋季满树红色翅果，颇为美观， 在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常常作为行

道树，颇受赞赏而成为天堂树。

http://baike.baidu.com/view/73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205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6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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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珊瑚树

物种名称：珊瑚树

拍摄地点：南区操场北篱墙

拉丁学名：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Gawl.

所属科属：忍冬科荚蒾族荚蒾属

基本特征：珊瑚树（原变种），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达 10-15 米；枝灰色或灰褐色，
有凸起的小瘤状皮孔，无毛或有时稍被褐色簇状毛。冬芽有 1-2对卵状披针形的鳞片。叶革
质，椭圆形至矩圆形或矩圆状倒卵形至倒卵形，有时近圆形，长 7-20厘米，顶端短尖至渐
尖而钝头，有时钝形至近圆形，基部宽楔形，稀圆形，边缘上部有不规则浅波状锯齿或近全

缘，上面深绿色有光泽，两面无毛或脉上散生簇状微毛，下面有时散生暗红色微腺点，脉腋

常有集聚簇状毛和趾蹼状小孔，侧脉 5-6对，弧形，近缘前互相网结，连同中脉下面凸起而
显著；叶柄长 1-2 （-3） 厘米，无毛或被簇状微毛。圆锥花序顶生或生于侧生短枝上，宽

尖塔形，长（3.5-） 6-13.5厘米，宽（3-） 4.5-6厘米，无毛或散生簇状毛，总花梗长可
达 10厘米，扁，有淡黄色小瘤状突起；苞片长不足 1厘米，宽不及 2毫米；花芳香，通常
生于序轴的第二至第三级分枝上，无梗或有短梗；萼筒筒状钟形，长 2-2.5毫米，无毛，萼
檐碟状，齿宽三角形；花冠白色，后变黄白色，有时微红，辐状，直径约 7毫米，筒长约 2
毫米，裂片反折，圆卵形，顶端圆，长 2-3毫米；雄蕊略超出花冠裂片，花药黄色，矩圆形，
长近 2毫米；柱头头状，不高出萼齿。果实先红色后变黑色，卵圆形或卵状椭圆形，长约 8
毫米，直径 5-6毫米；核卵状椭圆形，浑圆，长约 7毫米，直径约 4毫米，有 1条深腹沟。
花期 4-5月（有时不定期开花），果熟期 7-9月。
应用价值：珊瑚树枝繁叶茂，遮蔽效果好，又耐修剪，因此在绿化中被广泛应用，红果形如

珊瑚、绚丽可爱。珊瑚树在规则式庭园中常整修为绿墙、绿门、绿廊，在自然式园林中多孤

植、丛植装饰墙角，用于隐蔽遮挡。沿园界墙中遍植珊瑚树，以其自然生态体形代替装饰砖

石、土等构筑起来的呆滞背景，可产生“园墙隐约于萝间”的效果，不但在观赏上显得自然活
泼，而且扩大了园林的空间感。此外，因珊瑚树有较强的抗毒气功能，可用来吸收大气中的

有毒气体。

http://baike.baidu.com/view/8845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4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5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6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99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99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2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2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300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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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海桐

物种名称：海桐

拍摄地点：光华楼西辅楼西

拉丁学名：Pittosporum tobira

所属科属：海桐科海桐花属

基本特征：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 6米，嫩枝被褐色柔毛，有皮孔。叶聚生于枝顶，
二年生，革质，嫩时上下两面有柔毛，以后变秃净，倒卵形或倒卵状披针形，长 4-9厘米，
宽 1.5-4厘米，上面深绿色，发亮、干后暗晦无光，先端圆形或钝，常微凹入或为微心形，
基部窄楔形，侧脉 6-8对，在靠近边缘处相结合，有时因侧脉间的支脉较明显而呈多脉状，
网脉稍明显，网眼细小，全缘，干后反卷，叶柄长达 2厘米。
应用价值：海桐枝叶繁茂，树冠球形，下枝覆地；叶色浓绿而又光泽，经冬不凋，初夏花朵

清丽芳香，入秋果实开裂露出红色种子，也颇为美观。通常可作绿篱栽植，也可孤植，丛植

于草丛边缘、林缘或门旁、列植在路边。因为有抗海潮及有毒气体能力，故又为海岸防潮林、

防风林及矿区绿化的重要树种，并宜作城市隔噪声和防火林带的下木。适于盆栽布置展厅、

会场、主席台等处；也宜地植于花坛四周、花径两侧、建筑物基础或作园林中的绿篱、绿带；

尤宜于工矿区种植。同属的光叶海桐花，种子橙黄色，叶光亮，亦供观赏。

79.金叶女贞
物种名称：金叶女贞

拍摄地点：2,3,6,7号楼中庭
拉丁学名：Ligustrum vicaryi

所属科属：木樨科女贞属

基本特征：落叶灌木，是金边卵叶女贞和欧洲女贞的杂交种。叶片较大叶女贞稍小，单叶对

生，椭圆形或卵状椭圆形，长 2～5厘米。总状花序，小花白色。核果阔椭圆形，紫黑色。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21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13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13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6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91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90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9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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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女贞叶色金黄，尤其在春秋两季色泽更加璀璨亮丽。金叶女贞高 1～2米，冠幅 1.5～2
米。

应用价值：金叶女贞在生长季节叶色呈鲜丽的金黄色，可与红叶的紫叶小檗、红花继木、绿

叶的龙柏、黄杨等组成灌木状色块，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具极佳的观赏效果，也可修剪成

球形。由于其叶色为金黄色，所以大量应用在园林绿化中，主要用来组成图案和建造绿篱。

80.金边黄杨

http://baike.baidu.com/view/986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8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8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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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金边黄杨

拍摄地点：2号楼东侧
拉丁学名：Buxus megistophylla

所属科属：黄杨科卫矛亚科黄杨属为毛亚属

基本特征：灌木，高可达 3米；小枝四棱，具细微皱突。叶革质，有光泽，倒卵形或椭圆
形，长 3-5厘米，宽 2-3厘米，先端圆阔或急尖，基部楔形，边缘具有浅细钝齿；叶柄长约
1厘米。聚伞花序 5-12花，花序梗长 2-5厘米，2-3次分枝，分枝及花序梗均扁壮，第三次
分枝常与小花梗等长或较短；小花梗长 3-5毫米；花白绿色，直径 5-7毫米；花瓣近卵圆形，
长宽各约 2毫米，雄蕊花药长圆状，内向；花丝长 2-4毫米；子房每室 2胚珠，着生中轴
顶部。蒴果近球状，直径约 8毫米，淡红色；种子每室 1，顶生，椭圆状，长约 6毫米，直
径约 4毫米，假种皮桔红色，全包种子。花期 6-7月，果熟期 9-10月。
应用价值：叶嫩绿洁净，叶有黄、白斑纹，清丽幽雅，是理想的绿篱和盆景材料，适用于门

庭和中心花坛布置，也可盆栽观赏。人工栽培时多将株高控制在 1m左右。作为观叶观叶植
物，金边黄杨叶色光泽，嫩叶鲜绿，其斑叶，尤为美观。而且极耐修剪，为庭院中常见的绿

篱树种，可经整形环植门道边或作花坛中心栽植。

81.红花酢浆草

物种名称：红花酢浆草

拍摄地点：5号楼前
拉丁学名：Oxalis corymbosa DC.

所属科属：酢浆草科酢浆草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直立草本。无地上茎，地下部分有球状鳞茎，外层鳞片膜质，褐色，背具

3条肋状纵脉，被长缘毛，内层鳞片呈三角形，无毛。叶基生；叶柄长 5-30厘米或更长，
被毛；小叶 3，扁圆状倒心形，长 1-4厘米，宽 1.5-6厘米，顶端凹入，两侧角圆形，基部
宽楔形，表面绿色，被毛或近无毛；背面浅绿色，通常两面或有时仅边缘有干后呈棕黑色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87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9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9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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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腺体，背面尤甚并被疏毛；托叶长圆形，顶部狭尖，与叶柄基部合生。总花梗基生，二歧

聚伞花序，通常排列成伞形花序式，总花梗长 10-40厘米或更长，被毛；花梗、苞片、萼
片均被毛；花梗长 5-25毫米，每花梗有披针形干膜质苞片 2枚；萼片 5，披针形，长约 4-7
毫米，先端有暗红色长圆形的小腺体 2枚，顶部腹面被疏柔毛；花瓣 5，倒心形，长 1.5-2
厘米，为萼长的 2-4倍，淡紫色至紫红色，基部颜色较深；雄蕊 10枚，长的 5枚超出花柱，
另 5枚长至子房中部，花丝被长柔毛；子房 5室，花柱 5，被锈色长柔毛，柱头浅 2裂。花、
果期 3-12月。
应用价值：红花酢浆草具有植株低矮、整齐，花多叶繁，花期长，花色艳，覆盖地面迅速，

又能抑制杂草生长等诸多优点，很适合在花坛、花径、疏林地及林缘大片种植，用红花酢浆

草组字或组成模纹图案效果很好。红花酢浆草也可盆栽用来布置广场、室内阳台，同时也是

庭院绿化镶边的好材料。

82.十大功劳

物种名称：十大功劳

拍摄地点：水电中心北（现已挖除）

拉丁学名：Mahonia fortunei （Lindl. ）Fedde

所属科属：小檗科十大功劳属

基本特征：灌木，高 0.5-2（-4）米。叶倒卵形至倒卵状披针形，长 10-28厘米，宽 8-18
厘米，具 2-5对小叶，最下一对小叶外形与往上小叶相似，距叶柄基部 2-9厘米，上面暗绿
至深绿色，叶脉不显，背面淡黄色，偶稍苍白色，叶脉隆起，叶轴粗 1-2毫米，节间 1.5-4
厘米，往上渐短；小叶无柄或近无柄，狭披针形至狭椭圆形，长 4.5-14厘米，宽 0.9-2.5厘
米，基部楔形，边缘每边具 5-10刺齿，先端急尖或渐尖。
应用价值：由于十大功劳的叶形奇特黄花似锦典雅美观，在江南园林常丛植于假山一侧或定

植在假山的用途中，也可栽在高燥的室地上。但必须优良美化植物有大的树给他们遮阴。由

于二氧化硫的抗性较强，也是工矿区的优良美化植物。盆栽植物不要太大。也正是因为十大

http://baike.baidu.com/view/767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7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2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62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80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22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3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62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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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均以各自独特风采招人观赏，不管鲜、干、植株都能引人注目，开黄色花，果实成熟后

呈蓝紫色，叶形秀丽，尖有刺。叶色艳美，外观形态雅致是观赏花木珍贵者。十大功劳枝干

酷似南天竹，栽在房屋后，白粉墙感觉调和，庭院，园林围墙作为基础种植，颇为美观。在

园林中可植为绿篱、果园、菜园、的四角作为境界林，还可盆栽放在门厅入口处，会议室、

招待所、会议厅、使人清幽可爱，作为切花更为独特。

83.蛇莓

物种名称：蛇莓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所属科属：蔷薇科蔷薇亚科蛇莓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草本；根茎短，粗壮；匍匐茎多数，长 30-100厘米，有柔毛。小叶片倒
卵形至菱状长圆形，长 2-3.5(-5）厘米，宽 1-3厘米，先端圆钝，边缘有钝锯齿，两面皆有
柔毛，或上面无毛，具小叶柄；叶柄长 1-5厘米，有柔毛；托叶窄卵形至宽披针形，长 5-8
毫米。花单生于叶腋；直径 1.5-2.5厘米；花梗长 3-6厘米，有柔毛；萼片卵形，长 4-6毫
米，先端锐尖，外面有散生柔毛；副萼片倒卵形，长 5-8毫米，比萼片长，先端常具 3-5锯
齿；花瓣倒卵形，长 5-10毫米，黄色，先端圆钝；雄蕊 20-30；心皮多数，离生；花托在
果期膨大，海绵质，鲜红色，有光泽，直径 10-20毫米，外面有长柔毛。瘦果卵形，长约
1.5毫米，光滑或具不明显突起，鲜时有光泽。花期 6-8月，果期 8-10月。
应用价值：蛇莓是优良的花卉，春季赏花、夏季观果。蛇莓植株低矮，枝叶茂密，具有春季

返青早、耐阴、绿色期长等特点。每年 4月初至 11月一片浓绿铺于地面，可以很好的覆盖
住地面。蛇莓在半阴处开花良好，花朵直径可达 1厘米。花期 4至 10月，花期一朵朵黄色
的小花缀于其上，打破了绿色的沉闷，给人以生命的活力。果期从 5月开始也能持续到 10
月，用聚合果展示着乡野里的惊艳红色。

84.连翘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2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04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9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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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连翘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Forsythia suspensa (Thunb.) Vahl

所属科属：木樨科木樨亚科丁香族连翘属

基本特征：连翘属于落叶灌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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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通常为单叶，或 3裂至三出
复叶，叶片卵形、宽卵形或椭圆状卵形至椭圆形，长 2-10厘米，宽 1.5-5厘米，先端锐尖，
基部圆形、宽楔形至楔形，叶缘除基部外具锐锯齿或粗锯齿，上面深绿色，下面淡黄绿色，

两面无毛；叶柄长 0.8-1.5厘米，无毛。花通常单生或 2至数朵着生于叶腋，先于叶开放；
花梗长 5-6毫米；花萼绿色，裂片长圆形或长圆状椭圆形，长（5-）6-7毫米，先端钝或锐
尖，边缘具睫毛，与花冠管近等长；花冠黄色，裂片倒卵状长圆形或长圆形，长 1.2-2厘米，
宽 6-10毫米；在雌蕊长 5-7毫米花中，雄蕊长 3-5毫米，在雄蕊长 6-7毫米的花中，雌蕊
长约 3毫米。
应用价值：连翘根系发达，其主根、侧根、须根可在土层中密集成网状，吸收和保水能力强；

侧根粗而长，须根多而密，可牵拉和固着土壤，防止土块滑移。连翘萌发力强，树冠盖度增

加较快，能有效防止雨滴击溅地面，减少侵蚀，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是国家推荐的退

耕还林优良生态树种和黄土高原防治水土流失的最佳经济作物。连翘树姿优美、生长旺盛。

早春先叶开花，且花期长、花量多，盛开时满枝金黄，芬芳四溢，令人赏心悦目，是早春优

良观花灌木，可以做成花篱、花丛、花坛等，在绿化美化城市方面应用广泛，是观光农业和

现代园林难得的优良树种。

85.一年蓬

物种名称：一年蓬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Erigeron annuus(L.) Pers.（Aster an-nuus L.）

所属科属：菊科管状花亚科紫苑族飞蓬属飞蓬亚属

基本特征：性状鉴别根呈圆锥形，有分枝，黄棕色，具多数须根。全体疏被粗毛。茎呈圆柱

形，长 40-80cm，直径 2-4mm，表面黄绿色，有纵棱线，质脆，易折断，断面有大形白色
的髓。单叶互生，叶片皱缩工已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披针形，黄绿色。有的于枝顶和叶腋

可见头状花序排列成伞房状或圆锥状花序，花淡棕色。气微，味微苦。

应用价值：一年蓬总黄酮水溶性部位 4mg（浸膏）/ml可显着抑制 15-甲基前列腺素 F2α所
致离体猪冠状动脉收缩状态，张力降低 50%所需时间为（106±41）min。茎、叶以石汕醚、
乙醚、氯仿洗涤后的水提物，有降血糖作用。100%煎剂用平板纸片法，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717/8279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66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0642/1243627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606/71719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04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5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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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贺痢疾杆菌有抑制作用。

86.两耳草

物种名称：两耳草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Paspalum conjugatum

所属科属：禾本科黍亚科黍族雀稗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植株具长达 1米的匍匐茎，秆直立部分高 30-60厘米。叶鞘具脊，无
毛或上部边缘及鞘口具柔毛；叶舌极短，与叶片交接处具长约 1毫米的一圈纤毛；叶片披
针状线形，长 5-20厘米，宽 5-10毫米，质薄，无毛或边缘具疣柔毛。总状花序 2枚，纤
细，长 6-12厘米，开展；穗轴宽约 0.8毫米，边缘有锯齿；小穗柄长约 0.5毫米；小穗卵
形，长 1.5-1.8毫米，宽约 1.2毫米，顶端稍尖，复瓦状排列成两行；第二颖与第一外稃质
地较薄，无脉，第二颖边缘具长丝状柔毛，毛长与小穗近等。第二外稃变硬，背面略隆起，

卵形，包卷同质的内稃。颖果长约 1.2毫米，胚长为颖果的 1/3。花果期 5-9月。多年生草
本，生长于田野潮湿之地，在海拔 2000m以下的林缘湿地常有成片生长。花果期 7~9月。
用种子或匍匐茎繁殖。

应用价值：园林常见杂草，对于果园以及其他树木园的两耳草，最有效的除草剂是 10%草
甘膦水剂；41%农达水剂；74.7%农民乐水溶性粒剂。在两耳草生长已很旺盛但尚未开花前，
用喷施法施药。

87.五爪金龙

物种名称：五爪金龙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Ipomoea cairica (L.)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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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旋花科旋花亚科番薯族番薯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缠绕草本，全体无毛，老时根上具块根。茎细长，有细棱，有时有小疣状

突起。叶掌状 5深裂或全裂，裂片卵状披针形、卵形或椭圆形，中裂片较大，长 4~5厘米，
宽 2~2.5厘米，两侧裂片稍小，顶端渐尖或稍钝，具小短尖头，基部楔形渐狭，全缘或不规
则微波状，基部 1对裂片通常再 2裂；叶柄长 2~8厘米，基部具小的掌状 5裂的假托叶（腋
生短枝的叶片）。聚伞花序腋生，花序梗长 2~8厘米，具 1~3花，或偶有 3朵以上；苞片
及小苞片均小，鳞片状，早落；花梗长 0.5~2厘米，有时具小疣状突起；萼片稍不等长，外
方 2片较短，卵形，长 5~6毫米，外面有时有小疣状突起，内萼片稍宽，长 7~9毫米，萼
片边缘干膜质，顶端钝圆或具不明显的小短尖头；花冠紫红色、紫色或淡红色、偶有白色，

漏斗状，长 5~7厘米；雄蕊不等长，花丝基部稍扩大下延贴生于花冠管基部以上，被毛；
子房无毛，花柱纤细，长于雄蕊，柱头 2球形。蒴果近球形，高约 1厘米，2室，4瓣裂。
种子黑色，长约 5毫米，边缘被褐色柔毛。
应用价值：五爪金龙缠绕茎的攀缘能力强，顺树干而上，迅速占据其它植物的外围，密盖树

木的树冠，致使被覆盖的植物得不到足够的阳光而死亡。其对绿色植物，尤其是园林植物危

害极大。此外五爪金龙水抽提液对植物的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具有一定的化感作用，并且水

抽提液对受体植物的作用表现出在高浓度下的抑制和低浓度下的促进，这一特征与植物生长

调节剂的作用特征极为相似。

88.六月雪

物种名称：六月雪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Serissa japonica (Thunb.) Thunb.

所属科属：茜草科茜草亚科白马骨族六月雪属

基本特征：小灌木，高 60-90厘米，有臭气。叶革质，卵形至倒披针形，长 6-22毫米，宽
3-6毫米，顶端短尖至长尖，边全缘，无毛；叶柄短。花单生或数朵丛生于小枝顶部或腋生，
有被毛、边缘浅波状的苞片；萼檐裂片细小，锥形，被毛；花冠淡红色或白色，长 6-12毫
米，裂片扩展，顶端 3裂；雄蕊突出冠管喉部外；花柱长突出，柱头 2，直，略分开。花期
5-7月。
应用价值：六月雪枝叶密集，白花盛开，宛如雪花满树，雅洁可爱，是既可观叶又可观花的

优良观赏植物。它是四川、江苏、安徽盆景中的主要树种之一，其叶细小，根系发达，尤其

适宜制作微型或提根式盆景。盆景布置于客厅的茶几、书桌或窗台上，则显得非常雅致，是

室内美化点缀的佳品。地栽时适宜作花坛境界、花篱和下木，或配植在山石、岩缝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2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5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9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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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九里香

物种名称：九里香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Murraya exotica L.

所属科属：芸香科柑橘亚科九里香属

基本特征：小乔木，高可达 8米。枝白灰或淡黄灰色，但当年生枝绿色。叶有小叶 3—5—7
片，小叶倒卵形或倒卵状椭圆形，两侧常不对称，长 1—6厘米，宽 0.5—3厘米，顶端圆
或钝，有时微凹，基部短尖，一侧略偏斜，边全缘，平展；小叶柄甚短。花序通常顶生，或

顶生兼腋生，花多朵聚成伞状，为短缩的圆锥状聚伞花序；花白色，芳香；萼片卵形，长约

1.5毫米；花瓣 5片，长椭圆形，长 10—15毫米，盛花时反折；雄蕊 10枚，长短不等，比
花瓣略短，花丝白色，花药背部有细油点 2颗；花柱稍较子房纤细，与子房之间无明显界
限，均为淡绿色，柱头黄色，粗大。

应用价值：九里香树姿秀雅，枝干苍劲，四季常青，开花洁白而芳香，朱果耀目，是优良的

盆景材料。一年四季均宜观赏，初夏新叶展放时效果最佳。

90.洋槐

物种名称：刺槐（又名洋槐）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Robinia pseudoacacia Linn.

所属科属：豆科蝶形花亚科刺槐属

基本特征：落叶乔木，高 10~25米；树皮灰褐色至黑褐色，浅裂至深纵裂，稀光滑。小枝
灰褐色，幼时有棱脊，微被毛，后无毛；具托叶刺，长达 2厘米；冬芽小，被毛。羽状复
叶长 10~25（~40）厘米；叶轴上面具沟槽；小叶 2~12对，常对生，椭圆形、长椭圆形或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87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94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0461/1081916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171/1111705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144/8053752.htm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79

卵形，长 2~5厘米，宽 1.5~2.2厘米，先端圆，微凹，具小尖头，基部圆至阔楔形，全缘，
上面绿色，下面灰绿色，幼时被短柔毛，后变无毛；小叶柄长 1~3毫米；小托叶针芒状。
总状花序花序腋生，长 10~20厘米，下垂，花多数，芳香；苞片早落；花梗长 7~8毫米；
花萼斜钟状，长 7~9毫米，萼齿 5，三角形至卵状三角形，密被柔毛；花冠白色，各瓣均具
瓣柄，旗瓣近圆形，长 16毫米，宽约 19毫米，先端凹缺，基部圆，反折，内有黄斑，翼
瓣斜倒卵形，与旗瓣几等长，长约 16毫米，基部一侧具圆耳，龙骨瓣镰状，三角形，与翼
瓣等长或稍短，前缘合生，先端钝尖；雄蕊二体，对旗瓣的 1枚分离；子房线形，长约 1.2
厘米，无毛，柄长 2~3毫米，花柱钻形，长约 8毫米，上弯，顶端具毛，柱头顶生。
应用价值：本种根系浅而发达，易风倒，适应性强，为优良固沙保土树种。华北平原的黄淮

流域有较多的成片造林，其他地区多为四旁绿色和玲星栽植，习见为行道树。刺槐树冠高大，

叶色鲜绿，每当开花季节绿白相映，素雅而芳香。可作为行道树，庭荫树。工矿区绿化及荒

山荒地绿化的先锋树种。对二氧化硫、氯气、光化学烟雾等的抗性都较强，还有较强的吸收

铅蒸气的能力。根部有根瘤，又提高地力之效。冬季落叶后，枝条疏朗向上，很像剪影，造

型有国画韵味。

91.点地梅

物种名称：点地梅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Androsace umbellata

所属科属：报春花科点地梅属

基本特征：点地梅一年生或二年生无茎草本。全株被节状的细柔毛。主根不明显，具多数须

根。叶全部基生，平铺地面；叶柄长 1-4cm，被开展的柔毛；叶片近圆形或卵圆形，直径
5-2omm，先端钝圆，基部浅心形至近圆形，边缘具三角状钝牙齿，两面均被贴伏的短柔毛。
花葶通常数枚自叶丛中抽出，高 4-15cm，被白色短柔毛。伞形花序 4-15花；苞片数枚，
卵形至披针形，长 3.5-4mm；花梗纤细，长 1-3cm，果时伸长可达 6cm，被柔毛并杂生短
柄腺体；花萼 5深裂，几达基部，裂片长卵形或卵状披针形，长 3-4mm，果期伸长达 5mm
并呈星状水平开展，具 3-6条明显纵脉；花冠白色，直径 4-6mm，筒部长约 2mm，短于花
萼，喉部黄色，5裂，裂片倒卵状长圆形，长 2.5-3mm，宽 1.5-2mm；雄蕊着生于花冠筒
中部，长约 1.5mm，花丝短；于房球形，花柱短，胚珠多数。蒴果近球形，直径 2.5-4mm，
先端 5瓣裂，裂瓣膜质，白色，具宿存花萼。
应用价值：治风火赤眼，常与菊花、桑叶等配合应用；治跌扑损伤，可与当归、川芎、落得

打等配合应用；治咽喉肿痛，可单位应用，也可与筋骨草、板蓝根、胖大海等配合应用。点

地梅别名叫喉咽草，在上海地区草药店又称白花珍珠草。本品味甚苦，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急、

慢性咽喉肿痛，而以治疗慢性咽喉痛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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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姑娘果

物种名称：姑娘果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Calyx seu Fructus Physalis

所属科属：茄科酸浆属

基本特征：一年生草本，全株密生短柔毛，高 25～60cm。茎多分枝。叶互生，卵形至卵状
心形，长 4～8cm。宽 2～6cm，边缘有不等大的锯齿。花单生于叶腋；花萼钟状，5裂；
花冠钟状，淡黄色，直径 6～10mm，5浅裂，裂片基部有紫色斑纹；雄蕊 5，花药黄色；
子房 2室。浆果球形，绿色，直径约 1.2cm，外包以膨大的绿色宿萼；宿萼卵形或阔卵形。
宿萼略呈灯笼状，多压扁，长 3～4.5cm，宽 2.5～4cm。表面橙红色或橙黄色，有 5条明
显的纵棱，棱间有网状的细脉纹。顶端渐尖，基部略平截，中心凹陷有果梗。体轻，质柔韧，

中空，或内有棕红色或橙红色果实。果实球形，多压扁，直径 1～5cm，果皮皱缩，内含种
子多数。宿萼味苦，果实味甘、微酸。

应用价值：食用和药用价值，也属于园林杂草。

93.玫瑰

物种名称：玫瑰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Rosa rugosa

所属科属：蔷薇科蔷薇亚科蔷薇属

基本特征：直立灌木，高可达 2米；茎粗壮，丛生；小枝密被绒毛，并有针刺和腺毛，有
直立或弯曲、淡黄色的皮刺，皮刺外被绒毛。小叶 5-9，连叶柄长 5-13厘米；小叶片椭圆
形或椭圆状倒卵形，长 1.5-4.5厘米，宽 1-2.5厘米，先端急尖或圆钝，基部圆形或宽楔形，
边缘有尖锐锯齿，上面 粉红色，无毛，叶脉下陷，有褶皱，下面灰绿色，中脉突起，网脉

明显，密被绒毛和腺毛，有时腺毛不明显；叶柄和叶轴密被绒毛和腺毛；托叶大部贴生于叶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24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076/514071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9834/50469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5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529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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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离生部分卵形，边缘有带腺锯齿，下面被绒毛。花单生于叶腋，或数朵簇生，苞片卵形，

边缘有腺毛，外被绒毛；花梗长 5 -22 5毫米，密被绒毛和腺毛；花直径 4-5.5厘米；萼片
卵状披针形，先端尾状渐尖，常有羽状裂片而扩展成叶状，上面有稀疏柔毛，下面密被柔毛

和腺毛；花瓣倒卵形，重瓣至半重瓣，芳香，紫红色至白色；花柱离生，被毛，稍伸出萼筒

口外，比雄蕊短很多。果扁球形，直径 2-2.5厘米，砖红色，肉质，平滑，萼片宿存。花期
5-6月，果期 8-9月。
应用价值：玫瑰是鲜切花市场上主要花卉品种，是中国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也是世界四大

切花之一，素有“花中皇后”之美称。玫瑰是城市绿化和园林的理想花木、适用于作花篱，

也是街道庭院园林绿化、花径花坛及百花园材料，单据修剪造型，点缀广场草地、堤岸、花

池，成片栽植花丛。花期玫瑰可分泌植物杀菌素，杀死空气中大量的病原菌、有益于人们身

体健康。

94.樱桃

物种名称：樱桃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Cerasus pseudocerasus G. Don

所属科属：蔷薇科李亚科李属樱桃亚属

基本特征：乔木，高 2-6米，树皮灰白色。小枝灰褐色，嫩枝绿色，无毛或被疏柔毛。冬芽
卵形，无毛。叶片卵形或长圆状卵形，长 5-12厘米，宽 3-5厘米，先端渐尖或尾状渐尖，
基部圆形，边有尖锐重锯齿，齿端有小腺体，上面暗绿色，近无毛，下面淡绿色，沿脉或脉

间有稀疏柔毛，侧脉 9-11对；叶柄长 0.7-1.5厘米，被疏柔毛，先端有 1或 2个大腺体；
托叶早落，披针形，有羽裂腺齿。花序伞房状或近伞形，有花 3-6朵，先叶开放；总苞倒卵
状椭圆形，褐色，长约 5毫米，宽约 3毫米，边有腺齿；花梗长 0.8-1.9厘米，被疏柔毛；
萼筒钟状，长 3-6毫米，宽 2-3毫米，外面被疏柔毛，萼片三角卵圆形或卵状长圆形，先端
急尖或钝，边缘全缘，长为萼筒的一半或过半；花瓣白色，卵圆形，先端下凹或二裂；雄蕊

30-35枚，栽培者可达 50枚。花柱与雄蕊近等长，无毛。核果近球形，红色，直径 0.9-1.3
厘米。花期 3-4月，果期 5-6月。
应用价值：樱桃全身皆可入药，鲜果具有发汗、益气、祛风、透疹的功效，适用于四肢麻木

和风湿性腰腿病的食疗。樱桃性热，味甘，具有益气、健脾、和胃、祛风湿的功效。

95.木棉
物种名称：木棉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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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Bombax ceiba

所属科属：木棉科木棉属

基本特征：落叶大乔木，高可达 25 米，树皮灰白色，幼树的树干通常有圆锥状的粗刺；分

枝平展。掌状复叶，小叶 5-7 片，长圆形至长圆状披针形，长 10-16 厘米，宽 3.5-5.5 厘米，

顶端渐尖，基部阔或渐狭，全缘，两面均无毛，羽状侧脉 15-17 对，上举，其间有 1条较细

的 2级侧脉，网脉极细密，二面微凸起；叶柄长 10-20 厘米；小叶柄长 1.5-4 厘米；托叶小。

花单生枝顶叶腋，通常红色，有时橙红色，直径约 10 厘米；萼杯状，长 2-3 厘米，外面无

毛，内面密被淡黄色短绢毛，萼齿 3-5，半圆形，高 1.5 厘米，宽 2.3 厘米，花瓣肉质，倒

卵状长圆形，长 8-10 厘米，宽 3-4 厘米，二面被星状柔毛，但内面较疏；雄蕊管短，花丝

较粗，基部粗，向上渐细，内轮部分花丝上部分 2叉，中间 10 枚雄蕊较短，不分叉，外轮

雄蕊多数，集成 5束，每束花丝 10 枚以上，较长；花柱长于雄蕊。

蒴果长圆形，钝，长 10-15 厘米，粗 4.5-5 厘米，密被灰白色长柔毛和星状柔毛；种子多数，

倒卵形，光滑。花期 3-4 月，果夏季成熟。

木棉外观多变化：春天时，一树橙红；夏天绿叶成荫；秋天枝叶萧瑟；冬天秃枝寒树，四季

展现不同的风情。花桔红色，每年 2~3 月树叶落光后进入花期，然后长叶，树形具阳刚之美。

应用价值：木棉树形高大雄伟，春季红花盛开，是优良的行道树、庭荫树和风景树。可园林

栽培观赏。木棉生长迅速，材质轻软，可供蒸笼、包装箱之用。

96.蒲公英

物种名称：蒲公英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

所属科属：菊科舌状花亚科菊苣族蒲公英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草本。根略呈圆锥状，弯曲，长 4～10厘米，表面棕褐色，皱缩，根头

http://www.baike.com/sowiki/%E4%B9%94%E6%9C%A8?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A4%96%E8%A7%82?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baike.baidu.com/view/907623.htm


园林植物学习 100种 张孝 14307080014 历史学类

83

部有棕色或黄白色的毛茸。叶成倒卵状披针形、倒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 4～20厘米，
宽 1-5厘米，先端钝或急尖，边缘有时具波状齿或羽状深裂，有时倒向羽状深裂或大头羽状
深裂，顶端裂片较大，三角形或三角状戟形，全缘或具齿，每侧裂片 3～5片，裂片三角形
或三角状披针形，通常具齿，平展或倒向，裂片间常夹生小齿，基部渐狭成叶柄，叶柄及主

脉常带红紫色，疏被蛛丝状白色柔毛或几无毛。

应用价值：蒲公英植物体中含有蒲公英醇、蒲公英素、胆碱、有机酸、菊糖等多种健康营养

成分。性味甘，微苦，寒。归肝、胃经。有利尿、缓泻、退黄疸、利胆等功效。治热毒、痈

肿、疮疡、内痈、目赤肿痛、湿热、黄疸、小便淋沥涩痛、疔疮肿毒，乳痈，瘰疬，牙痛，

目赤，咽痛，肺痈，肠痈，湿热黄疸，热淋涩痛。治急性乳腺炎，淋巴腺炎，瘰疬，疔毒疮

肿，急性结膜炎，感冒发热，急性扁桃体炎，急性支气管炎，胃炎，肝炎，胆囊炎，尿路感

染等。蒲公英可生吃、炒食、做汤，是药食兼用的植物。

97.楸树

物种名称：楸树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Catalpabungei C.A.Mey

所属科属：紫薇科硬骨凌霄族梓属

基本特征：小乔木，高 8-12米。叶三角状卵形或卵状长圆形，长 6-15厘米，宽达 8厘米，
顶端长渐尖，基部截形，阔楔形或心形，有时基部具有 1-2牙齿，叶面深绿色，叶背无毛；
叶柄长 2-8厘米。顶生伞房状总状花序，有花 2-12朵。花萼蕾时圆球形，2唇开裂，顶端
有；2尖齿。花冠淡红色，内面具有 2黄色条纹及暗紫色斑点，长 3-3.5厘米。蒴果线形，
长 25-45厘米，宽约 6毫米。种子狭长椭圆形，长约 1厘米，宽约 2厘米，两端生长毛。
花期 5-6月，果期 6-10月。
应用价值：楸树枝干挺拔，楸花淡红素雅，自古以来楸树就广泛栽植于皇宫庭院，胜景名园

之中，如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大觉寺等游览圣地和名寺古刹到处可见百年以上的古

楸树苍劲挺拔的风姿。楸树用于绿化的类型如密毛灰楸、灰楸、三裂楸、光叶楸等，或树形

优美、花大色艳作园林观赏；或叶被密毛、皮糙枝密，有利于隔音、减声、防噪、滞尘，此

类型分别在叶、花、枝、果、树皮、冠形方面独具风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绿化效果。

98.柿树
物种名称：柿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Diospyros kaki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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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科属：柿科柿属

基本特征：落叶大乔木，通常高达 10-14米以上，胸高直径达 65厘米，高龄老树有高达 27
米的树皮：深灰色至灰黑色，或者黄灰褐色至褐色，沟纹较密，裂成长方块状。树冠：球形

或长圆球形，老树冠直径达 10-13米，有达 18米的。枝开展，带绿色至褐色，无毛，散生
纵裂的长圆形或狭长圆形皮孔；嫩枝初时有棱，特征有棕色柔毛或绒毛或无毛。冬芽小，卵

形，长 2-3毫米，先端钝。叶：纸质，卵状椭圆形至倒卵形或近圆形，通常较大，长 5-18
厘米，宽 2.8-9厘米，先端渐尖或钝，基部楔形，钝，圆形或近截形，很少为心形，新叶疏
生柔毛，老叶上面有光泽，深绿色，无毛，下面绿色，有柔毛或无毛，中脉在上面凹下，有

微柔毛，在下面凸起，侧脉每边 5-7条，上面平坦或稍凹下，下面略凸起，下部的脉较长，
上部的较短，向上斜生，稍弯，将近叶缘网结，小脉纤细，在上面平坦或微凹下，连结成小

网状；叶柄长 8-20毫米，变无毛，上面有浅槽。
应用价值：园林用途：广泛应用于城市绿化，在园林中孤植于草坪或旷地，列植于街道两旁，

尤为雄伟壮观，又因其对多种有毒气体抗性较强，较强的吸滞粉尘的能力，常被用于城市及

工矿区。并能吸收有害气体，作为街坊、工厂，道路两旁，广场、校园绿化颇为合适。

99.芍药

物种名称：芍药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Paeonia lactiflora Pall.

所属科属：毛茛科芍药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草本。根粗壮，分枝黑褐色。茎高 40-70厘米，无毛。下部茎生叶为二
回三出复叶，上部茎生叶为三出复叶；小叶狭卵形，椭圆形或披针形，顶端渐尖，基部楔形

或偏斜，边缘具白色骨质细齿，两面无毛，背面沿叶脉疏生短柔毛。花数朵，生茎顶和叶腋，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7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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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仅顶端一朵开放，而近顶端叶腋处有发育不好的花芽，直径 8-11.5厘米；苞片 4-5，披
针形，大小不等；萼片 4，宽卵形或近圆形，长 1-1.5厘米，宽 1-1.7厘米；花瓣 9-13，倒
卵形，长 3.5-6厘米，宽 1.5-4.5厘米，白色，有时基部具深紫色斑块；花丝长 0.7-1.2厘米，
黄色；花盘浅杯状，包裹心皮基部，顶端裂片钝圆；心皮 4-5（-2），无毛。蓇葖长 2.5-3
厘米，直径 1.2-1.5厘米，顶端具喙。花期 5-6月；果期 8月。
应用价值：在中国各城市公园中有栽培，花瓣各色。

100.勿忘我
物种名称：勿忘草

图片来源：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拉丁学名：Myosotis silvatica Ehrh. ex Hoffm.

所属科属：紫草科紫草亚科勿忘草属

基本特征：多年生草本。茎直立，单一或数条簇生，高 20-45厘米，通常具分枝，疏生开
展的糙毛，有时被卷毛。基生叶和茎下部叶有柄，狭倒披针形、长圆状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

长达 8厘米，宽 5-12毫米，先端圆或稍尖，基部渐狭，下延成翅，两面被糙伏毛，毛基部
具小形的基盘；茎中部以上叶无柄，较短而狭。花序在花期短，花后伸长，长达 15厘米，
无苞片；花梗较粗，在果期直立，长 4-6毫米，与萼等长或稍长，密生短伏毛；花萼长 1.5-2.5
毫米，果期增大，长 4-5毫米，深裂为花萼长度的 2/3至 3/4，裂片披针形，顶端渐尖，密
被伸展或具钩的毛；花冠蓝色，直径 6-8毫米，筒部长约 2.5毫米，裂片 5，近圆形，长约
3.5毫米，喉部附属物 5，高约 0.5毫米；花药椭圆形，先端具圆形的附属物。小坚果卵形，
长约 2毫米，宽 1毫米，暗褐色，平滑，有光泽，周围具狭边但顶端较明显，基部无附属
物。

应用价值：鲜切花。象征永恒不变的情谊，当每个小花枝上花瓣展开达 30%，全部花序显
色，即可采切上市。也可制作盆景。

以上诸植物共计 100种，其中 82种的图片由我本人拍摄，18种的图片来自 PPBC中国
植物图像库。这些植物分布在复旦校园从旦苑到南区畅园的每个角落。有些植物千姿百态，

一张图片实在不能完全表现它们的风采；有些虽然奇美，却被埋没在枝叶掩映之中。通过这

次在复旦的行走与观察，我深深感受到复旦校园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气度；对园林植物也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感谢王老师的亲切指导和助教的帮助，在此次调查整理中出现的问题，还需

要王老师进一步批评指正。希望我们的校园越来越漂亮，景致越来越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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