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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市域范围

北

东  海

浙江省

浙江省

宁波市主城区

中国 China

浙江省 Zhejiang province

宁波市 Ningbo city

     宁波位于东经 120° 55' 至 122° 16'，北纬 28° 51' 至 30° 33'。地
处东南沿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有舟山群
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西接绍兴市的嵊州、新昌、上虞，南临三
门湾，并与台州的三门、天台相连。

1.1 项目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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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范围

宁波市城市开发边界

北

东  海

东  海

东钱湖 （新增）

     本次规划范围根
据《宁波市城市总体
规划（2006-2020）》
（下称规划）中划定
的城市规划区范围而
定。
     本次重点规划区
域根据规划确定的城
市开发边界确定。同
时增加东钱湖部分地
区。  
 

城市规划区图

城市规划区范围



7

1.3 自然环境

水文与水资源特征

地形地貌

植物资源

气候特征

宁波城市地处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交汇的河网平原，奉化江自南来，姚
江自西至，在城市中心“三江口”汇合而成甬江，东流至镇海招宝山入海，北部、
东南部海岸线曲折绵长，是我国著名的深水良港。宁波市区河网水渠纵横密布，沃
野平畴展布，郊外农庄村舍散落田间，颇具江南水乡风貌。甬江、余姚江、奉化江
是境内主要江河，其他内河水网包括：市区东侧的鄞东南河网，市区西侧的鄞西河
网区，市区北面的江北河网区，以及北仑大碶、柴桥小河网区。此外，尚有位于市
区东部平原的省内最大淡水湖泊东钱湖。

宁波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没入海。市区海拔 4—5.8 米，
郊区海拔为 3.6—4 米。地貌分为山地、丘陵、台地、谷（盆）地和平原。全市山地
面积占陆域的 24.9%，丘陵占 25.2%，台地占 1.5%，谷（盆）地占 8.1%，平原占
40.3%。

宁波自然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浙闽山丘甜槠、木荷地区，是典型的常绿阔
叶林的分布地区。宁波市域内植被分布南北差异不大，而东西方向差异明显。主要
森林植被为马尾松，市域南北皆有分布，栽培经济作物则大都适应性较强。随海拔
差异，自西向东依次分布有针叶林、阔叶林、栽培植物和滨海植被。针叶林分布于
山顶，多为次生演替形成，部分保护较好地区也有针阔混交林。750 米以下山地、
丘陵分布有阔叶林，相当一部分为人工造林形成。天童森林公园、瑞岩寺林场、宁
海南溪温泉等处保存有阔叶林原始群落。栽培植物多位于海拔 50 米以下，包括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和人工栽培林木。滩涂和滨海荒地则分布有盐蒿、芦苇等耐盐植物。

宁波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夏
季风交替明显，具有“雨热同步”、“光温互补”的气候特点。宁波的四季是冬夏长（各
约 4 个月）、春秋短（各 2 个月左右），适合各种园林植物生长。宁波市的主要灾
害性天气有低温连阴雨、干旱、台风、暴雨洪涝、冰雹、雷雨大风、霜冻、寒潮等。
夏秋两季沿海地区受台风影响比较明显，对全市的园林绿化破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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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到 2020 年，实现中心城人均公园绿地达 12.1m2 以上，
远景达到 15m2 以上，绿地率达 38% 以上，绿化覆盖率达 45% 以上。实现“500 米
见园、400 米见水、300 米见绿”的空间布局目标，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绿地相
关指标要求。

通过对宁波市现有公园绿地的整理及空间潜力的挖掘，中心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提升至 12.1m2，同时，考察公园绿地覆盖率情况，可以看到，除北仑外，各区绿地
服务半径覆盖比例达到 90% 以上，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的规划目标。在实地调研过程中，
能深刻体会到宁波对于城市生态绿化十分重视，绿化效果较好，城市呈现一片绿意盎
然的景色，结合美丽中国建设和省市委政府提出的大花园建设要求，也存在一些提升
空间。

2.1 绿地现状

表格数据来自《宁波生态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4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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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园绿地
综合性公园绿地

植物群落稳定性较好    古树名木较为丰富 缺乏明显的植物特色，同质化严重。

部分植物长势欠佳 植物空间关系欠佳

缺乏中下层树种，上层树种的密度过大。 植物质感较为丰富

宁波市区的综合性公园有 50 处，规划市级综合公园 25 个，区级综合公园 25 个。主要分布于海曙区和鄞州区， 整体绿化基础良好，但缺乏明显的特色。主要是通过植物种类、植物群落、
空间结构和植物长势等方面进行调研分析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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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公园绿地

主要树种：

植物景观线条与形状变化形式统一 植物营造景观宜人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2 香泡 Citrus medica 芸香科柑橘属
3 杜英 Elaeocarpus decipiens 杜英科杜英属
4 杨梅 Myrica rubra 杨梅科杨梅属
5 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苦木科臭椿属
6 重阳木 Bischofia polycarpa 大戟科秋枫属
7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桑科构属   

8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9 杂交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 tulipifera 木兰科鹅掌楸属
10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木兰科木兰属
11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杉科水杉属
12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胡桃科枫杨属
13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柳属
14 旱柳 Salix matsudana 杨柳科柳属
15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16 池杉 Taxodium ascendens 杉科落羽杉属
17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落羽杉属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8 香椿 Toona sinensis 楝科香椿属
19 桔 Citrus reticulata 芸香科柑橘属
20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花科海桐花属
21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木犀科女贞属
22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木犀属
23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蔷薇科枇杷属
24 桃 Amygdalus persica 蔷薇科桃属
25 碧桃 Amygdalus persica var. persica f. duplex 蔷薇科桃属
26 榆叶梅 Amygdalus triloba 蔷薇科桃属
27 东京樱花 Cerasus yedoensis 蔷薇科樱属
28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f. atropurpurea 蔷薇科李属
29 蜡梅 Chimonanthus praecox 蜡梅科蜡梅属
30 柿树 Diospyros kaki 柿科柿属
31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锦葵科木槿属
32 桑 Morus alba 桑科桑属
33 紫荆 Cercis chinensis 豆科紫荆属
34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var. japonica f. pendula 豆科槐属

岸边种植尺度宜人

2.2 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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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园绿地
带状公园绿地

部分植物景观较佳 缺乏体现滨水景观特色的植物种类地形坡度较为适宜，有利于营造植物景观

苗木质量不佳，养护管理不到位 视线通透性比较差

主要树种：

主要包括滨江绿带和滨河绿带。滨江绿带：余姚江、奉化江、甬江是宁波市重要的风貌景观轴，沿江开辟公园式绿带，单侧宽度控制在 30 米及以上，旧城区以滨江道路为界，在规
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体现宁波特色，注重景观的丰富性及植物的多样性。滨河绿带：宁波市河网密布，滨河绿带是营造城市景观、展现水乡城市风貌、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重点场所。
主要从沿岸的植物景观营造和植物空间结构等方面进行调研并总结。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2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3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榆科朴属
4 黄山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 integrifoliola 无患子科栾树属
5 杂交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 tulipifera 木兰科鹅掌楸属
6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柳属
7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8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乌桕属

9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落羽杉属
10 榆树 Ulmus pumila 榆科榆属
11 榉树 Zelkova serrata 榆科榉属
12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木犀属
13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科海桐属
14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罗汉松科罗汉松属
15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槭树科槭属
16 鸡冠刺桐 Erythrina crista-galli 豆科刺桐属
17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紫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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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附属绿地

支路—广济街

1. 行道树长势普遍较佳

2. 行道树多数为香樟，种类较少

3. 色叶树种较少，季相不丰富

快速路—世纪大道 快速路—鄞州大道

主干道—曙光路

主干道—药行街

次干道—滨江大道

主要树种：

快速路—通途路

主干道—长兴路

宁波市区道路绿地的行道树主要是香樟、黄山栾树和悬铃木等，其中香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造成行道树的树种比较单一。主要从植物层次、植物种类和植物长势等方面进行调研
并总结。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2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3 悬铃木 Platanus orientalis 悬铃木科悬铃木属
4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5 黄山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 integrifoliola 无患子科栾树属

6 杂交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 
tulipifera 木兰科鹅掌楸属

7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道路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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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绿地
2.3 附属绿地

      宁波市区的广场绿地树种构成总体上比较单一，缺乏新优品种。主要从植物层次、植物种类、植物长势和植物群落等方面进行调研分析并总结。

中山广场轴线景观 植物空间关系明确

色叶和开花树较少 植物长势较差

主要树种：
树种的选择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 雪松 Cedrus deodara 松科雪松属
2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3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4 杨梅 Myrica rubra 杨梅科杨梅属
5 白皮松 Pinus bungeana 松科松属
6 日本五针松 Pinus parviflora 松科松属
7 黑松 Pinus thunbergii 松科松属
8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棕榈科棕榈属
9 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 豆科合欢属
10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11 黄山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 integrifoliola 无患子科栾树属
12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木兰科木兰属
13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杉科水杉属
14 池杉 Taxodium ascendens 杉科落羽杉属
15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落羽杉属
16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木犀属
17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蔷薇科石楠属
18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柏科侧柏属
19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槭树科槭属
20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紫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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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绿地
主要是对宁波的大学校园树种情况进行调研，从校园的树木种类、生长情况、景观效果以及植物空间层次方面进行调研并总结研究。

缺乏与校园文化相关的树种 绿化基础良好

植物生长拥挤 缺乏季相景观

植物长势不佳，管理养护不当

2.3 附属绿地

主要树种：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 雪松 Cedrus deodara 松科雪松属
2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3 杜英 Elaeocarpus decipiens 杜英科杜英属
4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5 白皮松 Pinus bungeana 松科松属
6 日本五针松 Pinus parviflora 松科松属
7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棕榈科棕榈属
8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榆科朴属
9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10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杉科水杉属
11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柳属
12 池杉 Taxodium ascendens 杉科落羽杉属
13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落羽杉属
14 榔榆 Ulmus parvifolia 榆科榆属
15 榆树 Ulmus pumila 榆科榆属
16 榉树 Zelkova serrata 榆科榉属
17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科海桐属
18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槭树科槭属
19 桃 Amygdalus persica 蔷薇科桃属
20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紫薇属
21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f. atropurpurea 蔷薇科李属
22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var. japonica f. pendula 豆科槐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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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类公园
植物园

宁波植物园位于镇海新城，核心区已建成开放，植物种类繁多，植物景观优美。

植物科普性较强

植物群落丰富，稳定性较强 植物种类比较丰富

植物景观特色明显 植物空间层次丰富

序号 专类园 主要植物

1 木兰春色园 玉兰、杂交鹅掌楸、天目木兰、凹叶厚朴

2 樱花海棠园 东京樱花、日本晚樱、垂丝海棠、贴梗海棠

3 百合园 华盛顿棕榈、百合、风信子

4 市树市花园 香樟、山茶、浙江楠

5 四季百花园 悬铃木、鹅掌楸、朴树

6 松柏园 南方红豆杉、白皮松

7 水湿生植物区 水杉、落羽杉、中山杉

序号 专类园 主要植物

8 藤蔓园 紫藤、金银花、凌霄、铁线莲

9 槭树秋香园 娜塔栎、茶条槭、鸡爪槭、北美枫香

10 植物进化之路 凤尾蕨科、松科、银杏科、木兰科

11 桂花紫薇园 桂花、紫薇、宁波木犀、大叶银桂

12 东方本草园 山茱萸、肉桂、杜仲、金银花

13 月季园 丰花月季、藤本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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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区域绿地
风景名胜区

绿化基础良好 部分植物景观性较强 沿岸缺乏色叶及开花植物

植物长势不佳，养护不到位

主要树种：

宁波是中国著名的休闲旅游目的地，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众多，现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 处、省级风景名胜区 3 处、市级风景名胜区 1 处。主要从植物空间层次、植物搭配和植物
长势等方面进行调研并总结。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2 杜英 Elaeocarpus decipiens 杜英科杜英属
3 乐昌含笑 Michelia chapensis 木兰科含笑属
4 杨梅 Myrica rubra 杨梅科杨梅属
5 日本五针松 Pinus parviflora 松科松属
6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棕榈科棕榈属
7 黄山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 integrifoliola 无患子科栾树属
8 杂交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 tulipifera 木兰科鹅掌楸属
9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柳属
10 南川柳 Salix rosthornii 杨柳科柳属
11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12 榔榆 Ulmus parvifolia 榆科榆属
13 榉树 Zelkova serrata 榆科榉属
14 茶梅 Camellia sasanqua 山茶科山茶属
15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木犀科女贞属
16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木犀属
17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槭树科槭属
18 桃 Amygdalus persica 蔷薇科桃属
19 蜡梅 Chimonanthus praecox 蜡梅科蜡梅属
20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锦葵科木槿属
21 桑 Morus alba 桑科桑属
22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f. atropurpurea 蔷薇科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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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现状主要植物种类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1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2 雪松 Cedrus deodara 松科雪松属
3 日本五针松 Pinus parviflora 松科松属
4 黑松 Pinus thunbergii 松科松属
5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杉科水杉属
6 池杉 Taxodium ascendens 杉科落羽杉属
7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落羽杉属
8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柏科侧柏属
9 洒金千头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Aurea' 柏科侧柏属
10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罗汉松科罗汉松属
11 香榧 Torreya grandis 'Merrillii' 红豆杉科榧树属
12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13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木兰科木兰属
14 二乔玉兰 Magnolia soulangeana 木兰科木兰属
15 紫玉兰 Magnolia lili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16 厚朴 Houpoea officinalis 木兰科厚朴属
17 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木兰科鹅掌楸属
18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19 悬铃木 Platanus orientalis 悬铃木科悬铃木属 
20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科枫香树属
21 蚊母树 Distylium racemosum 金缕梅科蚊母树属
22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榆科朴属
23 榔榆 Ulmus parvifolia 榆科榆属
24 榆树 Ulmus pumila 榆科榆属
25 榉树 Zelkova serrata 榆科榉属
26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胡桃科枫杨属
27 杨梅 Myrica rubra 杨梅科杨梅属
28 木荷 Schima superba 山茶科木荷属
29 杜英 Elaeocarpus decipiens 杜英科杜英属
30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锦葵科木槿属
31 旱柳    Salix matsudana 杨柳科柳属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32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柳属
33 柿树 Diospyros kaki 柿科柿属
34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科海桐属
35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蔷薇科枇杷属
36 桃 Amygdalus persica 蔷薇科桃属
37 碧桃 Amygdalus persica  var. persica f. duplex 蔷薇科桃属
38 榆叶梅 Amygdalus triloba 蔷薇科桃属
39 东京樱花 prunus  yedoensis 蔷薇科樱属
40 李 Prunus salicina 蔷薇科李属
41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f. atropurpurea 蔷薇科李属
42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蔷薇科石楠属
43 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 豆科合欢属
44 紫荆 Cercis chinensis 豆科紫荆属
45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var.pendula 豆科槐属
46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紫薇属
47 石榴 Punica granatum 石榴科石榴属
48 重阳木 Bischofia polycarpa 大戟科秋枫属
49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乌桕属
50 黄山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integrifoliola 无患子科栾树属
51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52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槭树科槭属
53 红枫 Acer palmatum 'Atropurpureum' 槭树科槭属
54 元宝槭 Acer truncatum 槭树科槭属
55 苦楝 Melia azedarach 楝科楝属
56 香泡 Citrus medica 芸香科柑橘属
57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木犀属
58 丁香 Syringa oblata 木犀科丁香属
59 珊瑚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忍冬科荚蒾属
60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棕榈科棕榈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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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析总结

有利因素 主要问题
城市绿地和园林绿化景观基础良好

——市区绿地类型丰富，宁波市建成区
绿地面积达 10327 公顷，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为 10.58 平方米
——建有宁波植物园、东钱湖风景区等
大型生态绿地
——香樟、广玉兰、银杏、鹅掌楸、
黄山栾树等基调树种景观与环保价值较
高，长势良好
——有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古树名木
数量较多，分布较广

园林应用乔木种类数量少

——道路行道树中 90% 都为香樟
——现代园艺新品种种类数量较少
——水湿生木本植物种类数量较少

树种结构不合理

——园林应用中常绿树种的比例远远大
于落叶树种
——中层乔木层缺乏开花、色叶植物

滨水植物景观同质化严重

——乔木在高度、质感、色彩等方面对
比不强烈，且未形成植物景观视觉上的
动态变化
——三江全长约 134km, 但甬江干流、
姚江干流、奉化江干流之间并未形鲜明
的滨水植物景观特色差异
——乔木景观还未强化亮点和特色，未
形成独具宁波风格的景观

下辖县市苗木产业发达

——余姚市四明山镇被誉为中国红枫之
乡、中国樱花之乡
——象山县苗木产业发展态势高涨，各
苗木产区优势品牌产品特色明显，如贤
庠、墙头是大规格香樟、桂花供应地
——珍稀树种发展势头高涨，如绿润
花业有限公司新增罗汉松、特大规格油
茶等苗木面积达 300 余亩，宁波百汇
桂花研究所新增大规格金桂等苗木面积
200 余亩

得天独厚的三江口滨水资源

——三江口是指姚江、奉化江汇合成甬
江流入东海的交叉口，是宁波的标志，
位于宁波市区中心繁华地段，素有“宁
波外滩”之称
——三江口附近有灵桥、江厦桥、甬江
大桥、新江桥、江厦公园、杉杉公园、
日本曹洞祖庭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等景
观资源。滨水绿化植物总体上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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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主要任务

丰富种类

——丰富园林绿化乔木种类，引入更多的适生园艺新品
种，提高宁波城区生物多样性
——合理调控城市常绿与落叶、速生与慢生树种比例
——增加中层开花、色叶植物，形成“春花、夏叶、秋果、
冬枝”的四季景象，打造多彩宁波城

营造特色

——结合宁波历史，挖掘植物文化，打造植物景观的人
文风貌
——与周边城市形成差异，突出宁波树种特色
——凝练乔木景观特色，形成城市绿色名片

合理布局

——根据城区内部绿地空间不同特征规划不同特色主题
——遵循自然水岸植被群落的组成、结构等规律，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
——选择观赏性能良好的基调与骨干树种，打造草长莺飞、
四季花香、空间多变的宁波城市中心滨水景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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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上位规划解读

3.2. 规划依据

3.3. 规划原则

3.4. 规划目标

3.5. 规划结构

3.6. 基调与骨干树种

3.7. 季相规划

3.8. 主题规划

3.9. 规划时序

3 总体规划



22

中心城区构筑“一个生态圈、双‘Y’生态轴、一个生态环、多条生态廊道”的生态框架，凸显宁波自然山水格局，维护城市生态安全。

一个生态圈：即城市外围的山海生态圈 , 包括慈城 - 保国寺历史文化游览区、五龙潭风景名胜区、东钱湖风景名胜区、天童风景名胜区、梅山湾两岸风情游览区等近郊风景旅游区。

双“Y”生态轴：包括“Y”型的三江蓝脉生态轴和生态带绿脉生态轴。三江蓝脉生态轴由余姚江、甬江、奉化江及两岸生态空间组成，形成以三江为核心，串联城市各处及周围自然
农田、林地等的生态空间，并在三江与绕城高速、城市生态带交汇处划定约 15 平方公里（含水域）的生态保育区，生态保育区强调生态保护、限制开发。生态带绿脉生态轴包括东
钱湖 - 江南东侧山体 - 滨海、慈城 - 保国寺 - 骆驼北 - 龙山 - 东钱湖、余姚江 - 奉化江 - 甬江 - 滨海 3 条城市生态带，生态带宽度 1.5 公里～ 10 公里。生态带总面积约 175 平方公里（含
山体和水域）。生态带内按照生态优先、有限准入的原则，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 20% 以内。

一个生态环：以绕城高速、沈海高速等交通线为骨架，结合沿线防护绿带形成绕城生态环。规划沿高速公路两侧形成 1000 米宽的绕城生态绿环。建设困难地段绿环宽度适当压缩，
最窄处不低于 200 米。绕城生态环总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

多条生态廊道：打通 6 条从近郊风景旅游区引入城市内部的通风廊道，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并结合洪镇铁路、机场路、甬新河、杭甬高速形成 4 条生态廊道。

通过对《宁波生态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4 修
订版的深入研究，市域面积 2560 平方公里，
主城区面积 420 平方公里，依据上位规划指导
宁波市城区树种规划。宁波市绿地规划可持续
发展的人居环境为城市发展的根本战略，以山
水格局为自然基底，以绿廊水系为纽带，以城
市公园为主体，融山、水、城为一体，实现“500
米见园、400 米见水、300 米见绿”
的空间布局目标，努力把宁波建成为一个具有
江南水乡特色、环境舒适宜人、景观优美的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

3.1 上位规划解读

宁波市生态绿地系统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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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化条例》（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2017 年）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998 年 36 号文 )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城建 [1993]784 号）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50563-2010）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2016）
《园林基本术语标准》 （CJJ 48-92）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浙江省园林城市标准》（2017）
《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3 年 )
《宁波 2030 城市发展战略》
《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6—2020》（2015 年修订）
《宁波市生态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4 年修订）
   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3.2 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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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划原则

适地适树
根据园林树种的生态特性差异和生长规律以及绿地所处的自然条件 , 选择深

根性，抗风能力强等适应气候环境并健壮生长的植物种类。

特色主题
结合《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6—2020》（2015 年修订）和《宁波市生

态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4 年修订）的规划定位和绿地空间，以上位规划为
依据，结合宁波当地环境条件梳理宁波城区树种结构，形成具有宁波特色的植
物景观风貌。

优化景观
坚持常绿、落叶相结合的原则 , 丰富树木种类，完善树种结构，增加季相变

化，重点增添色叶树种 ; 充分利用园林树种形、姿、色等观赏特性 , 根据宁波市
城区不同绿地空间，合理规划树种 , 构建丰富多姿、色彩灿烂的植物多样性。

生态效益
构建丰富的植物群落结构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实现 , 根据不同树种的生态特

性 , 利用植物生态型、植物生活型 , 规划建立物种丰富、结构合理的植物群落，
提高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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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规划目标

树种种类多样化

优化树种空间布局

符合大花园建设要求

形成宁波城市树种特色

 以乡土树种为基础，引入新优品种，优化空间布局，形成种类丰富、结构合理、

特色鲜明的园林树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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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规划结构

滨海绿带

城区生态走廊

滨水绿轴

城市核心

北

绕城生态环

多核串联构建树种规划骨架，“一心，一廊，一轴，两带”多线交织奠定树种规划基调，共同组成城区树种规划结构
一心——城市核心：为城市中心树种规划区，涵盖三江片区主要公园绿地，以三江口交汇处为大轴心，建立以大轴心为主，镇海区、北仑区、海曙区、鄞州区为小
轴心的树种规划骨架。
一廊——城区生态走廊：依托宁波植物园、东部生态走廊、姚江绿心公园等所在绿地，形成城区生态走廊树种规划区。

一轴——滨水绿轴：基于甬江、余姚江、奉化江三江沿河绿地，形成滨水树种规划区

两带——绕城生态环、滨海绿带：依据宁波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中环城绿带江北段、环城绿带鄞南段、环城绿带鄞东段等绕城防护带为基地，构建城郊生态绿带。
滨海绿带以城市开发边界沿海区域作为树种重点规划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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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基调和骨干树种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推荐理由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为宁波市市树，所处气候带适宜，生长良
好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落羽杉属 耐水湿程度极高，易营造壮观优美的滨水
杉林景观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山茶科山茶属 为宁波市市花，园林栽培品种繁多，花色
丰富

东京樱花 Cerasus yedoensis 蔷薇科樱属 优良的春季观花树种，大范围栽植，易形
成气势恢宏壮丽的樱花景观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紫薇属 园林栽培品种繁多，开花时正当夏秋少花
季节，花期长，易形成城市特色景观

根据本地区自然条件 , 充分考虑环境条件、日照、土壤、空气污染的影响 , 以及园林树种的生长状况、抗逆性、乔木类型、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等因素 , 结合专家意见 , 确定主城区
园林基调树种、骨干树种，构成全城绿化的主体。建议裸子与被子植物比例为 1：9，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比例为 6：4，乔木与灌木比例为 4：6，速生与中生和慢生树种比例为 2：4：4。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推荐理由

1 墨西哥落羽杉 Taxodium mucronatum 杉科落羽杉属 半常绿乔木，落叶期短，生长快，树形高大挺拔，是优良的绿地树种，可作孤植、对植、丛植和群植，也可种于河边、宅旁或作行道树

2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常绿乔木，树姿雄伟壮丽，叶大荫浓，花似荷花，芳香馥郁

3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木犀属 常绿小乔木，桂花终年常绿，枝繁叶茂，秋季开花，芳香四溢

4 东方杉 Taxodium mucronatum ×Cryptomeria 
fortunei 杉科落羽杉属 落叶乔木，稀枝密叶，深秋墨绿，景观效果极好，并且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风，耐盐碱，耐水湿的优良特性

5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落叶乔木，树冠高大，深根性，抗风性好，主干直、树形、叶形美观，可形成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秋色景观

6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木兰科木兰属 落叶乔木，花洁白、美丽且清香，早春开花时犹如雪涛云海，颇为壮观

7 悬铃木 Platanus acerifolia 悬铃木科悬铃木属 落叶乔木，生长迅速 , 冠大荫浓 , 抗逆性强 , 耐寒性好，萌芽力强 , 耐修剪

8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科枫香树属 落叶乔木，树干挺拔，冠幅宽大，具有较强耐火性和抗风性，入秋叶色红艳，为著名的秋色树种

9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榆科朴属 落叶乔木，绿荫浓郁，树冠宽广，深根性，抗风性强，可作防风护堤树种

10 珊瑚朴 Celtis julianae 榆科朴属 落叶乔木，树干高直，树姿雄伟，树冠广展，小枝下垂，叶茂浓荫，春天枝上生满红褐色花序，秋天树上挂满红果

11 榉树 Zelkova serrata 榆科榉属 落叶乔木，树形优美，秋季叶色变化丰富，景观效果好

12 娜塔栎 Quercus nuttallii 壳斗科栎属 落叶乔木，具有多种色叶变化，具有极高的观赏性，极耐水湿

13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乌桕属 落叶乔木，树冠整齐，叶形秀丽，秋叶经霜时如火如荼，十分美观。在园林绿化中可栽作护堤树、庭荫树及行道树

14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落叶乔木，树冠开展，枝叶稠密，秋叶金黄，颇为美观。是优良的庭荫树和行道树。孤植、丛植在草坪、路旁和建筑物旁皆适宜

15 黄山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integrifoliola 无患子科栾树属 落叶乔木，夏秋开花树种，尤其国庆时期景观效果极佳

16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var. palmatum 槭树科槭属 落叶小乔木，极佳的色叶树种，富有季相变化，婆娑的绰约风姿，具有极佳的观赏性

17 垂丝海棠 Malus halliana 蔷薇科苹果属 落叶小乔木，喜种类繁多，树形多样，叶茂花繁，优良的观花树种

骨干树种

基调树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2%B1%E5%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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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景观

春季植物景观亮点分布城郊生态绿
带。展现不同的春季观花植物，带来美的
享受。

主要使用东京樱花、日本晚樱。

  夏季景观

夏季植物景观以滨水绿带区为观赏中
心，形成夏花烂漫的同时，大面积的木本植
物栽植也可营造凉爽的林荫空间，并且减弱
来自海域的强风。

主要使用紫薇、合欢、广玉兰等。

  秋季景观

秋季植物景观通过展现丰富秋色叶的落
叶树种以体现秋季特色。

主要使用落羽杉、池杉、槭树、银杏、
无患子等。

  冬季景观

冬季植物景观以落叶植物与冬季开花植
物为主材料形成宁波市特色冬季景观，主要
分布于城市绿心区，为市中心行人提供冬日
暖阳的沐浴。

主要使用雪松、山茶、蜡梅等。

北

3.7 季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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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水木青华霜染红林 山海长廊

寒客唤春盛翠繁花风卷金秋

主要树种 主题愿景

东京樱花
     期望打造春来三江映山
樱，杉林青青秋染金的城市
滨水植物景观带。

山樱花

落羽杉

池杉

主要树种 主题愿景

枫香

     期望打造秋来层林渐染
遍红林的城市景观林带。

羽毛枫

鸡爪槭

‘红哨兵’挪威槭

主要树种 主题愿景

紫薇 可选用蓝薇、白
花紫薇、红薇

     期望打造夏季观花的滨海
景观林带。

主要树种 主题愿景

山茶
     期望打造冬来茶花点白雪，
木兰遥唤暖春来的城市植物景
观。

蜡梅

二乔玉兰

雪松

主要树种 主题愿景

广玉兰
     期望打造夏季繁花似锦
的城市绿带。

合欢

主要树种 主题愿景

银杏      期望打造秋季连绵数里
黄金叶的大尺度标志性城市
植物景观。无患子

3.8 主题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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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特色初显
2022——2026

结构建成
2027——2036

巩固提升

3.9 规划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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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城市核心树种规划

4.2. 滨水绿轴树种规划

4.3. 城区生态走廊树种规划

4.4. 绕城生态环树种规划

4.5. 滨海绿带树种规划

4.6. 道路树种规划

4 分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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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为宁波城区中心区域，树种规划以树形，叶形优美，观赏性强的树种为主，种植玉兰、
香樟、乌桕、梅花兼顾四季有景，并满足了适地适树、生态多样性的原则；其他树种选择上采用的
树种适应宁波市自然条件，抗性强，并且在宁波具有一定种植数量的长势较好的树种。

4.1 城市核心树种规划
城市核心主要树种

宁波市城市绿心分布示意图

北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特性

1 杂交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tulipifera 木兰科鹅掌楸属 树姿雄伟，树干挺拔，树冠开阔，春天花大而美丽，入秋后叶色变黄

2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木兰科木兰属 玉兰花外形极像莲花，白光耀眼，清香阵阵，沁人心脾

3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树大荫浓，四季常青，枝叶秀丽而具有香气

4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山茶科山茶属 为宁波市市花，园林栽培品种繁多，花色丰富

5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乌桕属 乌桕树冠整齐，叶形秀丽，秋叶经霜时如火如荼，成熟时的乌桕果十分美观

6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木犀属 桂花终年常绿，枝繁叶茂，秋季开花，芳香四溢

7 梅 Armeniaca mume 蔷薇科杏属 阳性树种，喜阳光充足，通风良好，为长寿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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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拉丁名 特性
银杏 Ginkgo biloba 色叶，秋季叶变黄，叶形优美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色叶，秋季叶变红，心形叶
榉树 Zelkova serrata 色叶，叶可呈现多种颜色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色叶，嫩叶红色，冬季果实呈红色

三角槭 Acer buergerianum 色叶，枝叶浓密，浓荫覆地，入秋叶色变成暗红，
秀色可餐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f. atropurpurea 色叶，各部分均呈暗紫色
杂交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 tulipifera 观花观叶，叶形奇特，古雅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观花观叶，开花时正当夏秋少花季节，花期长
东京樱花 Cerasus yedoensis 观花观叶，优良的春季观花树种
垂丝海棠 Malus halliana 观花观叶，树形多样，叶茂花繁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观花观叶，花色品种繁多

搭建以三江口交汇处为大轴心，镇海区、北仑区、海曙区、鄞州区为
小轴心的树种规划骨架。多点布置，利用色叶树种以及花叶观赏性强的树
种打造多彩轴心，串联起各个区块核心区域。

4.1 城市核心树种规划
城市轴心主要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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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宁波市分区树种推荐示意图 4.1 城市核心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天一广场（已建成，待提升）

月湖公园（已建成，待提升）

樱花公园（已建成，待提升）

南郊公园（建设中）

儿童公园（已建成，待提升）

      主要选取城市核心中比较有特色的、类型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公园绿地，其中包括已建成和新建的公园绿地，通过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公园进行树种的规划来体现城市绿心的
整体的树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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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状态 观赏特性 主要植物 意向图

1 天一广场 已建成，待提升

增加秋色叶和春花树种丰富四季景
观，通过艺术手法将多种植物组合规
划，充分发挥其线条、色彩美，使其
充分与广场相融合，展现和谐美。

杂交鹅掌楸、玉兰等

2 月湖公园 已建成，待提升

以城市文化、文化传承为主题，主要
通过植物来展现人文景观，加上古树
名木，营造出香远益清、草木苍翠、

古色古香的植物景观。

珊瑚朴、桂花、梅等

3 樱花公园 已建成，待提升

主要是以“樱花主题”为特色，展示
不同品种的樱花，再配以桂花、乌桕
等，形成四季分明的景观。夏天绿树

成荫，冬日阳光普照。

东京樱花、乌桕、桂花等

4 儿童公园 已建成，待提升

开花和色叶树种、常绿和落叶树种相
搭配，四季景观分明，营造出一种春
季繁花似锦、夏季绿树成荫、秋季硕

果累累、冬季干枝虬劲的景观。

山茶、香樟、紫薇等

5 南郊公园 建设中
主要突出展现秋季景观，通过秋色叶
树种的栽植，营造出秋径深深的景观

氛围，成为宁波秋季特色景观。
黄山栾树、落羽杉等

4.1 城市核心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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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绿地以带状水域为核心，以水岸绿化为特征，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资源，滨
水景观是城市中最具生命力与变化的景观形态，也是城市中理想的生境走廊。 滨水绿地植
物景观营造在木本植物选择上，遵守生态适应性、物种多样性、地域性、经济性等原则。 

主要选择落羽杉、垂柳、垂丝海棠、东京樱花等作为滨水区域的主要树种，利用植物花、
叶、果的色相变化营造一个富于季相变化的滨水植物景观，做到一年四季有景可赏。丰富
的色彩变化不仅能活跃空间氛围，也能使滨水景观更具有吸引力。在植物色彩搭配时也考
虑到植物与水面的结合，使植物倒映在水面上时呈现更美的景观效果。 

北

宁波市滨水绿带分布示意图 4.2 滨水绿轴树种规划
主要树种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特性

1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深根性，抗风性好，可形成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秋色景观

2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落羽杉属 耐水湿程度极高，易营造壮观优美的滨水杉林景观效果

3 墨西哥落羽杉 Taxodium mucronatum 杉科落羽杉属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耐水湿，耐寒，对耐盐碱土适应能力强

4 东方杉 Taxodium mucronatum 
×Cryptomeria fortunei 杉科落羽杉属 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风，耐水湿、耐盐碱的优良特性

5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胡桃科枫杨属 树冠广展，枝叶茂密，耐湿性强，低洼处良好的绿化树种

6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柳属 打造花红柳绿的滨水景观

7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乌桕属 色叶树种，春秋季叶色红艳夺目，生长快

8 东京樱花 Cerasus yedoensis 蔷薇科樱属 优良的春季观花树种，大范围栽植，易形成气势恢宏壮丽的樱花景观

9 垂丝海棠 Malus halliana 蔷薇科苹果属 树形多样，叶茂花繁，丰盈娇艳，喜阳光，不耐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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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宁波市分区树种推荐示意图 4.2 滨水绿轴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梁祝文化公园（已建成，待提升） 湾头公园（新建）

甬江汇头公园（新建）

甬江公园（已建成，待提升）

奉化江生态涵养公园（新建）

       滨水绿轴树种规划选取的样点主要是沿着三江周围的比较具有特色且比较重要的公园绿地，主要通过不同特色的树种营造不同的两岸植物风景，打造宁波特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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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状态 观赏特性 主要植物 意向图

1 梁祝文化公园 已建成，待提升

以“梁祝爱情传说”为主题，在
乔木选择上，选择以表达浪漫爱情的
香花引蝶树种。 墨西哥落羽杉、碧桃、玉兰等

2 湾头公园 新建

利用适生于宁波地区的多种水
湿生木本植物，并结合宁波地区文化
内涵，打造独具一格的“水上森林景
观”。

    水杉、池杉、落羽杉等

3 甬江汇头公园 新建
以科普宣教、弘扬三江文化等为

主题，选择宁波地区抗台风、耐水湿
的乡土树种。

    乌桕、落羽杉、枫杨等

4 甬江公园 已建成，待提升
以线形绿色开敞空间为主，沿江

一侧，种植春花植物，形成局部“樱
花长堤”景观。

      垂丝海棠、樱花等

5 奉化江生态涵养公园 新建

可供人们游憩观光、休闲娱乐的
生态型主题公园。该区域的植物景观
趋近于自然景观状态，以维持系统内
部不同动植物种的生态平衡和种群
协调发展。

   枫杨、榔榆、垂柳、南川柳、
紫薇等

4.2 滨水绿轴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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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城区生态走廊分布示意图

东  海

东  海

北

4.3 城区生态走廊树种规划
主要树种

本规划范围主要覆盖城市生态绿廊内环线。树种选择突出适应性强，寿命长树种，营造良好
生境与稳定生态系统。

主要规划以香樟、广玉兰等常绿树种为主；重点打造春花景观与秋季色叶景观效果，主要选
用日本晚樱、垂丝海棠等打造城市春花景观；选用银杏、池杉、无患子、枫香等秋色叶色彩丰富
的树种打造秋色景观。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特性

1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较耐水湿，树大荫浓，四季常青，枝叶秀丽而具有香气

2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木兰属 常绿乔木，枝繁叶茂，夏季开花，芳香四溢

4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银杏属 喜光树种，深根性，对气候、土壤的适应性强

5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科枫香树属 喜温暖湿润气候，性喜光，幼树稍耐阴，耐干旱瘠薄土壤

6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喜光，稍耐阴，耐寒能力较强。深根性，抗风力强，能耐干旱

7 池杉 Taxodium ascendens 杉科落羽杉属 喜阳，不耐庇荫，耐湿性强，也具一定的耐旱性

8 日本晚樱 Cerasus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蔷薇科樱属 喜阳光，深厚肥沃而排水良好的土壤，有一定的耐寒能力

9 垂丝海棠 Malus halliana 蔷薇科苹果属 喜阳光，喜温暖湿润环境，适生于阳光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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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4.3 城区生态走廊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宁波市分区树种推荐示意图

姚江绿心公园（新建）

城区生态走廊是从近郊风景旅游区引入城区内部的通风走廊，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重要举措。主要选取生态走廊上具有生态性和特色性的公园绿地，通过这些公园绿地来展
现宁波城市的生态特色景观。

江北生态公园（建设中）

北部生态林带（新建）

绿核公园（建设中）

东部生态走廊（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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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城区生态走廊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序号 名称 状态 观赏特性 主要植物 意向图

1 姚江绿心公园 新建
      城区西部面积较大绿地，营造良
好生境，承载西部生态走廊的核心地
带

香樟、枫香、广玉兰等

2 江北生态公园 建设中
城区北部面积较大的生态绿地，

营造了湿地生态景观的同时扮演着
生态净化和游憩的场所

落羽杉、池杉、旱柳、湿地松等

3 北部生态林带 新建

     以宁波植物园为核心的北部带状
绿地，作为天然生态走廊，连接东西
部分生态绿地

香樟、无患子、垂丝海棠、
日本晚樱等

4 绿核公园 建设中
主题以绿色生态为核心，主要以

展现植物绿色为主，体现出一年四季
绿色盎然的景观，使城市充满活力

香樟、池杉、无患子等

5 东部生态走廊 新建
      城区东部重要生态绿地，也作为
东部生态走廊核心绿地，起承上启下
的重要作用

湿地松、银杏、广玉兰、
池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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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绕城生态环树种规划宁波市郊野绿地分布示意图

东  海

东  海

北

主要树种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特性

1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科枫香树属 喜温暖湿润气候，优良的观赏树种，成片种植秋季可形成壮丽的植物景观

2 悬铃木 Platanus acerifolia 悬铃木科悬铃木属 落叶乔木，生长迅速 , 冠大荫浓 , 抗逆性强 , 耐寒性好，萌芽力强 , 耐修剪

3 娜塔栎 Quercus nuttallii 壳斗科栎属 落叶乔木，具有多种色叶变化，具有极高的观赏性，极耐水湿

4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杉科水杉属 喜光，树形挺拔，打造优美的林冠线

5 东方杉 Taxodium mucronatum ×Cryptomeria 
fortunei 杉科落羽杉属 景观效果好，并且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风，耐盐碱，耐水湿

6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樟属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较耐水湿，枝叶秀丽而具有香气

7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山茶科山茶属 树姿优美，叶翠，花色艳丽多彩，花形优雅多姿

本规划范围主要覆盖绕城高速沿线周边带状区域，以及其向城郊、山地辐射的区域。范围根
据《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中城市开发边界确定。

主要规划以香樟、山茶等常绿树种为主，呈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林带景观；兼顾城郊秋
季色叶景观效果，主要选用东方杉、悬铃木、娜塔栎等秋色叶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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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样点规划
宁波市分区树种推荐示意图

慈城新区中心湖公园（新建）

中一生态园（已建成，待提升）

东钱湖风景名胜区（部分已建成，待提升）

龙山公园（已建成，待提升）

荪湖公园（已建成，待提升）

重点选择不同性质的公园进行综合分析，如生态园、风景名胜区、综合公园、历史文化园等，充分代表城郊生态绿带上的不同类型，形成各具特色的观赏景观效果。

4.4 绕城生态环树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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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状态 观赏特性 主要植物 意向图

1 慈 城 新 区 中
心湖公园 新建 多种植秋色叶树，以娜塔栎、水杉等为主，做到四季有景可观，

三季有花可赏 
水 杉、 东 方 杉、 娜

塔栎、香樟等

2 中一生态园 已建成、待提升 设计形成“一心两片，蓝绿双轴”的结构，北片以大片香樟林
为主，营造古木参天，遮阴蔽日的效果。     

香 樟、 朴 树、 山 茶
等

3 东钱湖风景
名胜区

部分已建成、待提
升

东钱湖是浙东风景胜地，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中层补种山
茶、桂花、梅等代表当地历史文化的树种 山茶、桂花、梅等

4 荪湖公园 已建成、待提升 以寺庙文化为盛，文化底蕴丰富，可多种香樟、枫香、银杏等
植物

香樟、枫香、银杏
等

5 龙山公园 已建成、待提升 可多增加一些夏冬季观赏树种，增加整体的观赏性 紫薇、山茶等

样点规划
4.4 绕城生态环树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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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滨海土壤多为盐碱地，规划遵循植物生长的自身规律以及对植物防风抗倒伏的要求，因地
制宜，合理科学配置，注重植物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在滨海区段，以普陀樟、台湾蚊母树、红
楠等当地大量栽植的耐盐碱树种为主，并配以黑松等常绿树。在突出常绿阔叶景观的同时，采取季
相与色彩变化，如将东方杉、悬铃木、紫薇等植物穿插布置，从而形成富于变化、层次分明的组群
配置。

北

宁波市滨海绿带分布示意图 4.5 滨海绿带树种规划
主要树种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科属 习性

1 普陀樟 Cinnamomum japonicum var. 
chenii 樟科樟属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不强，适于生长在海滨山坡林中，也见于岩质海岸岬角岩壁

2 台湾蚊母树 Distylium racemosum 金缕梅科蚊母树属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不强。生于山坡，山脊林中、林缘及灌丛中，也见于岩制海岸灌丛中

3 红楠 Machilus thunbergii 樟科润楠属 生于滨海山坡林中，在自然界多生于低山阴坡湿润处

4 黑松 Pinus thunbergii 松科松属 生长较快，生于大陆海岸地区、海岛丘陵的面海山坡，也见于海滨沙滩潮上带、风成沙丘上

5 榧树 Torreya grandis 红豆杉科榧树属 喜光，好凉爽湿润的环境，常散生于的黄壤谷地，忌积水低洼地，干旱瘠薄处生长不良，能耐寒

6 东方杉 Taxodium mucronatum 
×Cryptomeria fortunei 杉科落羽杉属 并且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风，耐水湿的优良特性

7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榆科朴属 落叶乔木，绿荫浓郁，树冠宽广，深根性，抗风性强，可作防风护堤树种

8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紫薇属 园林栽培品种繁多，开花时正当夏秋少花季节，花期长，易形成城市特色景观

9 悬铃木 Platanus acerifolia 悬铃木科悬铃木属 落叶乔木，生长迅速 , 冠大荫浓 , 抗逆性强 , 耐寒性好，萌芽力强 , 耐修剪

10 海滨木槿 Hibiscus hamabo 锦葵科木槿属 消浪林和海堤防护林树种，海滨木槿极耐盐碱 , 耐海潮间歇性淹没和海浪溅泼 , 根系发达 , 具有较强的抗风和消浪性能 , 
能大大减少海浪溅泼冲刷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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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滨海绿带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宁波市分区树种推荐示意图

北

大笠山海滨公园（新建）

北仑山滨海公园（新建）

大榭海港公园（新建）

样点规划

白峰公园（新建）

根据海湾、岛，分流处等不同的地理位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公园，展示不同的植物特色和景观风貌，在植物选择上同时满足土壤盐碱性和防风抗倒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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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状态 观赏特性 主要植物

1 大笠山海滨公园 新建
主要以普陀樟、红楠为主，也种植较多紫薇。让来
大笠山海滨公园的游客四季都可看到交替盛开的鲜
花。

普陀樟、红楠、紫
薇等

2 大榭海港公园 新建 以滨海树种为主体，棕榈科植物为特色
华盛顿棕榈、布迪
椰子、银海枣、台
湾蚊母树、榧树等

3 北仑山滨海公园 新建 设计以紫薇为特色的滨海公园，向游人展示适生于
宁波地区的新优紫薇品种

黑松、东方杉、紫
薇等    

4 白峰公园 新建 以线形绿色开敞空间为主，沿江一侧，种植悬铃木、
红楠等适合当地生长的树种，形成带状景观。

悬铃木、红楠、乌
桕等

4.5 滨海绿带树种规划
样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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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道路树种规划

次干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支路

序号 道路类型 道路名称 原有行道树 规划基调树种 规划骨干树种 规划策略
1

快速路

通途路 香樟、银杏

香樟、紫薇

银杏、桂花、梅 贯穿城区中心，中层补植桂花、梅、紫薇等，使其四季皆有景可观
2 广德湖北路 香樟、无患子、石楠 无患子、石楠 中层补植紫薇，营造夏季景观
3 鄞州大道 香樟、玉兰 池杉、垂丝海棠 中层补植垂丝海棠、紫薇等，无行道树路段新种银杏、池杉等
4 世纪大道 香樟、玉兰、紫叶李 玉兰、日本晚樱 将长势不好的紫叶李替换成日本晚樱，中层补植紫薇
5

主干路

江南路 杜英、无患子、碧桃

香樟、山茶

银杏、鸡爪槭、碧桃 中层补植鸡爪槭、碧桃、山茶等，部分无行道树的路段新种银杏
6 大闸路 香樟、合欢、鸡爪槭 合欢、鸡爪槭、梅 位于城区中心路段，中层补植鸡爪槭、梅、山茶等，使其四季皆有景可观

7 环城北路 香樟 二乔玉兰、玉兰、垂丝海棠 贯穿城区中心，大部分无行道树路段新种二乔玉兰、玉兰等，中层补植垂丝
海棠、山茶等，使其四季皆有景可观

8 雄镇路 紫叶李、日本晚樱、桂花 紫叶李、日本晚樱、桂花 现状道路景观较好，中层适当补植日本晚樱、山茶等

9

次干路

联丰路 香樟

香樟、东京樱花

杂交鹅掌楸、桂花、梅 部分无行道树路段新种杂交鹅掌楸，中层补植桂花、梅、东京樱花等，丰富
景观序列

10 甬江大道 榉树、银杏、日本晚樱 榉树、银杏、东京樱花 中层适当补植东京樱花，与总体规划相呼应

11 小浃江路 香樟、紫叶李 无患子、紫叶李、垂丝海棠 部分无行道树路段新种无患子，中层适当补植东京樱花、垂丝海棠等，丰富
季相变化

12 康庄北路 香樟、无患子 无患子、垂丝海棠 中层适当补植垂丝海棠、东京樱花等
13 康庄南路 香樟、桂花 玉兰、桂花、梅 部分无行道树路段新种玉兰，中层适当补植梅、东京樱花等
14

支路
大通路 -

香樟、黄山栾树
桂花 新种香樟和黄山栾树等作为行道树，中层种植桂花，丰富群落结构

15 桕墅方路 香樟、黄山栾树、桂花 鸡爪槭 中层适当补植鸡爪槭，丰富秋季景观

宁波市城区行道树大部分选用香樟，同质
化严重，特征不明显，部分城区道路行道树现
状如下表所示。本次规划建议保留原有行道树
的同时，在较宽道路中层增加与总体规划相呼
应的开花、色叶树种，如在设有 6 车道的广德
湖北路补植紫薇；部分无行道树道路，依据总
体规划，新种长势好、特点突出、景观效果好
的树种，如将现状行道树较少的环城北路的行
道树骨干树种规划为二乔玉兰、玉兰、垂丝海
棠。实现一路一品一街一景的道路树种规划目
标，全面提升宁波城区道路景观。

北

广德湖北路

鄞州大道

环城北路

雄镇路

大闸路
联丰路 通途路

世纪大道

江南路
甬江大道

小浃江路

康庄北路

康庄南路

大通路

桕墅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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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荐树种

5.1 宁波市城区园林绿化树种推荐表

5.2 行道树树种推荐表

5.3 耐水湿树种推荐表

5.4 滨海绿地树种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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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银杏 银杏科 银杏属 Ginkgo biloba 落叶

2 浙江油杉 松科 油杉属 Keteleeria cyclolepis 常绿

3 华东黄杉 松科 黄杉属 Pseudotsuga gaussenii 常绿

4 金钱松 松科 金钱松属 Pseudolarix amabilis 落叶

5 雪松 松科 雪松属 Cedrus deodara 常绿

6 垂枝雪松 松科 雪松属 Cedrus deodara 'Pendula' 常绿

7 曲枝雪松 松科 雪松属 Cedrus deodara 'Raywood's Contorted' 常绿

8 金叶雪松 松科 雪松属 Cedrus deodara 'Aurea' 常绿

9 黑松 松科 松属 Pinus thunbergii 常绿

10 湿地松 松科 松属 Pinus elliottii 常绿

11 日本五针松 松科 松属 Pinus parviflora 常绿

12 杉木 杉科 杉木属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常绿

13 柳杉 杉科 柳杉属 Cryptomeria fortunei 常绿

14 北美红杉 杉科 北美红杉属 Sequoia sempervirens 常绿

15 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distichum 落叶

16 垂枝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distichum 'Pendens' 落叶

17 池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ascendens 落叶

18 墨西哥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mucronatum 半常绿

19 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落叶

20 垂枝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Pendulum' 落叶

21 金叶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Aurea' 落叶

22 日本香柏 柏科 崖柏属 Thuja standishii 常绿

23 柏木 柏科 柏木属 Cupressus funebris 常绿

24 圆柏 柏科 圆柏属 Sabina chinensis 常绿

25 龙柏 柏科 圆柏属 Sabina chinensis 'Kaizuca' 常绿

26 铺地柏 柏科 圆柏属 Sabina procumbens 常绿

27 罗汉松 罗汉松科 罗汉松属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常绿

28 斑叶罗汉松 罗汉松科 罗汉松属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Agenteus' 常绿

29 南方红豆杉 红豆杉科 红豆杉属 Taxus chinensis 常绿

30 香榧 红豆杉科 榧树属 Torreya grandis 'Merrillii' 常绿

31 长叶榧树 红豆杉科 榧树属 Torreya jackii 常绿

32 紫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liliflora 落叶

33 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落叶

34 维奇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veitchii 落叶

35 星花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stellata 落叶

36 麦瑟尔莲瓣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 loebneri 'Leonard Messel' 落叶

37 光塔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Sunspire' 落叶

38 贝蒂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Betty' 落叶

39 多瓣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Multitepala' 落叶

40 红脉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Red Nerve' 落叶

41 飞黄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Fei Huang' 落叶

42 蝴蝶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Butterflies' 落叶

43 薄荷棒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Peppermint Stick' 落叶

44 二乔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 soulangeana 落叶

45 望春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biondii 落叶

46 紫望春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biondii f. purpurascens 落叶

47 天目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amoena 落叶

48 黄山木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cylindrica 落叶

49 广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grandiflora 常绿

50 狭叶广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grandiflora 'Exmouth' 常绿

51 厚朴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officinalis 落叶

52 凹叶厚朴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officinalis ssp. biloba 落叶

53 木莲 木兰科 木莲属 Manglietia fordiana 常绿

54 乳源木莲 木兰科 木莲属 Manglietia yuyuanensis 常绿

55 含笑花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figo 常绿

56 深山含笑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maudiae 常绿

57 乐昌含笑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chapensis 常绿

58 观光木 木兰科 观光木属 Tsoongiodendron odorum 常绿

59 乐东拟单性木兰 木兰科
拟单性木兰

属
Parakmeria lotungensis 常绿

60 鹅掌楸 木兰科 鹅掌楸属 Liriodendron chinense 落叶

61 北美鹅掌楸 木兰科 鹅掌楸属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落叶

62 杂交鹅掌楸 木兰科 鹅掌楸属 chinense × tulipifera 落叶

63 蜡梅 蜡梅科 蜡梅属 Chimonanthus praecox 落叶

64 素心蜡梅 蜡梅科 蜡梅属 Chimonanthus praecox 'Concolor' 落叶

65 大花素心蜡梅 蜡梅科 蜡梅属 Chimonanthus praecox 'Luteo-grandiflorus' 落叶

66 山蜡梅 蜡梅科 蜡梅属 Chimonanthus nitens 常绿

67 香樟 樟科 樟属 Cinnamomum camphora 常绿

68 天竺桂 樟科 樟属 Cinnamomum japonicum 常绿

69 薄叶润楠 樟科 润楠属 Machilus leptophylla 常绿

70 浙江楠 樟科 楠木属 Phoebe chekiangensis 常绿

71 楠木 樟科 楠木属 Phoebe zhennan 常绿

72 檫木 樟科 檫木属 Sassafras tzumu 落叶

73 豹皮樟 樟科 木姜子属 Litsea coreana var. sinensis 常绿

74 舟山新木姜子 樟科 木姜子属 Neolitsea sericea 常绿

75 香叶树 樟科 山胡椒属 Lindera communis 常绿

76 二球悬铃木 悬铃木科 悬铃木属 Platanus acerifolia 落叶

77 三球悬铃木 悬铃木科 悬铃木属 Platanus orientalis 落叶

78 一球悬铃木 悬铃木科 悬铃木属 Platanus occidentalis 落叶

79 蚊母树 金缕梅科 蚊母树属 Distylium racemosum 常绿

80 杨梅叶蚊母树 金缕梅科 蚊母树属 Distylium myricoides 常绿

81 金缕梅 金缕梅科 金缕梅属 Hamamelis mollis 落叶

82 枫香 金缕梅科 枫香树属 Liquidambar formosana 落叶

83 北美枫香 金缕梅科 枫香树属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落叶

84 交让木 交让木科 交让木属 Daphniphyllum macropodum 常绿

85 杜仲 杜仲科 杜仲属 Eucommia ulmoides 落叶

86 榆树 榆科 榆属 Ulmus pumila 落叶

87 榔榆 榆科 榆属 Ulmus parvifolia 落叶

88 榉树 榆科 榉树属 Zelkova serrata 落叶

89 朴树 榆科 朴树属 Celtis sinensis 落叶

90 黑弹树 榆科 朴树属 Celtis bungeana 落叶

91 珊瑚朴 榆科 朴树属 Celtis julianae 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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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青檀 榆科 青檀属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落叶

93 桑 桑科 桑属 Morus alba 落叶

94 美国山核桃 胡桃科 山核桃属 Carya illinoensis 落叶

95 青钱柳 胡桃科 青钱柳属 Cyclocarya paliurus 落叶

96 核桃 胡桃科 胡桃属 Juglans regia 落叶

97 湖北枫杨 胡桃科 枫杨属 Pterocarya hupehensis 落叶

98 枫杨 胡桃科 枫杨属 Pterocarya stenoptera 落叶

99 杨梅 杨梅科 杨梅属 Myrica rubra 常绿

100 板栗 壳斗科 栗属 Castanea mollissima 落叶

101 米槠 壳斗科 栲属 Castanopsis carlesii 常绿

102 甜槠 壳斗科 栲属 Castanopsis eyrei 常绿

103 栲 壳斗科 栲属 Castanopsis fargesii 常绿

104 苦槠 壳斗科 栲属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常绿

105 青冈 壳斗科 青冈属 Cyclobalanopsis glauca 常绿

106 水青冈 壳斗科 水青冈属 Fagus longipetiolata 落叶

107 东南石栎 壳斗科 石栎属 Lithocarpus harlandii 常绿

108 麻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acutissima 落叶

109 槲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aliena 落叶

110 槲树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dentata 落叶

111 白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fabri 落叶

112 娜塔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nuttallii 落叶

113 沼生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palustris 落叶

114 枹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serrata 落叶

115 栓皮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variabilis 落叶

116 弗吉尼亚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virginaiana 常绿

117 桤木 桦木科 桤木属 Alnus cremastogyne 落叶

118 光皮桦 桦木科 桦木属 Betula luminifera 落叶

119 水桦 桦木科 桦木属 Betula nigra 落叶

120 山茶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常绿

121 浙江红山茶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chekiang-oleosa 常绿

122 冬红山茶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uraku 常绿

123 油茶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oleifera 常绿

124 山茶‘百万富翁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Baiwan Fuweng' 常绿

125 山茶‘彩丹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Caidan' 常绿

126 山茶‘白三学士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Bai Sanxueshi' 常绿

127 山茶‘白十八学士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Bai Shiba Xueshi' 常绿

128 山茶‘白十样景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Bai Shiyangjing' 常绿

129 山茶‘白五色芙蓉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Bai Wuse Furong' 常绿

130 山茶‘长蕊金心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Changrui Jinxin' 常绿

131 山茶‘大红宝塔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Dahong Baota' 常绿

132 山茶‘大红金心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Dahong Jinxin' 常绿

133 山茶‘大朱砂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Dazhusha' 常绿

134 山茶‘彩叶东方亮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Caiye Dongfangliang' 常绿

135 山茶‘彩海姑娘 '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japonica 'Caihai Guniang' 常绿

136 木荷 山茶科 木荷属 Schima superba 常绿

137 亮叶厚皮香 山茶科 厚皮香属 Ternstroemia nitida 常绿

138 杜英 杜英科 杜英属 Elaeocarpus decipiens 常绿

139 梧桐 梧桐科 梧桐属 Firmiana simplex 落叶

140 柞木 大风子科 柞木属 Xylosma racemosum 常绿

141 柽柳 柽柳科 柽柳属 Tamarix chinensis 落叶

142 响叶杨 杨柳科 杨属 Populus adenopoda 落叶

143 加杨 杨柳科 杨属 Populus × canadensis 落叶

144 意大利 214 杨 杨柳科 杨属 Populus 'I-214' 落叶

145 垂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babylonica 落叶

146 银叶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chienii 落叶

147 大叶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gnifica 落叶

148 河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chaenomeloides 落叶

149 旱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tsudana 落叶

150 红叶河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tsudana 'Purpurea' 落叶

151 龙须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tsudana 'Tortuose' 落叶

152 银芽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  leucopithecia 落叶

153 南川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rosthornii 落叶

154 日本三蕊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triandra var. nipponica 落叶

155 乌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cathayensis 落叶

156 浙江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glaucifolia 落叶

157 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kaki 落叶

158 野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kaki var. sylvestris 落叶

159 君迁子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lotus 落叶

160 油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oleifera 落叶

161 老鸦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rhombifolia 落叶

162 白辛树 野茉莉科 白辛树属 Pterostyrax psilophyllus 落叶

163 秤锤树 野茉莉科 秤锤树属 Sinojackia xylocarpa 落叶

164 安息香 野茉莉科 野茉莉属 Styrax benzoin 落叶

165 白花龙 野茉莉科 野茉莉属 Styrax faberi 落叶

166 山矾 山矾科 山矾属 Symplocos sumuntia 落叶

167 棱角山矾 山矾科 山矾属 Symplocos tetragona 常绿

168 唐棣 蔷薇科 唐棣属 Amelanchier sinica 落叶

169 木瓜海棠 蔷薇科 木瓜属 Chaenomeles cathayensis 落叶

170 木瓜 蔷薇科 木瓜属 Chaenomeles sinensis 落叶

171 湖北山楂 蔷薇科 山楂属 Crataegus hupehensis 落叶

172 山楂 蔷薇科 山楂属 Crataegus pinnatifida 落叶

173 枇杷 蔷薇科 枇杷属 Eriobotrya japonica 常绿

174 垂丝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halliana 落叶

175 重瓣垂丝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halliana 'Parkmanii' 落叶

176 垂枝垂丝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halliana 'Pendula' 落叶

177 白花垂丝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halliana var. spontanea 落叶

178 斑叶垂丝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halliana 'Variegata' 落叶

179 西府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 micromalus 落叶

180 ‘丽丝 '茂丽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moerlandsii 'Liset' 落叶

181 ‘丰盛 '茂丽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moerlandsii 'Profusion' 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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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雷蒙 '紫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purpurea 'Lemoinei' 落叶

183 裂叶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sieboldii 落叶

184 海棠花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spectabilis 落叶

185 ‘道格 '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Dolgo' 落叶

186 ‘火焰 '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Flame' 落叶

187 ‘宝石 '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Jewelberry' 落叶

188 ‘红玉 '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Red Jade' 落叶

189 ‘雪球 '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Snowdrift' 落叶

190 ‘钻石 '海棠 蔷薇科 苹果属 Malus 'Sparkler' 落叶

191 椤木石楠 蔷薇科 石楠属 Photinia davidsoniae 常绿

192 红叶石楠 蔷薇科 石楠属 Photinia × fraseri 'Red Robin' 常绿

193 石楠 蔷薇科 石楠属 Photinia serrulata 常绿

194 杏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armeniaca 落叶

195 美人梅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 blireana  'Meiren' 落叶

196 樱李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cerasifera 落叶

197 红叶李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cerasifera 'Newportii' 落叶

198 紫叶李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cerasifera 'Pissardii' 落叶

199 麦李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glandulosa 落叶

200 大寒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kanzakura 'Ohkanzakura' 落叶

201 寒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 kanzakura 'Praecox' 落叶

202 横滨绯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 kanzakura 'Yokohama-hizakura' 落叶

203 日本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落叶

204 ‘牡丹 '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Botanzakura' 落叶

205 ‘关山 '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Kanzan' 落叶

206 ‘河津 '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Kawaza-zakura' 落叶

207 ‘菊垂 '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Kiku-shidare' 落叶

208 ‘普贤象 '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Shirofugen' 落叶

209 ‘白妙 '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Shirotae' 落叶

210 ‘大渔 '晚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lannesiana 'Tairyo-zakura' 落叶

211 梅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mume 落叶

212 ‘小绿萼 '梅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mume 'Xiao Lv'e' 落叶

222 ‘玉蝶 '梅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mume 'Yudie' 落叶

223 稠李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padus 落叶

224 ‘潘多拉 '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parvifolia 'Pandora' 落叶

225 桃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persica 落叶

226 碧桃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persica 'Duplex' 落叶

227 李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alicina 落叶

228 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落叶

229 重瓣白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Albo-plena' 落叶

230 红白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Albo-rosea' 落叶

231 关山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Kanzan' 落叶

232 河津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Kawaza-zakura' 落叶

233 重瓣红缨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Roseo-plena' 落叶

234 山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var. spontanea 落叶

235 瑰丽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errulata 'Superba' 落叶

236 大岛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peciosa 落叶

237 赤实大岛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pecoisa 'Akami-ohshima' 落叶

238 启翁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peciosa 'Keio-zakura' 落叶

239 伊豆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specoisa 'Izuzakura' 落叶

240 日本早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 subhirtella 落叶

241 十月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 subhirtella 'Autumnalis' 落叶

242 大叶早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 subhirtella var. ascendens 落叶

243 榆叶梅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triloba 落叶

244 紫叶稠李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virginiana 'Canada Red' 落叶

245 欧洲酸樱桃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vulgaris 落叶

246 东京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yedoensis 落叶

247 ' 吉野 '东京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yedoensis 'Somei-yoshino' 落叶

248 大叶桂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zippenliana 常绿

249 杜梨 蔷薇科 梨属 Pyrus betulifolia 落叶

250 豆梨 蔷薇科 梨属 Pyrus calleryana 落叶

251 沙梨 蔷薇科 梨属 Pyrus pyrifolia 落叶

252 山楂 蔷薇科 山楂属 Crataegus pinnatifida 落叶

253 银荆 含羞草科 金合欢属 Acacia dealbata 常绿

254 山合欢 含羞草科 合欢属 Albizia macrophylla 落叶

255 合欢 含羞草科 合欢属 Albizia julibrissin 落叶

256 白花合欢 含羞草科 合欢属 Albizia kalkora 落叶

257 紫穗槐 蝶形花科 紫穗槐属 Amorpha fruticosa 落叶

258 刺桐 蝶形花科 刺桐属 Erythrina variegata 落叶

259 花榈木 蝶形花科 花榈木属 Ormosia henryi 常绿

260 红豆树 蝶形花科 花榈木属 Ormosia hosiei 常绿

261 刺槐 蝶形花科 刺槐属 Robinia pseudoacacia 落叶

262 龙爪槐 蝶形花科 槐树属 Sophora japonica var. pendula 落叶

263 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indica 落叶

264 浙江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limii 落叶

265 尾叶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caudata 落叶

266 多花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floribundia 落叶

267 南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落叶

268 紫薇‘白密香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Baimixiang' 落叶

269 紫薇‘彩霞满天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Caixia Mantian' 落叶

270 紫薇‘垂枝红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Chuizhi Hong' 落叶

271 紫薇‘粗爪粉薇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Cuzhua Fen' 落叶

272 紫薇‘大花垂枝紫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Dahua Chuizhizi' 落叶

273 紫薇‘繁花似锦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Fanhuasijin' 落叶

274 紫薇‘珊瑚堇薇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Shanhu Jin' 落叶

275 紫薇‘银边紫霞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Yinbian Zixia' 落叶

276 紫薇‘长爪垂枝白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Changzhua Chuizhibai' 落叶

277 紫薇‘白花紫薇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Alba' 落叶

278 紫薇‘蓝薇 '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Caerulea' 落叶

279 红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 indica 'Rubra' 落叶

280 蓝果树 蓝果树科 蓝果树属 Nyssa sinensis 落叶

序号 植物名称 科 属 拉丁学名 生活型 序号 植物名称 科 属 拉丁学名 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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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多花紫树 蓝果树科 蓝果树属 Nyssa sylvatica 落叶

282 灯台树 山茱萸科 梾木属 Cornus controversa 落叶

283 梾木 山茱萸科 梾木属 Cornus macrophylla 落叶

284 光皮梾木 山茱萸科 梾木属 Cornus wilsoniana 落叶

285 头状四照花 山茱萸科 四照花属 Dendrobenthamia capitata 落叶

286 秀丽四照花 山茱萸科 四照花属 Dendrobenthamia elegans 落叶

287 香港四照花 山茱萸科 四照花属 Dendrobenthamia hongkongensis 常绿

288 四照花 山茱萸科 四照花属 Dendrobenthamia japonica var. chinensis 落叶

289 卫矛 卫矛科 卫矛属 Euonymus alatus 落叶

290 肉花卫矛 卫矛科 卫矛属 Euonymus carnosus 落叶

291 西南卫矛 卫矛科 卫矛属 Euonymus hamitonianus 落叶

292 冬青 冬青科 冬青属 Ilex chinensis 常绿

293 北美冬青 冬青科 冬青属 Ilex verticillata 常绿

294 大叶冬青 冬青科 冬青属 Ilex latifolia 常绿

295 大果冬青 冬青科 冬青属 Ilex macrocarpa 常绿

296 长柄大果冬青 冬青科 冬青属 Ilex macrocarpa var. longipedunculata 落叶

297 铁冬青 冬青科 冬青属 Ilex rotunda 常绿

298 尾叶冬青 冬青科 冬青属 Ilex wilsonii 常绿

299 重阳木 大戟科 秋枫属 Bischofia polycarpa 落叶

300 山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discolor 落叶

301 白木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japonicum 落叶

302 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sebiferum 落叶

303 油桐 大戟科 油桐属 Vernicia fordii 落叶

304 枳椇 鼠李科 枳椇属 Hovenia acerba 落叶

305 枣 鼠李科 枣属 Ziziphus jujuba 落叶

306 黄山栾树 无患子科 栾树属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 integrifoliola 落叶

307 无患子 无患子科 无患子属 Sapindus mukorossi 落叶

308 七叶树 七叶树科 七叶树属 Aesculus chinensis 落叶

309 浙江七叶树 七叶树科 七叶树属 Aesculus chinensis var. chekiangeasis 落叶

310 色木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mono var. mono 落叶

311 平翅三角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buergerianum var. horizontale 落叶

312 宁波三角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buergerianum var. ningpoense 落叶

313  三角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buergerianum 落叶

314 青榨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davidii 落叶

315 鸡爪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lmatum 落叶

316 小鸡爪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lmatum var. thunbergii 落叶

317  羽扇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japonicum 落叶

318 建始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henryi 落叶

319 ‘夕阳红 '红花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rubrum 'Red Sunset' 落叶

320 ‘十月光荣 '红花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rubrum 'October Glory' 落叶

321 ‘秋焰 '杂种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Autum Blaze' 落叶

322
‘太平洋落日 '杂种

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ciflic Sunset' 落叶

323 ‘正红 '挪威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platanoides 'Crimson Senhy' 落叶

序号 植物名称 科 属 拉丁学名 生活型 序号 植物名称 科 属 拉丁学名 生活型 

324
‘红哨兵 '挪威

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platanoides 'Royal Red' 落叶

325 红枫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lmatum 'Atropurpureum' 落叶

326 羽毛枫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lmatum 'Dissectum' 落叶

327 红羽毛枫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lmatum 'Dissectum Ornatum' 落叶

328 花叶鸡爪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lmatum 'Reticulatum' 落叶

329 红边鸡爪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palmatum 'Roseo-marginatum' 落叶

330 黄连木 漆树科 黄连木属 Pistacia chinensis 落叶

331 臭椿 苦木科 臭椿属 Ailanthus altissima 落叶

332 香椿 楝科 香椿属 Toona sinensis 落叶

333 苦楝 楝科 楝属 Melia azedarach 落叶

334 柚 芸香科 柑橘属 Citrus maxima 常绿

335 柑橘 芸香科 柑橘属 Citrus reticulata 常绿

336 四季橘 芸香科 金橘属 Citrus × microcarpa 常绿

337 枳 芸香科 枳属 Poncirus trifoliata 落叶

338 花椒 芸香科 花椒属 Zanthoxylum bungeanum 落叶

339 厚壳树 紫草科 厚壳树属 Ehretia thyrsiflora 落叶

340 海州常山 马鞭草科 大青属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落叶

341 木犀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 常绿

342 宁波木犀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cooperi 常绿

343 丹桂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 'Aurantiacus Group' 常绿

344 金桂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 'Thunbergii Group' 常绿

345 银桂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 'Latifolias Group' 常绿

346 四季桂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 'Fragrans Group' 常绿

347 女贞 木犀科 女贞属 Ligustrum lucidum 常绿

348 小蜡 木犀科 女贞属 Ligustrum sinense 落叶

349 白蜡树 木犀科  梣属  Fraxinus chinensis 落叶

350 白花泡桐 玄参科 泡桐属 Paulownia fortunei 落叶

351 梓 紫葳科 梓属 Catalpa ovata 落叶

352 布迪椰子 棕榈科 弓葵属 Butia capitata 棕榈类

353 华盛顿棕榈 棕榈科 棕榈属 Washingtonia filifera 棕榈类

354 棕榈 棕榈科 棕榈属 Trachycarpus fortunei 棕榈类

355 孝顺竹 禾本科 孝顺竹属 Bambusa multiplex 竹类

356 凤尾竹 禾本科 孝顺竹属 Bambusa multiplex 'Fernleaf' 竹类

357 菲白孝顺竹 禾本科 孝顺竹属 Bambusa multiplex 'Albo-variegate' 竹类

358 花秆孝顺竹 禾本科 孝顺竹属 Bambusa multiplex 'Alphonse Karr' 竹类

359 金秆孝顺竹 禾本科 孝顺竹属 Bambusa multiplex 'Golden Goddess' 竹类

360 黄纹孝顺竹 禾本科 孝顺竹属 Bambusa multiplex 'Yellow-stripe' 竹类

361 刚竹 禾本科 刚竹属 Phyllostachys sulphurea 竹类

362 毛竹 禾本科 刚竹属 Phyllostachys edulis 竹类

363 黄秆毛竹 禾本科 刚竹属 Phyllostachys edulis 'Bicolor' 竹类

364 紫竹 禾本科 刚竹属 Phyllostachys nigra 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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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道树树种推荐表

1 广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grandiflora 常绿 观花

2 墨西哥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mucronatum 半常绿 观叶观干

3 湿地松 松科 松属 Pinus elliottii 常绿 观叶观形

4 香樟 樟科 樟属 Cinnamomum camphora 常绿 观形

5 女贞 木犀科 女贞属 Ligustrum lucidum 常绿 观花

6 银杏 银杏科 银杏属 Ginkgo biloba 落叶 观叶观干

7 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distichum 落叶 观叶观干

8 池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ascendens 落叶 观叶观干

9 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落叶 观叶观干

10 鹅掌楸 木兰科 鹅掌楸属 Liriodendron chinense 落叶 观叶

11 杂交鹅掌楸 木兰科 鹅掌楸属 L.chinense × tulipifera 落叶 观花

12 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denudata 落叶 观花

13 枫香 金缕梅科 枫香树属 Liquidambar formosana 落叶 观叶

14 北美枫香 金缕梅科 枫香树属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落叶 观叶

15 榔榆 榆科 榆属 Ulmus parvifolia 落叶 观花观叶

16 榉树 榆科 榉树属 Zelkova serrata 落叶 观叶观形

17 珊瑚朴 榆科 朴属 Celtis julianae 落叶 观干观形

18 枫杨 胡桃科 枫杨属 Pterocarya stenoptera 落叶 观姿观干

19 娜塔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nuttallii 落叶 观叶

20 青桐 梧桐科 梧桐属 Firmiana platanifolia 落叶 观叶观干

21 喜树 蓝果树科 喜树属 Camptotheca acuminata 落叶 观干观形

22 巨紫荆 豆科 紫荆属 Cercis glabra 落叶 观花观干

23 国槐 豆科 槐属 Sophora japonica 落叶 观干观形

24 合欢 豆科 合欢属 Albizia julibrissin 落叶 观叶

25 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sebiferum 落叶 观叶

26 重阳木 大戟科 秋枫属 Bischofia polycarpa 落叶 观花观形

27 无患子 无患子科 无患子属 Sapindus mukorossi 落叶 观叶

28 黄山栾树 无患子科 栾树属 Koelreuteria bipinnata var.integrifoliola 落叶 观花观叶

29 七叶树 七叶树科 七叶树属 Tsoongiodendron odorum 落叶 观叶

30 黄连木 槭树科 黄连木属 Pistacia chinensis 落叶 观形

31  三角槭  槭树科 槭属 Acer buergerianum 落叶 观叶

32 臭椿 苦木科 臭椿属 Ailanthus altissima 落叶 观叶
33 东京樱花 蔷薇科 李属 Prunus  yedoensis 落叶 观花

植物名称 科 属 拉丁学名 生活型 观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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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蚊母树 金缕梅科 蚊母树属 Distylium racemosum 常绿 观叶

2 女贞 木犀科 女贞属 Ligustrum lucidum 常绿 观叶

3 湿地松 松科 松属 Pinus elliottii 常绿 观叶

4 东方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omera peizhongii 半常绿 观叶观干

5 中山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hybrid 'zhongshanshan' 半常绿 观姿

6 墨西哥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mucronatum 半常绿 观叶观干

7 白蜡树 木犀科 梣属 Fraxinus chinensis 落叶 观叶

8 柽柳 柽柳科 柽柳属 Tamarix chinensis 落叶 观叶观干

9 重阳木 大戟科 秋枫属 Bischofia polycarpa 落叶 观叶观干

10 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sebiferum 落叶 观叶观干

11 青钱柳 胡桃科 青钱柳属 Cyclocarya paliurus 落叶 观叶观干

12 枫杨 胡桃科 枫杨属 Pterocarya stenoptera 落叶 观叶观干

13 水紫树 蓝果树科 蓝果树属 Nyssa aquatica 落叶 观叶观干

14 蓝果树 蓝果树科 蓝果树属 Nyssa sinensis 落叶 观叶观干

15 桑 桑科 桑属 Morus alba 落叶 观叶观干

16 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落叶 观叶观干

17 金叶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Aurea' 落叶 观叶观干

18 垂枝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Pendulum' 落叶 观叶观干

19 池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ascendens 落叶 观叶观干

20 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distichum 落叶 观叶观干

21 垂枝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distichum 'Pendens' 落叶 观叶观干

22 水松 杉科 水松属 Glyptostrobus pensilis 落叶 观叶观干

23 木槿 锦葵科 木槿属 Hibiscus syriacus 落叶 观叶

24 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kaki 落叶 观叶观果

25 垂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babylonica 落叶 观叶观干

26 河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chaenomeloides 落叶 观叶观干

27 大叶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gnifica 落叶 观叶观干

28 旱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tsudana 落叶 观叶观干

29 红叶河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tsudana 'Purpurea' 落叶 观叶观干

30 龙须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tsudana 'Tortuose' 落叶 观叶观干

31 南川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rosthornii 落叶 观叶观干

32 榔榆 榆科 榆属 Ulmus parvifolia 落叶 观叶观干

33 沼生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palustris 落叶 观叶观干

34 水竹 禾本科 刚竹属 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 落叶 观叶观干

植物名称 科 属 拉丁学名 生活型 观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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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豆梨 蔷薇科 梨属 Pyrus calleryana 落叶 观果

46 沙梨 蔷薇科 梨属 Pyrus pyrifolia 落叶 观果

47 白檀 山矾科 山矾属 Symplocos paniculata 落叶 观花

48 山矾 山矾科 山矾属 Symplocos sumuntia 落叶 观花

49 四照花 山茱萸科 四照花属 Dendrobenthamia japonica var. chinensis 落叶 观果观叶

50 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落叶 观叶

51 金叶水杉 杉科 水杉属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Aurea' 落叶 观干观叶

52 池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ascendens 落叶 观枝观干

53 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distichum 落叶 观姿

54 乌柿 柿树科 柿树属 Diospyros cathayensis 落叶 观果

55 二球悬铃木 悬铃木科 悬铃木属 Platanus acerifolia 落叶 观果观干

56 垂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babylonica 落叶 观叶

57 银叶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chienii 落叶 观叶

58 旱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matsudana 落叶 观枝

59 日本三蕊柳 杨柳科 柳属 Salix triandra var. nipponica 落叶 观枝

60 朴树 榆科 朴属 Celtis sinensis 落叶 观叶

61 榔榆 榆科 榆属 Ulmus parvifolia 落叶 观叶

62 榆树 榆科 榆属 Ulmus pumila 落叶 观叶

63 榉树 榆科 榉属 Zelkova serrata 落叶 观叶

1 龙柏 柏科 圆柏属 Sabina chinensis 'Kaizuca' 常绿 观姿

2 南方红豆杉 红豆杉科 红豆杉属 Taxus chinensis 常绿 观果观干

3 香榧 红豆杉科 榧树属 Torreya grandis 'Merrillii' 常绿 观叶观果

4 长叶榧树 红豆杉科 榧树属 Torreya jackii 常绿 观叶观果

5 杨梅叶蚊母树 金缕梅科 蚊母树属 Distylium myricoides 常绿 观枝观叶

6 蚊母树 金缕梅科 蚊母树属 Distylium racemosum 常绿 观枝观叶

7 罗汉松 罗汉松科 罗汉松属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常绿 观姿

8 宁波木犀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cooperi 常绿 观花观叶

9 桂花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 常绿 观花观叶

10 浙江红山茶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chekiang-oleosa 常绿 观花

11 冬红山茶 山茶科 山茶属 Camellia uraku 常绿 观花

12 北美红杉 杉科
北美红杉

属
Sequoia sempervirens 常绿 观姿

13 中山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hybrid  'zhongshanshan' 半常绿 观姿

14 墨西哥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mucronatum 半常绿 观枝观干

15 湿地松 松科 松属 Pinus elliottii 常绿 观姿

16 黑松 松科 松属 Pinus thunbergii 常绿 观姿

17 香樟 樟科 樟属 Cinnamomum camphora 常绿 观叶

18 红楠 樟科 润楠属 Machilus thunbergii 常绿 观干观叶

19 舟山新木姜子 樟科 木姜子属 Neolitsea sericea 常绿 观果

20 柽柳 柽柳科 柽柳属 Tamarix chinensis 落叶 观枝

21 重阳木 大戟科 秋枫属 Bischofia polycarpa 落叶 观叶

22 山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discolor 落叶 观叶

23 白木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japonicum 落叶 观叶

24 乌桕 大戟科 乌桕属 Sapium sebiferum 落叶 观叶

25 湖北枫杨 胡桃科 枫杨属 Pterocarya hupehensis 落叶 观姿观花

26 娜塔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nuttallii 落叶 观干观叶

27 沼生栎 壳斗科 栎属 Quercus palustris 落叶 观叶

28 臭椿 苦木科 臭椿属 Ailanthus altissima 落叶 观果观叶

29 香椿 楝科 香椿属 Toona sinensis 落叶 观果观叶

30 苦楝 楝科 楝树 Melia azedarach 落叶 观果观姿

31 白蜡树 木犀科 梣属  Fraxinus chinensis 落叶 观干

32 小蜡 木犀科 女贞属 Ligustrum sinense 落叶 观枝观花

33 黄连木 漆树科 黄连木属 Pistacia chinensis 落叶 观叶观枝

34 浙江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limii 落叶 观花

35 尾叶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caudata 落叶 观花观干

36 多花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floribundia 落叶 观花观干

37 白花紫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Alba' 落叶 观花

38 紫薇‘白密香’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Baimixiang' 落叶 观花

39 紫薇‘彩霞满天’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Caixia Mantian' 落叶 观花

40 紫薇‘长爪垂枝白’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Changzhua Chuizhibai' 落叶 观花

41 紫薇‘垂枝红’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Chuizhi Hong' 落叶 观花

42 紫薇‘粗爪粉薇’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Cuzhua Fen' 落叶 观花

43 紫薇‘大花垂枝紫’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Dahua Chuizhizi' 落叶 观花

44 紫薇‘繁花似锦’ 千屈菜科 紫薇属 L.indica 'Fanhuasijin' 落叶 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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