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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兰州城区公共绿地、 小区、 单位庭院绿地花灌木种植情况的调查， 总结了8种适宜在兰州市
城区园林绿地中栽植的优良夏秋季花灌木的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及栽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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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灌木通常是指具有美丽芳香的花朵、 色彩
丰富的叶片或诱人可爱的果实等观赏性状的灌木

1
1.1

［1］

和观花小乔木

月季（Rosa chinensis Jacq.）
生物学特征

。 其种类繁多、 形态各异， 在园

蔷薇科蔷薇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 直立、 蔓

林植物群落中属于中间层， 起着乔木与地面、 建

生、 或攀援， 多数具有皮刺。 奇数羽状复叶， 叶

筑物与地面之间的连贯和过渡作用， 从而使得园

缘有锯齿。 花单生、 伞房、 复伞房及圆锥花序，

林景观在空间和季相上变得丰富多彩， 同时花灌

重瓣或复瓣， 花径 2.5～11.0 cm， 花色有红、 粉、

［2～4］

木也是自然风景的重要构成部分

。

兰州市冬季寒冷， 年降水量小、 蒸发量大，
污染严重， 城区园林绿地可应用的花灌木品种有

黄、 白、 橙、 紫、 复色等， 部分品种花具芳香型，
花期 5 — 11 月。
1.2

生长习性

限， 所用品种以早春开花为主， 常用的品种只有

月季喜温暖、 光照充足、 排水良好的环境，

茶香月季， 夏秋季花 灌 木 较 奇 缺 ， 景 观 较 为 单

宜种植在背风向阳处。 最佳生长温度 15～25 ℃，

调， 季相变化不明显。 为增加兰州城区园林植物

超过 33 ℃生长不良， 花变少、 变小， 色泽暗淡，

种类， 丰富植物多样性， 改变园林景观季相变化

低于 5 ℃开始休眠。 喜肥， 在肥水充足的条件下，

单调的现状， 实现三季有花、 四季常青的目标，

枝叶茂盛， 花盛色艳。 不耐积水， 对土壤要求不

我们对兰州城区公共 绿 地 、 小 区 、 单 位 庭 院 绿

严， 以疏松、 肥沃、 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较为适

地中所应用的花灌木种类及现状进行了调查，

宜。 耐旱、 耐寒， 抗病虫害能力强。

筛选出 8 种可应用于 城 区 绿 地 中 的 夏 秋 季 花 灌

1.3

木， 现将各品种的特 征 特 性 及 栽 培 要 点 总 结 如
下。

栽植要点
繁殖方法主要以嫁接、 扦插为主。 生长期加

强肥水管理， 花后及时剪除残花， 秋季控水控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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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前需进行重剪， 以利于安全越冬及翌年生长

月亮 （大花、 重瓣、 粉色）、 朱红女王 （大花、 重

旺盛、 开花繁茂。

瓣、 红色） 等， 均为多季连续开花。 目前在小区

1.4

庭院绿地中以家庭自主绿化应用较多。

主要应用品系

1.4.1

大花月季系

也叫杂交茶香月季。 常绿或

1.4.4

地被月季系

也叫爬蔓月季， 是月季中枝

半常绿灌木， 株高 1.0～1.8 m， 枝条直立， 茎上有

条以匍匐扩张型生长的一个品种系列。 单株 1 a 可

刺。 大花重瓣， 以单朵居多， 花色丰富艳丽， 多

萌生 50 个分枝以上， 枝条长度达 1～2 m。 叶片较

数极具芬芳的香气。 花期 5 — 11 月。

小， 深绿或翠绿。 花单朵或多朵聚生， 中花弄或

大花月季花期长， 色香俱备， 观赏价值较高，

小花型， 花径 2.5～7.0 cm。 花型有重瓣、 复瓣、

被誉为“花中皇后”。 可孤植或丛植于路旁、 草地

单瓣， 花色艳丽丰富， 有红色、 粉色、 紫色、 白

边、 林缘、 花台及花坛中， 也是庭院绿化的优良

色、 橙色等。 花期 5 月下旬至 11 月中下旬。

主要花灌木。 其耐寒性较强， 是兰州市园林绿地

地被月季可耐 -30 ℃的低温和 42 ℃高温， 在

中最早应用的唯一夏秋季花灌木品种， 目前仍是

年降水量 150～200 mm 的地区可正常生长。 对土

公共绿地、 公园及庭院绿地观花灌木中主要应用

壤要求不严， 耐瘠薄， 抗病虫害能力强。 主根最

品种。

深可扎入土壤 1～2 m 以下。 开花群体性强， 在园

1.4.2

丰花月季系

也叫聚花月季系。 丛生性落

林绿地中作色块、 路带及坡面绿化效果极为显著，

叶灌木， 直立而多分枝， 花单瓣或重瓣， 花径较

同时也是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流失的新型生态型

小（6～8 cm）且多花聚生（10～30朵）。 花红色、 粉

木本地被植物。 目前多作色块、 路带及坡面绿化，

色、 桃红色等， 花期 5 — 11 月。

可以应用的品种有地被 1 号、 红梅郎、 恋情火焰、

丰花月季耐热性、 耐寒性、 抗病能力均较强，

猩红梅荻郎、 玫瑰地毯、 皇家巴西诺、 哈德福俊、

生长健壮， 多数无香味或微香， 是花境、 花坛的优

巴西诺等。

良绿化材料。 兰州市园林绿地中最早应用的丰花月

2

季为“
杏花村”。 该品种花单瓣粉色， 耐寒性较强，

荆条］

后来陆续增加了
“
红帽子”（复瓣深红色）、 “
满堂红”

2.1 生物学特征

（复瓣大红色）、“
霍尔恩”（重瓣桃红色） 等品种。 目

木槿 ［
（Hibiscus syriacus Linn.）， 又名木 棉、

锦葵科木槿属落叶灌木。 株高 3～4 m。 叶菱

前仍是横纹花坛和镶边植物中主要应用品种。

形至三角状卵形， 长 3～10 cm， 宽 2～4 cm， 具深

1.4.3

也叫藤本月季。 是月季中以茎

浅不同的 3 裂或不裂， 边缘具不整齐齿缺。 花单

上钩刺或藤蔓靠它物攀缘生长的品系， 枝长 2～5

生于枝端叶腋间， 花萼钟形， 淡紫色、 粉红色，

m， 花径 2.5～11.0 cm 不等。 花单生、 聚生或簇

直径 5～6 cm， 单瓣或重瓣。 花期 7 — 10 月。

生， 花色十分丰富， 有红、 粉、 黄、 白、 橙、 紫、

2.2 生长习性

藤蔓月季

复色等。 花型有杯状、 球状、 盘状、 高芯等。 大

木槿喜光而稍耐阴， 喜温暖、 湿润气候， 较

部分品种花具芳香型。 花期 5 月中下旬至 11 月中

耐寒。 对土壤要求不严， 在重黏土中也能生长。

［5］

旬， 多数品种生长期连续开花

。

藤本月季因其攀援生长、 花大色艳且连续开

萌蘖性强， 耐修剪。
2.3 栽植要点

花， 在城市园林绿地中可以做成延绵不断的花篱、

繁殖方法主要以扦插繁殖为主， 也可用播种

花屏、 花墙、 花廊及各种象征性的理想立体绿化

法繁殖。 在兰州城区宜采用成苗， 种植地应选在

造型， 也可用于栏杆、 廊架、 墙面等绿化和装饰，

背风向阳处。

充分体现立体绿化的艺术性和美化性， 是城市立

2.4 园林用途

体绿化植物中的新秀。 兰州市于 2005 年首次在庆

木槿属于典型的夏秋季花灌木， 可丛植或列

阳路风车带大面积试栽， 景观效果较优， 成为标

植于街头绿地、 草坪、 及分车带中， 也可以作庭

志性街道。 适宜品种有光谱（大花、 重瓣、 复色）、

院点缀。 因其对二氧化硫与氯化物等有害气体具

西方大地（大花、 复瓣、 桔红色）、 夏令营 （小花、

有较强的抗性， 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滞尘功能， 是

大红色、 复瓣）、 安吉拉（中花、 复瓣、 粉色）、 兰

工矿区的优良绿化树种。 兰州市城区仅 1990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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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栽植要点

粉色）和长风公园（单瓣淡紫色）栽植。 近年又陆续

繁殖方法主要以扦插为主， 种子有一定的自

在街头绿地、 小游园、 庭院绿化及分车带中开始

播能力。 其基部萌芽力强， 年生长量 1.0～1.8 m，

大量应用， 景观效果好。

定植时株行距在 2 m 以上， 对水肥和土壤要求不

3

严。 为使翌年花繁叶茂， 入冬前需将地上部分全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Linn.） ， 又称痒痒

树、 百日红、 无皮树］

部剪除， 促使其重新萌发新枝， 当年花繁叶茂，

3.1

生物学特征

不需要修剪即可自然成景。 如入冬前不将地上部

千屈菜科紫薇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叶互生

分剪除， 枝条可以越冬， 但来年长势较弱， 影响

或有时对生， 椭圆形 、 阔 矩 圆 形 或 倒 卵 形 ， 长

其观赏性。

2.5～7 cm， 宽 1.5～4 cm。 花顶生圆锥花序， 花径

4.4 园林用途
醉鱼草花繁叶茂， 时直夏秋季节开花， 且花

7～20 cm。 花色有淡红色、 紫色或白色。 花期 6 —
9 月， 果期 9 — 12 月。

序大而艳丽， 花期长， 花色丰富， 栽培容易管理

3.2

生长习性

简单， 是优良的夏秋季观花灌木。 可丛植或孤植

紫薇喜暖湿气候， 喜光， 略耐阴， 喜肥， 尤

于庭院、 道路两侧及草坪上， 均能形成较好的自

喜深厚肥沃的砂质壤土， 耐寒， 萌蘖性强。
3.3

然式景观。
近几年已开始在兰州市庭院及公共绿地中应

栽植要点
紫薇采用播种和扦插两种方法繁殖。 树形有

用， 景观性较优。

独杆和丛生两种， 多植于背风向阳处。

5

多季玫瑰 ［
（Rosa rugosa）， 别称刺玫花、 徘徊

3.4

园林用途

花、 刺客、 穿心玫瑰］

紫薇作为典型的夏秋季花灌木， 花色鲜艳，

5.1 生物学特征

花期长， 植株寿命长，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在

蔷薇科蔷薇属落叶灌木， 高可达 2 m。 茎粗壮

园林绿地中可孤植、 对植、 群植、 丛植和列植等

丛生， 直立有刺。 奇数羽状复叶 5～9 枚。 花深粉

方式进行科学而艺术地造景， 与其它乔灌木合理

红色， 花大而具有芳香。 花期 6 — 8 月。

搭配形成丰富多彩景观效果。 因其具有吸收二氧

5.2 生长习性
在东北地区 -30 ℃可以安全过冬。 适应性强，

化硫、 氯气和氟化氢等有害气体的能力， 花期花
朵挥发出的芳香油还具有杀菌功能， 是工矿区的

耐瘠薄， 抗病， 耐寒， 抗旱。

主要优良绿化树种。 以前因枝条易风干的原因，

5.3 栽植要点

兰州市城区只在个别小环境下种植， 近年多以大

繁殖方法多采用扦插方式， 也可分株繁殖。

苗形式主要用于庭院绿化、 街头绿地、 小游园及

对土壤要求不严。

工矿区绿化， 生长良好。

5.4 园林用途

4
4.1

醉鱼草（Buddleja lindleyana Fortune）

多季玫瑰是玫瑰的一个变种， 其适应性较强，

生物学特征

具有花期长、 花色艳丽、 花香浓郁等特点。 多以

马钱科醉鱼草属落叶灌木。 高约 2 m， 小枝呈

片植和丛植形式种植， 也可作横纹花坛及镶边材

四棱形。 单叶对生， 卵形或卵状披针形。 穗状花

料种植。 兰州市于 2013 年在安宁西路分车带改建

序着生于当年生枝顶， 长达 20～60 cm， 花径 8～

时作为横纹花坛材料大量应用， 并陆续在城区及

10 cm， 小花密集， 花色有紫红色、 白色、 粉色、

周边地区新建绿地中开始大量应用， 收到了较好

桔黄色。 花期 6 — 10 月， 蒴果种子细小， 果熟期

的景观效果。

为 10 月。

6

4.2

6.1 生物学特征

生长习性

石榴（Punica granatum Linn.）

醉鱼草喜光， 适应性强， 耐干旱， 对土质要

石榴科石榴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树干灰褐

求不严， 但不耐水湿， 在肥沃、 排水良好的环境

色， 有片状剥落， 嫩枝黄绿光滑。 单叶对生或簇

中花极为繁茂。 萌蘖力和萌芽力均很强。

生， 新叶嫩绿色或古铜色。 花单朵至数朵生于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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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或叶腋， 橙红色或白色， 单瓣或重瓣。 浆果球

良好， 能够安全越冬， 观赏性较高， 具有推广前

形， 黄红色， 花期 5 — 7 月。

景。

6.2

生长习性

8 小紫珠 ［Callicarpa dichotoma（Lour）K.Koch.，

喜光， 有一定的耐寒能力， 喜湿润肥沃的土

别名白堂子树］

壤。
6.3

8.1 生物学特征
栽植要点

马鞭草科紫珠属落叶灌木， 高达 1～2 m。 小

常用扦插、 分株和播种等方法繁殖。 根际易

枝纤细， 带紫红色。 单叶对生， 狭倒卵形至卵状

生根蘖， 应将其在及时剪除。 适宜种植在背风向

长圆形， 先端微尖基部狭长， 边缘疏生细锯齿 3～

阳处。

7 cm。 聚伞花序， 花冠淡紫红色， 花期 7 — 10 月。

6.4

园林用途

核果球形， 蓝紫色， 有光泽。 果熟期 7 — 11 月。

石榴树姿优美， 枝叶秀丽， 初春时节嫩叶开

果实经冬不落。

始抽绿， 婀娜多姿； 盛夏时节， 繁花似锦， 色彩

8.2 生长习性

鲜艳； 秋季果实悬挂在枝叶上， 是集观叶、 观花、

喜光， 耐寒， 耐干旱瘠薄， 喜肥沃湿润土壤，

花果与一体的优良花灌木， 可以孤植和丛植于草

生长势强。

坪及庭院绿地中。 石榴能吸收二氧化硫、 氯气、

8.3 栽植要点

乙醚、 乙烯、 一氧化碳、 过氧化氮、 铅等有害物，

多采用种子直播， 扦插夏季嫩枝， 成活率也

是工矿区及周边地区宜用的环保绿化树种。

较高。

7

8.4 园林用途

大花水亚木（Hydrangea paniculata var.grandi－

flora Sieb.）
7.1

小紫珠是优良的观花观果类灌木， 其树形优

生物学特征

美， 花期正值夏秋季， 随着枝条的生长而不断形

虎耳草科绣球花属落叶灌木， 高可达 2.4 m。

成新的花序， 入秋紫果布满树冠， 色美有光泽，

树皮灰褐色， 小枝粗壮淡褐色。 叶单生或三叶轮

经冬不落， 似粒粒珍珠。 可列植或丛植于街头绿

生， 墨 绿 色 长 卵 形 或 椭 圆 形 ， 长 6 ～12 cm， 宽

地、 建筑物前、 园路两旁， 或作前景观花观果灌

3～6 cm， 边缘有小齿。 花为顶生大型圆锥花序，

木， 也可以常绿针叶乔木或色叶小乔木作背景，

长 14～40 cm， 宽 12～30 cm。 初花为白色， 后逐

整体景观层次分明、 色彩丰富。 兰州市 2013 年从

［6］

渐变粉绿、 粉紫红， 花期 7 — 10 月
7.2

。

河北引入， 目前只有试验栽培。 小紫珠是较典型

生长习性

的观花观果灌木， 果枝可作切花， 值得在兰州及

喜光， 稍耐阴， 耐寒， 耐旱， 能适应除湿地

周边地区城市园林中应用。

以外的各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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