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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居住绿地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居住绿地设计的术语和定义、设计原则、一般要求、组团绿地设计要求、居住区

道路和停车场绿化设计要求、绿地率指标与居住绿地面积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南京地区新建、改建的城市居住绿地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1192-2016 公园设计规范 

06SJ805 建筑场地园林景观设计深度及图样 

DGJ32/TJ 169-2014江苏省城市居住区和单位绿化标准 

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住绿地 

城市居住用地内社区公园以外绿地，包括组团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绿地、小区道路绿地等。 

3.2  

组团绿地 

居住绿地中引导居民进入，供居民共同使用，具有一定规模与游憩功能的绿地。 

3.3  

绿地率 

居住用地范围内各类居住绿地面积的总和占居住用地面积的百分比（%）。 

4 居住绿地设计原则 

4.1 人性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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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处处体现为民服务的理念，周全考虑居民室外活动的实际需求，营造安全、实用、舒适的人性化

环境。 

4.2 生态性原则 

以生态学、环境保护理论为指导，因地制宜、合理地规划绿地，最大限度地提高绿地生态效益。以

海绵城市理念为指导，加强建设具有雨水吸纳及利用功能的海绵型居住绿地。 

4.3 地域性原则 

应体现南京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特征，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具有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的空间环境。 

4.4 节约性原则 

顺应节约园林要求及地方经济状况，制定合理的预算，注重节能、节材、可持续及低成本维护。最

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和高效节能措施，尽可能选取当地的材料和资源。提倡朴实简约，采用新技术、

新材料、新设备，达到优良的性价比。 

5  居住绿地设计的一般要求 

5.1 设计内容 

绿地设计的内容包括：现状分析、设计立意构思、布局与功能分区、交通组织、竖向设计、种植设

计及相关景观设施的设计等，相应图纸内容及深度应符合《建筑场地园林景观设计深度及图样》中的规

定。 

5.2 总体布局 

绿地设计应综合考虑居住区的规划组织结构类型、不同的布局方式、环境特点及用地的具体条件。

如以高层住宅楼为主，绿地平面构图应注意俯视观赏的整体美观，满足高处观赏效果。 

5.3 地形设计 

5.3.1 地形设计宜保持原有地形地貌，结合立地条件，用微地形划分空间。 

5.3.2 应根据绿地周围环境确定微地形面积大小和相对高程，微地形相对高差宜在 0.5～1.5m之间。 

5.3.3 绿地中坡地的起伏变化应有利于排水和植物生长。 

5.4 山石设计 

绿地中山石设计宜以自然置石的土包石方式为主。假山慎用，可结合环境适当点缀，并注意控制假

山的规模与高度；假山应与水体、植物有机结合，与周围环境协调。 

5.5 景观水体设计 

5.5.1 应充分利用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景，并考虑枯水期和冰冻期景观。 

5.5.2 景观水体应采用生态方式建设，提倡聚留雨水、用足雨水，并做好水体循环系统；人工景观水

体应防止渗漏，提倡以自然软底为主，水体的驳岸应因地制宜地结合岸边绿化自然布置，宜采用自然草

坡或天然石块驳岸等形式为主。 

5.5.3 景观水体的深度应将安全与功能相结合，沿水体近岸 2m范围内水深不得大于 0.7m，水深超过

0.7m时应设安全防护设施。无安全防护设施的园桥、汀步附近 2m范围内的水深不得大于 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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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园林道路及铺装广场设计 

5.6.1 绿地中道路宽度应综合考虑居住区绿地面积大小、人流量。主要道路的宽度宜采用 1.5～2m，

次要道路宽度宜采用 0.8～1.2m。道路的竖向应随坡地的变化而变化，纵坡度大于 12％的道路需设台阶，

台阶数不应少于 2步。 

5.6.2 绿地中的道路或铺装场地与小区建筑外墙开窗的净距离不宜小于 8m。 

5.6.3 活动、休息铺装场地应有不小于 2/3的面积在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绿地内的活动场地宜

采取林下铺装的形式，宜种植落叶乔木，分枝点的高度应大于 2.2m，夏季时遮阴的面积应占铺装范围

的 45％以上。 

5.6.4 绿地中道路及铺装场地所选用的面层材料应平整、耐磨、防滑。 

5.6.5 绿地中的道路及铺装场地应尽量采用透水、透气性铺装，透水铺装率不应小于 50%。 

5.7 园林建筑小品设计 

绿地中园林建筑小品造型应简洁大方、安全、舒适、耐用。根据不同绿地的条件和景观要求，在以

植物造景为主的前提下，可设置适当的园林建筑小品，并应注意园林建筑小品的体量与住宅环境空间协

调，景观与使用功能相结合，以体现园林建筑小品实用、装饰、点缀的要求。 

5.8 园林配套设施设计 

5.8.1 绿地中的照明应采用节能光源，照明设施宜以庭园灯为主。不应用投光灯给树照明。 

5.8.2 绿地中标识牌、废物箱、音响等配套设施的造型、体量应与住宅环境相协调。 

5.9 给排水设计 

5.9.1 绿化、景观用水应优先使用雨水、地表水。 

5.9.2 绿地内的灌溉系统应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如滴灌或喷灌系统，也可安装快速取水阀进行灌溉。 

5.9.3 绿地范围内一般按地表径流的方式进行排水设计，绿地在消纳自身雨水径流的同时，要尽可能

的为整个居住小区提供雨水滞留、缓释空间。应采用适宜的排水方式，提升绿地对雨水的滞蓄和净化能

力，以尽可能地减少雨水排入市政管网。绿地中应有 30%作为滞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 

5.9.4 居住区中配套建设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应优先采用绿地中的天然洼地、池塘、景观水体等生态

型措施，不足部分采用人工调蓄设施或雨水收集回用设施补充。 

5.10 种植设计 

5.10.1 应选择生长健壮、少病虫害、无毒、无污染的植物，避免使用多刺、多飞絮的植物。 

5.10.2 乔木应选择全冠苗木，胸径大于 15cm的速生树种乔木数量和胸径大于 12cm的慢生树种乔木数

量在乔木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应大于 10%。 

5.10.3 古树名木应保留，原有树木应尽量保存利用。植物种类选择以南京地区的乡土植物为主，避免

引进入侵植物。 

5.10.4 合理控制不同植物类型的数量比例，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的株数比例应为 1︰2～1︰3。应科

学配置植物群落结构，并以乔木为绿化骨架。 

5.10.5 乔木、灌木、地被、草花、草坪应有机结合，以突出高低错落的复层种植结构，并形成稳定合

理的人工植物群落。观花、观叶、观果、芳香植物宜合理搭配，同时注意植物配置的季相变化。 

5.10.6 可适当种植具有自衍能力的草本花卉。设置花径与花境植床应稍高于地面，无缘石时，植床外

缘与草地或路面相平，中间或内侧应稍稍高起形成 5%～10%的坡度，以利于排水。 

5.10.7 水生植物的种植密度应符合植物特性，种植面积以不超过水体总面积的 30%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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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 铺装场地内的乔木种植穴内径应不小于 1.2m×1.2m，种植乔木的绿化带净宽度应不小于 1.2m。 

5.10.9 建筑南面宜选用落叶乔木，以确保不影响建筑的采光通风要求。建筑北面应根据需要布置防护

性绿带。建筑的西面、东面应充分考虑夏季防晒和冬季防风的要求。乔木树冠与建筑的墙面开窗应保持

合适的距离，一般与南面的开窗距离不宜小于 6m，与其他面的开窗距离不宜小于 4m。灌木高度应控制

在窗台以下。 

5.10.10 绿地中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地下设施出风口等构筑物，宜利用植物进行障景处理。 

5.10.11 鼓励垂直绿化，住宅建筑山墙和公共建筑周边有条件的地方或高于 1m的隔离围墙、栏杆，宜

种植攀援植物。 

5.10.12 植物栽植要求： 

a) 植物与市政管线位置关系见表 1； 

b) 植物与建筑物、构筑物位置关系见表 2； 

c) 植物与架空线位置关系见表 3； 

d) 植土层厚度见表 4。 

表1 树木距地下管线外缘最小水平距离(m) 

名称 新植乔木 现状乔木 灌木或绿篱 

电力电缆 1.5 3.5 0.5 

通讯电缆 1.5 3.5 0.5 

给水管 1.5 2.0 --- 

排水管 1.5 3.0 --- 

排水盲沟 1.0 3.0 --- 

消防龙头 1.2 2.0 1.2 

煤气管道（低中压） 1.2 3.0 1.0 

热力管 2.0 5.0 2.0 

注：乔木与地下管线的距离是指乔木树干基部的外缘与管线外缘的净距离，灌木或绿篱与地下管线的距离是地表处

分蘖枝干中最外的枝干基部外缘与管线外缘的净距。新植乔木是指在已有地下管线的基础上栽植的乔木，现状乔木是指

在原有乔木的情况下布置地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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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植物与建筑物、构筑物的平面间距（m） 

建筑物、构筑物名称 距乔木中心不小于(m) 距灌木边缘(m) 

公路铺筑面外侧 0.8 2.00 

道路侧石线（人行道外缘） 0.75 不宜种 

高 2m 以下的围墙 1.0 0.50 

高 2m 以上的围墙（及挡土墙基） 2.0 0.50 

建筑物外墙上无门、无窗 2.0 0.50 

建筑物外墙上有门、有窗（人行道旁按具

体情况决定） 

4.0 0.50 

电杆中心 2.0 0.75 

表3 植物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线路电压（kv） <1 1~10 35~110 220 330 500 750 1000 

最小垂直距离（m） 1.0 1.5 3.0 3.5 4.5 7.0 8.5 16.0 

表4 植物生长最低种植土层厚度（m） 

植物类型 草坪及地被 灌木 浅根乔木 深根乔木 

种植土层厚度(m) 0.3 0.6 1.2 1.5 

6 组团绿地设计 

6.1 面积要求 

6.1.1 居住区内组团绿地总面积的指标由该区居住人口规模决定，人均指标不应少于 0.5㎡/人（如果

该小区能明确居住人数，则按 0.5㎡/人计算该区组团绿地面积；如果该小区只能明确户数，则按 3.2

人/户计算该区居住人数，再依居住人数计算该区组团绿地面积）。 

6.1.2 单块组团绿地应同时满足宽度不小于 8m，且面积不小于 400㎡的要求。 

6.1.3 单块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少于 1/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

求。 

6.2 设计要点 

6.2.1 组团绿地设计应美化居住环境、改善局部生态环境、为居民提供休憩空间。 

6.2.2 组团绿地宜设于居住组团相对中心的位置，应至少有一边与组团级道路相接。 

6.2.3 组团绿地内一般应设置供不同年龄段居民锻炼、休憩散步、社交娱乐的活动场地和供居民使用

的公共服务设施。 

6.2.4 组团绿地内的儿童游戏场、健身场等活动场地的选址应远离住宅建筑，避免影响居民生活的私

密性，使安静的居住环境不受干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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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组团绿地中居民活动空间应避开架空线路。 

6.2.6 组团绿地出入口不应少于 2个，设置要易于识别、引导居民进入，并且应采取无障碍设计，同

时符合使用功能要求。 

7 居住区道路和停车场绿化设计 

7.1 居住区道路绿化设计 

7.1.1 行道树宜以落叶树为主，应选择冠大阴浓、树干通直、抗逆性强，生长稳定，具有一定观赏价

值的乔木，避免选择有浆果或分泌物坠地的植物。 

7.1.2 行道树的定植株距应以其树种壮年期冠径为准，株行距宜控制在 6～8m之间。 

7.1.3 居住区内行道树的位置应避免与主要道路路灯和架空线路的位置、高度相互干扰。 

7.1.4 在小区道路交叉口及转弯处应留出安全视距，在视距三角形内不能选用体型高大的树木，种植

灌木时高度应不超过 0.7m，其枝叶不应伸入至路面空间内。 

7.2 居住区停车场绿化设计 

7.2.1 地面停车场在满足停车功能的前提下，应充分进行绿化。 

7.2.2 地面停车场周边及车位间宜种植高大庇阴乔木，以形成林阴停车场，避免阳光直射。避免选择

有浆果或分泌物坠地的植物。 

7.2.3 地面停车场周边宜设置隔离防护绿带，减少光线辐射、噪声和人流穿越。 

7.2.4 地面停车场内种植穴或绿化带边缘应设置立道牙或档土墙，立道牙或挡土墙高度应大于 0.2m，

并应采用耐冲撞的材料和结构。 

7.2.5 树木间距应满足车位、通道、转弯、回车半径的要求。 

7.2.6 停车场的庇阴乔木分枝点高度的标准： 

a) 大、中型汽车停车场应大于 4m； 

b) 小型汽车停车场应大于 2.5m； 

c) 自行车停车场应大于 2.2m。 

8  绿地率指标与居住绿地面积计算方法 

8.1 绿地率指标 

城市新建居住区绿地率不应低于30%，改建的居住区绿地率不应低于25%，改建前绿地率超过25%的，

改建时不应低于原有绿地率。属于旧城改造的，在不低于原有绿地率的基础上，规定的比例可降低5%。 

8.2 居住绿地面积计算的起止边界 

8.2.1 组团绿地面积计算起止边界 

距宅间路、组团路和小区路边1ｍ；当小区路设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人行便道边；临城市道路、居

住区级道路时算到道路红线；距房屋墙脚1.5ｍ；对其它围墙、院墙算到墙脚（见图1）。   

8.2.2 非组团绿地面积计算起止边界 

对宅间路、组团路和小区路算到路边；当小区路设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人行便道边；沿居住区路、

城市道路则算到红线；距房屋墙脚1.5ｍ；对其它围墙、院墙算到墙脚（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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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组团绿地起止边界计算示意 

 

图2 非组团绿地起止边界计算示意 

8.3 组团绿地中园林硬质景观设施(亭廊、构架、小品、铺装、园路、假山、人工景观水体等)占地可

计入绿地面积，但不应超过该组团绿地总面积的 30%，超出部分不计入绿地面积。 

8.4 全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的顶面绿地面积根据有效覆土厚度和边缘与自然土层连接长度按不同系数折

算后计入绿地面积，具体折算系数见表 5。 

表5 全地下或半地下建筑顶面绿地面积折算系数表 

有效覆土厚度（D，单位：m） 折算系数 A 折算系数 B 

D≥1.2 1.0 0.8 

1.0≤D＜1.2 0.8 0.6 

0.6≤D＜1.0 0.5 0.4 

0.3≤D＜0.6 0.3 0.2 

D＜0.3 0 0 

注1：全地下或半地下建筑顶面绿地边缘的长度达到总周长1/4与建筑以外的自然土层相连接,按折算系数A计入绿

地面积；不足1/4则按折算系数B计入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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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多层、高层住宅建筑屋顶绿化不计入绿地面积，多层、高层非住宅建筑屋顶绿化按下列情况折算

绿地面积： 

8.5.1 绿化种植土层厚度 0.3～0.6m、面积大于 200㎡、养护良好的屋顶绿化按其面积的 15%折算计入

绿地面积，总折算面积不应超过规定绿地率指标值的 10%。 

8.5.2 绿化种植土层厚度大于 0.6m，具有游园功能，可提供游憩使用、养护良好的花园式屋顶绿化按

其面积的 30%折算计入绿地面积，总折算面积不应超过规定绿地率指标值的 15%。 

8.6 下列情况不计入绿地面积： 

a) 可移动的栽植容器。 

b) 游泳池、消防水池、运动场（此处不计入绿地面积的运动场是指专业的运动场，如足球场、篮

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等。 

c) 地面建、构筑物架空层范围内的绿化用地。 

d) 居住区中非公共所有及使用的绿地和为业主个人所有或使用的庭园绿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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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南京地区居住区绿化推荐植物名录 

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乔 

 

 

 

木 

 

 

 

 

常 

 

 

 

绿 

雪松 Cedrus 

deodara 

松科 8～25 弱阳性，喜温和凉润气候，耐寒性

不强，抗污染力强，不耐水湿，浅

根性 

庭阴树、风景林 

日本五针

松 

Pinus 

parviflora 

松科 30 中性，较耐阴，不耐寒，生长慢 庭阴树 

南方红豆

杉 

Taxus mairei 红豆杉

科 

30 耐阴树种，喜温暖湿润的气候，具

有较强的萌芽能力 

庭阴树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罗汉松

科 

10～20 半阴性，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 庭阴树 

龙柏 Sabina 

chinensis 

‘Kaizuca’ 

柏科 8 阳性，耐寒性不强，抗有害气体， 

滞尘能力强，耐修剪 

庭阴树、园景树 

日本花柏 Chamaecyparis  

pisifera 

柏科 50 中性，喜凉爽湿润气候，较耐阴 庭院观赏 

柳杉 Cryptomeria 

fortunei 

杉科 40 中性，喜温暖气候及酸性土，浅根

性，侧根发达，生长快 

庭阴树 

日本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杉科 40 喜光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 庭阴树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 5～15 耐阴树种，喜温暖湿润气候及肥沃、

深厚的酸性或中性砂壤土，不耐干

旱瘠薄 

庭阴树 

浙江楠 Phoebe 

chekiangensis 

樟科 20 耐阴树种，但到壮龄期要求适当的

光照条件，具有深根性，抗风强 

庭阴树 

浙江桂 Cinnamomum 

chekiangense 

樟科 5～15 喜温暖湿润气候，抗污染 行道树、庭阴树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兰科 30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抗污染，

不耐盐碱 

园景树、行道树、

庭阴树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木犀科 6～15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修剪，

抗污染 

行道树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 3～15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怕旱 庭阴树、风景林 

青冈栎 Cyciobalanopsi

s glauca 

山毛榉

科 

10～20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萌芽力强，

耐修剪 

风景林、园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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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棕榈科 2,5～5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抗有毒气

体，不抗风 

风景树、庭阴树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蔷薇科 4～6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干旱

瘠薄，不耐水湿，抗污染 

庭阴树、绿篱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us 

蔷薇科 10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喜酸性土或

中性土，不耐寒 

庭植观赏、果树 

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山茶科 4～6 喜温暖，土壤要求不甚严格，一般

适宜土层深厚的酸性土 

庭植观赏 

珊瑚树 Viburnum 

awabuki 

忍冬科 6～10 中性，喜温暖，抗烟尘，耐修剪，

防火 

高篱、防护树种 

冬青 Ilex 

chinensis 

冬青科 13 喜温暖气候，有一定耐寒力 庭阴树、绿篱 

大叶冬青 Ilex 

latifolia 

冬青科 20 较耐寒、耐阴，萌蘖性强，生长较

快 

庭阴树 

 

 

 

落 

 

 

叶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

es 

杉科 40 阳性，喜温暖，较耐寒，耐水湿 庭阴树、防护树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杉科 50 阳性，喜温暖，耐水湿 庭阴树、水边绿

化 

池杉 Taxodium 

ascendens 

杉科 25 阳性，喜温暖，极耐水湿，不耐碱

土 

庭阴树、水边绿

化 

黄金树 Catalpa 

speciosa 

紫葳科 25～30 阳性，喜湿润凉爽气候及深厚肥沃疏

松土壤。耐寒性较差，不耐贫瘠和积

水。 

庭阴树、行道树 

榔榆 Ulmus 

parvifolia 

榆科 15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干旱瘠

薄，深根性，生长速度中等，寿命

长，抗烟尘及毒气，滞尘能力强 

庭阴树、行道树、

观赏树、盆景 

榆树 Ulmus pumila 榆科 20～25 阳性，适应性强，耐旱，耐盐碱土 庭阴树、行道树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榆科 20 弱阳性，喜温暖，抗烟尘及毒气，

耐轻盐碱土，深根性，抗风能力强，

生长慢，寿命长 

庭阴树、防护林、

行道树 

榉树 Zelkova serrat

a 

榆科 30 阳性，喜光喜温暖环境。适生于深

厚、肥沃、湿润的土壤，对土壤的

适应性强 

庭阴树、行道树 

桑树 Morus alba 桑科 15 阳性，适应性强，抗污染，抗风，耐盐

碱 

庭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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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栾树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无患子

科 

15 阳性，较耐寒，耐干旱，抗烟尘，

耐短期水浸 

庭阴树、行 道

树 

      

复羽叶栾

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无患子

科 

20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深根性，适

应性强，耐干旱，抗风，抗大气污染，

速生 

庭阴树、风景树 

国槐 Sophora 

japonica 

豆科 25 阳性，耐寒，抗性强，耐修剪 庭阴树、行道树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Pendula’ 

豆科 2～4 阳性，稍耐阴，耐寒 庭植 

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 

豆科 16 阳性，耐寒，耐干旱瘠薄，不耐水

湿，对有害气体及烟尘抗性强 

行道树、庭阴树 

巨紫荆 Cercis 

gigantea 

豆科 15～30 抗逆性强，抗病虫害，耐盐碱，耐

水湿 

庭阴树 

银杏 Ginkgo biloba 银杏科 40 阳性，耐寒，深根，不耐积水，抗

多种有毒气体 

庭阴树、行道树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胡桃科 30 阳性，适应性强，耐水湿，速生，

深根性 

行道树、护岸树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 18 阳性，喜温暖及水湿，耐旱，速生 行道树、风景树、

庭阴树 

柿树 Diospyros 

kaki 

柿科 10～14 阳性，喜温暖气侯，适生于中性土

壤，较能耐寒，耐瘠薄，抗旱性强，

不耐盐碱土 

庭阴树 

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木兰科 40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抗性较强，

喜酸性土，生长迅速，寿命长 

庭阴树、行道树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木兰科 15～20 阳性，稍耐阴，颇耐寒，怕积水，

生长慢 

庭院观赏、对植、

列植 

二乔玉兰 Magnolia 

soulangeana 

木兰科 6～10 阳性，耐寒，耐旱 庭院观赏 

梧桐 Firmiana 

simplex 

梧桐科 15～20 阳性，喜温暖湿润，抗污染，怕涝 庭阴树，行道树 

七叶树 Aesculus 

chinese 

七叶树

科 

25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

深根性，生长慢，寿命长 

庭阴树、行道树、

园景树 

三角枫 Acer 

buergerianum 

槭树科 20 弱阳性，喜温湿气候，耐水湿，耐

修剪 

庭阴树、行道树、

护岸树、绿篱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槭树科 6～7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 庭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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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

科 

30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干旱瘠

薄，幼树略耐阴，抗风，抗大气污

染 

庭阴树、行道树、

风景树 

重阳木 Bischofia 

polycarpa 

大戟科 15 阳性，稍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

耐水湿，抗风 

庭阴树、行道树、

护堤树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 15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水湿，

抗风，抗性较强 

行道树、庭阴树 

四照花 Dendrobenthami

a japonica 

山茱萸

科 

2～5 中性，喜温暖气候，耐寒性不强 庭院观赏 

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山茱萸

科 

4～10 阳性，抗寒性强，较耐阴但又喜充

足的光照 

庭院观赏 

秤锤树 Sinojackia 

xylocarpa 

安息香

科 

3～7 喜光，喜生于深厚、肥沃、湿润、

排水良好的土壤上，江苏省特有植

物 

庭院观赏 

二乔玉兰 Prunus 

cerasifera 

‘Atropurpurea

’ 

蔷薇科 7～9 阳性 庭院观赏、丛植 

东京樱花 Prunus 

yedoensis 

蔷薇科 15 阳性，不耐烟，对有害气体抗性较

强 

庭阴树、行道树 

日本晚樱 Prunus 

lannesiana 

蔷薇科 10 阳性，喜温暖气候，较耐寒 庭院观赏、风景

林、行道树 

海棠 Malus 

spectabilis 

蔷薇科 9 喜光，耐寒，耐旱，忌水湿 园景树 

西府海棠 Malus 

micromalus 

蔷薇科 2.5～5 喜光，耐寒，忌水涝，忌空气过湿，

较耐干旱 

庭院观赏 

垂丝海棠 Malus 

halliana 

蔷薇科 2.5～5 喜光，耐寒，忌水涝 庭院观赏 

桃 Amygdalus 

persica 

蔷薇科 4～5 喜温暖气候 庭植观赏 

梅花 Prunus mume 蔷薇科 4～10 阳性，喜温暖气候，较耐旱，怕涝，

寿命长 

庭植观赏、片植、

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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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灌 

 

 

 

 

木 

 

 

 

 

 常 

 

 

 

 

绿 

千头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Sieboldii’ 

柏科 3～5 阳性 庭院观赏、绿篱 

大叶黄杨 Euonymus 

japonica 

卫矛科 0.5～8 中性，喜温湿气候，抗有毒气体 观叶植物、绿篱、

基础种植 

黄杨 Buxus sinica 黄杨科 1～7 中性，生长慢，耐修剪，抗污染 绿篱、庭院观赏 

火棘 Pyracantha 

fortuneana 

蔷薇科 3 阳性，喜温暖气候，不耐寒，耐修

剪 

基础种植、丛植、

花篱 

月季 Rosa chinese 蔷薇科 2 阳性，喜温暖气候，较耐寒 庭植、丛植、盆栽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科 2～6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

抗 SO2，对土壤要求不严 

绿篱、庭植观赏 

南天竹 Nandiana 

domestica 

南天竹

科 

1～3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是石灰岩

钙质土指示植物 

庭植 

茶梅 Camellia 

sasanqua 

山茶科 3～13 喜半阴，喜温暖湿润气候及酸性土

壤，较耐水湿，抗大气污染 

庭院观赏、盆栽、

花篱 

山茶花 Camellia 

japonica 

山茶科 6～9 喜半阴，喜温湿气候及酸性土壤，

抗污染 

庭植观赏、盆植 

十大功劳 Mahonia 

fortunei 

小檗科 2 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 庭植、绿篱 

阔叶十大

功劳 

Mahonia 

bealei 

小檗科 3～4 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 庭植、绿篱 

小叶女贞 Ligustrum 

quihoui 

木犀科 2～3 中性，喜温暖气候，较耐寒 庭院观赏、绿篱 

金叶女贞 Ligustrum 

vicaryi 

木犀科 1～2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耐高温 观叶植物、绿篱、

色带 

小蜡 Ligustrum 

sinense 

木犀科 3～6 中性，喜温暖，较耐寒，耐修剪 庭院观赏、绿篱 

金丝桃 Hypericum 

monogynum 

金丝桃

科 

1 阳性，耐半阴，喜温暖气候，较耐

干旱 

庭院观赏、丛植 

洒金桃叶

珊瑚 

Aucuba 

japonica 

‘Variegata’ 

山茱萸

科 

2 阴性，喜温暖湿润，不耐寒 观叶、观果、庭

植 

毛鹃 Rhododendron 

simsii 

杜鹃花

科 

1～2 喜凉爽、湿润、通风的半阴环境，

既怕酷热又怕严寒 

观花、庭植 

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茜草科 1～3 喜温暖湿润气候，抗有害气体能力

强，萌芽力强，耐修剪 

观花、庭植 

含笑 Michelia figo 木兰科 2～3 性喜半阴，不耐干燥瘠薄 观花、庭植 

八角金盘 Fatsia 

japonica 

五加科 1～5 耐阴，要求土壤排水良好 观叶植物、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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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落 

 

 

 

 

叶 

紫玉兰 Magnolia 

liliflora 

木兰科 3～5 阳性，较耐寒 庭院观赏、丛植 

棣棠 Kerria 

japonica 

蔷薇科 1～2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较耐寒 丛植、花篱、庭

植 

中华绣线

菊 

Spiraea 

chinensis 

蔷薇科 1.5～3 喜光，稍耐阴，耐寒，耐旱 庭院观赏、丛植 

粉花绣线

菊 

Spiraea 

japonica 

蔷薇科 1.5～3 喜光，耐半阴，耐寒性强 庭院观赏、丛植 

紫叶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

‘Atropurpurea’ 

小檗科 0.5～1 中性，耐寒，要求阳光时，叶色方

呈紫红色 

庭院观赏、丛植 

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芍药科 2 中性，耐寒，要求排水良好土壤 庭院观赏 

溲疏 Deutzia 

scabra 

山梅花

科 

1～2 喜光，稍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

萌芽力强，耐修剪 

花篱、基础种植、

岩石园 

连翘 Forsythia 

suspensa 

木犀科 3 阳性，耐半阴，耐寒，抗旱，不耐

水渍 

庭植、花篱、坡

地河岸栽植 

金钟花 Forsythia 

viridissima 

木犀科 1.5～3 阳性，喜温暖气候，较耐寒 庭院观赏、丛植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

科 

3～6 喜光，耐半阴，喜温暖气候，耐旱， 

不耐严寒，不耐涝，抗大气污染 

庭院观赏、园路

树 

腊梅 Chimonanthus 

praecox 

腊梅科 3～4 阳性，喜温暖，耐干旱，忌水湿，

耐修剪 

庭院观赏、盆栽 

紫荆 Cercis 

chinensis 

豆科 2～4 阳性，耐干旱瘠薄，不耐涝 庭院观赏、丛植 

木本绣球 Viburnum 

macrocephalum 

忍冬科 4 阳性，稍耐阴 庭院观赏 

金银木 Lonicera 

maackii 

忍冬科 6 喜光，耐半阴，耐旱，耐寒 庭植观赏、防护

林、蜜源植物 

无花果 Ficus carica 桑科 3～10 中性，喜温暖气候，不耐寒，抗污

染 

庭院观赏、高篱 

结香 Edgeworthia 

chrysantha 

金丝桃

科 

1～2 喜半阴及湿润环境，耐水湿 庭院观赏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锦葵科 2～6 阳性，喜温暖气候，不耐寒 丛植、花 篱、

庭植观 赏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锦葵科 2～5 中性偏阴，喜温暖气候及酸性土 庭院观赏、丛植、

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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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石榴 Punica 

granatum 

石榴科 2～7 阳性，耐寒，适应性强 庭院观赏、果树 

水杨梅 Adina rubella 茜草科 1～2 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环境，较耐

寒 

庭院观赏 

羽毛枫 Acer palmatum  

‘Dissectum’ 

槭树科 2～4 中性，喜温暖气候，不耐寒 庭院观赏、盆栽 

竹 

 

类 

 

  

 竹 

 

类 

竹 

 

类 

 

 

 竹 

 

类 

孝顺竹 Bambusa 

multiplex 

禾本科 2～4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 庭院观赏 

淡竹 Phyllostachys 

glauca 

禾本科 5～12 耐寒耐旱性较强，竹竿坚韧，生长

旺盛。 

庭院观赏 

刚竹 Phyllostachys 

Viridis 

禾本科 2～5 抗性强，适应酸性土至中性土，竹

材强韧 

庭院观赏 

      

斑竹 Phyllostachys 

bambussoides 

‘Tanakae’ 

禾本科 10～20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稍耐寒 庭院观赏 

箬竹 Indocalamus 

latifolius 

禾本科 1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 庭院观赏、地被 

苦竹 Pleioblastus 

amarus 

禾本科 3～7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稍耐寒 庭院观赏 

凤尾竹 Bambusa 

multiplex 

‘Fernleaf’ 

禾本科 1～3 喜温暖湿润和半阴环境，耐寒性稍

差，不耐强光曝晒，怕渍水，宜肥

沃、疏松和排水良好的壤土 

庭院观赏 

紫竹 Phyllostachys 

nigra 

禾本科 3～5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稍耐寒 庭院观赏 

https://baike.so.com/doc/425557-4506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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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藤 

本 

植 

物 

藤 

本 

植 

物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豆科  阳性，略耐阴，耐寒，适应性强， 

落叶 

攀援棚架、枯树

等 

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忍冬科  喜光、耐阴、耐寒、抗污染 攀援小型棚架、

墙 垣、山石 

美国凌霄 Campsis 

radicans 

紫葳科  中性，喜温暖，耐寒 攀援墙垣、山石、 

棚架 

木香 Rosa banksiae 蔷薇科  阳性，喜温暖，较耐寒 攀援棚架、篱栅 

多花蔷薇 Rosa 

multiflora 

蔷薇科  喜光，耐寒，耐旱，耐水湿 攀援棚架、篱栅 

十姐妹 Rosa 

multiflora 

‘Platyphylla

’ 

蔷薇科  喜光，耐寒，耐旱，耐水湿 攀援棚架、篱栅 

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葡萄科  喜阴湿，攀援能力强，适应性强 攀援山石、棚架、

墙壁 

络石 Trachelospermu

m jasminoides 

夹竹桃

科 

 耐阴，喜温暖，不耐寒 攀援墙垣、山石、

盆栽 

常春藤 Hedera 

nepalensis 

五加科  阴性植物，不耐寒，对土壤要求不

严，喜湿润、疏松、肥沃的土壤，

不耐盐碱。 

攀援棚架、墙垣 

南蛇藤 Celastrus 

orbiculatus 

卫矛科  中性，耐寒，性强健 攀援棚架、墙垣 

扶芳藤 Euonymus 

fortunei 

卫矛科  耐阴，喜温暖气候，不耐寒，常绿 攀援墙面、山石、

老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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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草 

坪 

及 

地 

被 

植 

物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禾本科  阳性，喜湿耐热，不耐阴，不耐寒，

蔓延快 

游憩、运动场草

坪 

假俭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 

禾本科  喜光，耐阴，耐干旱，较耐践踏 运动场草坪、固

土护破 

细叶结缕

草 

Zoysia 

tenuifolia 

禾本科  阳性，耐湿，不耐寒，耐践踏 观赏、游憩、固

土护破草坪 

草地早熟

禾 

Poa pratensis 禾本科  喜光亦耐阴，宜温湿，忌干热，耐

寒 

潮湿地区草坪 

黑麦草 Lolium 

perenne 

禾本科  喜温暖湿润土壤，耐湿 潮湿地区草坪 

沿阶草 Ophiopogon 

japonicus 

百合科  喜阴湿温暖，稍耐寒 地被、花坛、花

镜边缘、盆栽 

麦冬 Ophiopogon 

japonicus 

百合科  性喜温暖、湿润环境，较耐寒， 地被、花坛、花

境、边缘、盆栽 

阔叶麦冬 Liriope 

platyphylla 

百合科  喜阴湿温暖，稍耐寒 地被、花坛、花

境、边缘、盆栽 

玉簪 Hosta 

plantaginea 

百合科  喜阴，耐寒，宜湿润、排水好 林下地被 

红花酢浆

草 

Oxalis 

corymbosa 

酢浆草

科 

 喜向阳、湿润肥沃土壤 庭院地被，固土

护坡 

石蒜 Lycoris 

radiata 

石蒜科  半耐阴,也耐暴晒，喜凉爽湿润气

候，较耐寒，喜疏松排水良好的土

壤 

林下地被、丛植、

切花 

葱兰 Zephyranthes 

candida 

石蒜科  喜阳光充足，耐半阴 花坛的镶边材

料，丛植 

二月兰 Orychophragmus 

violaceus 

十字花

科 

 耐寒性强，较耐阴，覆盖效果良好 林下地被 

鸢尾 Iris tectorum 鸢尾科  阳性，耐半阴，耐寒，耐旱，喜湿

润而排水好 

花坛、花境、丛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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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类型 

分类 中名 学名 科名 高度 

（m） 

生态习性 园林用途 

 

 

 

 

 

 

水 

生 

植 

物 

 荷花 Nelumbo 

nucifera 

睡莲科  喜光，不耐阴，喜相对稳定的平静

浅水、湖沼、泽地、池塘 

观花、观叶、食

用 

睡莲 Nymphaea 

tetragona 

睡莲科  喜阳光、通风良好 观花、观叶 

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 

千屈菜

科 

 喜强光，耐寒性强，喜水湿，对土

壤要求不严 

观花 

再力花 Thalia 

dealbata 

竹芋科  喜温暖水湿、阳光充足的气候环境，

不耐寒，耐半阴，怕干旱 

观花、观叶 

水葱 Scirpus 

validus 

莎草科  能耐低温 观叶 

芦竹 Arundo donax 禾本科  喜温暖，喜水湿，耐寒性不强 观叶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禾本科  深水耐寒、抗旱、抗高温、抗倒伏，

笔直、株高、梗粗、叶壮，成活率

高 

观叶 

菖蒲 Acorus 

calamus 

天南星

科 

 最适宜生长的温度 20-25℃，冬季

以地下茎潜入泥中越冬 

观叶 

香蒲 Typha 

orientalis 

香蒲科  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环境 观叶 

黄菖蒲 Iris 

pseudacorus 

鸢尾科  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环境，耐

寒、稍耐干旱和半阴 

观花、观叶 

日本鸢尾 Iris japonica 鸢尾科  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环境，栽

培土质以富含有机质之砂质壤土最

佳 

观花 

溪荪 Iris 

sanguinea 

鸢尾科  适应性强，极耐寒，较耐寒，对土

壤要求不严 

观花 

雨久花 Monochoria 

korsakowii 

雨久花

科 

 性强健，耐寒 观花 

荇菜 Nymphoides 

peltatum 

龙胆科  性强健，耐寒又耐热，喜静水，适

应性很强 

观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