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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赏树种资源的多样性是植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研究野生观赏树种资源的组成、分布特点和开发利

用策略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方法］采用线路调查法，对中条山野生观赏树种及其生长环境、生长状况、

分布特点、观赏特性等进行实地调查，经专家初选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中条山有野

生观赏树种３８０种（包括亚种、变种及变型），隶属６３科１２８属，种类、生活型、分布、观赏及应用多样性丰富；专家初
步评定筛选出９０种重要观赏树种，并分乔木、灌木、藤本进行综合定量评级，结果分别划分为３个等级：分值 ＞４．５
为Ⅰ级，乔木９种、灌木６种、藤本４种；３．５＜分值≤４．５为Ⅱ级，乔木９种、灌木１１种、藤本６种；分值≤３．５为Ⅲ
级，乔木２０种、灌木２０种、藤本５种。［结论］Ⅰ级树种可以在适生范围内优先大量开发利用；Ⅱ级树种可以在适生
范围内适度开发利用；Ⅲ级树种可以在适生范围内选择性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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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周围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

体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１］，植物多样性是

生物多样性的基础［２］。我国被世人誉为“园林之

母”，曾经开发了许多野生观赏树种，而现在已显落

后，开发自产资源少。近年来，人们对野生观赏树种

资源的调查研究逐渐增多，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乡

土树种开发利用的重要性。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是山西树种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３］。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地域植物的研

究主要是植物区系分析、森林群落、药用及保护植

物［３－７］等，对观赏树种的相关研究［８－９］只是简单的

分类或仅对观花植物进行定量评价，而系统研究定

量评价尚属空白。研究中条山野生观赏树种资源的

组成、分布特点、观赏特性、园林用途和开发利用策

略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本研究通过现地

观察记录、查询资料、观赏价值分析、园林应用调查

等，对野生观赏树种的种类、生活型、垂直分布、观赏

特性、应用形式的多样性进行分类研究；对重要观赏

树种进行综合赋分评价，划分应用等级，并对其观赏

特性、生态习性、适生区域、应用形式等进行系统分

析，旨在为野生观赏树种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中条山属暖温带（１１０°１８′ １１２°３７′Ｅ，３４°３８′

３５°５０′Ｎ），海拔 １８０ ２３５８ｍ［１０］；年平均气温
１０．３ １４．３℃，７月平均气温２３．２ ３３．８℃，１月平
均气温 －０．９ ４．６℃，≥１０℃的年积温 ３４１２
４２８１℃，无霜期１９０ ２２９ｄ；年平均降水量５４２
６５４．３ｍｍ，多雨年达１０００ｍｍ［１０］。土壤多为褐色
土和棕色森林土［１１］。山脉为东北—西南走向［１１］。

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森林植被垂直分布带明显，树

种资源除有温带和暖温带树种外，还分布有亚热带

及寒温带树种［１１］，其观赏树种资源极其丰富。境内

有太宽河、蟒河、涑水河源头及历山自然保护区。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每年春、夏、秋季，多次对中条山
野生观赏树种资源的种类、生活型、生长环境、生长

状况、垂直分布、观赏特性等采用线路调查的方法进

行实地调查记录，并采集标本、拍摄照片。衳子植物

按郑万钧系统，被子植物按哈钦松系统进行归类。

２．２　优选评价方法
在调查了解野生观赏树种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及查阅相关文献［１２－１６］的基础上，经多位专家根据观

赏价值及开发利用潜力初步评定筛选出９０种尚未
开发利用的适应性较强、观赏价值较高、开发利用潜

力大的重要观赏树种。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其乔

木、灌木、藤本进行定量评价，赋分评级。

２．３　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在参考相关文献［１７－２０］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目

的及观赏树种的特点，选择观赏价值、开发利用潜

力、生物学特性３项因子作为约束指标。乔木以树
形、枝干、花色、花径或花序、果实、芳香性、数量、分

布范围、抗逆性、生长状况、生态习性、繁殖难易１４
项因子；灌木以花色、花径或花序、花量、花期、果实、

芳香性、数量、分布范围、抗逆性、生长状况、生态习

性、繁殖难易１４项因子；藤本以攀援能力、叶色、叶
形、花色、花径或花序、果实、芳香性、数量、分布范

围、抗逆性、生长状况、生态习性、繁殖难易１３项因
子为评价指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３　结果与分析
据调查统计，中条山有野生观赏树种３８０种（含

亚种、变种及变型），隶属６３科１２８属。树种资源多
样性丰富。

３．１　种类多样性
中条山野生观赏树种种类丰富，有６３科１２８属

３８０种（表１），其中，乔木１７６种，灌木１６９种，藤本
３５种。落叶树种３５８种，常绿、半常绿树种２２种。

总体看，绝大多数为被子植物，共３６９种，占总
种数的９７．１％，其中，双子叶植物３６４种，占总种数
的９５．８％，而单子叶植物仅有 ５种，占总种数的
１．３％；而被子植物绝大多数为乔木和灌木，共 ３３４
种，占被子植物种数的９０．５％。裸子植物１１种，仅
占总种数的２．９％。

表１　观赏树木种类

植物类别 科 属 种 种比例／％乔木 灌木 藤本 常绿 落叶

裸子植物 ３ ５ １１ ２．９ １０ １ ０ １１ ０

被子

植物

双子叶植物 ５８１２１３６４ ９５．８ １６５ １６４ ３５ １１ ３５３
单子叶植物 ２ ２ ５ １．３ １ ４ ０ ０ ５
合计 ６３１２８３８０ １００ １７６ １６９ ３５ ２２ ３５８

　　注：种比例指种数占总种数的百分比，下同。

３．２　生活型多样性
根据生活型划分为８种类型（表２），绝大多数

为落叶树种，共３５８种，占总数的９４．２％，其中，乔木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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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种，灌木 １６４种，藤本 ３３种，分别占总数的
４２．４％、４３．２％、８．７％，分别占落叶树种的４５．０％、
４５．８％、９．２％。

由表２看出：乔木１７６种，占总数的４６．３％，其
中，落叶乔木１６１种，占乔木总数的９１．５％；常绿乔
木１５种，占乔木总数的８．５％。灌木１６９种，占总数
的４４．５％，其中，落叶灌木 １６４种，占灌木总数的
９７．０％；常绿灌木５种，占灌木总数的３．０％。藤本
３５种，占总数的９．２％，其中，落叶藤本３３种，占藤
本总数的 ９４．３％；常绿藤本 ２种，占藤本总数的
５．７％。

表２　生活型类型

类别 科 属 种 种比例／％

常绿针叶乔木 ３ ５ １０ ２．６

常绿阔叶乔木 ３ ３ ５ １．３

落叶阔叶乔木 ３３ ５９ １６１ ４２．４

常绿针叶灌木 １ １ １ ０．３

常绿阔叶灌木 ４ ４ ４ １．１

落叶阔叶灌木 ３１ ５８ １６４ ４３．２

常绿阔叶藤本 ２ ２ ２ ０．５

落叶阔叶藤本 １１ １４ ３３ ８．７

３．３　垂直分布多样性
按付子祯等［２１］对山西各山地植被垂直地带性

的分析，将中条山森林植被垂直分布分为５个植被
带（表３）。野生观赏树种垂直分布范围广，但大多
数观赏树种分布在海拔７００ １５００ｍ，与山西省绝
大部分城镇所在地的海拔范围相吻合，所以在适宜

城镇园林中开发应用具有可行性。

表３　垂直分布类型

类别 海拔／ｍ 种
种比

例／％
乔

木

灌

木

藤

本

常

绿

落

叶

灌丛及农垦带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１６９ ４４．５ ７３ ７１ ２５ １０ １５９

疏林灌丛带 ７００ １５００２４７ ６５．０ １０８１０５ ３４ １１ ２３６

落叶阔叶林带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１１５ ３０．３ ６１ ４８ ６ ４ １１１

小叶林带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３１ ８．２ ９ ２０ ２ １ ２９

亚高山草甸带 ２０００ ２３５０ ２９ ７．６ ８ １９ ２ １ ２８

３．４　观赏特性多样性
根据观赏特性划分为４种类型［１７－１８］（表４），其

中，观花树种 ２３２种，占总数的 ６１．１％；观叶树种
１７８种，占总数的４６．８％；观果树种１５２种，占总数
的４０．０％ ；观形树种１３１种，占总数的３４．５％。
３．５　园林应用类型多样性

根据园林应用形式划分为 ９种类型［１７－１８］（表

５），其中，独赏树类较多，共 １６２种，占总数的
４２．６％；风景林树种１１９种，占３１．３％；庭荫树种９５
种，占２５．０％；行道树种７３种，占１９．２％；防护林树
种６８种，占１７．９％；垂直绿化树种４４种，占１１．６％；
地被树种 ４４种，占 １１．６％；绿篱树种 ２６种，占
６．８％；盆景树种２２种，占５．８％。

表４　观赏性状类型

类别 科 属 种 种比例／％

观形类 ２９ ４４ １３１ ３４．５

观花类 ３８ ８２ ２３２ ６１．１

观叶类 ４９ ７４ １７８ ４６．８

观果类 ３７ ５８ １５２ ４０．０

表５　园林应用类型

类别 科 属 种 种比例／％

独赏树类 ４０ ５８ １６２ ４２．６

庭荫树类 ２６ ３９ ９５ ２５．０

行道树类 ２３ ３０ ７３ １９．２

风景林类 ３６ ５３ １１９ ３１．３

防护林类 ２０ ３２ ６８ １７．９

垂直绿化类 １７ ２３ ４４ １１．６

地被类 １５ ２１ ４４ １１．６

绿篱类 １４ １９ ２６ ６．８

盆景类 １３ １５ ２２ ５．８

３．６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重要观赏树种定量评级
为了有目的、有重点、有计划地应用好乡土观

赏树种，对专家初步评判选出的９０种重要观赏树
种，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乔木、灌木、藤本进行

定量评价，依据得分值划分等级，同时对其观赏部

位、观赏特性、生态习性、应用形式及适生地区进

行分析。

３．６．１　指标权重计算及综合评价　针对各项约束
及评价指标，综合多位专家意见，采用１ ９标度，
构建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２ａ软件，采用和积法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
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表６ ７），然后再计算出各
指标的总排序权重值。

先对各观赏树种的各项指标均按照５分制进行
评级赋分（表８），再以各指标权重分别计算其乔木、
灌木、藤本的综合评价值。按分值从大到小的次序

进行优选分级。

３．６．２　评价结果　对重要观赏树种按乔木、灌木、
藤本分别进行综合评价，赋分计算，按照分值大小由

高至低排序，结果分别划分为３个等级（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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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Ａ－Ｃ
Ａ Ｃ１ Ｃ２ Ｃ３ Ｗ

Ｃ２－Ｐｉ（乔木、灌木）
Ｃ２ Ｐ９ Ｐ１０ Ｐ１１ Ｗ

Ｃ３－Ｐｉ（乔木、灌木）
Ｃ３ Ｐ１２ Ｐ１３ Ｐ１４ Ｗ

Ｃ２－Ｐｉ（藤本）
Ｃ２ Ｐ８ Ｐ９ Ｐ１０ Ｗ

Ｃ３－Ｐｉ（藤本）
Ｃ３ Ｐ１１ Ｐ１２ Ｐ１３ Ｗ

Ｃ１ １ １／５ ２ ０．１６６６ Ｐ９ １ １／５１／３０．１０９５ Ｐ１２ １ １／５１／３０．１０４７ Ｐ８ １ １／５１／３０．１０９５ Ｐ１１ １ １／５１／３ ０．１０４７
Ｃ２ ５ １ ７ ０．７３９６ Ｐ１０ ５ １ ２ ０．５８１６ Ｐ１３ ５ １ ３ ０．６３７０ Ｐ９ ５ １ ２ ０．５８１６ Ｐ１２ ５ １ ３ ０．６３７０
Ｃ３ １／２１／７ １ ０．０９３８ Ｐ１１ ３ １／２ １ ０．３０８９ Ｐ１４ ３ １／３ １ ０．２５８３ Ｐ１０ ３ １／２ １ ０．３０８９ Ｐ１３ ３ １／３ １ ０．２５８３

λｍａｘ＝３．０５３６
ＣＩ＝０．０２６８

ＣＲ＝０．０４６２＜０．１

λｍａｘ＝３．００３７
ＣＩ＝０．００１８

ＣＲ＝０．００３２＜０．１

λｍａｘ＝３．０３８５
ＣＩ＝０．０１９３
ＣＲ＝０．０３３＜０．１

λｍａｘ＝３．００３７
ＣＩ＝０．００１８

ＣＲ＝０．００３２＜０．１

λｍａｘ＝３．０３８５
ＣＩ＝０．０１９３

ＣＲ＝０．０３３＜０．１
Ｃ１－Ｐｉ（乔木）

Ｃ１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Ｐ５ Ｐ６ Ｐ７ Ｐ８ Ｗ
Ｃ１－Ｐｉ（灌木）

Ｃ１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Ｐ５ Ｐ６ Ｐ７ Ｐ８ Ｗ
Ｃ１－Ｐｉ（藤本）

Ｃ１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Ｐ５ Ｐ６ Ｐ７ Ｗ
Ｐ１ １ ５ ３ ５ ５ ７ ５ ９ ０．３８１２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７ ３ ０．３１０６Ｐ１ １ ２ ２ ３ ４ ３ ９ ０．２９６３
Ｐ２１／５ １ １／５１／３１／５１／２１／３ ５ ０．０４１４Ｐ２１／２ １ １／２ ２ ５ １ ５ １／３０．１１２２Ｐ２１／２ １ １ ２ ５ ３ ７ ０．２０７３
Ｐ３１／３ ５ １ ３ ２ ３ ３ ９ ０．１９１４Ｐ３１／３ ２ １ ３ ５ ４ ７ １ ０．１８３０Ｐ３１／２ １ １ ２ ４ ３ ７ ０．１９９１
Ｐ４１／５ ３ １／３ １ １／３ ２ ２ ７ ０．０９２１Ｐ４１／４１／２１／３ １ ２ １ ５ １／３０．０６９３Ｐ４１／３１／２１／２ １ ３ ２ ５ ０．１２１８
Ｐ５１／５ ５ １／２ ３ １ ３ ２ ７ ０．１４４６Ｐ５１／５１／５１／５１／２ １ １／２ ５ １／５０．０４４２Ｐ５１／４１／５１／４１／３ １ １／３ ７ ０．０６１２
Ｐ６１／７ ２ １／３１／２１／３ １ １／２ ５ ０．０５５４Ｐ６１／５ １ １／４ １ ２ １ ５ １／３０．０７２２Ｐ６１／３１／３１／３１／２ ３ １ ５ ０．０９２１
Ｐ７１／５ ３ １／３１／２１／２ ２ １ ５ ０．０７６５Ｐ７１／７１／５１／７１／５１／５１／５ １ １／７０．０２０８Ｐ７１／９１／７１／７１／５１／７１／５ １ ０．０２２２
Ｐ８１／９１／５１／９１／７１／７１／５１／５ １ ０．０１７４Ｐ８１／３ ３ １ ３ ５ ３ ７ １ ０．１８７７

λｍａｘ＝８．５８６８　ＣＩ＝０．０８３８
ＣＲ＝０．０５９４＜０．１

λｍａｘ＝８．５３７５　ＣＩ＝０．０７６８
ＣＲ＝０．０５４５＜０．１

λｍａｘ＝７．４０９０　ＣＩ＝０．０６８２
ＣＲ＝０．０５１６＜０．１

　　注：Ａ、Ｃ、Ｃ１－Ｃ３、Ｐ、Ｐ１－Ｐ１４含义同表７；Ｗ表示权重；λｍａｘ表示矩阵最大特征值；ＣＩ表示一致性指标；ＣＲ表示随机一次性比率。

表７　观赏树种综合评价

目标层

（Ａ）
约束层（Ｃ）

指标 权重

乔木

标准层（Ｐ）
指标 权重

总排序

权重

灌木

标准层（Ｐ）
指标 权重

总排序

权重

藤本

标准层（Ｐ）
指标 权重

总排序

权重

评价层

（Ｄ）

观赏树种

综合评价

（Ａ）

观赏 ０．１６６６树形（Ｐ１） ０．３８１２０．１４３５花色（Ｐ１） ０．３１０６０．１１６４攀援能力（Ｐ１） ０．２９６３０．１１１５

价值 枝干（Ｐ２） ０．０４１４０．０１５６花径、花序（Ｐ２）０．１１２２０．０４２２叶色（Ｐ２） ０．２０７３０．０７８０
（Ｃ１） 叶色（Ｐ３） ０．１９１４０．０７２０花量（Ｐ３） ０．１８３００．０６８９叶形（Ｐ３） ０．１９９１０．０７４９

叶形（Ｐ４） ０．０９２１０．０３４７叶色（Ｐ４） ０．０６９３０．０２６１花色（Ｐ４） ０．１２１８０．０４５８
花色（Ｐ５） ０．１４４６０．０５４４叶形（Ｐ５） ０．０４４２０．０１６６花径、花序（Ｐ５）０．０６１２０．０２３０
花径、花序（Ｐ６）０．０５５４０．０２０９果实（Ｐ６） ０．０７２２０．０２７２果实（Ｐ６） ０．０９２１０．０３４７
果实（Ｐ７） ０．０７６５０．０２８８芳香性（Ｐ７） ０．０２０８０．００７８芳香性（Ｐ７） ０．０２２２０．００８４
芳香性（Ｐ８） ０．０１７４０．００６５花期（Ｐ８） ０．１８７７０．０７０７数量（Ｐ８） ０．１０９４０．０５１９

开发利 ０．７３９６数量（Ｐ９） ０．１０９５０．０８１０数量（Ｐ９） ０．１０９４０．０５１９分布范围（Ｐ９） ０．５８１６０．２７５６

用潜力 分布范围（Ｐ１０）０．５８１６０．４３０２分布范围（Ｐ１０）０．５８１６０．２７５６抗逆性（Ｐ１０） ０．３０８９０．１４６８
（Ｃ２） 抗逆性（Ｐ１１） ０．３０８９０．２２８５抗逆性（Ｐ１１） ０．３０８９０．１４６８生长状况（Ｐ１１）０．１０４７０．０１５６

生物学 ０．０９３８生长状况（Ｐ１２）０．１０４７０．００９８生长状况（Ｐ１２）０．１０４７０．０１５６生态习性（Ｐ１２）０．６３７００．０９５２

特性 生态习性（Ｐ１３）０．６３７００．０５９８生态习性（Ｐ１３）０．６３７００．０９５２繁殖难易（Ｐ１３）０．２８８３０．０４３１
（Ｃ３） 繁殖难易（Ｐ１４）０．２５８３０．０２４２繁殖难易（Ｐ１４）０．２８８３０．０４３１

乔木

Ｄ１、Ｄ２…
Ｄ３８

灌木

Ｄ１、Ｄ２…
Ｄ３７

藤本

Ｄ１、Ｄ２…
Ｄ１５

４　讨论
长期以来，各位学者对野生观赏树种资源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调查分类、开发利用或较为单一的评

价分析等方面，如丁彦芬等［１２］对乔灌木进行了开发

利用评价，滕红梅等［９］、李红杰等［１５］对花灌木进行

了筛选评价，黄柳菁等［１３］、任学敏等［１４］进行了观赏

评价；而系统分析结合定量评价研究方面的报道较

少。本研究在对中条山野生观赏树种资源进行多方

位详细调查记录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分类分析进行

了多样性研究，并对经多位专家初步筛选出的目前

尚未开发利用的适应性较强、观赏价值高、开发利用

潜力大的重要观赏树种采用层次分析法分乔木、灌

木、藤本进行了综合评价，赋分评级。

由于乔木、灌木、藤本在园林应用中存在观赏特

性及应用形式的差异，乔木主要着重于树形与季相，

而灌木侧重于观赏花、果，藤本则注重攀援及覆盖能

力，因此，本研究对乔木、灌木、藤本分别根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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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评价指标赋分标准

评价指标
分值

１ ２ ３ ４ ５
树形 树形差，松散 树形较差，较松散 一般 树形较好，较紧凑 树形优美，紧凑

枝干 色彩暗淡 色彩较暗 一般 色彩单一、较鲜艳 色彩多变、鲜艳

攀援能力 弱 较弱 一般 较强 强

叶色 灰绿色 绿色 叶色一般 叶色较艳 叶色多变艳丽

叶形 叶形差 叶形较差 叶形一般 叶形较美观 叶形美观

花色 无花瓣，色淡 花黄绿色，较淡 花粉、淡黄色 花黄、白、紫色，较艳 花红、紫红色，艳

花径、花序 ０．５ｃｍ以下 ０．５ １ｃｍ １ ２ｃｍ ２ ３ｃｍ ３ｃｍ以上
花量 少，３０％以下 较少，３０％ 一般，５０％ 较多，８０％ 繁多，８０％以上
花期 １５ｄ以下 １５ ３０ｄ ３０ ４５ｄ ４５ ６０ｄ ６０ｄ以上
芳香性 不香或臭 微香 一般 香 浓香

果实 果形一般，色暗 果形一般，色较暗 果形、果色一般 果形较奇，果色较艳 果形奇，果色艳

数量 少 较少 一般 较多 多

分布范围 窄 较窄 较广 广 极广

抗逆性 差 较差 一般 较强 强

生长状况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生态习性 适应性差 适应性较差 适应性一般 适应性较强 适应性强

繁殖难易 难 较难 一般 较易 易

表９　重要观赏树种综合评价等级表

评价等级 种名 观赏部位 观赏特性 生态习性 应用形式 适生地区

乔

木

葛萝槭（ＡｃｅｒｇｒｏｓｓｅｒｉＰａｘ） 树形、皮、叶 树形美，树皮绿，秋叶红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风景林 全省

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 树形、叶、果 树端正，春秋叶、果红艳 耐干瘠，喜温暖 庭荫、独赏、风景林 中南部

辽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Ｍａｙｒ） 树形、叶 叶形秀丽，秋叶红色 耐干瘠，适应性强 独赏、行道、风景林 全省

Ⅰ级 北京花楸（Ｓｏｒｂｕｓ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Ｍａｘｉｍ．）Ｍａｘｉｍ．）叶、花、果 花果洁白，秋叶红艳 适应性强 独赏、庭荫、风景林 全省

分值＞４．５槲树（ＱｕｅｒｃｕｓｄｅｎｔａｔａＴｈｕｎｂ．） 树形、叶 树形美，叶形秀，秋叶红 耐干瘠，抗风、火 行道、独赏、风景林 中南部

（９种） 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ｌｉｅｎａＢｌ．） 树形、叶 树形美，叶形秀，秋叶红 耐干瘠，适应性强 独赏、行道、风景林 中南部

山桐子（Ｉｄｅｓｉａ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Ｍａｘｉｍ．） 树形、果 树形美观，果实红艳 稍耐荫 独赏、行道树 中南部

枫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Ｃ．ＤＣ．） 树形、叶、果 树冠宽，叶形美，果序奇 耐湿、轻盐碱， 庭荫、行道、独赏树 中南部

核桃楸（Ｊｕｇｌａｎ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树形、叶 树冠宽广，枝叶茂密 抗风 独赏、庭荫、行道树 全省

红麸杨（ＲｈｕｓｐｕｎｊａｂｅｎｓｉｓＳｔｅｗａｒｔ
ｖａｒ．ｓｉｎｉｃａ（Ｄｉｅｌｓ）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树形、叶、果 枝叶茂密，果序红艳 耐干瘠，适应性强 独赏、庭荫、风景林 中南部

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ｉｌｇｅｒ）Ｒｅｈｄ．） 树形、叶 树形优美，四季常青 喜温湿 独赏树、园景树 中南部

Ⅱ级
４＜分值≤
４．５（９种）

南方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ｉｌｇｅｒ）
Ｒｅｈｄ．ｖａｒ．ｍａｉｒｅｉ（ＬｅｍｅｅｅｔＬｅｖｌ．）
ＣｈｅｎｇｅｔＬ．Ｋ．Ｆｕ）

树形、叶 树姿端庄，四季常青 喜温湿 独赏树、园景树 中南部

刺楸（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
（Ｔｈｕｎｂ．）Ｋｏｉｄｚ．）

树形、叶、花 树形美，叶形秀 适应性强 庭荫、独赏、风景林 中南部

连香树（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树形、叶 树形美观，叶形秀丽 喜温湿 独赏、庭荫、园景树 南部

血皮槭（Ａｃｅｒｇｒｉｓｅｕｍ（Ｆｒａｎｃｈ．）Ｐａｘ） 树形、叶、果 树形美，树皮、秋叶红 不耐干、湿 园景树、风景林 南部

领春木（Ｅｕｐｔｅｌｅａ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ｏｏｋ．ｆ．ｅｔＴｈｏｍｓ．）

树形、果 树形美观，果形奇特 稍耐荫，喜温湿 独赏、庭荫、园景树 南部

山槐（Ａｌｂｉｚｉａｋａｌｋｏｒａ（Ｒｏｘｂ．）Ｐｒａｉｎ） 树形、叶、花 树形美，叶雅，花艳 耐干瘠，喜湿 独赏、庭荫、行道树 中南部

灰楸（ＣａｔａｌｐａｆａｒｇｅｓｉｉＢｕｒ．） 树形、花、果 树挺，花艳，叶大荫浓 耐轻盐碱，适应强 独赏、行道、园景树 中南部

陕甘花楸（ＳｏｒｂｕｓｋｏｅｈｎｅａｎａＳｃｈｎｅｉｄ．） 叶、花、果 花叶美丽，果实洁白 适应性较强 园景树 中南部

建始槭（ＡｃｅｒｈｅｎｒｙｉＰａｘ） 树形、叶、果 树形优美，秋叶红色 耐干瘠，喜温暖 园景、风景林 中南部

稠李（Ｐａｄｕｓｒａｃｅｍｏｓａ（Ｌａｍ．）Ｇｉｌｉｂ．） 花、叶、果 白花密，秋叶红 不耐干瘠 独赏、庭荫、风景林 全省

Ⅲ级 盐肤木（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ｉｌｌ．） 树形、叶、果 树形美，秋叶、果红艳 耐干瘠，喜温湿 园景树、风景林 中南部

３．５＜分值陕西槭（Ａｃｅｒｓ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ｅＦａｎｇｅｔＬ．Ｃ．Ｈｕ）树形、叶、果 树形优美，秋叶红色 耐干瘠，喜温暖 园景树、风景林 中南部

≤４（２０种）青麸杨（Ｒｈｕｓ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Ｍａｘｉｍ．） 树形、果 枝叶茂密，果序红艳 耐干瘠，适应性强 独赏、庭荫、风景林 中南部

千金榆（ＣａｒｐｉｎｕｓｃｏｒｄａｔａＢｌ．） 叶、果 枝叶密，叶秀，果奇 耐荫、干瘠 独赏、行道、庭荫树 中南部

省沽油（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ｂｕｍａｌｄａＤＣ．） 叶、花、果 花繁叶茂，果实奇特 耐荫、干，喜温湿 园景树、风景林 中南部

膀胱果（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ｈｏｌｏｃａｒｐａＨｅｍｓｌ．） 叶、花、果 花繁叶茂，果实奇特 耐干瘠，喜温湿 园景树、风景林 中南部

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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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９
评价等级 种名 观赏部位 观赏特性 生态习性 应用形式 适生地区

乔

木

老鸹铃（Ｓｔｙｒａｘ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ｓＤｉｅｌｓ） 树形、花 树形美，花白色芳香 耐干瘠 独赏、庭荫、园景树 中南部

野茉莉（Ｓｔｙｒａｘ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树形、花 树形美，花白色芳香 耐干瘠 独赏、庭荫、行道树 中南部

流苏树（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ｒｅｔｕｓｕｓＬｉｎｄｌ．ｅｔＰａｘｔ．）花 花色洁白，花形奇特，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中南部

水榆花楸（Ｓｏｒｂｕｓａｌｎｉｆｏｌｉａ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Ｋ．Ｋｏｃｈ）

叶、花、果 树形美，秋叶、果实红 耐寒冷，喜湿润 庭荫、独赏、风景林 中南部

Ⅲ级 异叶榕（Ｆｉｃ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ｍｏｒｐｈａＨｅｍｓｌ．） 叶 叶形多变美丽 喜温暖 园景树 南部

３．５＜分值山茱萸（Ｃｏｒｎ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花、果 黄花艳丽，红果晰透 较耐荫，喜温湿 园景树 中南部

≤４（２０种）小叶白蜡（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ＤＣ．） 叶、花 叶形美，花洁白量大 耐干瘠，适应性强 独赏、庭荫、园景树 中南部

河南海棠（Ｍａｌｕｓｈｏ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Ｒｅｈｄ．） 花、果、叶 枝叶秀丽，花繁果艳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中南部

尖萼腀（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ｏｄｏｎｔｏｃａｌｙｘＨａｎｄ．Ｍａｚｚ．）树形、叶 树体端正，枝叶繁茂 耐干瘠，适应性强 行道、独赏、庭荫树 中南部

尖叶腀（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ｓｚａｂｏａｎａＬｉｎｇｅｌｓｈ．） 树形、叶 树形优美，枝叶繁茂 耐旱，适应性强 行道、独赏、庭荫树 中南部

甘肃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Ｗｉｌｓ．） 花、果 花繁叶茂，果实鲜红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灌

木

挂苦绣球（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ｕｒａＤｉｅｌｓ） 花 花色艳量大，花期长 耐荫，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东陵绣球（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Ｄｉｐｐ．）花 花色艳量大，花期长 耐荫，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Ⅰ级
分值＞４．５
（６种）

小叶丁香（Ｓｙｒｉｎｇ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Ｔｕｒｃｚ．ｓｕｂｓｐ．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Ｄｉｅｌｓ）Ｍ．Ｃ．Ｃｈａｎｇ＆Ｘ．Ｌ．Ｃｈｅｎ）

花 花红艳芳香，花期长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专类园 全省

巧玲花（Ｓｙｒｉｎｇ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Ｔｕｒｃｚ．） 花 花紫红，花期长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四照花（Ｄｅｎｄｒｏ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ＤＣ．）Ｆａｎｇ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ｓｂｏｒｎ．）Ｆａｎｇ）

花、果 白花覆树，红果大艳 稍耐荫，喜湿 园景树 中南部

海州常山（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Ｔｈｕｎｂ．）花、果 白冠红萼，红萼紫果 喜温暖，较耐干 园景树 中南部

照山白（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Ｔｕｒｃｚ．）叶、花 叶常绿，花白色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绿篱 全省

桦叶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Ｂａｔａｌ．） 花、果 白花繁密，红果艳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木香薷（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Ｂｅｎｔｈ．） 花 花色艳量大，花期长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绿篱、地被 全省

荆条（ＶｉｔｅｘｎｅｇｕｎｄｏＬ．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Ｒｅｈｄ．）

叶、花 叶秀丽，花清雅 耐干瘠 园景树 全省

三裂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Ｌ．） 花 白花量大，花期长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Ⅱ级
４＜分值≤
４．５（１１种）

小叶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Ｌａｍ．）叶、花 花色艳量大，花期长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六道木（ＡｂｅｌｉａｂｉｆｌｏｒａＴｕｒｃｚ．） 花、果 树姿婆娑，叶秀花美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盆景 全省

金花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Ｔｕｒｃｚ．） 花、果 花色多变，秋果红艳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郁香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ｉｓｓｉｍａ
Ｌｉｎｄｌ．ｅｔＰａｘｔ．）

花、果 早花浓香，夏果红艳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黄瑞香（Ｄａｐｈｎｅ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Ｎｉｔｓｃｈｅ） 花、果 花金黄，果亮红 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窄叶紫珠（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ｖａｒ．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Ｒｅｈｄ．）

果 紫果光亮状如玛瑙 喜温暖 园景树、果枝切花 中南部

土庄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Ｔｕｒｃｚ．） 花 白花绿叶，繁密似雪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红柄白鹃梅（Ｅｘｏｃｈｏｒｄａ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Ｈｅｓｓｅ） 花 树姿优美，花白如雪 较耐干瘠，适应强 园景树 中南部

绣球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ｂｌｕｍｅｉＧ．Ｄｏｎ） 花 花白量大，花期长 耐寒、干瘠，较耐碱 园景树 中南部

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ｂｉ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 花 枝条拱垂，花繁色艳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地被 全省

多花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Ｂｕｎｇｅ） 花 花繁色艳，花期长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地被 全省

毛掌叶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ｌｅｖｅｉｌｌｅｉＫｏｍ．） 花 枝叶茂密，花色艳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美蔷薇（Ｒｏｓａｂｅｌｌ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花、果、叶 花色艳丽，果形奇特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钝叶蔷薇（ＲｏｓａｓｅｒｔａｔａＲｏｌｆｅ） 花、果、叶 花色艳丽，果形奇特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杭子梢（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Ｂｇｅ．）Ｒｅｈｄ．）花 花色艳，花期长 稍耐荫，适应性强 园景树、地被 全省

Ⅲ级 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Ｔｈｕｎｂ．） 花、果 白花繁密，红果艳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中南部

３．５＜分值扁担杆（ＧｒｅｗｉａｂｉｌｏｂａＧ．Ｄｏｎ） 花、果 果实橙红，经久不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绿篱 中南部

≤４（２０种）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ａｌ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Ｓｉｅｂ．） 叶、果、枝 秋叶、果实红艳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绿篱、盆景 中南部

大花溲疏（Ｄｅｕｔｚｉａ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Ｂｇｅ．） 花 花小而繁密，花量大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全省

多花木蓝（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ａｍｂｌｙａｎｔｈａＣｒａｉｂ） 花 枝叶扶疏，花色艳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 中南部

绢毛山梅花（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ｓｅｒｉｃａｎｔｈｕｓＫｏｅｈｎｅ）花 花白密集清香，花期长 耐荫、干瘠，适应强 园景树、花篱 中南部

黄素馨（Ｊａｓｍｉｎｕｍｆｌｏｒｉｄｕｍ
Ｂｕｎｇｅｓｕｂｓｐ．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Ｄｉｅｌｓ）Ｍｉａｏ）

花 枝条拱垂，花黄色鲜艳 喜温暖，耐干瘠 园景树、花篱、盆景 南部

六月雪（Ｓｅｒｉｓｓ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Ｔｈｕｎｂ．）花、叶 四季常青，花白如雪 喜温暧 园景树、花篱、花坛 南部

对节刺（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ｐｙｃｎ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ｃｈｎｅｉｄ．） 叶 枝叶扶疏，四季常青 稍耐荫，喜温湿 绿篱、盆景 中南部

矮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Ａｎｄｒ．ｖａ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ａＲｅｈｄ．）

花 花姿美丽，花大色艳 喜温暖 园景树、专类园 南部

川鄂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ｈｅｎｒｙａｎａＳｃｈｎｅｉｄ．） 花、果 金花艳，绿叶翠，红果悦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绿篱 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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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评价等级 种名 观赏部位 观赏特性 生态习性 应用形式 适生地区

藤

本

大瓣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ｍａｃｒｏｐｅｔａｌａＬｅｄｅｂ．）叶、花 叶形美观，花大艳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垂直绿化、地被 全省

Ⅰ级
分值＞４．５
（４种）

山葡萄（Ｖｉｔｉｓ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Ｒｕｐｒ．） 叶 叶形美观，秋叶红色 稍耐荫，适应性强 垂直绿化、地被 全省

葛藤（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Ｏｈｗｉ） 叶、花 枝叶稠密，花色艳丽 耐干瘠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络石（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ｄｌ．）Ｌｅｍ．）

叶、花、果 花白芳香，四季常青 喜温暖，耐干瘠 垂直绿化、地被 南部

大叶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ｈｅｒａｃｌｅｉｆｏｌｉａＤＣ．） 叶、花 叶形美观，花色艳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园景树、地被 全省

叶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ｈｕｍｕｌｉｆｏｌｉａＢｇｅ．）叶 枝叶茂密，叶形美观 稍耐荫，适应性强 垂直绿化、地被 全省

Ⅱ级 杠柳（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ｓｅｐｉｕｍＢｕｎｇｅ） 叶、花、果 茎叶光滑，花紫红艳丽 耐干瘠，适应性强 垂直绿化、地被 全省

４＜分值≤盘叶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ｔｒａ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Ｈｅｍｓｌ．） 花 花大色艳，优美独特 较耐干瘠，适应强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４．５（６种）三叶木通（Ａｋｅｂｉａ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Ｋｏｉｄｚ．）

叶、花、果 叶形美，花色艳，果形奇 稍耐荫，喜温湿
垂直绿化、地被、

盆景
中南部

粗齿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ｌｕｃｉｄａ
（Ｌｅｖｌ．ｅｔＶａｎｔ．）Ｗ．Ｔ．Ｗａｎｇ）

叶、花 叶形美观，花色艳丽
耐 干 瘠，适 应

性强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五味子（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ｕｒｃｚ．）Ｂａｉｌｌ．）

果 红果成串，鲜艳靓丽 喜湿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华中五味子（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果 红果成串，鲜艳靓丽 喜湿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Ⅲ级
３．５＜分值

木通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ｅｎｓｉｓＫｏｍ．）

叶、花 叶形美，花色艳，果形奇 喜阴湿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４（５种）软枣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ａｒｇｕｔａ
（Ｓｉｅｂ．＆Ｚｕｃｃ）Ｐｌａｎｃｈ．ｅｘＭｉｑ．）

叶、花 枝繁叶茂，花乳白芳香 稍耐荫，较耐寒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狗枣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ｋｏｌｏｍｉｋｔａ
（Ｍａｘｉｍ．＆Ｒｕｐｒ．）Ｍａｘｉｍ．）

叶、花 枝叶茂密，花洁白芳香 稍耐荫，较耐寒 垂直绿化、地被 中南部

观赏特点及应用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

中条山野生观赏树种属于乡土树种，抗逆性及

适应性强，在园林中应用能形成地方景观特色，但通

过实地调查及资料显示，目前应用于园林绿化的树

种不足５０种，约占总数的１２％，大量的资源还没有
被开发利用，开发潜力很大。为了论证开发利用的

可行性，本研究从树种资源的种类、生活型、分布、观

赏特性、应用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多样性分析研究。

同时为了有计划、有重点的引种应用，本研究对专家

初评筛选出的重要观赏树种进行了定量评价，划分

应用等级，为进一步择优选择应用树种提供理论依

据。如Ⅰ级乔木树种葛萝槭、黄连木、辽东栎、北京
花楸等树形优美，叶形美观，嫩叶或秋叶红艳，季相

变化明显，果形奇特或果色鲜艳，在园林中可用作独

赏树、行道树、庭荫树、风景林树种；Ⅰ级灌木树种如
挂苦绣球、东陵绣球、小叶丁香、毛叶丁香等树形紧

凑，花色鲜艳，花期长，可用作园景树、专类园等；Ⅰ
级藤本树种大瓣铁线莲、山葡萄、葛藤、络石叶形美

观，叶色富于变化或四季常青，花色美丽，可用作垂

直绿化或地被，这些树种观赏价值高，适应性较强，

均可在城市园林绿化中优先大量发展应用。

野生观赏树种的开发利用必须以科学研究与合

理的技术手段为基础，并在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

积极参与下才能实现。因此，应加大对野生观赏树

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的观察和研究，并在各地的植

物园、树木园及自然保护区建立引种和驯化基地，开

展迁地引种、逐步驯化、良种选育等工作。特别是对

于数量稀少又具有较高观赏利用价值及科学研究价

值的珍稀宝贵树种，如红豆杉、南方红豆杉、山桐子、

连香树、领春木、刺楸、野茉莉、老鸹铃、四照花、窄叶

紫珠等［２２］，应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掌握其生物、生

态学特性，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利用组织培

养［２３－２４］等方法，快速扩大种群数量，通过人为定向

培育，增加其抗性，逐步扩大其适应范围。培育适合

各类园林绿地要求的新种源，为城市绿化、美化和彩

化选育出更多的新树种，提高景观及生物多样性。

观赏树种的评价工作较复杂，采用层次分析法

能够进行定量评价筛选，所需定量数据少，便于计算

分析，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该方法存在一定的主观

性，也需要综合更多专家的意见进行合理分析。

５　结论
中条山野生观赏树种资源丰富，共 ３８０种，其

中，乔木１７６种，灌木１６９种，藤本３５种；落叶树种
３５８种，常绿、半常绿树种２２种。其种类丰富、生活
型多样、观赏价值高、应用类型多，是宝贵的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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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库。

中条山受第四纪冰川影响较小［１１］，保留有多种

孑遗或古老的珍稀宝贵树种，这些树种不仅具有较

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可为城市

园林绿化中优良品种的培育提供充足的种质资源，

为实现园林景观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奠定基础。

经专家初步评定筛选出９０种重要观赏树种，其
中，乔木３８种，灌木３７种，藤本１５种。采用层次分
析法对重要观赏树种按乔木、灌木、藤本进行综合评

价，赋分评级，结果各划分为３个等级。乔木分值＞
４．５为Ⅰ级，９种；３．５＜分值≤４．５为Ⅱ级，９种；分
值≤３．５为Ⅲ级，２０种。灌木分值 ＞４．５为Ⅰ级，６
种；３．５＜分值≤４．５为Ⅱ级，１１种；分值≤３．５为Ⅲ
级，２０种。藤本分值＞４．５为Ⅰ级，４种；３．５＜分值
≤４．５为Ⅱ级，６种；分值≤３．５为Ⅲ级，５种。Ⅰ级
树种开发潜力很大，可以在适生范围内优先大量开

发利用；Ⅱ级树种开发潜力大，可以在适生范围内适
度开发利用；Ⅲ级树种开发潜力较大，可以在适生范
围内选择性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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