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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和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加强

全市绿化工作的规划管理。根据国家、河南省和洛阳市颁布的有关法规和政

策，深化落实《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中有关城市绿地建设内

容，保障城市及周边自然景观的系统性，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宜居生活环境，特

编制《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3-2020）》，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2条 规划依据 

1、国家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相关标准条例 

《城市绿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0号）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  J185—2002）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建城[1993]784 号）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 2002.11）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建城〔2000〕192号）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 50563—2010）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建设部 2004）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暂行） 

《洛阳市城市绿化条例》（2014） 

《城市绿地规划规范》（报批稿）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3、相关规划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国发[1998]36号） 

《全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号） 

《中原城市群总体发展规划纲要》 

《中原城市群生态体系建设规划》 

《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2013-2017）》 

《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洛阳市近期建设规划(2011-2015)》 

《洛阳市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洛阳市十二五园林绿化规划》…… 

第3条 本规划所指的绿地，包括城市建成区内各项绿化用地和建成区外对生

态环境改善起积极作用的林地、园地、耕地、牧草地、水域等各类生态绿地。

前者对应于各级城市绿地的分类规划，后者纳入区域绿地和生态廊道体系范

畴。 

第4条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是对城市规划实施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文中“黑体字”

条文为强制性内容。违反规划强制性内容进行建设属严重影响规划行为，应依法查

处。 

第5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13-2020年。 

近期规划期限：2013－2015 年； 

远期规划期限：2016-2020 年； 

远景规划：202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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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分为市域和城区两个规划层次。 

市域范围包括洛阳市区及所辖偃师市、孟津县、新安县、洛宁县、宜阳县、伊川

县、嵩县、栾川县、汝阳县，行政辖区总面积 15209 平方公里。 

城区包含中心城区和吉利区，共计 928.4 平方公里，建成区总面积 296.32 平方公

里，建成区规划总人口 300.3万人。其中中心城区规划包含洛河以北的涧西区、高新

区、西工区、老城区、瀍河区和洛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洛龙区）的范围，总面积

848.5 平方公里，建成区建成区面积 265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285 万人；吉利区总面积

79.9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31.32 平方公里，建成区规划人口 15.3 万人。 

第7条 规划指导思想 

坚持“生态立市、旅游强市、绿色兴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创

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正确认识与处理好城市绿地建设与城市生态建

设、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休闲及绿色产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形象特色塑造

之间的关系，树立“牡丹之乡、神韵之都、旅游胜地”的城市形象。 

第8条 规划原则 

1、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原则 

2、生态优先原则  

3、以人为本原则 

4、与城市空间布局协调原则 

5、突出地方特色原则 

6、城乡统筹原则 

第9条 规划重点 

1、市域层面规划重点 

结合洛阳自然山水格局和城市发展，整合区域生态资源，完善市域范围内生态网

络体系。 

2、中心城区层面规划重点 

依据“山、水、田、城”的生态景观基底，强化突出郊野森林公园的生态功能，

加快环城生态绿地建设，完善城市绿地系统结构，形成合理的公园体系和廊道体系，

科学制定绿地指标，合理布局各种绿地，划定城市绿线。 

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指标 

第10条 总体目标 

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规划布局合理、绿量适宜、生物多样、景观优美、特

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复合型、多层次（丘陵、山地、平原、城镇）绿地系统，积极发展牡

丹园艺，建设以牡丹为特色的洛阳园林，构建“以历史为基、以牡丹为媒、以水为魂、以

绿为裳”的低碳、生态、文化、宜居城市。 

第11条 分期目标 

至 2015年，完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提升园林绿化水平，基本实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的主体指标。 

至 2020年，提升各项园林绿化指标，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景观优美、环境宜人、

生态良好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2020年以后，完善中心城区外围南、北、西三面山地丘陵为依托的森林群落和东部河

谷平原、农田等为依托的生态绿地空间，使之与城市各类绿地功能协调、有机组合、相互

映衬，形成科学、合理、完整的城市绿地系统，充分发挥绿地的综合功能，达到保护和改

善城市生态、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远景目

标。 

第12条 规划指标 

近期 2015 年城市建设用地 237.84 平方公里，人口 241.35 万人。实现城市绿化覆盖率

39%，绿地率 34%，人均公园绿地 9平方米的水平。 

远期 2020 年建设用地 296.32 平方公里，人口 300.3 万。实现城市绿化覆盖率 45%，

绿地率 39%，人均公园绿地 13 平方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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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域生态绿地系统规划 

第13条 市域生态体系 

规划将市域生态绿地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山地区绿地系统、第二层次为丘陵区

绿地系统、第三层次为平原区绿地系统。 

1、山地区绿地系统 

由南部的秦岭余脉和北部的太行山山脉组成，与南阳市、三门峡市的森林体系结合起

来，共同构建洛阳市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本区主要指伏牛山、熊耳山、外方山的石质山区，为伊河、北汝河的源头及洛河的主

要汇水区，是洛阳市生态防护林及天然林分布区。该区包括栾川、嵩县、洛宁、宜阳、汝

阳的全部及部分地区，涉及 46个乡镇，区域面积 69万公顷。 

2、丘陵区绿地系统 

次山地区域的丘陵地区，主要以林地为主。该区为熊耳山余脉及崤山，地貌为石质丘

陵和黄土丘陵，表现为基岩广泛裸露，沟壑纵横，土层深厚、地表疏松，树木稀少，植被

覆盖率低，地面冲刷和线状侵蚀强烈，水土流失面积达 90%以上，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该区

包括洛宁、新安、孟津、宜阳、嵩县等县的大部分或部分地区，涉及 52个乡镇，区域面积

64万公顷。 

3、平原区绿地系统 

以生态农田和湿地为主。该区沿河带状分布，地势较为平坦，土层深厚，水源条件

好。本区涉及偃师、孟津、伊川、宜阳、洛宁、汝阳、嵩县及洛阳市区、吉利区等 48个乡

镇，区域面积 19.3万公顷，是洛阳市的粮、油、棉生产基地。 

第14条 市域绿地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环三水、九廊多点”的绿地系统结构。  

一环：绕城高速、城镇联系公路沿线绿地的环城绿带。  

三水：黄河、洛河、伊河滨水生态保护带；  

九廊： 郑西高铁、连霍高速、郑洛第三高速、郑少洛高速、武西高速、郑卢高速、二

广高速、洛栾高速、宁洛高速；  

多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第15条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规划 

规划自然保护区 4 个，总面积 853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5.67％。 

规划森林公园 16 个，总面积达 386.66 平方公里，占洛阳市域土地总面积的 2.54%。 

规划风景名胜区 3 个，总面积达 284.21 平方公里，占洛阳市域土地总面积的 1.87%。 

表 3-1：洛阳市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规划一览表  

类别 级别 名称 面积（平方公里)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伏牛山自然保护区 183 

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240 

省级 
熊耳山自然保护区 340 

青要山自然保护区 90 

小计 853 

森林公园 

国家级 

（7个） 

花果山国家森林公园 48 

白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45 

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 44 

省级 

（9个） 

神灵寨国家森林公园 53 

郁山国家森林公园 80 

国家牡丹园 0.46 

天池山国家森林公园 27 

洛宁全宝山森林公园 10 

汝阳大虎岭森林公园 15 

偃师双龙山森林公园 13 

洛阳周山森林公园 1.2 

栾川倒回沟森林公园 21.5 

孟津小浪底森林公园 5.6 

宜阳香鹿山省级森林公园 15 

伊川荆山省级森林公园 5.3 

上清宫森林公园 2.6 

小计 386.66 

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1个） 
龙门石窟风景名胜区 9.21 

省级 

（2个） 

老君山—鸡冠洞风景名胜区 185 

青要山风景名胜区 90 

小计 284.2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A6%81%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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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条 生态斑块与生态廊道体系规划 

本规划生态斑块以遗址绿地为主，生态廊道包括市域内主要河流和交通廊道两侧的绿

色控制地带。 

 1、生态斑块规划 

规划包括邙山陵墓群遗址绿地 、汉魏古城遗址绿地 、隋唐城遗址绿地、伊洛夹河滩

绿地 、东汉陵墓南兆域遗址绿地、西苑遗址绿地 等 6大生态斑块。 

2、规划河流水系廊道、干道网络廊道等两种生态廊道。 

（1）、河流水系廊道包括洛河、伊河、涧河、瀍河等水系廊道。 

（2）、市内现有干道网络廊道主要有：铁路 219km（陇海铁路、焦枝铁路、洛宜铁

路）；公路 6550km，其中高速公路 45km、国道 244km（310国道、207国道）、省道

1011km、县道 1415km、乡村道路 3835km；河堤 450km；干渠 969km，累计总长度 8188km。 

3、生态廊道规划控制尺度 

依据地域不同，将生态廊道分为山地丘陵段、城区段与平原段。其中山地丘陵段主要

为市域西部、南部及北部大部分区域；城区段主要为中心城区及其周边辐射区域；平原段

为市域东部区域。 

表 3-2 :市域生态廊道控制宽度一览表 

名称  平原河谷段廊道宽度（米）  丘陵段廊道宽度（米）  山地段廊道宽度（米） 

黄河 500-1000 1000-2000 2000以上 

洛河  100-500 500-1500 1500以上 

伊河  300-800 800-1500 1500以上 

涧河 10-30  30-100  —— 

瀍河 10-30  30-100  —— 

北汝河 30-50   50-300  300以上  

白河  30-50   50-300  300以上  

老灌河 50-100  100-500  500以上  

高速公路 50 50-300 300以上 

高速铁路 50 50-300 300以上 

快速路 30-50 50-300 300以上 

第17条 市域生物保育体系规划 

规划将市域生物保育体系分为“山地生物保育区、丘陵生物恢复重建与保育区、平原

生物恢复重建与保育区及城区生物重建与管理区”。 

1、山地生物保育区 

生物保护对象：生态系统及其生境；乡土生物多样性，包括本地特有的动植物、古树

名木。  

保护目标是确保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内的健康持续发展。 

2、丘陵生物恢复重建与保育区 

本区域生物重点保护对象是林地与风景名胜区。 目标是在保育基础上，通过森林恢复

重建，有效保护与管理乡土生物多样性。 

3、平原生物恢复重建与保育区 

保护目标：完善现有绿地，新建绿地斑块，增加乡土树种的种植；加强引用水源地的

保护与管理；加强水污染管理，强化水生多样性的恢复。 

3、城区生物重建与管理区 

保护目标：增加城区内的生物多样性，优化绿地的物种多样性，加强城市内河流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 

第四章   洛阳市城区绿地分类规划 

第18条 洛阳市城区绿地系统结构 

洛阳市城区规划形成 “一心一环、三水五楔、十廊多园”的绿地系统结构。 

一心：指隋唐里坊区遗址绿地和伊洛河夹河滩湿地； 

一环：指建成区外围的环城生态绿地，由农田、郊野公园、遗址绿地等形成的近郊公

园环； 

三水：指黄河、伊河、洛河等三条横跨市域的大型河流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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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楔：指邙山、周山、龙门山、 万安山、伊洛河夹河滩大型生态区向城区楔入的楔形

绿地；  

十廊：沿新 310 国道、连霍高速、陇海铁路、郑西高铁、郑卢高速、郑洛第三高速、

郑少洛高速、二广高速、焦柳铁路、西南环高速的十条廊道；  

多园：森林公园、综合公园、湿地公园、遗址公园等生态斑块。 

第19条 环城生态绿地规划 

1、规划范围与规模 

环城生态绿地包含城区周边四大山体绿楔、伊洛河河谷生态腹地、水源涵养区、城区

外围大遗址保护区及绕城高速两侧 300-500米范围。中心城区范围内环城绿地总面积 271.5

平方公里。                                                      

2、规划内容 

环城生态区包含龙门山风景区、万安山郊野公园、东汉南兆域遗址公园、汉魏故城遗

址公园、邙山陵墓群遗址公园、樱桃沟郊野公园、周山森林公园、西南环城高速及连霍高

速生态廊道等几项内容。 

3、环城生态绿地控制要求 

环城生态绿地可分为生态区、建设开发区、其他区域等三种类型，并分别提出建设控

制要求。 

（1）、生态用地的建设控制要求 

农业种植物、苗木、生态植物植被、树木和水体的占地面积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比例

不得低于 80%；生态用地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铺装场地的总硬化绿不得超过 10%；

应保障河流、湿地岸线的公共性，沿岸线应设置连续贯通的绿道。 

（2）、建设开发用地的建设控制要求 

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临近中心城建设用地的区域可适当规划建设高层建筑，其余区域

宜规划建设低层、多层建筑；开发建设用地后退河流、湿地蓝线的距离不小于 100 米，确

需突破 100 米控制距离的，应单独申报。 

（3）、其他建设控制要求 

绕城高速路两侧 200 米范围内，主要用于生态建设，除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用地以外

不得新增开发建设用地；绕城高速两侧 200 米到 500 米范围内可利用空间资源，允许布局

市政基础设施和适量现代服务业用地，不得新建住宅建筑；与环城生态区相邻 100 米范围

内的建设用地上的建设项目，其建设形态应当按照由低到高逐渐过渡的要求控制，形成高

低错落的天际轮廓线，并与所在区域业态、文化、生态相协调。 

第20条 城市绿地分类 

根据国家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分为

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和其他绿地等五类绿地。 

第21条 洛阳市城区城区绿地指标 

至 2020 年，规划公园绿地总面积 4183.29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3.93 平方米。 

  表 4-1：洛阳市城区指标统计表 

区域 
建设用地总面

积 （km
2
） 

规划人口 

（万人） 

公园绿地面

积（hm
2
） 

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m
2
/人） 

建成区绿地

率（%） 

建成区城市绿化

覆盖率（%） 

城区 296.32 300.3 4183.29 13.93 39.7 44.7 

其

中 

中心 

城区 
265 285 4023.26 14.12 40 45 

吉利区 31.32 15.3 160 10.46 37 42 

第一节  公园绿地（G1）规划 

第22条 公园绿地分类 

根据国家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的规定，公园绿地分为综合

公园（G11）、社区公园（G12）、专类公园（G13）、带状公园（G14）和街旁绿地（G15）

五类。 



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3—2020）              文本 

6 
 

第23条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 

综合公园服务半径 2000米；社区公园服务半径 1000米；专类公园服务半径 1500米；

带状公园服务半径 1500米；街旁绿地服务半径 500 米。 

表 4-2：公园绿地分布距离表 

绿地种类 距居住区距离(km) 
所耗费时间标准(分钟) 

步行 交通工具 
市级公园 2～3 30～50 15～20 

区级公园 1～1.5 15～25 10～15 

花  园 0.8～1.0 12～15 不作规定 

小游园 0.4～0.5 6～8 不作规定 

第24条 洛阳市城区公园绿地总量 

至 2020 年，洛阳市城区规划公园绿地 258 处，总面积 4183.29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

13.93 平方米。 

表 4-3：城区公园绿地规划一览表 

公园绿地分类 数量（个） 规划面积（公顷） 

综合公园 26 672.21 

社区公园 47 171.57 

专类公园 17 1934.3 

带状公园 46 808.59 

街旁绿地 122 596.62 

合计 258 4183.29 

 

(1)、综合公园 

至 2020 年，洛阳市中心城区规划综合公园 26 个，其中市级综合公园 4个，区级综合

公园 11个，其余未定级。 规划总用地面 672.21 公顷。 

表 4-4：城区综合公园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hm
2
） 级别 备注 

1 洛浦公园 沿洛河两侧 300.47 市级 现状改造 

2 王城公园 中州路、王城大道交叉口 14.2 市级 现状改造 
3 华林园公园 九都路、瀍河交叉口 36.31 市级 新建 

4 西苑公园 南昌路、九都西路交叉口 11.12 区级 现状改造 
5 王城广场 人民东、西路之间 6.03 区级 现状改造 

6 南关公园 九都路、柳林街交叉口 3.16 区级 现状改造 
7 瀍河公园 中州路、新街交叉口 5.43 区级 新建 
8 物流公园 洛白路、洛常路交叉口 8.98 区级 新建 

9 新熙春园公园 九都东路、焦柳铁路交叉口 8.3 区级 新建 
10 金谷公园 金谷北路、春都路交叉口 18.33 区级 新建 

11 道北公园 春都路、驾鸡沟路交叉口 18.89 区级 新建 
12 一五公园 天津路、芳华路口附近 17.41 区级 新建 

13 秦岭公园 秦岭路、秦岭渠交叉口 6.86 区级 新建 

14 洛西公园 华夏路路南 6.48 区级 新建 

15 牡丹公园 西苑路、牡丹路交叉口 6.7 未定级 现状 

16 建华公园 道北二路、建华西路交叉口 21.42 未定级 新建 

17 新区中心轴带绿地 
兴洛西街以东、兴洛东街以西、开元大

道以南、伊洛路以北 
38.27 市级 现状改造 

18 歌剧院北侧绿地 
古城路以南、市府西街以东、市府东街

以西、宜人路以北 
7.48 未定级 现状改造 

19 
洛龙科技园中心绿

地 
宇文恺街以东\开元大道以北\古城路以

南 
14.2 未定级 新建 

20 李贺街绿地 
洛宜路以南\开元大道以北\子美街以西

\苏秦街以东 
6.6 未定级 新建 

21 伊北风情公园 伊河北伊河大道与开拓大道之间绿地 51.43 未定级 新建 
22 伊滨中央公园 洛偃快速通道、伊河南岸绿地 11.39 未定级 新建 

23 阳光花园 河阳路与长安路交叉口 6.57 未定级  现状扩建 
24 吉利大道绿地 吉利大道北侧 20.15 未定级  现状扩建 
25 河阳广场 胜利路以西、中原路与黄河路以之间 19.7 未定级  现状扩建 
26 厂区公园 中原路与胜利路交叉口西北 6.33 未定级  新建  

综合公园总面积：672.21公顷 

 (2)、社区公园 

规划社区公园 47 个，规划总用地面积 171.57 公顷。 

表 4-5：城区社区公园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位置 
面积 

（hm
2
） 

性质 级别 备注 

1 牡丹广场 西苑路、天津路交叉口 5.42 休闲游憩 社区级 现状 

2 民俗博物馆公园 九都路、瀍河交叉口 2.6 文物展示 社区级 现状 

3 青年宫广场 中州路北 1.2 休闲游憩 社区级 现状 

4 金屏园广场 九都路、黄梅路交叉口 0.62 景观休闲 社区级 现状 

5 熙春园 启明南路、中州东路交叉口 1.16 休闲游憩 社区级 现状 

6 杨文公园 五洲路、大庆路交叉口 4.6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7 土桥公园 龙翔东路、道北六路交叉口 4.9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8 中沟公园 龙翔东路、道北五路交叉口 3.15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9 鼎城公园 道北五路、经七路交叉口 4.3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10 全福公园 道北五路、经三路交叉口 2.33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11 元怿公园 道北二路、新街交叉口 6.82 文化休闲 社区级 新建 

12 史家湾公园 中州东路、史家街交叉口 4.25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13 丽新公园 九都西路、丽新路口东侧 2.9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14 迎驾沟公园 武汉路、孙石路交叉口 9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15 龙兴小区南侧  北苑一路以南、北苑二路北 4.1 休闲游憩 社区级 现状 

16 建业森林半岛南侧  南苑一路以南、南苑二路北 9.5 休闲游憩 社区级 现状 

17 建业森林半岛东侧 龙兴街以西 8.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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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明渠以北绿地 
开元大道以南\展览路以北\
长夏路以东\张衡路以西 

0.7 滨河游憩 社区级 新建 

19 经贸区中心公园 
忠义路以东、唐坊街以西、

翠云东路以北 
6 文物展示 未定级 新建 

20 兴业东街北公园 兴业东街北 2.0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1 
兴业东街与白塔路路口

东南社区公园 
兴业东街与白塔路路口东南 6.43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2 
兴业街与职教大道东侧

社区公园 
兴业街与职教大道东侧 1.93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3 
兴业街与职教大道西侧

社区公园 
兴业街与职教大道西侧 3.13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4 
职教大道与兴业西街西

侧社区公园 
职教大道与兴业西街西侧 2.8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5 
新源路与兴隆街路口东

北端社区公园 
新源路与兴隆街路口东北端 1.06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6 
新源路与兴隆街路口东

南端社区公园 
新源路与兴隆街路口东南端 0.90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7 
吉庆路与兴隆街路口东

北端社区公园 
吉庆路与兴隆街路口东北端 1.58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8 
吉庆路与兴隆街路口东

南端社区公园 
吉庆路与兴隆街路口东南端 1.5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29 高铁站广场绿地 高铁站北 3.2 休闲游憩 社区级 现状 

30 
高铁大道与兴隆街路口

东北社区公园 
高铁大道与兴隆街路口东北 1.5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1 
吉庆路与伊洛大道路口

西南社区公园 
吉庆路与伊洛大道路口西南 1.11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2 
陈谭路、石林路、兴业
东街、玉泉西街范围内

绿地社区公园 

陈谭路、石林路、兴业东
街、玉泉西街范围内绿地 

5.3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3 
独乐路与顾龙路路口西

北端社区公园 
独乐路与顾龙路路口西北端 3.70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4 
洛偃快速通道与玉泉西

街社区公园 
洛偃快速通道与玉泉西街 15.50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5 
伊北社区水系交叉处北

侧社区公园 
伊北社区水系交叉处北侧 1.76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6 
吉庆路与伊洛大道路口

西北社区公园 
吉庆路与伊洛大道路口西北 1.39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7 
团结路（伊洛大道—永
兴西街）社区绿地 

团结路（伊洛大道—永兴西
街）社区绿地 

2.48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8 
团结路（永兴东街—开
拓大道）社区绿地 

团结路（永兴东街—开拓大
道）社区绿地 

2.41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39 
复兴路北侧（永兴东街
—开拓大道）社区绿地 

复兴路北侧（永兴东街—开
拓大道）社区绿地 

2.4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40 
陈谭路北侧（伊洛大道
—永兴西街）社区绿地 

陈谭路北侧（伊洛大道—永
兴西街）社区绿地 

2.1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41 
陈谭路北侧（永兴东街
—开拓大道）社区绿地 

陈谭路北侧（永兴东街—开
拓大道）社区绿地 

2.39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42 
陈谭路南侧（伊洛大道
—永兴西街）社区绿地 

陈谭路南侧（伊洛大道—永
兴西街）社区绿地 

2.6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43 
陈谭路南侧（永兴东街
—开拓大道）社区绿地 

陈谭路南侧（永兴东街—开
拓大道）社区绿地 

2.6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建 

44 世纪广场 大庆路与世纪路交叉口 5.7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现

状扩

建 

45 世纪大道北侧绿地 世纪大道北侧 3.2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
建 

46 现状西庄村北侧绿地 现状西庄村 4.02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
建 

47 滨湖绿地 黄河路南侧 4.2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新
建 

社区公园总面积：171.57公顷 

（3）、专类公园 

规划专类公园 17 个， 规划总面积 1934.3 公顷。  

表 4-6:城区专类公园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位置 

面积

（hm
2
） 

性质 级别 

1 龙门风景区 龙门景区 614.9 
生态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 
市级 

2 上清宫森林公园 310国道、定鼎路之间 255.19 
生态观赏、 

文物保护 
市级 

3 周山森林公园 瀛洲路、西南环城高速之间 386.9 
生态观赏、 

文物保护 
市级 

4 国家牡丹园 310国道、华山路交叉口 40.11 苗木培育 市级 

5 洛阳烈士陵园 国华路、道北三路交叉口 10.37 瞻仰纪念 市级 

6 九州池遗址公园 原洛玻集团厂内 10 文物展示 市级 

7 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 
王城大道以东、古城路以北、

厚载门遗址以西 
134.35 

植物引种、驯化展

示、科普教育 
市级 

8 定鼎门遗址公园 
厚载门遗址以东、龙门大道以

西、古城路以北 
152 文物展示 市级 

9 体育场公园 
洛宜路以南、开元大道以北、

学府街以东、王城大道以西 
83 景观展示 市级 

10 含嘉仓遗址公园 道南路、北大街交叉口 16.7 
文物展示、 

世界文化遗产 
区级 

11 天堂明堂遗址公园 中州路、定鼎路交叉口 34.88 文物展示 区级 

12 应天门遗址公园 凯旋路、定鼎路交叉口西 15.6 文物展示 区级 

13 周公庙 凯旋路、定鼎路交叉口东 10.55 文物展示 区级 

14 长夏门遗址公园 沿长夏门街绿地 7.2 文物展示 未定级 

15 伊滨湿地公园 伊河中原大道西侧 130.63 生态保护 未定级 

16 现代工业公园 顾龙路与排洪渠交汇处 11.76 文化展示 未定级 

17 吉利区植物园 冶戌沟两侧 20.16 植物引种、科普教育 未定级 

专类公园总面积：1934.3公顷 

（4）、带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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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带状公园 46 个，规划总面积为 808.59 公顷。 

表 4-7：城区带状公园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位置 面积（hm

2
） 性质 级别 备注 

1 东陡沟带状公园 
东陡沟两岸 50m(郊

区 100m) 
54.04 休闲游憩 区级 新建 

2 隋唐城城墙带状公园 

隋唐城城墙沿线
120m(城墙本体
20m，两侧各控制

50m) 

91.26 休闲游憩 区级 新建 

3 周王城城墙带状公园 
周王城城墙沿线

55m(城墙本体 5m，
两侧各控制 25m) 

47.57 休闲游憩 区级 新建 

4 定鼎路两侧防护绿地 定鼎路两侧 30m  17.43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5 西陡沟带状公园 西陡沟两岸 50m 16.73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6 瀍河带状公园 瀍河两岸 30m 9.35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7 中州渠带状公园西段 中州渠两岸 10m 35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扩建 

8 
中州渠带状公园东段 

(含金业路带状公园） 
中州渠两岸 10m-30m 14.6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扩建 

9 南城壕带状公园 南城壕两岸 10m 10.5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扩建 

10 王城大道两侧  
王城大道两侧
10m(郊区 50m) 

36.55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现状 

11 大明渠两侧绿地 大明渠两侧 15m 21.4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现状 

12 老大明渠两侧绿地 老大明渠两侧 10m 35.47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现状 

13 开元大道两侧绿地 开元大道两侧 15m 29.7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现状 

14 瀛洲路两侧绿地 瀛洲路两侧 30m 14.57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现状 

15 孙辛路两侧绿地 孙辛路两侧 30m 14.72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现状 

16 龙门大道两侧绿地 龙门大道两侧 15m 25.57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现状 

17 政和路以北绿地 
政和路以北\定鼎门
街以东\龙门大道以

西；控制 30m 

0.94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18 伊洛路以南绿地 伊洛路以北控制 15m 5.01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19 腾飞路两侧 
王城大道以东\龙门
大道以西\腾飞路； 

控制 30m 

12.95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0 吉庆路带状公园 吉庆路两侧控制 20m 14.43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1 排洪渠 1带状公园 
排洪渠 1沿线两侧各

70m 
25.52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2 开拓大道带状 
开拓大道郑西客运专
线伊北段东侧 40m 

7.08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3 中央运河带状 
中心水系沿线（郑西
高铁-石林路段）两

侧各 40m 

64.61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4 万安街带状公园 
万安街（朝阳路-南
环路段）两侧各 30m 

5.34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5 
兴隆街南段东侧排洪渠

带状公园 
兴隆街南段东侧排洪

渠东侧绿地 20m 
24.02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6 兴隆街带状公园 兴隆街北段 20m 3.73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7 排洪渠 3带状公园 
排洪渠 3沿线绿地

20m 
16.46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8 协和路南带状公园 希望路西段南侧 90m 4.38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29 伊东渠带状公园 
伊东渠沿线绿地两侧

20m 
27.39  滨河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0 白塔路滨河带状公园 
白塔路东段北侧 10

米，南侧 20m 
2.34  滨河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1 排洪渠 4带状公园 
排洪渠 4沿线绿地两

侧 20m 
10.20  滨河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2 伊北 1号带状公园 
伊北景观水系东段北
侧 15m，南侧 20m 

4.75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3 D伊北 2号带状公园 
伊北景观水系与开拓
大道交叉口东段 20m 

5.72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4 D15伊北 3号带状公园 
伊北景观水系与开拓
大道交叉口西段两侧

20m 

2.64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5 D16伊北 4号带状公园 
伊北景观水系与伊洛
大道交叉口东段两侧

20m 

2.64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6 D17伊北 5号带状公园 
伊北景观水系与伊洛
大道交叉口西段两侧

20m 

3.63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7 D18伊北 6号带状公园 
伊北体育场东两侧

20m 
1.72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8 D19伊北 7号带状公园 
伊北水系交汇处西两

侧 20m 
1.72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39 D20带状公园 
开拓大道西侧（伊洛
大道至永兴东街）

20m 

3.39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40 D21带状公园 
吉庆路北侧（伊洛大
道至开拓大道）30m 

3.08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41 D22永兴西街带状公园 永兴西街两侧 20m 9.05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42 D23永兴西街带状公园 永兴东街两侧 20m 7.62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43 D24石林路带状公园 
石林路（伊洛大道至
开拓大道）两侧 20m 

2.33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44 D25带状公园 
开拓大道西侧朝阳路

北侧 20m 
4.06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45 D26带状公园 
胜利路西河渠两侧

20-50m 
21.8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46 D27带状公园 
花苑西河渠两侧 20-

50m 
35.58 休闲游憩 居住区级 新建 

带状公园总面积:808.59公顷 

（5）、街旁绿地 

规划街旁绿地总面积 596.62 公顷。 

表 4-8：城区街旁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位置 

面积

（hm
2
） 

性质 级别 备注 

1 中州东路两侧 60米 中州东路两侧 38.89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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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带 

2 西环辅路街旁绿地 西环辅路东侧 6.0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3 310国道街旁绿地 310国道中段南侧 9.9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扩建 

4 金谷北路街旁绿地 金谷北路两侧 6.28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5 陵园路街旁绿地 陵园路两侧 2.9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6 建华西路街旁绿地 建华西路西侧 4.3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7 道北三路街旁绿地 道北三路、经三路交叉口 0.6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8 道北二路街旁绿地 道北二路、龙泉东路交叉口 0.6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9 买家街街旁绿地 道北二路、买家街交叉口 0.4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0 利民北街街旁绿地 利民北街东侧 1.7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1 电话厂街旁绿地 道北二路、安居路交叉口 0.4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2 大庆路街旁绿地 大庆路、邙山路交叉口 1.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3 建业路街旁绿地 乐业路、建业路交叉口 0.89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4 安居路街旁绿地 安居路、文化路交叉口 1.5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5 兴业路街旁绿地 兴业路、幸福路交叉口 0.8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6 平安路街旁绿地 平安路、东明路交叉口 1.4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7 四通路街旁绿地 四通路北侧 2.5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8 史家湾街旁绿地 1 史家湾安置区内 1.1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19 史家湾街旁绿地 2 史家湾街西侧 0.8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0 万隆路街旁绿地 万隆路西侧 1.2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扩建 

21 九都西路街旁绿地 九都西路、焦柳铁路口 1.1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2 启明南路街旁绿地 九都西路、启明南路口 1.4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3 启明西路街旁绿地 启明西路、爽明街口 0.8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4 中州东路街旁绿地 中州东路、爽明街口 1.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扩建 

25 东大街街旁绿地 东大街两侧 2.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6 利民东街街旁绿地 利民东街南侧 0.95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7 黄梅路街旁绿地 凯旋路、黄梅路交叉口 1.0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8 唐宫路街旁绿地 唐宫路、纱厂路交叉口 0.5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29 涧东路街旁绿地 涧东路、凯旋路交叉口 0.6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0 泰山路街旁绿地 泰山路、建设路交叉口 1.4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1 长春路街旁绿地 长春路西侧 1.0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2 洛铜广场 长春路、建设路交叉口 0.5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现状 

33 建设路街旁绿地 1 嵩山路、建设路交叉口 0.9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4 建设路街旁绿地 2 天津路、建设路交叉口 0.6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5 
沿建设路景观渠街旁

绿地 

中州西路、建设路之间景观

渠两侧 
12.7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6 党湾街旁绿地 1 党湾安置区 0.6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7 党湾街旁绿地 2 党湾安置区 0.4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8 党湾街旁绿地 3 党湾安置区 0.6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39 陕北一路街旁绿地 陕北一路西侧 0.7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0 甘肃路街旁绿地 甘肃路南 0.8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1 武昌路街旁绿地 武昌路北 0.6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2 汉口路街旁绿地 汉口路西 1.9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3 渠南路街旁绿地 渠南路、武汉路口 5.8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4 渠北路街旁绿地 联盟路、渠北路口 0.5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5 向阳路街旁绿地 向阳路、渠北路口 0.5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6 孙石公路街旁绿地 孙石公路、青岛路口 1.7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7 天津路街旁绿地 九都西路、天津路口 0.5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8 新疆路街旁绿地 新疆路、江西路口 0.6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49 浅井头村街旁绿地 浅井头村安置区 1.8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0 周山路街旁绿地 周山路、南昌路口 1.8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1 瀛洲路街旁绿地 瀛洲路、丰华路口 1.3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2 北环路南侧街旁绿地 北环路南侧 30m区域 70.7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3 310国道街旁绿地 310 国道两侧 30m区域 43.7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4 华山路街旁绿地 华山路 15-30m区域 25.0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5 
西环路——孙辛路两

侧街旁绿地 
西环路两侧 20m区域 69.95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6 秦岭渠街旁绿地 秦岭渠两侧 20m区域 20.6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7 九都路街旁绿地 九都路两侧 10m区域 22.6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8 青岛路街旁绿地 青岛路两侧 10m区域 8.0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59 王城大道街旁绿地 王城大道两侧 10m区域 13.8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60 启明路街旁绿地 启明南北路 15m区域 9.3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61 关林路两侧绿地 关林路两侧 11.5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现状 

62 张衡路东侧绿地 张衡路东侧 7.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现状 

63 关林路两侧绿地 关林路两侧 11.2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现状 

64 定鼎门街两侧绿地 定鼎门街两侧 15.00  景观休闲 小区级 现状 

65 牡丹大道两侧绿地 牡丹大道两侧 21.45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66 开元西路两侧绿地 开元西路两侧 9.7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67 
王城大道古城路街旁

绿地 

王城大道古城路东南 5.6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68 苏秦街绿地 
苏秦街东、牡丹大道北\开

元大道南\子美街西 

1.3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新建 

69 
职教大道与泰安路路

口西游园 

职教大道与泰安路路口西 2.7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0 
职教大道与石安街路

口东游园 

职教大道与石安街路口东 3.23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1 
职教大道与石安街路

口西游园 

职教大道与石安街路口西 3.08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2 
职教大道与玉泉西街

路口游园 

职教大道与玉泉西街路口东 1.85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3 
伊洛大道与高铁大道

路口游园 

伊洛大道与高铁大道西北角 1.19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4 
伊洛大道与新源路路

口游园 

伊洛大道与新源路西北角 0.3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5 
洛偃快速通道与双兴

东街路口游园 

洛偃快速通道与双兴东街路

口西南角 

1.2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6 
司马大街与白塔路交

叉口游园 

司马大街与白塔路交叉口南 0.3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7 
司马大街与吉庆路交

叉口游园 

司马大街与吉庆路交叉口南 0.3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8 
团结路与双兴西街交

叉口东北角游园 

团结路与双兴西街交叉口东

北角 

0.3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79 团结路与双兴西街交 团结路与双兴西街交叉口西 0.2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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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西北角游园 北角 

80 
永兴西街与创业路交

叉口游园 

永兴西街与创业路交叉口西

南 

1.54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1 
陈谭路与排洪渠 3交

叉处游园 

陈谭路与排洪渠 3交叉处南

侧 

5.3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2 
西环路与希望路交叉

口游园 

西环路与希望路交叉口东南

侧 

1.45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3 
协和路与孔明街交叉

口西南游园 

协和路与孔明街交叉口西南 0.91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4 
协和路与孔明街交叉

口西北游园 

协和路与孔明街交叉口西北 1.3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5 
协和路与独乐路交叉

口游园 

协和路与独乐路交叉口西南 0.34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6 
伊北东西向水系东端

游园 

伊北东西向水系东端 0.73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7 
伊北东西向水系中段

游园 

伊北东西向水系中段 1.51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8 
伊北东西向水系西段

游园 

伊北东西向水系西段 2.04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89 
新源路与伊洛大道交

叉口东北侧游园 

新源路与伊洛大道交叉口东

北 
1.2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0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交

叉口西侧游园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交叉口西

侧 
0.66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1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交

叉口西北角游园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西北 1.24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2 
白塔路与伊洛大道交

叉口游园 

白塔路与伊洛大道交叉口北

侧 
0.8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3 永兴西街西侧游园 
永兴西街西侧 

（新源路至白塔路） 
0.76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4 永兴西街东侧游园 
永兴西街东侧 

（新源路至白塔路） 
1.5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5 
白塔路与永兴东街交

叉口西游园 
白塔路与永兴东街交叉口西 0.3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6 
白塔路与永兴东街交

叉口西北角游园 

白塔路与永兴东街交叉口西

北 
1.5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7 
永兴东街与白塔路交

叉口东北游园 

永兴东街与白塔路交叉口东

北 
0.44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8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交

叉口西侧游园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交叉口西

侧 
0.2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99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交

叉口西南角游园 

新源路与开拓大道交叉口西

南 
0.33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0 
伊洛大道与白塔路交

叉口东南游园 

伊洛大道与白塔路交叉口东

南 
0.75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1 
伊洛大道与吉庆路交

叉口东北游园 

伊洛大道与吉庆路交叉口东

北 
0.69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2 
伊洛大道与创业路交

叉口东南游园 

伊洛大道与创业路交叉口东

南 
0.61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3 
伊洛大道与石林路交

叉口东南游园 

伊洛大道与石林路交叉口东

南 
2.11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4 
开拓大道与石林路交

叉口游园 

开拓大道与石林路交叉口西

南 
1.23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5 
开拓大道与希望路交

叉口游园 

开拓大道与希望路交叉口西

南 
0.83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6 
开拓大道与希望路交

叉口西南游园 

开拓大道与希望路交叉口西

南 
0.35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7 
李马路与开拓大道交

叉口西侧游园 

李马路与开拓大道交叉口西

侧 
0.1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8 
李马路与开拓大道交

叉口西南游园 

李马路与开拓大道交叉口西

南 
1.46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09 
朝阳路与开拓大道交

叉口西北游园 

朝阳路与开拓大道交叉口西

北 
1.0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0 
永兴西街与朝阳路交

叉口北侧游园 

永兴西街与朝阳路交叉口北

侧 
1.91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1 
伊洛大道与希望路交

叉口东南游园 

伊洛大道与希望路交叉口东

南 
1.5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2 
万安街与协和路交叉

口南侧游园 
万安街与协和路交叉口南侧 1.1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3 
万安街与顾龙路交叉

口南侧游园 
万安街与顾龙路交叉口南侧 1.91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4 
万安街与南环路交叉

口南侧游园 
万安街与南环路交叉口南侧 3.4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5 
伊河北景观渠中部伊

北公园 
伊河北景观渠中部 2.26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6 朝阳公园 
希望路、朝阳路、兴业街、

玉泉街范围内绿地 
16.10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7 工人公园 
石安街、永安街、石林路、

希望路范围内绿地 
9.09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8 
中原路与长冶路交叉

口游园 
中原路与长冶路交叉口 3.5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19 河阳路游园 河阳路与长冶路交叉口 5.6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现状扩

建 

120 
世纪路与长冶路交叉

口游园 
世纪路与长冶路交叉口 0.83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21 
长安路西侧新建居住

区游园 
长安路西侧新建居住区 0.94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122 
河阳路与世纪路交叉

口西侧游园 
河阳路与世纪路交叉口西侧 1.47 景观绿化 小区级 新建 

街旁绿地总面积：596.6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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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产绿地（G2）规划 

第25条 生产绿地规划 

生产绿地不应低于城市建设总用地的 2%。立足于现状，大力发展和开辟市郊苗木供应

基地，采取市内外结合、政府和市场培育相结合的方式，为市区绿地储苗。市属苗圃应以

大苗、大树为主的原则，苗圃、花圃、草圃可在市区外建设。  

第26条 洛阳市城区生产绿地总量 

至 2020 年，洛阳市城区生产绿地 1559.98 公顷，城区建成区面积约 296.32 平方公

里，故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的 5.26%。 

表 4-9:城区生产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

（hm
2
）  

生产类别  结构模式  备注  

1 邙山生产绿地 王城大道、北环路交叉口 93.2 苗圃生产 生产、观赏 扩建 

2 盘龙生产绿地 马坡、小李村、盘龙冢村 125.05 农田生产 生产、休闲 新建 

3 杨文生产绿地 西吕庙村、刘坡村、西马村 137.75 农田生产 生产、休闲 新建 

4 
李楼水源保护地

生产绿地 
李城路两侧 1138.28 农田生产 生产、休闲 扩建 

5 
吉利区园林专业
苗圃 

洛吉快速路东侧 65.7 苗圃生产  生产、休闲  扩建  

生产绿地总面积：1559.98 公顷 

第三节  防护绿地（G3）规划 

第27条 洛阳市防护绿地主要布置在铁路沿线两侧、河流两侧、工业用地与其

它用地之间、高压走廊两侧及主要干道两侧。 

第28条 洛阳市中心城区防护绿地总量 

至 2020 年，洛阳市城区规划防护绿地达到 2051.22 公顷。 

表 4-10：城区防护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位置 

面积

（hm
2
） 

功能 备注 

1 陇海铁路两侧防护绿地 
陇海铁路两侧各 15-30m 区域（西南环

——启明北路） 
97.77 铁路防护 新建 

2 焦柳铁路两侧防护绿地 
铁路两旁 30-50m区域（局部地段含市
政设施防护廊道，宽度可达 180m） 

159.37 铁路防护 新建 

3 
陇海铁路东段两侧防护

绿地 
陇海铁路两侧各 150m区域（局部地段
含文物保护绿地，宽度适当增加） 

91.35 铁路防护 新建 

4 
西南环城高速两侧防护

绿地 
西南环城高速 

两侧 50-70m区域 
101.95 道路防护 新建 

5 安康路西侧防护绿地 安康路西侧 55m区域 16.84 道路防护 新建 

6 郑西高铁两侧防护绿地 郑西高铁两侧 30m区域 10.67 铁路防护 
 

7 河洛路两侧防护绿地 河洛路两侧 15m区域 17.63 道路防护 新建 

8 华夏街两侧防护绿地 华夏街两侧 35-45m区域 14.90 道路防护 新建 

9 翠微路两侧防护绿地 翠微路两侧 25m区域 7.00 道路防护 新建 

10 五洲路两侧防护绿地 五洲路两侧 15-50m区域 3.72 道路防护 新建 

11 建业路两侧防护绿地 建业路两侧 30m区域 12.18 道路防护 新建 

12 二广高速两侧防护绿地 二广高速两侧 30-50m区域 34.80 道路防护 新建 

13 中原大道 
创业路至希望路 
道路西侧 50米 

96.02 道路防护 新建 

14 玉泉街 
创业路至南环路 
道路两侧 20米 

24.12 道路防护 新建 

15 兴业街 
创业路至南环路 
道路两侧 20米 

20.08 道路防护 新建 

16 开拓大道 
创业路至伊北建成区段创业路至南环

路道路两侧不等 20米 
30.97 道路防护 新建 

17 伊洛大道 
创业路至伊北建成区段道路两侧不

等、创业路至南环路段道路西侧 20米 
33.01 道路防护 新建 

18 兴隆街 
创业路至南环路 
道路两侧 20米 

13.07 道路防护 新建 

19 司马大道 
创业路至南环路 
道路西侧 20米 

14.71 道路防护 新建 

20 孔明街 创业至南环路道路西侧 50米 4.07 道路防护 新建 

21 复兴路 
兴业东街至开拓大道 

南侧 20米 
4.61 道路防护 新建 

22 陈谭路 
泰安街至西环路道路 

两侧 20米 
24.20 道路防护 新建 

23 希望路 
泰安街至西环路 
道路两侧 20米 

45.45 道路防护 新建 

24 协和路 
玉泉街至孔明街 
道路两侧 20米 

26.01 道路防护 新建 

25 南环路 中原大道至西环路北侧 20米 15.70 道路防护 新建 

26 西环路 
南环路至洛偃快速通道 

东侧 20米 
8.67 道路防护 新建 

27 洛偃快速通道 
西环路至伊洛大道道道路两侧 20米、
伊洛大道至中原大道道路两侧 50米 

57.12 道路防护 新建 

28 高铁大道 
泰安街至玉泉街道路北侧 50米、玉泉
街至伊洛大道、兴隆街至西环路道路

北侧 20米 
14.25 道路防护 新建 

29 伊北渠南路 两侧 25米 17.22 道路防护 新建 
30 伊北渠北路 道路南侧 11.25 道路防护 新建 

31 伊北社区组团防护 
 

124.36 道路防护 新建 

32 厂区防护绿地 中原路北侧 160米--320米 153.6 卫生防护 扩建 

33 焦枝铁路支线两侧 两侧 90-150米 98.6 铁路防护 新建 

34 太澳高速两侧 两侧 30米 12.24 道路防护 新建 

35 洛吉快速通道两侧 两侧 50-80米 46.66 道路防护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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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7 国道两侧 两侧 30米 23.1 道路防护 新建 

37 济吉快速通道两侧 两侧 50-100 米 45.35 道路防护 新建 

38 高压线两侧 两侧 15-35 米 22.5 道路防护 新建 

39 其他设施防护 
 

496.10 道路防护 新建 

防护绿地总面积：2051.22 公顷 

第四节  附属绿地（G4）规划 

第29条 根据国家和地方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不同类别的居住用地提出绿地率

的控制指标。至 2020年，城区规划附属绿地总面积 3958.02公顷。 

第30条 居住绿地的规划设计要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

范》和《洛阳市城市绿化条例》，保证居住绿地的用地。 

表 4-11：居住区绿地率规划指标 

用  地  类  别 绿 地 率 （%） 

一类居住用地 ≥40 

二类居住用地 ≥35 

三类居住用地 ≥30 

旧城改造的居住用地 ≥25 

第31条 居住绿地规划设计要求 

1、居住绿地建设应以宅旁绿地为基础，以小区游园为核心，以道路绿化为网络，使居

住绿地自成系统，并与城市绿地系统相协调。 

2、居住绿地的布局应充分利用其立地条件的自然环境特征。 

3、居住绿地的布局应为加强居民的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 

4、居住绿地应注重植物造景，同时，应注重人性化空间的创造。 

5、居住绿地应突出自身特点、各具特色。 

6、居住绿地的建设应为满足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通过环境的建设来引导居民健康生

活的趋向。 

7、鼓励在小区的绿地中进行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设计。 

8、按照有关规定规划足够的停车位，多采用嵌草铺装和林荫停车场，增加居住区的绿

量和景观效果。 

9、增加必要的服务设施的配置，如座椅、公用电话亭、指示牌、分类垃圾箱等，满足

居民的需求。 

第32条 道路绿地规划指标 

应严格遵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中有关绿地率的要求，同时依据《洛阳

市城市绿化条例》。对道路的绿地率规定如下： 

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40％；红线宽度大于 50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30％；红

线宽度在 40—50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25％；红线宽度小于 40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20％。 

                            表 4—12：  洛阳市主要道路绿地规划控制表 

序

号 
道路名称 性质 

红线

宽度 

道路 

长度 
绿地率 

植物景观特色 备注 
救灾

备注 
(m) (m) （%） 

1 

西南环高速

公路 高速 50 122632  ≥40 植物景观设计风格宏伟大

气，能够体现新时代的城市

风貌，植物设计韵律感强，

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环

城快速路沿线绿地景观应统

一规划，各路段通过不同基

调树种的选择和植物配置方

式,形成鲜明的特色。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市区段） 

2 
二广高速 

高速 50 5264  ≥4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市区段） 

3 李城路 快速路 60 3123  ≥40 
规划道路 救灾

通道 

4 
310 国道

（市区段） 
快速路 

50，
65 

15729  ≥4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5 中州西路 主干道 50 5670  ≥30 
作为贯穿城市东西的主干

道，与城市历史轴的物质载

体，植物景观设计具有庄

重、严谨、恢弘、壮观的风

格，体现历史的沧桑和时代

的变迁。在其各个道路节点

景观设计中，要突出“都城

文化”各个不同层次的文化

内涵。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6 中州中路 主干道 60 6530  ≥3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7 中州东路 主干道 40 6212  ≥3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8 九都路 主干道 60 13615  ≥30 现状道路 
避灾

通道 

9 定鼎路 主干道 60 2100  ≥30 
城市南北主干道，位于城市

景观轴上，绿地景观设计应

具有浓郁的盛唐气氛，丰富

的空间构成，良好的园林环

境，统一的城市整体风格，

创造显形的名城风采，展现

盛唐风韵的古都风范气质。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10 定鼎北路 主干道 65 3345  ≥4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11 金谷园北路 主干道 60 2343  ≥30 
城市南北方向的主干道，位

于城市时代轴上，植物景观

设计要宏伟大气，时代感

强。 

规划道路 救灾

通道 

12 金谷园路 主干道 60 1350  ≥30 
现状道路 避灾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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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城大道 主干道 65 8042  ≥4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14 华山路 主干道 60 5162  ≥3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15 衡山路 主干道 40 4396  ≥3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16 解放路 主干道 40 3696  ≥3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17 启明南北路 主干道 40 3361  ≥30 
现状道路 救灾

通道 

18 西苑路 主干道 60 3450  ≥30 

道路濒临大专院校，绿地景

观设计应富有浓郁的科学文

化气息及时代精神。 

现状道路 
避灾

通道 

19 南昌路 主干道 50 3484  ≥35 

绿地景观应根据周边地段的

用地性质灵活安排，将植物

特色与道路氛围协调起来。 

现状道路 避灾

通道 

20 河洛路 主干道 50 11056  ≥30 
现状道路 避灾

通道 

21 天津路 主干道 45 4286  ≥30 
现状道路 避灾

通道 

  
各级次干

道、支路 
—— ——   —— 

道路较宽，可采用复层种植

结构，上层种植冠大荫浓的

中型乔木，中下层种植地被

或密植整齐修剪的灌木；道

路较窄的可种植形体优美的

行道树。 

  

  

第33条 其它附属绿地规划指标 

表 4-14 ：其他附属绿地率指标 

用  地  类  别 绿  地  率 （%） 

行政办公用地 ≥35 

商业金融业用地 ≥25 

医疗卫生用地 ≥45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40 

工业用地、高新技术用地 ≥35（产生有害气体工厂≥40%） 

仓储用地 ≥25 

市政设施用地 ≥25 

对外交通用地 ≥20 

综合用地 ≥40 

第五节  其他绿地（G5）规划 

第34条 洛阳市城区其它绿地规划指标 

至 2020年，洛阳市城区规划其他绿地达到 4341.63公顷。 

表 4—15：城区其他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

（hm
2
） 

性质 备注 

1 瀍河两侧郊野公园  瀍河西侧、道北二路北侧 54.08 生态保护 新建 

2 
西南环城高速城市绿化

隔离带  
西南环城高速与西环路之间 139.64 生态保护 新建 

3 涧河郊野公园  
涧河两侧、金水河水库两侧生

态廊道  
429.31 生态保护 新建 

4 编组站城市绿化隔离带  铁路编组站之间 101.39 生态观赏、生产防护 新建 

5 隋唐遗址生态绿地 
洛河以南、古城路以北，隋唐

植物园以东李城路以西 
1137.21 生态保护 扩建 

6 伊河两岸生态绿地 伊河两岸 2480 农田生产 扩建 

其它绿地总面积：4341.63公顷 

第六节  防灾避险绿地体系规划 

第35条 防灾避险绿地分类 

防灾避险体系分为避灾场所和绿色疏散通道两种类型。 

第36条 绿色疏散通道设置标准 

绿色疏散通道是避灾的综合性通道，主要包括高速路、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次干

道等。 

绿色疏散通道宽度控制应满足下列关系式： 

N=W+（S1+S2）-（H1/2+H2/2） 

其中：N——防灾避险疏散通道宽度；高速路、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应大于 15米，

一般性主干路、次干路等宽度应大于 7米；W——道路红线宽度；H1、H2——两侧建筑高

度；S1、S2——两侧建筑退红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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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条 避灾场所设置标准 

1、依据相关规范标准，紧急避震疏散场所人均有效面积不小于 1平方米；固定避震

疏散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 2平方米。 

2、避让地震断裂带，砂土液化，沉降、地裂、泥石流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远

离（距离不少于 500m）泄洪区、低洼地易积水地区，高压线走廊区域，堆放易燃易爆品、

化学品等仓库的周围地区及建筑倒塌区域，确保避难人员的安全。 

3、避灾场所服务半径以步行 3-5分钟内到达为宜。 

4、避灾场所应选择在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应与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避险通道相连

接。 

第38条 绿色疏散通道规划布局 

规划将中州路、开元大道、关林路等 26条以城市主干道为主的道路作为主要救灾通道。 

将道北二路、西苑路、滨河北路等 43条以城市快速路和城市次干道为主的道路作为主要避灾

通道。 

表 4—16：中心城区救灾避灾通道规划一览表 

类别 序号 道路名称 备注 

综合救援通道 

1 北环路 东西方向道路 

2 中州中路 东西方向道路 

3 九都路 东西方向道路 

4 古城路 东西方向道路 

5 开元大道 东西方向道路 

6 关林路 东西方向道路 

7 腾飞路 东西方向道路 

8 陈谭路 东西方向道路 

9 希望路 东西方向道路 

10 西环路 南北方向道路 

11 王城大道 南北方向道路 

12 定鼎北路 南北方向道路 

13 李诚路 南北方向道路 

14 伊洛大道 南北方向道路 

15 开拓大道 南北方向道路 

16 中原大道 南北方向道路 

17 太行路 东西方向道路 

18 中原路 东西方向道路 

19 河阳路 东西方向道路 

20 世纪大道 东西方向道路 

21 洛吉快速通道 南北方向道路 

22 世纪大道 南北方向道路 

23 大港路 南北方向道路 

24 花苑路 南北方向道路 

25 207 国道 南北方向道路 

26 启明路 南北方向道路 

 
 
 
 
 
 
 
 
 
 
 
 
 
 
 
 
 
 
 
 
 
 

紧急疏散通道 

 

1 三一零国道 东西方向道路 

2 道北二路 东西方向道路 

3 纱厂西路 东西方向道路 

4 道南路 东西方向道路 

5 西苑路 东西方向道路 

6 滨河北路 东西方向道路 

7 隋唐城路 东西方向道路 

8 聂潘路 东西方向道路 

9 洛伊路 东西方向道路 

10 太康路 东西方向道路 

11 伊洛路 东西、南北方向道路 

12 吉庆路 东西方向道路 

13 协和路 东西方向道路 

14 南环路 东西方向道路 

14 衡山路 南北方向道路 

15 华山北路 南北方向道路 

16 武汉路 南北方向道路 

17 青岛路 南北方向道路 

18 嵩山路 南北方向道路 

19 解放路 南北方向道路 

20 南昌路 南北方向道路 

21 河洛路 东西南北 

22 新街 南北方向道路 

23 启明南路 南北方向道路 

24 园西路 南北方向道路 

25 瀛洲路 南北方向道路 

26 学府街 南北方向道路 

27 永泰街 南北方向道路 

28 厚载门街 南北方向道路 

29 长夏门街 南北方向道路 

30 西环路 南北方向道路 

31 司马大街 南北方向道路 

32 玉泉街 南北方向道路 

33 道北路 东西方向道路 

34 纬一路 东西方向道路 

35 纬三路 东西方向道路 



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3—2020）              文本 

15 
 

36 横涧路 东西方向道路 

37 北环支路 东西方向道路 

38 金青线道 东西方向道路 

39 长安路 南北方向道路 

40 文化路 南北方向道路 

41 万佛山东环路 南北方向道路 

42 纬五路 南北方向道路 

43 紫金路 南北方向道路 

第39条 避灾场所规划布局 

规划利用远离（距离不少于 500m）崩塌、滑坡、洪水淹没、具危险性的市政设施等潜

在次生灾害，救灾通道能够直接通畅到达的绿地公园、城市周边大型绿地等原则上规模大

于 10 公顷的大中型公园绿地作为避难和综合救援场所；将可达性强的小型公园绿地、城市

内部绿色空间作为临时避险绿地；将除遗址保护区之外的公园绿地、街头绿地等开阔无障

碍空间作为防灾疏散场地。 

规划将洛浦公园、王城公园等 23处大型公园作为避难和综合救援场所，总面积 1186.9

公顷。其余规模等级以上（6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公园可作为紧急或临时避难场所。 

表 4—17：城区避难和综合救援场所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hm2）  

1 洛浦公园  沿洛河两侧  300.47 

2 王城公园  中州路、王城大道交叉口  14.2 

3 华林园公园  九都路、瀍河交叉口  36.31 

4 西苑公园  南昌路、九都西路交叉口  11.12 

5 金谷公园  金谷北路、春都路交叉口  18.33 

6 道北公园  春都路、驾鸡沟路交叉口  18.89 

7 一五公园  天津路、芳华路口附近  17.41 

8 建华公园  道北二路、建华西路交叉口  21.42 

9 新区中心轴带绿地  
兴洛西街以东、兴洛东街以西、开元大道以

南、伊洛路以北  
38.27 

10 洛龙科技园中心绿地  宇文恺街以东\开元大道以北\古城路以南 14.2 

11 伊北风情公园  伊河北伊河大道与开拓大道之间绿地  51.43 

12 伊滨中央公园  洛偃快速通道、伊河南岸绿地  11.39 

13 国家牡丹园 310 国道、华山路交叉口 40.11 

14 洛阳烈士陵园 国华路、道北三路交叉口 10.37 

15 九州池遗址公园 原洛玻集团厂内 10 

16 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 
王城大道以东、古城路以北、厚载门遗址以

西 
134.35 

17 定鼎门遗址公园 
厚载门遗址以东、龙门大道以西、古城路以

北 
152 

18 体育场公园 
洛宜路以南、开元大道以北、学府街以东、

王城大道以西 
83 

19 天堂明堂遗址公园 中州路、定鼎路交叉口 34.88 

20 应天门遗址公园 凯旋路、定鼎路交叉口西 15.6 

21 周公庙 凯旋路、定鼎路交叉口东 10.55 

22 伊滨湿地公园 伊河中原大道西侧 130.63 

23 现代工业公园 顾龙路与排洪渠交汇处 11.76 

合计 1186.9 

第七节  绿道规划 

第40条 规划布局要求 

1、结合城市慢行系统及公共空间；  

2、结合城市市公益自行车点布置；  

3、依托城市主次客运通道，并充分利用支路和街坊道路系统，形成整体、安全、连

续的绿道交通系统； 

4、规划建设自行车与公交站点（特别是轨道站点）的接驳场站和通道设施，形成绿

道与公交良好的换乘系统； 

5、在自行车主通道上布设独立的绿道，单侧最小宽度不小于3.5米； 

6、在自行车主要通道上，采取机非分离措施，保障自行车出行的安全，在城市外围

地区、工业园区的道路上，可实施自行车与行人“一体化”的道路空间安排。 

第41条 绿道分类 

绿道主要包含道路绿道、水系绿道、遗址绿道三种类型。 

第42条 绿道规划布局 

1、道路绿道 

（1）、设置标准 

宜选用绿化效果较好的生活性城市主干道和城市次干道布置。 

（2）、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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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道路规划“中州路、西苑路、启明东路、牡丹大道大道”等23条道路；南北方

向道路规划“华山路、南昌路、解放路、定鼎路”等28条道路。 

2、水系绿道 

宜结合洛河、伊河、涧河、瀍河、邙山渠、中州渠 、秦岭防洪渠等亲水性较好或滨水

空间较开阔的水系布置。 

3、遗址绿道 

宜结合城墙文物保护绿地布置。规划沿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故城等设置遗

址绿道。 

第五章   城区景观水系规划 

第43条 规划原则 

1、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与相关专业规划相协调； 

2、以水环境治理为重点，发挥防洪排涝、生态景观等综合功能； 

3、以需求为导向，因地因时因水制宜； 

4、城乡统筹、远近结合、突出重点。 

第44条 规划目标 

截至 2020 年，城市区水面面积占城市区面积的 8%，人均水面面积达到 8 平方米以

上，水景观辐射率达到 80%。 

第45条 水系建设内容 

规划要建设“1个伊洛河生态文明示范区、3 条百公里水生态廊道、5大引水工程、7

项提升改造水系、9个城区生态景观湖（潭）、多条骨干水系”。 

（1）、1个伊洛河生态文明示范区 

伊洛河生态文明示范区规划总面积 55平方公里。水系项目布局为“三河五湖十园”。

“三河”指洛河、伊河、伊洛河；“五湖”指洛河东湖、太平湖、伊河东湖、白塔湖、龙

肇湖（位于水生态区中心）；“十园”指是十个景色各异的水景公园。 

（2）、3条百公里水生态廊道 

指洛浦景观将继续上下延伸，上连宜阳、下接偃师形成 100公里洛河生态长廊；依托

伊滨公园，构建伊川-龙门-伊洛河交汇处 100公里伊河生态长廊；完善新区景观水系、建

设伊滨水系，在新区范围内构建 100公里生态水网。 

（3）、5大引水工程 

故县水库引水，；引黄入洛，补充市区生态用水；陆浑水库引水，用于市政和工业；

引畛济涧，解决新安县城用水，并为涧河补水；从拟建的前坪水库引水至伊河，为枯水期

补水。 

（4）、7项提升改造 

洛北城区的“两河五渠”，即涧河、瀍河、中州渠、大明渠、邙山渠、秦岭防洪渠、

铁路防洪渠，规划做好截污治污、引水补源工作，通过水清、岸绿、路通、灯亮等工程，

提升其生态质量。 

表 5.1：洛北“两河五渠“治理及提升改造工程规划表 

名称 长度（km） 项目内容 投资估算

（亿元） 

备注 

涧河 14.8 纳入涧河生态廊道建设  长度为主城区段 

瀍河 5.1 纳入打造洛河为“华夏文明第一河

“项目建设 

 长度为主城区段 

中州渠  选择重点渠段，分段进行提升改造 2.5 长度为主城区段 

大明渠 5.4 全线进行治理和提升改造 1.5  

邙山渠 14.8 治理工程已主体完成，重点进行尾

工处理、设施完善和日常养护 

0.1  

秦岭防洪渠 8.3 全线进行治理和提升改造 2  

铁路防洪渠 7.6 全线进行治理和提升改造 1.8  

合计 56  7.9  

（5）、9个城区生态景观湖（潭） 

城市区共规划湖潭 25个，形成水面面积 1807亩，其中已建成 16个，新建 9个。 

表 5.2：洛阳市 “九湖九潭”项目规划表 

序号 潭湖名称 位置 
水面面积

（亩） 
建设情况 

估算投资

（万元） 

1 开阳湖 市政府南 270 保护提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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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凌波湖 新区体育中心 180 保护提升 150 

3 
通济湖 

（狄公湖） 
隋唐植物园 200 保护提升 100 

4 积翠湖 积翠南、北街之间 106 保护提升 150 

5 凝碧湖 凝碧南、北街之间 100 保护提升 150 

6 定鼎湖 定鼎门遗址城墙南 21 保护提升 150 

7 “e岛湖” 开元大道高速入口段南 29 保护提升 50 

8 牡丹湖 
泉舜购物广场广场以南、

关林大道以北两湖统称 
102 保护提升 260 

9 翠云湖 
高铁站以北、关林大道以

南两湖统称 
102 规划新建 3000 

10 镜月湖 洛阳理工学院开元校区 60 保护提升 80 

11 科大湖 河南科大开元校区 112 保护提升 120 

12 伊滨北湖 伊滨区中央轴带北侧 200 保护提升 500 

13 伊滨南湖 伊滨区中央轴带南侧 200 规划新建 2500 

14 王城潭 王城公园 15 保护提升 120 

15 西苑潭 西苑公园 20 保护提升 100 

16 南关潭 南关公园 10 保护提升 80 

17 九州池 原玻璃厂厂区 10 规划新建 150 

18 新潭 
老城改造 

（文峰塔附近） 
10 规划新建 500 

19 天香潭 国家牡丹园内 10 保护提升 150 

20 周王潭 周王城广场内 4 扩建改造 120 

21 青年潭 青年宫广场内 3 规划新建 120 

22 友谊潭 牡丹广场内 3 规划新建 120 

23 民族潭 廛河区北窖 10 规划新建 200 

24 国花潭 国花园内 25 保护提升 150 

25 国色潭 牡丹公园内 5 规划新建 150 

合计   1807   9270 

（6）、多条骨干水系 

新区景观水系基本形成“四干九支四排”的总体框架，水系总长度 156公里，其中重

点渠道长度 130公里，形成水面面积 2300多亩。 

表 5.3：洛阳市新区景观水系提升项目规划表 

序号 名称 项目内容 位置 
长度

（km） 

估算投资

（万元） 

1 
一干渠 

（大明渠） 

部分渠段治理改造，现有景观渠生态提

升，包括清淤疏浚、渠道硬化、两岸绿

化等 

白村渠首至体育

场凌波胡 
6.0  4800 

2 
二干渠 

（大清渠 

整体治理改造、包括清淤疏浚、渠道硬

化、两岸绿化等 

自小作渠首穿新

区至大明渠交汇

处 

17.0  16800 

3 三干渠 清淤疏浚、生态提升、休闲设施配套 高层人才居住区 5.0  2000 

4 伊渠 
整体治理改造、包括清淤疏浚、渠道硬

化、设施改造、两岸绿化、生态提升 

伊河北岸龙门石

窟至“e岛”湖 
8.5  7800 

5 
一支渠 

（大明渠） 

现有 3.3公里景观渠生态提升，其余渠

段治理改造，包括清淤疏浚，渠道硬

化，两岸绿化等 

开元大道与政和

路之间 
16.3  15000 

6 
二支渠 

（通泽渠） 

清淤疏浚、生态提升、休闲设施配套，

局部改造 

开元大道与展览

路之间 
7.0  2900 

7 
三支渠 

（通济渠） 

现有 3.3公里景观渠生态提升，其余渠

段治理改造，包括清淤疏浚，渠道硬

化，两岸绿化等 

牡丹大道中央 12.0  4800 

8 
四支渠 

（兴洛渠） 
渠系联通 

连接牡丹湖翠云

湖渠系 
2.0  800 

9 
五支渠 

（永安渠） 

渠系疏通、渠道衬砌、沿岸绿化、设施

改造 

太康路与宜人路

之间 
3.0  1300 

10 
六支渠 

（永定渠） 

渠系疏通、渠道衬砌、沿岸绿化、设施

改造 

太康路与政和路

之间 
3.0  1500 

11 七支渠 生态提升、设施完善 望春门街西侧 2.0  900 

12 
八支渠 

（古洛区） 

现有 3公里景观渠生态提升，其余渠段

治理改造，包括清淤疏浚，渠道硬化，

两岸绿化等 

穿隋唐植物园、

定鼎门广场入通

津渠 

9.5  11000 

13 
九支渠（通

津渠） 

现有 1公里景观渠生态提升，其余渠段

治理改造，包括清淤疏浚、渠道硬化、

两岸绿化等 

穿隋唐植物园入

洛河 
16.0  15000 

14 排涝一干渠 
已修瀛洲桥段 260米，规划向西延伸新

修 4公里 
沿滨河南路 4.26  3200 

15 排涝东干渠 
提升改造，包括清淤疏浚、设施改造、

两岸绿化、生态提升 

自定鼎门遗址广

场沿古城路入伊

河 

9.0  1800 

16 排涝西干渠 
提升改造，包括清淤疏浚、设施改造、

两岸绿化、生态提升 
王城大道东侧 5.2  1200 

17 
定鼎门街排

涝渠 

提升改造，包括清淤疏浚、设施改造、

两岸绿化、生态提升 
定鼎门街中间 3.8  950 

合计     129.6  91750 

伊滨区水系规划形成“五横七纵二湖”生态水网，贯穿伊滨区东西 11.12 公里的伊东

渠与另外 4条横向景观渠构成“五横”。7条南北向支渠形成“七纵”，分别满足中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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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商业区及生活居住区水系的景观要求。“二湖”是成一条线位于中央轴、由景观渠相

连的两个中心湖。 

表 5.4：洛阳市伊滨区生态水系规划表 

序号 渠道名称 项目内容 位置 工程规模 
估算投资

（亿元） 

一 五横项目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规划长度 23.336公里 14800 

1 
引水干渠 

（伊东渠） 
提升改造，生态绿化 伊河东侧 规划长度 11.2公里 4500 

2 景观四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希望路南侧 规划长度 1.9公里 1550 

3 景观五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高铁大道北

侧 
规划长度 4.093公里 3500 

4 景观六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洛偃快速通

道北侧 
规划长度 4.111公里 3550 

5 景观七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职教大道中

间 
规划长度 2.032公里 1700 

二 七纵项目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规划长度 21.29公里 17200 

1 景观一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永兴东，西

街之间 
规划长度 4.236公里 3600 

2 景观二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玉泉街西边

界 
规划长度 5.075公里 4000 

3 景观三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双兴东西街

之间 
规划长度 4.987公里 3900 

4 景观八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兴业街西边

界 
规划长度 2.353公里 1900 

5 景观九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开拓大道西

边界 
规划长度 2.021公里 1600 

6 景观十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伊河大道西

边界 
规划长度 1.41公里 1200 

7 景观十一支渠 渠道建设、生态绿化 
兴隆街西边

界 
规划长度 1.208公里 1000 

三 两湖项目 湖面建设、生态绿化   规划水面面积 400亩 
纳入湖潭

项目 

1 伊滨北湖 湖面建设、生态绿化 
伊滨区中央

轴带北侧 
规划水面面积 200亩   

2 伊滨南湖 湖面建设、生态绿化 
伊滨区中央

轴带南侧 
规划水面面积 200亩   

合计       32000 

第46条 滨水区控制开发要求 

滨水区包括滨水公共活动区、滨水作业区、滨水生态保护区（湿地等）和风景区（龙

门景区）。滨水区建设不得损害水体和岸线规划功能的发挥，应有利于对水体和岸线的保

护，有利于滨水景观的塑造。滨水区建设强度控制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用地布局相协调，

并符合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 

洛阳城区滨水区建设分为Ⅰ、Ⅱ、Ⅲ、Ⅳ级强度控制区：Ⅰ区包括城市中心区，可做

高强度开发；Ⅱ区包括一般城市居住综合用地，为中等强度开发；Ⅲ区包括低密度居住区

和公园等，为低强度开发；Ⅳ区为区域性生态绿地和生态走廊穿越的滨水区，属于禁止开

发区。本规划中开发强度越高的地段越应确保其公共性。 

表 10.5：滨水建设强度控制一览表 

分区 滨水建设强度控制 建筑形态控制 

Ⅰ区 
高强度区 

除重点节点和标志性建筑物外，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 100 米，应保留

一定比例滨水开放空间 

Ⅱ区 
中强度区 

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 36米且临水连续长度不超过 100米，高层建筑宜

为点式且临水面宽不宜超过 50米 

Ⅲ区 
低强度区 

不应追求建筑滨水的连续界面，临水第一线建筑不宜超过 12米，此类

岸线应穿插有不小于 30米宽的公园绿地 

Ⅳ区 禁止开发区 —— 

 第六章    树种规划 

第47条 规划原则 

1、适地适树的原则 

2、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相结合的原则 

3、生物多样性原则 

4、景观多样性原则 

5、经济节约性原则 

第48条 技术经济指标 

乔木与灌木的比例为 3：2；落叶树种与常绿树种比例为 7：3；速生树种与慢生树

种比例为 1：1。 

第49条 基调树种 

1、针叶常绿树种：雪松、白皮松、侧柏、龙柏、桧柏、圆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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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阔叶常绿树种：大叶女贞、广玉兰、椤木石楠、香樟； 

3、阔叶落叶树种：悬铃木、黄山栾、国槐、重阳木、七叶树、银杏。 

第50条 公园绿地主要树种推荐 

1、骨干树种 

广玉兰、枇杷、石楠、珊瑚树、夹竹桃、棕榈、银杏、水杉、榔榆、榉树、白玉兰、

紫玉兰、二乔玉兰、重阳木、元宝枫、鸡爪槭、红枫、七叶树、梧桐、毛白杨、速生杂交

杨系列、旱柳、核桃树、枫杨、湖北枫杨、栓皮栎、麻栎、望春玉兰、杜仲、木瓜、紫叶

李、樱花、日本晚樱、合欢、刺槐、丝棉木、三角枫、栾树、黄山栾 、柿树、兰考泡桐、

桂花、连翘、黄刺玫、金钟花、月季、荚蒾、六道木等。 

2、一般树种   

常绿乔木：蜀桧、云杉、油松、黑松、蚊母。 

落叶乔木：五角枫、臭椿、楝树、朴树、构树、文冠果、黄连木、榆树、柽柳、毛

梾、盐肤木、小叶朴、月桂、黄栌、糠椴、蒙椴、喜树、山楂、桃、杏、樱桃、四照花、

灯台树、冬树、枣树、石榴。 

常绿灌木：桂花、南天竹、红檵木、椤木石楠、枸骨、金叶女贞、凤尾兰、丝兰、十

大功劳、夹竹桃、洒金柏、铺地柏、海桐、火棘、锦熟黄杨、雀舌黄杨、大叶黄杨、小叶

女贞。 

落叶灌木：紫薇（百日红）、蜡梅、珍珠梅、月季（丰花月季）、碧桃、榆叶梅、紫

穗槐、连翘、金钟花、迎春、迎夏、无花果、木槿、牡丹、紫叶小檗、麻叶绣线菊、垂丝

海棠、紫丁香（丁香）、贴梗海棠、西府海棠、黄刺玫、棣棠、白丁香（紫丁香变种）、

郁李、红瑞木、猬实、金银木、溲疏、平枝栒子、毛刺槐、卫矛。 

藤 本 类：蔷薇（多花蔷薇）、木香、紫藤、葡萄、爬山虎、凌霄、美国凌霄、五叶地

锦、藤本月季、扶芳藤、美国地锦、金银花、常春藤、南蛇藤、胶东卫矛。 

竹    类：刚竹、紫竹、桂竹、斑竹、粉绿竹（淡竹）、箬竹、早园竹、黄槽竹、慈

竹、黄金竹、佛肚竹。 

草本花卉、地被植物及草坪类：蜀葵、桔梗、沿阶草、鸢尾、矮生向日葵、大丽花、

唐菖蒲、万寿菊、三色堇、金盏菊、芍药、菊花、鸡冠花、一串红、矮化美女樱、大花美

人蕉、葱兰、白三叶、紫花苜蓿、二月兰、酢浆草耧斗菜、宿根福禄考、随意草、风信

子、地被石竹、须苞石竹、少女石竹、马蹄金、结缕草、匍匐剪股颖、草地早熟禾、黑麦

草、高羊茅、细叶麦冬、狗牙根、天堂草、马尼拉草。 

水生花卉：睡莲、千屈菜、水葱、荷花、芦苇、香蒲、菖蒲。 

第51条 道路绿化主要树种推荐 

常绿乔木：雪松、白皮松、女贞、蜀桧、侧柏等。 

落叶乔木：悬铃木、国槐、刺槐、柿树、重阳木、榉树、乌桕、银杏、黄山栾、楝

树、丝绵木、七叶树、黄连木、椴树、朴树、白蜡、三角枫、五角枫、臭椿、垂柳、枫

杨、千头椿、核桃树等。 

花 灌 木：牡丹、芍药、月季、蔷薇、小叶女贞、夹竹桃、凤尾兰、金叶女贞、火棘、

迎春、棣棠、木槿、紫荆、花石榴、丁香、连翘、珍珠梅、锦带花、紫薇、黄刺梅、大叶

黄杨、小叶黄杨、紫叶小檗、南天竹、海桐、构骨、桂花、石楠、红叶李、火炬树、日本

樱花、海棠、山桃、山楂、碧桃、蜡梅、榆叶梅等。 

第52条 居住区及附属绿地主要树种推荐 

常绿乔木：雪松、白皮松、女贞、广玉兰、棕榈、香樟等； 

常绿灌木：桂花、石楠、枇杷、法国冬青、洒金柏、铺地柏、海桐、大叶黄杨、小叶

黄杨、小叶女贞、金叶女贞、夹竹桃等。 

落叶乔木：白玉兰、紫玉兰、二乔玉兰、乌桕、银杏、合欢、黄山栾、杜仲、元宝

枫、三角枫、白蜡、国槐、刺槐、七叶树、五角枫、臭椿、垂柳、枫杨、千头椿、核桃

树、梧桐、柿树、龙爪槐等。 

藤本、花灌木：牡丹、芍药、月季、蔷薇、凤尾兰、火棘、迎春、迎夏、金钟花、大

花叟疏、八仙花、绣球花、棣棠、木槿、紫荆、花石榴、丁香、连翘、珍珠梅、锦带花、

紫薇、黄刺梅、紫叶小檗、南天竹、金银木、红叶李、无花果、垂丝海棠、火炬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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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海棠、山桃、山楂、碧桃、蜡梅、榆叶梅、木香、紫藤、五叶地锦、扶芳藤、美国

凌霄、南蛇藤、金银花等。 

第53条 防护绿地主要树种推荐 

抗二氧化硫树种：国槐、臭椿、榆树、刺槐、侧柏、园柏、垂柳、旱柳、白蜡、紫

薇、大叶黄杨、银杏、紫荆等 

抗氟化氢树种：悬铃木、侧柏、丁香、连翘、国槐、白皮松、刺槐、银杏、木槿等 

滞尘树种：侧柏、圆柏、广玉兰、构树、龙柏、刺槐、榆树、梧桐、麻栎、臭椿、朴

树、悬铃木、丁香等 

防火树种：蚊母、女贞、广玉兰、构骨、法国冬青、棕榈、海桐、雪松、白皮松、黑

松、银杏、臭椿等。 

防风林树种：速生杂交杨系列、毛白杨、泡桐、枫树、乌桕、皂角、臭椿、白蜡、楸

树、女贞、夹竹桃等。 

第54条 市花、市树的选择与建议 

市花: 牡丹 

市树：推荐国槐 

第七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建设规划 

第55条 规划目标 

在巩固完善已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林区的基础上，将本市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以及生态脆弱的关键地域建成自然保护区或生态林

区，加强科学研究、资源监测，同时建设保护工程和科研工程设施，发展自然植被，丰富

物种，丰富基因库，维护本市的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和遗传多样

性。 

第56条 生态管理对策 

1、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突出做好就地保护、异地保护工作，积极进行优良的园林绿化材

料的遗传驯化、加强和促进本地乡土物种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2、要注重和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移地保护。 

3、对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道路绿化、风景林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要加

强植物配置设计的审查指导，合理界定植物品种的数量，丰富植物物种。 

4、加快动物园、植物园等建设，充分发挥公园在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中的重要作

用。 

第57条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1、建设完善保护设施 

进行保护区保护设施建设，包括建设保护点、监测点、防火瞭望塔，以及完善保护区

管理处的水、电、路、通讯工程建设。 

2、建设野生动植物资源发展设施 

（1）、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并放生因各种原因受伤的野生动物； 

（2）、建立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对伏牛山区珍稀濒危植物进行繁育研究，开展植

被恢复试验； 

（3）、在自然保护区建立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所，监测野生动植物资源变化情况，以

及人为活动的影响。 

3、加强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 

4、保护人工林生态系统 

（1）、保护市域内稳定而适应的人工林生态系统，如护路林、护河林生态系统、水源

涵养林生态系统、农田林网生态系统等。 

（2）、保护市域内具有景观、经济、旅游开发多种功能的风景经济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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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古树名木保护 

第58条 古树名木分类 

依据《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城〔2000〕192 号），古树名木分为一、二

级。凡是树龄在 300 年以上，或者特别珍贵稀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重要科

研价值的古树名木，定为一级古树名木；其余的定义为二级古树名木。 

第59条 古树名木总量 

全市共普查建档古树名木 33527 株，其中散生古树 6326 株，名木 58 株，古树群 58

处 27108 株。 

第60条 古树名木保护 

1、加大古树名木申报工作的力度，积极开展古树名木普查、鉴定、定级、建档等工

作。 

2、积极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在距古树名木树干外侧 3-5m范围内保持土壤裸露或

植花种草，禁止搞任何设施或堆放杂物，在距树冠边缘 8m范围内禁止安置炉灶、烟囱等热

源。 

3、古树名木原则上不能移植。 

第九章    绿地系统生态效益评价 

第61条 参照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有关专业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及绿地规划工作中

应用的评测方法对绿地系统中的六项生态效益指标进行测算。 

第62条 中心城区现状绿地 6762 公顷的年产值效益约为 11.88 亿元；规划实施

后，中心城区 11930公顷园林绿地的年产值效益约为 20.95亿元。 

表 9-1: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生态效益统计表 

时期 
绿地面积

（hm2） 
产 O2

（t） 

吸收 CO2 

(t) 

吸收 SO2

（t） 

滞尘 

（t） 

蓄水 

（万 m3） 

降温 

（亿大卡） 

现状 6762 48686.4 64915.2 1487.64 44223.48 608.58 14605.92 

规划 11930 85896 114528 2624.6 78022.2 1073.7 25768.8 

表 9-2: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经济效益估算表 

序

号 
效益 单价 

现状 规划 

年总量 合计（万元） 年总量 合计（万元） 

1 产 O2 6000元/t 48686.40 29211.84 85896 51537.6 

2 吸收 CO2 6000元/t 64915.20 38949.12 114528 68716.8 

3 吸收 SO2 800元/t 1487.64 119.01 2624.6 209.97 

4 滞尘 350元/t 44223.48 1547.82 78022.2 2730.78 

5 蓄水 0.50万元/万 m
3
 608.58 304.29 1073.7 536.85 

6 降温 3.33万元/亿大卡 14605.92 48637.71 25768.8 85810.1 

合计   
 

118769.8 
 

209542.1 

第十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63条 近期公园绿地目标 

至 2015 年，城区常住人口 241.35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为 237.84 平方公里。实现城市

绿化覆盖率 39%，绿地率 34%，人均公园绿地 9 平方米。 

第64条 近期建设规划 

1、公园绿地 

近期公园绿地总面积 2220.44 公顷，人均 9.2 平方米。其中综合公园总面积 383.38 公

顷；社区公园总面积 43.77 公顷；专类公园总面积 1360.04 公顷；带状公园总面积 211.96

公顷；街头绿地总面积 221.29 公顷。 

表 10-1:近期建设的公园绿地规划一览表 

类

型 

序

号 
名称 位置 

面积

（hm
2
） 

性质 级别 

综

合

公

园 

1 洛浦公园 沿洛河两侧 250 休闲游憩 市级 

2 王城公园 中州路、王城大道交叉口 14.2 文化旅游 市级 

3 西苑公园 南昌路、九都西路交叉口 11.12 文化旅游 区级 

4 王城广场 人民东、西路之间 6.03 休闲游憩 区级 

5 南关公园 九都路、柳林街交叉口 3.16 休闲游憩 区级 

6 牡丹公园 西苑路、牡丹路交叉口 6.7 文化旅游 区级 

7 
新区中心轴

带绿地 

兴洛西街以东、兴洛东街以西、开元

大道以南、伊洛路以北 
38.27 休闲游憩 市级 

8 
歌剧院北侧

绿地 

古城路以南、市府西街以东、市府东

街以西、宜人路以北 
7.48 休闲游憩 区级 

9 阳光花园 河阳路与长安路交叉口 6.57 休闲游憩 未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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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吉利大道绿

地 
吉利大道北侧 20.15 休闲游憩 未定级  

11 河阳广场 胜利路以西、中原路与黄河路以之间 19.7 休闲游憩 未定级  

小计 383.38 公顷 

社

区

公

园 

1 牡丹广场 西苑路、天津路交叉口 5.42 休闲游憩 社区级 

2 
民俗博物馆

公园 
九都路、瀍河交叉口 2.6 文物展示 社区级 

3 青年宫广场 中州路北 1.2 休闲游憩 社区级 

4 金屏园广场 九都路、黄梅路交叉口 0.62 景观休闲 社区级 

5 熙春园 启明南路、中州东路交叉口 1.16 休闲游憩 社区级 

6 鼎城公园 道北五路、经七路交叉口 4.3 休闲游憩 社区级 

7 
龙兴小区南

侧 
北苑一路以南、北苑二路北 4.1 休闲游憩 社区级 

8 
建业森林半

岛南侧 
南苑一路以南、南苑二路北 9.5 休闲游憩 社区级 

9 
建业森林半

岛东侧 
龙兴街以西 8.4 休闲游憩 社区级 

10 
大明渠以北

绿地 

开元大道以南\展览路以北\长夏路以

东\张衡路以西 
0.7 滨河游憩 社区级 

11 世纪广场 大庆路与世纪路交叉口 5.77 休闲游憩 社区级 

小计 43.77公顷 

专

类

公

园 

1 
上清宫森林

公园 
310国道、定鼎路之间 198.19 

生态观赏、文物

保护 
市级 

2 
周山森林公

园 
瀛洲路、西南环城高速之间 280 

生态观赏、文物

保护 
市级 

3 国家牡丹园 310国道、华山路交叉口 35 苗木培育 市级 

4 
洛阳烈士陵

园 
国华路、道北三路交叉口 10 瞻仰纪念 市级 

5 
天堂明堂遗

址公园 
中州路、定鼎路交叉口 32 文物展示 区级 

6 
九州池遗址

公园 
唐宫路、定鼎路交叉口 10 文物展示 区级 

7 
应天门遗址

公园 
凯旋路、定鼎路交叉口西 11 文物展示 区级 

8 周公庙 凯旋路、定鼎路交叉口东 9 文物展示 区级 

9 隋唐植物园 
王城大道以东、古城路以北、厚载门

遗址以西 
134.35 苗木培育 市级 

10 
定鼎门遗址

公园 

厚载门遗址以东、龙门大道以西、古

城路以北 
70 文物展示 市级 

11 体育场公园 
洛宜路以南、开元大道以北、学府街

以东、王城大道以西 
80 景观展示 市级 

12 龙门风景区 龙门景区 490.5 
生态保护、世界

文化遗产 
市级 

小计 1360.04 公顷 

带 1 瀍河带状公园 瀍河两岸 9.35 休闲游憩 未定级 

状

公

园 

2 中州渠带状公园西段 中州渠两岸 35 休闲游憩 未定级 

3 
中州渠带状公园东段

(含金业路带状公园） 
中州渠两岸 14.6 休闲游憩 未定级 

4 南城壕带状公园 南城壕两岸 10.5 休闲游憩 未定级 

7 王城大道两侧 王城大道两侧 36.55 休闲游憩 未定级 

8 大明渠两侧绿地 大明渠两侧 21.4 休闲游憩 未定级 

9 开元大道两侧绿地 开元大道两侧 29.7 休闲游憩 未定级 

10 瀛洲路两侧绿地 瀛洲路两侧 14.57 休闲游憩 未定级 

11 孙辛路两侧绿地 孙辛路两侧 14.72 休闲游憩 未定级 

15 龙门大道两侧绿地 龙门大道两侧 25.57 休闲游憩 未定级 

小计 211.96 公顷 

街

旁

绿

地 

1 
中州东路两侧 60米绿

带 
中州东路两侧 38.89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 西环辅路街旁绿地 西环辅路东侧 6 景观绿化 小区级 

3 310国道中段街旁绿地 310国道中段南侧 9.9 景观绿化 小区级 

4 金谷北路街旁绿地 金谷北路两侧 6.28 景观绿化 小区级 

5 陵园路街旁绿地 陵园路两侧 2.9 景观绿化 小区级 

6 建华西路街旁绿地 建华西路西侧 4.3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7 道北三路街旁绿地 道北三路、经三路交叉口 0.6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8 道北二路街旁绿地 
道北二路、龙泉东路交叉

口 
0.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9 买家街街旁绿地 道北二路、买家街交叉口 0.4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0 利民北街街旁绿地 利民北街东侧 1.7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1 电话厂街旁绿地 道北二路、安居路交叉口 0.4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2 大庆路街旁绿地 大庆路、邙山路交叉口 1.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3 建业路街旁绿地 乐业路、建业路交叉口 0.89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4 安居路街旁绿地 安居路、文化路交叉口 1.5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5 兴业路街旁绿地 兴业路、幸福路交叉口 0.8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6 平安路街旁绿地 平安路、东明路交叉口 1.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7 四通路街旁绿地 四通路北侧 2.5 景观绿化 小区级 

18 史家湾街旁绿地 1 史家湾安置区内 1.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19 史家湾街旁绿地 2 史家湾街西侧 0.8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0 万隆路街旁绿地 万隆路西侧 1.2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1 九都西路街旁绿地 九都西路、焦柳铁路口 1.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2 启明南路街旁绿地 九都西路、启明南路口 1.4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3 启明西路街旁绿地 启明西路、爽明街口 0.8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4 中州东路街旁绿地 中州东路、爽明街口 1.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5 东大街街旁绿地 东大街两侧 2.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6 利民东街街旁绿地 利民东街南侧 0.95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7 黄梅路街旁绿地 凯旋路、黄梅路交叉口 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8 唐宫路街旁绿地 唐宫路、纱厂北路交叉口 0.5 景观休闲 小区级 

29 涧东路街旁绿地 涧东路、凯旋西路交叉口 0.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0 泰山路街旁绿地 泰山路、建设路交叉口 1.4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1 长春路街旁绿地 长春路西侧 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2 洛铜广场 长春路、建设路交叉口 0.56 景观休闲 小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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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路街旁绿地 1 嵩山路、建设路交叉口 0.9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4 建设路街旁绿地 2 天津路、建设路交叉口 0.6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5 
沿建设路景观渠街旁绿

地 

中州西路、建设路之间景

观渠两侧 
12.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6 党湾街旁绿地 1 党湾安置区 0.6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7 党湾街旁绿地 2 党湾安置区 0.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8 党湾街旁绿地 3 党湾安置区 0.6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39 陕北一路街旁绿地 陕北一路西侧 0.7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0 甘肃路街旁绿地 甘肃路南 0.8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1 武昌路街旁绿地 武昌路北 0.6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2 汉口路街旁绿地 汉口路西 1.9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3 渠南路街旁绿地 渠南路、武汉路口 5.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4 渠北路街旁绿地 联盟路、渠北路口 0.5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5 向阳路街旁绿地 向阳路、渠北路口 0.5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6 孙石公路街旁绿地 孙石公路、青岛路口 1.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7 天津路街旁绿地 九都西路、天津路口 0.51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8 新疆路街旁绿地 新疆路、江西路口 0.6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49 浅井头村街旁绿地 浅井头村安置区 1.8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0 周山路街旁绿地 周山路、南昌路口 1.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1 瀛洲路街旁绿地 瀛洲路、丰华路口 1.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2 关林路两侧绿地 关林路两侧 11.58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3 张衡路东侧绿地 张衡路东侧 7.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4 关林路两侧绿地 关林路两侧 11.2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5 定鼎门街两侧绿地 定鼎门街两侧 15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6 牡丹大道两侧绿地 牡丹大道两侧 21.45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7 开元西路两侧绿地 开元西路两侧 9.74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8 王城大道古城路东南角 王城大道古城路东南角 5.63 景观休闲 小区级 

59 苏秦街绿地 
苏秦街东、牡丹大道北\开

元大道南\子美街西 
1.37 景观休闲 小区级 

60 
伊洛大道与高铁大道路

口游园 

伊洛大道与高铁大道路口

西北角 
1.19 景观绿化 小区级 

60 河阳路游园 河阳路与长冶路交叉口 5.62 景观绿化 小区级 

小计 221.29 公顷 

总计 2220.44 公顷 

 

2、 近期滨河、道路绿地 

（1）、 滨河绿带 

近期重点建设涧河、瀍河沿线两条滨河绿带，逐步完善中州渠沿线滨水绿带。 

涧河绿带重点建设货运干道至洛河之间的滨河绿带，绿带宽度控制在 15 米以上，结合

局部用地建设块状绿地，建设面积 117.87 公顷。 

瀍河绿带重点建设陇海铁路至洛河之间的滨河绿带，绿带宽度控制在 15 米以上，结合

局部用地建设块状绿地，建设面积 50.24 公顷。 

中州渠绿带宜结合改造区域，沿线控制 5-15米的滨河绿地，在有条件的地区局部做出

绿地空间，待条件允许再形成滨水绿带。 

（2）、道路绿带 

本规划将道路绿带划分为休憩、展示文化型和出行服务型两种类型:。 

3、近期防护绿地 

近期重点建设完善郑西高铁、城市部分通道两侧的防护绿地建设。同时，完善工业用

地与居住用地之间的防护绿地建设。 

表 9-2:  道路绿地（防护绿地）近期建设项目计划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迄点 
建设规模 

长度(公里) 面积(公顷) 
1 华夏路 瀛洲路-侯天路 0.25 1.74 
2 安康路 河洛路-滨河路 1.46 8.01 
3 新华路 河洛路-变电站 0.41 0.78 
4 孙石公路 西环路-秦岭东路 0.62 1.07 
5 蓬莱路 西环路-秦岭东路 0.92 7.08 
6 龙泉路 北环路-道北二路 1.90 10.38 
7 高铁大道 滨河路-中原大道 7.52 89.68 

合计  13.08 118.74 

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65条 管理措施 

1、明确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法律效力并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 

2、建立健全、配套完善城市绿化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严格“城市绿线”、“生态控制

线”管理制度。 

3、舆论先行，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创优美人居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教育。 

4、以绿增值，滚动发展。 

5、多方筹集，确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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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政府按照各期目标投入一定的资金，以确保园林建设任务的完

成。同时，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环境，形成多渠道的园林绿地建设投资体系。 

6、多层绿化，增加绿量。 

不仅要注意面积较大的一般绿地的建设，同时要加强屋顶绿化、垂直绿化、阳台绿化

和庭院绿化，形成多层次的绿化结构，增加城区的绿量。 

7、加速建圃，加快牡丹产业化发展。 

重视苗圃、花圃的建设和牡丹产业化建设，根据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建立苗木基地和牡

丹产业基地，定向地有针对性地培育苗木，引进良种。 

8、健全组织，培养人才 

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专业技术队伍，加强对各级园林绿化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的

培训，定期组织专业培训、参观、技术交流等活动，更新专业知识，提高绿化工作人员的

业务水平；大胆引进高级人才，培养人才，努力创造园林“精品”，不断提高园林建设与

管理的水平。 

9、增加科技含量，加强信息管理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洛阳市城市绿地信息管理系统，利用对城市绿地详实的统计和分析

为建设和管理工作做好参谋和指导。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66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说明书、图集（则）、专题报告、基础资料汇编

等 5 部分组成，文本、图则具有法律效力，应共同作为洛阳市城市绿地规划建

设的法律依据。 

第67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68条 本规划解释权归洛阳市园林局和洛阳市城乡规划局。 

第69条 本规划是洛阳市城市绿地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规划范围内任何单位及

个人一切相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均应遵守本规划。需对本规划进行修改时，必须

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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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洛阳市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实施计划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近期建设规模及内容 用地位置 近期投资规模（万元） 建设性质 

绿地 

1 郑西高铁两侧防护绿带 新华西路-龙门大道；二广高速-中原大道 —— 12000 新建 

2 朝阳公园 22.06 公顷 核心区 4630 扩建 

3 定鼎门遗址公园 4.48 公顷 洛龙区 900 新建 

4 西苑公园 —— —— —— 改造提升 

5 牡丹公园 2.57 公顷 涧西区 520 改造提升 

6 南关公园 —— —— —— 改造提升 

7 洛浦公园 376.00 公顷 洛北、核心区 78960 扩建 

8 唐宫遗址公园 47.18 公顷 西工区、瀍河区 9500 扩建 

9 王城公园 —— —— —— 改造提升 

历史文

化遗产

展示 

1 隋唐城宫城区 定鼎路以东、中州中路以北区域 老城区 -- 保护性建设 

2 河南壁画馆 位于洛阳市古代艺术博物馆 老城区 -- 新建 

3 契约文书博物馆 -- 老城区 2300 新建 

4 汉魏故城 

完成内城西城墙遗址保护展示、内城西阳门遗址保护展示、内城建春门遗址保护展示、金墉城

甲城城墙及马面遗址保护展示、汉魏故城宫城区太极殿遗址、宫城墙遗址、西掖门等宫城门遗

址、宫城路网水系重要建筑遗址保护展示、北魏永宁寺遗址整体保护展示、东汉灵台遗址保护

展示等保护展示工程；建设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 

洛龙区 5590 保护性建设 

5 关林庙 
将关林庙东侧的棚户区改造为旧货古董交易市场及相关旅游服务设施；完善关林庙四周的路

网，将关林庙的北门打开，以形成完整的参观疏导游线 
洛龙区 —— 保护性建设 

6 龙门石窟 
“两村三中心四古寺”； 建设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四个大门；建设龙门园区南部湿地公

园、东山珍奇植物园； 
洛龙区 —— 保护性建设 

7 隋唐城宫城区 天堂保护、应天门保护工程 老城区 —— 续建 

8 白马寺 白马寺国际佛殿荟萃园及南边旅游综合开发 洛龙区 —— 保护性建设 

9 周王城 保护展示西北角城墙地面部分； 对天子驾六等重要车马坑遗迹进行技术保护 西工区 8883 保护性建设 

10 博物馆建设 丝绸之路博物馆 洛龙区 —— 保护性建设 

11 含嘉仓遗址 对 160 号仓窖遗址进行环境整治，修建新的保护展示房。对仓城格局地面标识展示 老城区 —— 保护性建设 

12 回洛仓遗址 考古遗址公园、仓城格局地面标识展示 瀍河区 ——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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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基调树种名录 

序 号 植物名称 拉丁名 观赏特性 生长习性 缺点 景观用途 树种来源 主要病虫害 

常绿乔木 

1 雪松 
Cedrus deodara (Roxb) Loud. 
 

常绿针叶乔木，高达 50m 以
上；树体高大，树冠圆锥形，树姿
优美。 

弱阳性，有一定耐荫能力；喜温凉气
候，耐寒性不强；喜土层深厚而排水良好
的土壤，忌积水；浅根性树种。 

怕积水，畏烟，

抗 SO2 能力弱；

只能栽于地形上 

适 合 作 孤 植
树，园景树 

引 进 树
种 

 

2 白皮松 
Pinus bungeana Zucc. 
 

常绿针叶乔木，高 15～25m;
树干皮呈斑驳状，乳白色. 

喜光，稍耐荫；适应干冷气候，耐干
旱，抗风；喜排水良好土壤；对二氧化硫
和烟尘有较强的抗性。 

 
庭荫树、行道

树、园景树 
本 地 树

种 
对病虫害抗

性较强 

3 黑松 
Pinus thunbergii Parl. 
 

乔木，高达 30-35m；著名的
海岸绿化树种。 

喜光；喜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对
土壤要求不严，喜沙质壤土；极耐海潮风
和海雾，对病虫害抗性强。 

树形难得整齐 
防护林、风景

林、行道树或庭荫树 
引 进 树

种 
松毛虫、蚧

壳虫 

4 刺柏 Junoperus formosana Hayata 
常绿乔木；树冠狭圆锥形，枝

下垂，挺拔秀丽。 
性喜光；耐寒性强。  庭园观赏 

引 进 树
种 

 

5 柏木 Cupressus funebris Endl. 
常绿乔木，高可达 35m；树冠

整齐。 
喜光，能耐侧荫；喜温暖湿润气候；

对土壤适应力强；钙质土指标植物。 
 

群植成林或列
植成通道、墓道树、
造林、绿化 

本 地 树
种 

 

6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ara L. 
 

常绿阔叶乔木；叶厚而有光
泽，花大而香，树姿雄伟壮丽，为
珍贵的树种之一。蓇葖开裂后，鲜
红的种子颇为美观 

喜光，亦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抗
风；抗污染；喜肥沃湿润而排水良好的土
壤。 

幼年生长缓慢 
庭荫树，行道

树 
引 进 树

种 
很少受病虫

害侵袭 

7 蚊母 
Distylium racemosum Sieb。et  Zuce 
 

常绿乔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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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耐
寒性不强；对土壤要求不严；抗污染、烟
尘、有毒气体，隔音。 

阴暗潮湿处栽植

易受介壳虫危害 
背景树，基础

种植，绿篱，防护林 
引 进 树

种 
 

落叶乔木 

1 银杏 Ginkgo biloba L. 
落叶大乔木，高 20～30m；树

姿雄伟壮丽；叶形秀美，秋季变
黄，寿命长。 

喜光；喜湿润又排水良好的砂质土；
不耐积水，耐寒；抗各种有毒气体。 

生长较慢，雌株

种实有污染宜栽

于地形上 

庭荫树、行道
树、独赏树，可孤
植、对植 

本 地 树
种 

病虫害很少 

2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落叶针叶树，高达 35m；树冠
呈圆锥形，姿态优美，叶色秀丽。 

喜光，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喜
深厚肥沃酸性土排水良好；耐盐碱能力稍
强。  

对 SO2、CL2、HF

等抗性较弱 
庭园观赏树，

风景林 
引 进 树

种 

有立枯病及
蛴螬、大袋蛾等
病虫害 

3 榔榆 
Ulmus parvifolia Jacq 
 

落叶或半常绿乔木，高达
25m；树形优美，姿态潇洒；树皮
斑剥，枝叶细密，具有较高的观赏
价值。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深根性，荫
芽力强；对有毒气体及烟尘的抗性强。 

 
庭荫树、行道

树、盆景 
本 地 树

种 
 

4 榉树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落叶乔木；枝细叶美，绿荫浓

密；树形雄伟，观赏价值高。 
耐烟尘，抗有毒气体  

行道树，宅旁
绿化，厂矿区绿化，
防护林 

本 地 树
种 

 

5 白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Desr. 
 

花大，洁白而芳香；是我国著
名的早春花木，有“木花树”之
称；盛开之际有“莹洁清丽，恍疑
冰雪”之赞。 

喜光，稍耐荫；颇耐寒；喜肥沃、排
水良好弱酸性土；肉质根，畏水淹。 

 庭园观赏 
本 地 树

种 
 

6 紫玉兰 
Magnolia liliflora Desr. 
 

落叶大灌木；花蕾形大如笔
头，有“木笔“之称；为庭园珍贵
花木之一。 

喜光，不耐严寒；喜肥沃、湿润、排
水良好的土壤。 

怕积水 庭园观赏 
本 地 树

种 
 

7 
二乔玉
兰 

Magnolia*soulangeana（Lindl.）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玉兰与木
兰的杂交种；花大有芳香。 

较玉兰、木兰更为耐旱、耐寒。 移植难 庭园观赏 
引 进 树

种 
 

8 
西府海
棠 

Malus micromalus Mak. 
 

小乔木；春天开花粉红美丽，
秋季红果缀满枝头，颇为美观。 

喜光，耐寒、耐干旱。 抗涝力较弱 庭园观赏 
本 地 树

种 
 

9 
垂丝海
棠 

Malus hal liana 
 

小乔木，高 5m；树冠疏散，
花繁色艳，朵朵下垂，著名的庭园
观赏花木。 

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不强。  庭园观赏 
引 进 树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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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阳木 
Bischofia polycarpa 
 

落叶乔木，高达 15m；枝叶茂
密，树姿优美；早春树叶鲜绿明
亮，入秋叶转红，颇为美观。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气候，耐寒力
弱；对土壤要求不严，耐水湿，根系发
达；对 SO2有一定的抗性。 

速度较慢 
庭荫树及行道

树堤岸绿化 
引 进 树

种 
 

11 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 
 

落叶乔木，高达 30m；树冠浑
圆；早春嫩叶红色，入秋后变成深
红或橙黄色，红色的雌花序。 

喜光；喜温暖；对土壤要求不严；深
根性，抗风力强，萌芽力强，生长较慢；
抗 SO2、HCL和煤烟。 

 
庭荫树、行道

树、山林风景树 
本 地 树

种 
 

12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 
 

落叶小乔木；秋叶变为鲜红，
果实成熟时也呈桔红色；可植于园
林绿地观赏或用来点缀山林风景。 

喜光；喜温湿气候，也能耐寒冷和干
旱；不择土壤，但不耐水湿，是荒山瘠地
常见树种。 

不耐水湿 
可植于园林绿

地，观赏，或用来点
缀，山林风景 

生长快 
， 本 地

树种 
 

13 火炬树 
Rhus typhina L. 
 

落叶小乔木；雌花序及果序均
为红色，且形似火炬而得名；在冬
季落叶后，在雌株上仍可见到。秋
季叶色红艳或橙黄，著名的秋色叶
树种。 

喜光；适应性强，抗寒，抗旱，耐盐
碱；根系发达，生长快。 

 
庭园观赏，点

缀山林，水土保持固
沙树种 

引 进 树
种 

 

14 元宝枫 Acer truncatum Bunge 

落叶乔木，高可达 20m；树形
优美，叶、果秀丽；入秋后叶变为
红色或黄色，北方主要以秋色叶树
种。 

弱阳性，耐半荫；喜温凉气候及肥
沃、湿润且排水良好的土壤，有一定的耐
旱力；荫蘖性强，深根性，抗风雪；能耐
烟尘及有害气体，对城市环境适应性强。 

 
庭荫树、行道

树、风景树，密源植
物 

本 地 树
种 

幼苗易受
家鼻虫、刺蛾
幼虫和蚜虫等
危害 

15 鸡爪槭 
Acer Dalmatum 
 

落叶小乔木；树姿婆娑，叶形
秀丽；且有多种园艺品种，有些常
年红色，有些平时为绿色，但入秋
叶色变红，色艳如花，均为珍贵的
观叶树。 

弱阳性，耐半荫；喜温暖湿润气候及
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土壤；耐寒性不
强；生长速度中等偏慢。 

夏季易遭日灼之

害 
庭园观赏 

本 地 树
种 

 

16 红枫 
Acer palmatum cv. Atropurpureum 
 

落叶小乔木；树姿婆娑，叶形
秀丽；且有多种园艺品种，常年红
色或紫红色。 

弱阳性，耐半荫；喜温暖湿润气候及
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土壤；耐寒性不
强；生长速度中等偏慢。 

 庭园观赏 
引 进 树

种 
 

17 七叶树 
Aesculus chinensis 
 

落叶乔木；树干耸直，树冠开
阔，树姿壮丽，冠如华盖；花硕
大，白色花序竖立于叶簇中，似华
丽烛台。 

喜光，稍耐荫；喜深厚、肥沃、湿润
而排水良好的土壤；深根性。 

 
庭荫树，行道

树，孤植，丛植 
本 地 树

种 

常有吉丁
虫和天牛等幼
虫柱食树干 

18 文冠果 Xanthoceras sorbifolium Bunge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花序大而
花朵密，春天白花满面树，且有秀
丽光洁的绿叶相衬，更显美观；花
期可持续 20天，并有紫花品种。 

喜光，也耐半荫；耐严寒和干旱；不
耐涝，对土壤不严；深根性，主根发达，
萌蘖力强。 

雨季注意排水，

防止烂根 
点缀，也可大

面积绿化造林 
引 进 树

种 
 

19 木槿 
Hibiscus syriaus L.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 3～
4m；夏秋开花，花期长而花朵大，
且有许多不同花色，花型的变种和
品种，是优良的园林观赏树种。 

喜光，耐半荫；喜温湿气候，也颇耐
寒；适应性强，耐干旱及瘠薄土壤，但不
耐积水；对 SO2、CL2抗性较强。 

 
围篱，基础种

植，丛植于草坪，路
边或林缘，工厂绿化 

本 地 树
种 

 

20 梧桐 Firmiana simplex（L.） 
落叶乔木；树干端直，树皮光

滑绿色，叶大而形美；绿荫浓密，
洁净可爱。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不
强；喜肥沃、湿润、深厚、排水良好的土
壤。 

 
庭园观赏、行

道树、工厂区绿化 
本 地 树

种 

梧 桐 木
虱、霜天蛾、
刺蛾 

21 柽柳 Tamarix chinensis Lour.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姿婆

娑，枝叶纤秀，花期很长。 

喜光；耐寒，耐热，耐烈日曝晒；耐
干又耐水湿；抗风又耐盐碱土；深根性，
根系发达；良好的改良，盐硷土树种，可
降低含盐量。 

 
篱垣，防风固

沙，水边观赏 
本 地 树

种 
 

22 毛梾 Cornus walteri(Wanger.)Sojak 落叶乔木；枝叶茂密，白花可赏。 喜阳光；耐寒，耐旱。  行道树 本地树种  

23 紫丁香 Syringa oblata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 4m；枝

叶茂密，花美而香，是我国北方各

省区园林中应用最普遍的花木之

一；花紫色美丽，清雅芳香，春枝

绿叶，花开不绝，效果极佳。 

喜光，稍耐荫，耐寒性较强；耐干旱，喜

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 
忌低湿 

丛植建筑前，散植于

园路旁，或群作专类

园，盆栽，促成栽

培、切花 

引进树种  

24 白丁香 Syringa oblata Lindl.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 4m；枝 喜光，稍耐荫，耐寒性较强；，耐干旱， 忌低湿 丛植建筑前，散植于 引进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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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lba Rehder 叶茂密，花白色，清雅芳香，春枝

绿叶，花开不绝，效果极佳。 

基低湿，喜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土

壤。 

园路旁，或群作专类

园，盆栽，促成栽

培、切花 

常绿灌木 

1 桂花 Osmanthus  sp.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树干端直，树

冠圆整，花浓香。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和通风良好的环

境；忌涝、碱和粘重土壤；对 SO2、CL 等

有中等抗力。 

 

前庭对植（两桂当

庭）丛植，大面积栽

植 

引进树种  

2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枝叶秀丽，秋冬红果，经久不落；

观叶观果佳品。 

喜半荫；喜温暖气候，耐寒性不强；对水

分要求不严；生长较慢。 
 丛植，盆栽 引进树种  

3 红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var.rubrum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 4～9m；花

繁密而显著，初夏开花如覆雪，颇

为美丽。 

耐半荫；喜湿润气候及酸性土壤，适应性

较强。 
 庭园观赏 引进树种  

4 椤木石楠 Photinia davidsoniae Rehd. et Wils.  
常绿；幼枝棕色，后呈紫褐色；

花、叶均美。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尚耐寒；要求排

水良好的肥沃土，耐干旱瘠薄。 

不耐水湿，生长

较慢 
可作刺篱使用 本地树种  

5 枸骨 Ilex cornuta Lindl. et Paxt. 

常绿，高 3～4m；叶形奇特，深绿

光亮；入秋红果累累，经冬不凋，

鲜艳美丽。  

喜光，稍耐荫；耐寒性不强，能适应城市

环境；对有害气体抗性强。 

有红蜡蚧为害枝

干，注意及时防

治 

基础种植、丛植，也

可孤植 
引进树种 红蜡蚧 

6 金叶女贞 Ligustrum vicaryi 
半常绿灌木；叶色金黄，颇为美

观。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不耐寒；喜湿润

不耐干旱；不耐瘠薄。 
  引进树种  

7 凤尾兰 Yucca gloriosa L 花乳白色，花大树美叶绿。 喜光；喜亚热带气候，不耐严寒。  庭园观赏，丛植 引进树种  

8 丝兰 Yucca smalliana Fern. 植株低矮；近无茎，花白色下垂。 喜光；喜亚热带气候，不耐严寒。  庭园观赏，丛植 引进树种  

落叶灌木 

1 无花果 Ficus carica Linn.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状；是园林结

合生产的好树种。 

喜光；喜温湿气候，不耐寒；对土壤要求

不严；根系发达，但分布较浅，生长较

快。 

 庭园观赏，盆栽 引进树种  

2 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ews 

落叶灌木;枝多而粗壮，花大且美

丽，香色俱佳，国色天香，花中之

王. 

喜温暖而不酷热气候，较耐寒；喜光但忌

夏季曝晒，弱荫下生长为好；喜深厚肥

沃、排水良好、略湿的沙质壤土；较耐

碱，忌积水地。 

 

专类园，花台，花

池，自然式孤植，丛

植，盆栽，切花 

本地树种 

黑斑病，
腐朽病，根腐
病，茎腐病，
锈霉病 

3 紫叶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 var.atropurpurea Chenault 

落叶灌木，高 2～3m；平时叶深紫

色，秋果红色，观赏价值高。 

喜光，稍耐荫；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

萌芽力强，耐修剪。 
 

庭园点缀，丛植，盆

栽或作室内装饰 
引进树种  

4 麻叶绣线菊 Spiraea cantoniensis Lour. 
丛生灌木，高 1～2m；晚春翠叶，

白花，繁密似雪，秋叶橙黄。 

生长健壮，喜阳光和温暖湿润土壤，尚耐

寒。 
 庭园观赏 引进树种  

5 贴梗海棠 
Chaenomeles speciosa 
 

落叶灌木，高达 2m；早春叶前开

花，簇生枝间，鲜艳美丽；秋天又

有黄芳香的硕果，是很好的观花、

观果灌木。 

喜光；有一定的耐寒能力；对土壤要求不

严；不宜在低洼积水处栽植。 
 

丛植或孤植，绿篱或

基础种植，盆栽，切

花 

引进树种  

6 黄刺玫 
Rosa xanthina Lindl. 
 

落叶丛生灌木；春天开金黄色花

朵，而且花期较长。 

喜光；耐寒、耐旱，耐瘠薄。应选日照充

分和排水良好处栽植；管理简单，少病虫

害。 

 

宜于草坪、林缘、路

边栽植，也可作绿篱

和基础栽植 

引进树种  

7 棣棠 
Kerria japonica   
 

落叶丛生无刺灌木，高 1.5～2m；

花叶、枝俱美。 
喜温暖、半荫而略湿之地。  

丛植，花径，花篱，

与假山石配植 
引进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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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郁李 
Prunus japonica Thunb 
 

落叶灌木，高 1.5m；花朵繁茂，其

果实可生食，观赏价值高。 
喜光，耐寒又耐干旱。  丛植 本地树种  

9 红瑞木 
Cornus alba 
 

落叶灌木，高可达 3m；枝条终年鲜

红色，秋叶也鲜红色，美丽可观。 
喜光，强健耐寒；略喜湿润土壤。  丛植，自然式绿篱 引进树种  

10 猬实 Kolkwitzia amabilis Graebn. 

落叶灌木，高达 3m；着花茂密，花

色娇艳，是著名的观花灌木（中国

特产）。 

喜充分日照，有一定耐寒力；喜排水良

好、肥沃土壤，也有一定耐瘠能力。 
 丛植盆栽或作切花 本地树种  

11 金银木 Lonicera maackii (Rupr.) Maxim.  

落叶灌木，高达 5m；树势旺盛，枝

叶丰满；初夏开花有芳香，秋季红

果缀枝头，是良好的观赏灌木。 

性强健，耐寒，耐旱，喜光也耐荫，喜湿

润肥沃及深厚之土壤；管理粗放，病虫害

少。  

 
孤植或丛植于林边

缘，草坪、水边 
本地树种  

藤本类 

1 藤本月季 Morden cvs.of Chlimbers and Ramblers 
花朵硕大，花色艳丽，花团锦簇，

甚是美丽，具有很好地观赏价值 

适应性强，耐寒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

格，喜日照充足，空气流通，排水良好而

避风的环境，盛夏需适当遮荫。 

 公园 庭院 本地树种  

2 扶芳藤 
Euonymus fortunei (Turcz.) Hand.-Mazz. 
 

常绿藤本；叶色油绿光亮，入秋红

艳可受；有较强的攀缘力，掩覆在

墙面，坛缘，山石或老树、花格之

上均极为优美。 

性耐荫，喜温暖，耐寒性不强；对土壤要

求不严。能耐干旱瘠薄。 
 

垂直绿化，盆栽室内

绿化 
引进树种  

3 美国地锦 
Parthenocissusquinquefolia (L.) 
Planch. 

落叶藤本；幼枝带紫红色，秋季叶

色红艳，甚为美观。 

喜温暖气候，也有一定的耐寒能力；耐

荫，生长势旺盛。 
攀缘性差 

垂直绿化和地面覆盖

材料 
引进树种  

4 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半常绿缠绕胶木，长可达 89m；植

株轻盈，藤蔓缭绕；冬叶微红，花

先白后黄，富含清香，是色香俱备

的藤本植物。 

喜光也耐荫，耐寒；耐旱及水湿；对土壤

要求不严；适应性强，茎着地即能生根。 
 

垂直绿化，地被，屋

顶花园绿化，老桩可

作盆景 

本地树种  

竹类 

1 阔叶箬竹 Indocalamus latifolius (Keng) McClure 秆高 1m；植株低矮，叶宽大。   庭园观赏，地被绿化 本地植物  

草本花卉、地被植物及草坪类 

1 蜀葵 Althaea rosea  
多年生草本；茎直立，高可达 3m；

花色丰富，花大而重瓣性强。 
性耐寒；喜向阳及排水良好的肥沃土壤。  

建筑物前列植，丛

植，境的背景材料，

篱边绿化，盆栽观赏 

本地植物 蜀葵锈病 

2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花大，花期长。 
喜光，能耐微荫；喜凉爽湿润环境；适合

排水良好、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 
忌积水 花坛，花境岩石园 引进植物  

3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 株丛生，低矮，常绿。 喜荫湿，温暖气候。  
地被，花坛与花境边

缘，盆栽 
引进植物  

4 鸢尾 
Iris L. 
 

宿根草本；根茎粗短，淡黄色；种

类众多，花朵大而艳丽，叶丛边美

观。 

大多数要求日照充足，稍耐荫，耐寒性较

强；对土壤水分的要求因种类不同差异

较。  

 
专类园，水池绿化，

花坛，花境，地被 
引进植物 

射干钻心虫，软

腐病，花腐病 

5 矮生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s 植株高大，花黄色或淡黄色 
性强健，易栽培，不择土壤，花茎大小与

肥力相关 
 栽植于花境或丛植 引进植物  

6 大丽花 Dahlia pinnata Cav.  

多年生草本，又名地瓜花，为国内

外观花卉；花色艳丽，花型多变，

品种极其丰富。 

不耐寒，畏酷暑，喜高燥凉爽、阳光充

足、通风良好的环境；土壤以富含腐殖质

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为宜。 

 花坛，花境，丛植 引进植物 

根 腐 病 ， 褐 斑

病，花叶病，白

粉病，红蜘蛛，

蚜虫，金龟子类 

7 唐菖蒲 Gladiolus gandavensis Vaniot Houtt  
著名切花品种；品种繁多，花色艳

丽，花期长，花容极富装饰性。 

喜温暖，并有一定耐寒性；不耐高温；喜

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抗大气污
忌闷热 

盆栽，布置花坛，工

矿绿化，城市美化 
引进植物 

立 枯 病 ， 腐 烂

病，花叶病，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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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斑病，线虫病，

病毒病 

8 万寿菊 
Tagetes erecta 
 

花大色艳，花期长。 

喜温暖，稍能耐早霜；要求阳光充足，半

荫处也能生长；对土壤要求不严，耐移

植；抗性强，病虫害较少。 

 花坛，花境 本地植物  

9 三色堇 Viola tricolor L. 花色瑰丽，株型低矮。 
较耐寒，喜凉爽湿润气候，稍耐半荫；宜

富含腐殖质疏松中性肥沃土壤。 

忌炎热干燥和积

水 

花坛，花境，地被，

盆栽 
引进植物  

10 金盏菊 Calendula officinalis 
有乳白、浅黄、橙及桔红等色，花

型有各种变化。 

喜阳光，较耐寒，适应性强；要求排水良

好的沙质中等肥沃壤土。 
忌炎热 花坛，花境 本地植物  

11 马蹄金 Dichondra repens Forst. 

叶色翠绿，植株低矮，叶片密集、

美观，耐轻度践踏，生命力旺盛，

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对生长条件

要求较低，无需修剪。 

性喜温暖、湿润气候，不但适应性强，竞

争力和侵占性强，生命力旺盛，而且具有

一定的耐践踏能力。 

 
公园、机关、庭院绿

地等栽培观赏 
引进植物  

12 结缕草 Zoysia japonica Steud. 

多年生草本；草形低矮，有弹性，

耐践踏，与杂草竞争力强，绿色期

达 210天。 

抗旱性强；也耐寒，耐荫。根系深；耐践

踏。 
 

运动场草坪人流频繁

处草坪 
本地植物  

13 匍匐剪股颖 Agrostis stolonifera 
多年生草本，株高约 45 cm，绿色

期长。 

稍耐荫，耐寒；喜湿润，肥沃土壤，忌旱

碱。 
 

潮湿地区或疏林下草

坪 
本地植物  

14 草地早熟禾 Poa annua L. 

多年生草本，根系发达，秆丛生，

吉色鲜绿，叶面平滑，质地柔软，

有光泽，草坪均匀、整齐、柔软 

稍耐荫；耐寒性强；抗热、耐湿，抗旱力

弱；喜疏松多含腐殖质的肥沃土壤，耐

碱。 

 
草坪、牧草、保持水

土 
引进植物  

15 黑麦草 Lolium perenne L 

多年生草本；茎丛生，生长快，叶

窄细，色浓绿，叶背光滑而有光

泽，质地柔软。 

多为二年生；生长快但生长期短，再生性

能好；能抗寒；喜壤土及沙壤土；耐践

踏。 

 密丛型草坪 引进植物  

16 高羊茅 Festuca elata Keng ex E. Alexeev 多年生密丛禾草，秆瘦红。 多生于干燥坡地。  草坪、牧草 引进植物  

水生植物 

1 睡莲 Nymphaea L. 
根茎直立不分枝；花白色，午后开

放，花期 6～9日。 

耐寒性极强；喜阳光充足通风良好，水质

清洁温暖的静水环境。 
 水面绿化 引进植物 蚜虫 

2 千屈菜 
lythyum salicaria l 
 

多年生挺水植物；株丛整齐清秀；

小花密集，紫红色，花色淡雅，花

期长。 

喜强光；喜潮湿、通风良好的环境；浅水

中生长最好；耐寒性强。 
 水边丛植或水池栽植 本地植物  

3 水葱 scirpus validus varlacviglumis 
多年生草本挺水植物；植株挺立，

色泽淡雅洁净。 

 

 

 

 

 

 
水面绿化，岸边池

旁，点缀，盆栽 
本地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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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骨干树种名录 

序 号 植物名称 拉丁名 观赏特性 生长习性 缺点 景观用途 树种来源 主要病虫害 

常绿乔木 

1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L.) Franco 

常绿乔木，高达 20 多 m；老树枝干苍

劲，气魄雄伟，树姿优美；夏季碧翠可

爱。 

喜光，有一定耐荫能力；喜温湿气候，耐

旱； 适应能力很强，对土壤要求不严；

抗盐性很强。 

 
庭荫树、行道树、

风景林、绿篱 
本地树种  

2 圆柏 Sabina chinensis (L.) Ant. 

常绿乔木；其树形优美，青年期是整齐

之圆锥形，老树则干枝扭曲，奇姿古

态，堪为独景，为我国自古喜用之园林

树种之一。 

喜光，但耐荫性很强；对土壤要求不严；

深根性，侧根也很发达。 

避免在苹果园梨园

等附近种以免锈病

猖獗 

墓道树，孤植，桩

景，盆景 
本地树种 

有梨锈病，苹果锈

病及石楠锈病 

3 龙柏 
Sabina chinensis (L.) Ant. 
cv. Kaizuca 

常绿乔木，高 5～8m；树冠圆柱形，似

龙体。 

喜光，但耐荫性极强；耐寒，耐热；对土

壤要求不严；抗有害气体。 
 

园景树，对植，列

植，丛植 
本地树种  

4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 

常绿小乔木；叶大荫浓；夏日开白花，

入秋果红如火，长存枝头。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气候及肥沃湿润而

排水良好之土壤，不耐寒。 
 庭院观赏，果树 引进树种  

5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Lindl. 
常绿小乔木；树冠圆形，枝叶浓密；早

春嫩叶鲜红，秋冬又又有红果。 
弱阳性；喜温暖；耐干旱。  

孤植、丛植，整形

式园林中 
引进树种  

6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Ait. 
常绿乔木，高达 10m；枝叶清秀；夏日

树满白花，终年常绿。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不耐寒；喜湿

润，不耐干旱。抗 HF，吸收铅蒸气。 

不耐寒，不耐旱，

不耐瘠薄 

庭 院 观 赏 ， 园 路

树，绿篱，工矿区

绿化 

引进树种  

7 珊瑚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Gawl.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 2～10m；枝茂叶

繁，春日开白花，深秋果实鲜红，垂于

枝头壮如珊瑚，甚为美观。 

中性；喜温暖；耐修剪。对 CL2、SO2 抗

性强，对 Hg 和 F 有一定吸收能力，耐烟

尘，抗火。 

 

绿篱或绿墙，防火

隔离树带，工厂绿

化 

引进树种  

落叶乔木 

1 毛白杨 Populus tomentosa Carrière 
落叶乔木，高达 30～40m；，树冠卵圆

形或卵形，树形高大，雄伟。 

喜光；喜温凉气候；对土壤要求不严；不

耐积水。抗烟尘和抗污染能力强。 
 作防护林用 本地树种速生 

有锈病、破腹病，

根癌病、天社蛾、

透 翅 蛾 、 天 牛 蚜

虫、介壳虫等 

2 
速生杂交杨系

列 
Populus L. 

乔木；树体高大，树冠宽阔，叶片大而

有光泽；夏季绿荫浓密。 

喜光，颇耐寒；喜湿润而排水良好的冲积

土，对水涝、盐碱、和瘠薄土地均有一定

耐性。对二氧化硫抗性强，并有吸收能

力。 

 
防护林，工矿区绿

化 

引进树种 

生长迅速 

虫害：光肩天牛、

白杨透翅蛾幼虫、

刺蛾和潜叶蛾幼虫 

3 旱柳 Salix matsudana Koidz. 
落叶乔木，高达 18m；树冠卵圆形至倒

卵形。 

喜光，不耐庇荫；耐寒行强；喜水湿，亦

耐干旱；对土壤要求不严。生长快。 
 

庭荫树、行道树、

护岸树，亦可作防

护林用 

本地树种 

生长迅速 

有 柳 锈 病 、 烟 煤

病 、 腐 心 病 及 天

牛、柳毒蛾等 

4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落叶乔木，高达 18m；叶狭披针形，枝

细长下垂。金丝垂柳的枝条为金黄色。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及潮湿深厚之酸性

及中性土壤。较耐寒，特而水湿。对有毒

气体抗性较强，能吸收二氧化硫。 

柳絮繁多，寿命较

短，故栽植以雄株

为宜 

庭荫树、观赏树、

护岸树 

本地树种 

生长迅速 

有光肩天牛、星天

牛、柳毒蛾、柳叶

中等害虫 

5 核桃树 Juglans 

落叶乔木，高达 30m；树冠庞大雄伟，

枝叶茂密，绿荫覆地，树干灰白洁净，

颇宜人。 

喜光，耐干冷，不耐湿热。喜深厚、肥

沃、湿润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至微碱性土

壤。深根性。花、果、叶挥气味具有杀

菌、杀虫等保健功效。 

怕水淹 庭荫树 本地树种 

常见有木尺蠖、云

斑天牛，草履介壳

虫及黑斑病 

6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C. DC. 
落叶乔木，高达 30m；树冠宽广，枝叶

茂密。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较耐寒；耐湿性

强。对土壤要求不严，以深厚、肥沃、湿

润的土壤上生长最好。生长快，适应性

强，对烟尘和二氧化硫有一定抗性。 

耐水湿，但不宜长

期积水； 

遮荫树，行道树，

防风林，护岸固堤

林 

本地树种 

从枝病，天牛、刺

蛾、蚧壳虫等病虫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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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湖北枫杨 Pterocarya hupehensis Skan 
落叶乔木；树干通直，树冠圆整，枝叶

茂密，树姿优美。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较耐寒。耐湿性

强；对土壤要求不严。耐水湿。 
 

遮荫树、行道树、

水岸防护、防风林 
引进树种  

8 栓皮栎 Quercus variabilis Bl. 

落叶乔木，高达 25m；树干通直，枝条

广展，树冠雄伟。秋季叶色转为橙褐

色。 

喜光；对气候，土壤的适应能力较强。深

根性，侧根发达 
不耐积水 

庭 园 观 赏 ， 防 风

林，防火林 
本地树种  

9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Carruth. 
落叶乔木；著名硬阔叶树优良用材树

种。 

喜光；喜温湿气候，耐寒，耐旱；对土壤

要求不严。深根性。 
 

庭 园 观 赏 ， 防 风

林，防火林 
本地树种  

10 榆树 Ulmus pumila L. 
落叶乔木，高达 25m；树干通直，树形

高大，绿荫较浓。适应性强，生长快。 

喜光；耐寒，抗旱，不耐水湿。主根深，

侧根发达。抗风深切强，对烟尘及 HF 等

抗性较强。 

 
行道树、庭荫树、

防护林  
本地树种 

常见病虫害有金花

虫、天牛、刺蛾、

榆毒蛾 

11 朴树 Celtis sinensis Pers. 

落叶乔木，高达 20m；树形美观、树冠

宽广；绿荫浓郁，城乡绿化的重要树

种。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气候及肥沃、湿

润，深厚的中性粘质壤土，耐抗盐碱；深

根性，抗风力强。抗烟尘及有毒气体。 

 

庭荫树、行道树、

厂 矿 区 绿 化 及 防

风、护堤树种，制

作盆景 

本地树种  

12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inn.) L'Hér. ex Vent. 

落叶乔木；外貌较粗野，但枝叶茂密且

具有抗性。 

喜光；适应性强，耐干冷和湿润气候；喜

钙质土。对烟尘、毒气抗性很强；少病虫

害。 

 
庭 荫 树 ， 工 厂 绿

化，防护林 
本地树种  

13 望春玉兰 Magnolia biondii Pamp. 
落叶乔木，高 6～12m；花大，白色，先

叶开放。 

喜光，稍耐荫；颇耐寒；喜肥沃、排水良

好弱酸性土；肉质根，畏水淹。 
 庭园观赏 本地树种  

14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落叶乔木，高达 20m；树干端直，树冠

圆球形，树形整齐优美，枝叶茂密。 

喜光，不耐庇荫；喜温暖湿润气候及肥

沃、湿润、深厚而排水良好的土壤。适应

性强。有相当强的耐寒力。 

 庭荫树、行道树 引进树种  

15 悬铃木 Platanus acerifolia 
阔叶落叶大乔木，高 20～40m；夏季冠

大荫浓，树形雄伟端正。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略耐寒；较耐

湿、耐干。具有极强的抗烟、抗尘能力；

对 SO2和 CL2有较强抗性。 

星状毛易使人过敏 行道树，庭荫树 
引进树种 

生长迅速 

易生蚧壳虫和枯萎

病 

16 山楂 Crataegus pinnatifida Bunge 

落叶小乔木；树冠整齐，花繁叶茂，果

实鲜红可爱，是观花观果和园林结合生

产的良好绿化树种。 

喜光，稍耐荫；耐寒，耐干燥。根系发

达，萌蘖性强。 
 

庭荫树，园路树，

果树 
本地树种  

17 木瓜 
Chaenomeles 
sinensis (Thouin) Koehne 

落叶小乔木，高达 5～10m；花美果香。 
喜光；喜温暖，但有一定的耐寒性；要求

土壤排水良好，不耐盐碱和低湿地。 
 庭园观赏 引进树种  

18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Ehrhar f. 
atropurpurea (Jacq.) Rehd. 

落叶小乔木；整生长季叶都为紫红色，

具色彩美。 
喜温暖湿润气候。  庭园观赏 本地树种  

19 桃 Amygdalus persica L. 
落叶小乔木；桃花烂漫芳菲，妩媚可

爱，品种繁多，著花繁密，栽培简易。 

喜光；耐旱，喜肥沃而排水良好的土壤，

不耐水湿；喜夏季高温；有一定的耐寒

力。种植时选择阳光充足处。 

病虫害较严重：  

习惯以桃、柳间植

水滨 

或庭园观赏 

本地树种 

蚜虫、浮尘子、红

蜘蛛，桃缩叶扁，

桃腐病等，应及早

防治 

20 
杏 

 
Armeniaca vulgaris Lam. 

落叶树种；树冠圆整，栽培历史较长，

我国原产。早春开花，繁茂美观，北方

栽植尤多。 

喜光；耐寒，耐高温。对土壤要求不严。 极不耐涝，  
宜群植，林植于山

坡水畔或庭园观赏 
本地树种 

天 幕 毛 虫 、 象 鼻

虫、杏仁蜂、 

21 樱桃 Cerasus pseudocerasus G. Don 
落叶小乔木；花先叶开放，颇可观，是

园林中观赏及果实兼用的树种。 

喜日照充足，温暖而略湿润之气候及肥沃

而排水良好之沙壤土。有一定的耐寒与抗

旱力，生长迅速。 

 庭园观赏 
本地树种，生

长迅速 
 

22 樱花 
Cerasus yedoensis (Matsum.) 
Yu et Li 

落叶乔木，高 15～25m；既有梅之幽香

又有桃之艳丽，花期较晚，但花期长。 

喜光，有一定的耐寒能力；喜深厚肥沃而

排水良好的土壤。 

对烟尘、有害气体

的抗性较弱 

庭 园 观 赏 ， 风 景

林， 
引进树种 

天狗巢病，穿孔性

褐斑病，叶枯病，

菌核病癌肿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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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翅蛾，梅毛虫，

蚧壳虫 

23 日本晚樱 
Prunus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乔木；既有梅之幽香又有桃之艳丽，花

期较晚，但花期长。 

喜光；喜湿润肥沃而排水良好的质土壤；

有一定的耐寒力。 

对烟尘、有害气体

的抗性较弱 

庭 园 观 赏 ， 风 景

林， 
引进树种 

天狗巢病，穿孔性

褐斑病，叶枯病，

菌核病癌肿病，小

透翅蛾，梅毛虫，

蚧壳虫 

24 梅 Armeniaca mume  Sieb. 

落叶小乔木；为我国传统的果树和名

花，具有古朴的树姿，素雅的花色，秀

丽的花态，恬淡的清香和丰盛的果实。 

喜光；性喜温暖而略潮湿的气候，有一定

的耐寒力；对土壤要求不严格，要求排水

良好。 

 

庭园观赏，传统以

松、竹、梅配植成

景。 

本地树种  

25 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 Durazz. 

落叶乔木，高 10～15m；树姿优美，叶

形雅致，盛夏粉红色绒花满树，有色有

香。 

喜光；耐寒，耐干旱瘠薄，不耐水痨，生

长迅速。 
分枝点低 

庭荫观赏树，行道

树 
本地树种 腐朽病 

26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Linn. 
落叶乔木，高 10～25m；树冠高大，叶

色鲜绿。 

强喜光，不耐荫庇；喜较干燥而凉爽气

候；较耐干旱瘠薄，以肥沃、湿润、排水

良好的砂质壤土中生长较好，畏积水；速

生。抗性较强。 

怕风，怕积水 
行道树、庭荫树、

防护林 

本地树种 

宜栽于地形上 

紫纹羽病和种子害

虫 

27 槐树 Sophora japonica Linn. 
乔木，高达 25m；树冠宽广，枝叶繁

茂；寿命长，耐城市环境。 

喜光，略耐荫；喜干冷气候；喜深厚排水

良好的沙质壤土。耐烟毒能力强。 
 行道树、庭荫树 本地树种 

主要有腐烂病，槐

尺蠖 

28 紫荆 Cercis chinensis Bunge 

落叶小乔木；早春叶前开花，无论枝、

干布满紫花，艳丽可爱；叶片心形，圆

整而有光泽，光影相互掩映，颇为动

人。 

喜光；有一定耐寒性；喜肥沃排水良好的

土壤，不耐淹；耐修剪。 
 

丛植庭院、建筑物

前及草坪边缘作前

景树 

本地树种  

29 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 

落叶乔木，高达 30m；树干通直而高

大，树冠圆整如半球状，叶大荫浓，秋

季红果满树。 

喜光；很耐干旱瘠薄，但不耐水湿；喜排

水良好的沙壤土，耐中度盐碱；有一定耐

寒能力；深根性树种，萌蘖性强。 

抗污染。 

不耐水湿，长期积

水会烂根致死；开

花时微臭。 

行道树，工厂绿化 
本地树种 

生长较快 
 

30 楝树 Melia azedarach L. 

落叶乔木，高 15～20m；树形优美，叶

形秀丽；春夏之交开淡紫色花朵，颇为

美观。 

喜光；喜温湿气候，耐寒力不强；对土壤

要求不严；抗风，生长快。 

耐烟尘，抗 SO2。 

对 CL2抗性弱 
庭荫树、行道树，

草坪孤植、丛植 
本地树种  

31 丝棉木 Euonymus maackii 
落叶小乔木，高达 6～8m；枝叶秀丽，

粉红色蒴果颇可观。 

喜光，稍耐荫；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

耐干旱，也耐水湿；根深而发达。 
生长速度中等偏慢 

庭园观赏，也可作

防护林及工厂绿化

树种 

本地树种  

32 五角枫 Acer mono Maxim 
落叶乔木；树形优美，叶果秀丽；入秋

叶色变为红或黄。 

弱阳性，稍耐荫；喜温凉湿润气候；对土

壤要求不严。 
 

庭荫树，行道树，

防护林 
本地树种  

33 三角枫 Acer buergerianum Miq. 
落叶乔木，高 10～15m；枝叶茂密；夏

季浓荫，秋季叶色变红。 

弱阳性，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较耐

水湿。 
 

庭荫树、行道树、

护岸树 
本地树种  

34 栾树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 

落叶乔木；树形端正，枝叶茂密秀丽；

春季嫩叶红色，入秋变黄，夏季开花，

满树金黄。 

喜光，耐半荫；耐寒；耐干旱、瘠薄，喜

生于石灰质土壤，也能耐短期水涝；较强

的抗烟尘能力。 

 
庭荫树、行道树、

园景树 
引进树种  

35 黄山栾 Koelreuteria integrifoliola 

落叶乔木，高达 17～20m；枝叶茂密，

冠大荫浓；初秋开花，金光夺目；果红

色，十分美丽。 

喜光，耐寒性差；对土壤要求不严，深根

性。栽培管理简单。 
 

庭荫树、行道树、

园景树 
引进树种  

36 枣树 Ziziphus jujuba Mill 
落叶乔木，高达 10m；果熟后暗红色，

是园林结合生产的良好树种。 

强喜光；对气候、土壤适应性强；根蘖力

强。抗风沙。 
 庭荫树，园路树 本地树种  

37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L.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姿优美，树干光

滑洁净，花色艳丽；开花时正当夏秋少

花季节，花期极长 6～9 月，有“盛夏绿

遮眼，此花红满堂”的赞语，色丽而花

穗繁茂如火如荼，今人振奋精神，青春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气候，耐寒性不

强；耐旱。  
怕涝 庭园观赏 本地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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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 

38 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 5～7m；树姿优

美，叶碧绿而有光泽；花色艳丽如火而

花期较长，又正值花少的夏季，特别引

人注目。 

喜光；喜温暖气候，有一定的耐寒能力；

喜湿润肥沃而排水良好的石灰质土壤，有

一定的耐旱能力。 

 庭园观赏，宜丛植 本地树种  

39 刺楸 
Kalopanax septemlobus 
(Thunb.)Koidz. 

乔木，高达 30m；树形壮观，叶大干

直，并富野趣。 

喜光；对气候适应性较强；喜深厚湿润的

酸性土或中性土；生长快。 
 孤植树、庭荫树 本地树种  

40 柿树 Diospyros kaki Thunb. 

落叶乔木，高达 15m；树形优美，叶

大，浓绿色有光泽；秋季变红色，果橙

黄色。 

喜光喜温暖，耐寒；耐干旱，不择土壤。 

抗 HF。 
 庭荫树，果树 本地树种 

角斑病、圆斑病、

柿蒂虫 

41 白蜡树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落叶乔木，高达 15m；树冠卵圆形，树

体端正，树干通直，枝叶繁茂而鲜绿，

秋叶橙黄。 

喜光，稍耐荫；喜湿，耐涝，也耐干旱，

对土壤要求不严。耐水湿，抗烟尘，

SO2、CL2、HF。 

 行道树、遮荫树 本地树种  

42 兰考泡桐 Paulownia elongata 
乔木，高 15m；花冠漏斗状乳百微带紫

色，干形好。 

强喜光，不耐避荫；较耐干旱；在土壤深

厚、肥沃、湿润、疏松的条件下能充分发

挥速生的特性。 

怕积水 庭荫树、行道树 本地树种 丛枝病 

43 楸树 Catalpabungei C.A.Mey 
落叶乔木，高可达 30m；树姿挺拔，干

直荫浓；花紫白相间，艳丽夺目。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严寒；不耐

干旱和水湿。根蘖和荫芽力都很强；对

SO2 及 CL2 有抗性，吸滞灰尘、粉尘能力

高。 

不耐严寒、干旱、

水湿 

宜作庭荫树、行道

树 
本地树种  

常绿灌木 

1 洒金柏 
Sabina chinensis (L.) Ant. 
cv. Aurea 

矮生；密生；叶淡黄绿色，入冬略转褐

色。 

喜光，有一定耐荫能力；喜温暖湿润气

候；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能力很

强。 

 绿篱 引进树种  

2 铺地柏 
Sabina procumbens (Endl.) 
Iwata et Kusaka 

小灌木，高 75cm；贴近地面伏生。 喜光；喜石灰质的肥沃土。 忌水湿 
为缓坡的良好地被

植物 
引进树种  

3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高 2～6m；枝叶茂密，树冠球形，叶浓

绿有光泽；初夏花朵清丽芳香，入秋果

开裂，红色种子裸露。 

喜光；喜温暖，不耐寒。  
规则式栽植，基础

种植 
引进树种  

4 火棘 
Pyracantha fortuneana 
(Maxim.) Li 

常绿灌木；枝叶茂盛，初夏白花繁密，

入秋果红如火，且留存枝头甚久。 
喜光；不耐寒；要求土壤排水良好。  绿篱，宜丛植 引进树种  

5 锦熟黄杨 Buxus sempervirens Linn.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枝叶茂密而浓绿，

经冬不凋；耐修剪，观赏价值高。 

喜光，较耐荫；耐干旱，不耐水湿；较耐

寒；喜温湿气候气候及深厚肥沃排水良好

的土壤。 

 
点缀，绿篱，模纹

图案 
引进树种  

6 雀舌黄杨 Buxus bodinieri Levl. 
常绿灌木，高通常不及 1m；植株低矮，

枝叶茂密，耐修剪。 
中性；喜温暖，不耐寒；生长慢。  

绿篱、模纹花坛，

图案，盆栽，盆景 
引进树种  

7 大叶黄杨 Buxus megistophylla Levl. 

常绿，最高可达 8m；枝叶茂密，四季长

青，亮绿；有许多花叶，斑叶变种，美

丽的观叶树种。 

中性；喜温湿气候，耐寒性不强；极耐修

剪。抗有毒气体和烟尘。 
 

绿篱，背景种植材

料，规则式对称配

植 

引进树种  

8 小叶女贞 Ligustrum quihoui Carr. 

落叶或半常绿灌木，高 2～3m；花白

色，芳香；核果紫黑色，枝叶紧密圆

整。 

喜光，稍耐荫；较耐寒；萌枝力强，叶再

生能力强，耐修剪。对 SO2、CL2、HF、

HCL、CO2抗性均强。 

 
作绿篱栽植，庭院

观赏 
本地树种  

落叶灌木 

1 蜡梅 
Chimonanthus paaecox 
(L.)Link 

花开于寒冬早春，如黄如蜡，清香四溢，为

冬季观赏佳品，落叶丛生灌木 

喜光，略耐荫，耐寒，耐干旱，忌水

湿、粘性土及碱土，生长不良 
  

园艺造型，盆花、

桩景，庭院观赏 
本地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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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珍珠梅 
Sorbaria kirilowii (Regel) 
Maxim. 

灌木，高 2～3m，花、叶清丽，花期极长，

且正值夏季少花季节，故园林中多喜应用。 

喜光又耐荫；耐寒，性强健；不择土

壤；耐修剪，生长迅速。 
  

庭园观赏，丛植花

篱 
生长迅速   

3 月季 Rosa chinensisJacq. 

半常绿灌木；月季花色艳丽，花期长，是园

林布置的好材料，以春秋两季开花最多最

好。 

喜光，但强光对花蕾发育不利，高温

对开花不利；对环境适应性强，对土

壤要求不严。 

  

宜作花坛、花境、

基础栽植用，又可

作盆花及切花 

本地树种   

4 
碧桃（桃的变

型） 
Prunus persica 花淡红，重瓣。 

喜光；耐旱，喜肥沃而排水良好的土

壤，不耐水湿；喜夏季高温，有一定

的耐寒力。种植时选择阳光充足处。 

  
宜 庭 院 观 赏 或 盆

栽、切花或作桩景 
本地树种   

5 榆叶梅 
Prunus triloba Lindl. var. 
Plena Dipp 

落叶灌木，高 3～5m；品种丰富；花粉红

色，宜大量应用，以反映春光明媚、花团锦

簇的欣欣向荣的景色。 

性喜光；耐寒，耐旱，对轻碱土壤也

能适应，不耐水涝。 
  

以苍松翠柏作背景

丛 植 或 与 连 翘 配

植，庭院观赏，盆

栽，切花或灌花 

本地树种   

6 紫穗槐 Amorpha fruticosa Linn 
丛生灌木，高 1～4m；枝叶繁密，又为蜜源

植物。 

喜干冷气候，耐寒性强；耐干旱能力

也很强，能耐一定水淹。 

抗烟尘，可用作水土保持 

  
作水土保持林，防

护林 
本地树种   

7 连翘 
Forsythia ‘Koreanna' 'Sawon 
Gold’ 

落叶灌木，高可达 4m；枝条拱形开展，早

春花先叶开放，满枝金黄，艳丽可爱；北方

常见的早春观花灌木。 

喜光，有一定程度的耐荫性；耐寒；

耐干旱瘠薄，怕涝，不择土壤；抗病

虫能力强。抗病虫能力强。 

  丛植，庭院观赏 本地树种   

8 金钟花 Forsythia viridissima 
落叶灌木；枝直立，小枝黄绿色；花先叶开

放，深黄色。 

喜光，有一定程度的耐荫性；耐寒；

耐干旱瘠薄，怕涝，不择土壤；抗病

虫能力强。 

  
基础种植，庭院观

赏，或作花篱， 
本地树种   

9 迎春 Jasminum nudiflorum Lindl. 

落叶灌木，高 0.4～5m；植株铺散，枝条鲜

绿；冬季绿枝婆娑，早春黄花可爱，开花极

早，对点缀冬春之景意又很大。 

性喜光，稍耐荫；较耐寒；喜湿润，

也耐干旱，怕涝；对土壤要求不严；

根部萌发力强。 

  

点缀，或作花篱密

植，或作盆景、切

花 

本地树种   

10 迎夏 Jasminum floridum Bunge. 
落叶灌木；枝直立或平展；幼枝绿色，花冠

黄色。 

性较耐寒。 

  
  

点缀，或作花篱密

植，或作盆景、切

花 

本地树种   

藤本类 

1 蔷薇 Rosa multiflora 落叶；花白、粉红色。 喜光，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   花篱，坡地丛栽 本地树种   

2 木香 Radix Aucklandiae 
常绿；枝细长，绿色，光滑少刺；花常为白

色，繁茂，芳香。 
喜光，耐寒性不强。   花篱，盆栽 本地树种   

3 紫藤 Wisteriasinensis(Sims)Sweet 
藤本；枝叶茂密，庇荫效果强；春天先叶开

花，穗大而美，花蓝紫色，有芳香，花期 4

月。 

喜光，略耐荫；较耐寒，喜深厚肥沃

而排水良好的土壤，有一定的耐干

旱、瘠薄、水湿能力。对城市环境的

适应能力强。 

不耐移植 

优 良 的 棚 架 、 门

廊、植树及山面绿

化材料，盆景或盆

栽 

本地树种   

4 葡萄 Uvarum 
落叶藤本，长达 30m；是很好的园林棚架植

物，既可观赏，遮荫，又可结合果实生产。 

喜光；喜干燥及夏季高温的大陆性气

候，冬季需要一定低温，但严寒时必

须埋土防害，耐干旱，不耐湿。 

怕涝 

棚 架 ， 植 物 ， 庭

院，公园，疗养院

及居民区均可栽植 

本地树种   

5 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Planch. 

落叶藤本；是一种优美攀缘植物，能供借吸

盘爬上墙壁或山石；枝繁叶茂，层层密布；

入秋叶色变红，格外美观，短期内能收到良

好的绿化美化效果，夏季对墙面的降温效果

显著。 

喜荫，耐寒；对土壤和气候适宜能力

强；生长快。对 CL2抗性强。 
  垂直绿化 本地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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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凌霄 Campsis Lour. 
藤本，长达 10m；干枝虬曲多姿，翠叶团团

如盖；花大色艳，花期甚长。 

喜光而稍耐荫；喜温暖湿润，耐寒性

较差；耐旱忌积水；喜微酸性，中性

土壤。 

凌霄花粉有毒，须

加注意 

垂直绿化（棚架花

门）点缀假山等 
本地树种   

7 美国凌霄 Campsis radicans 
藤本，长达 10m，干枝虬曲多姿，翠叶团团

如盖，花大色艳，花期甚长 

喜光也稍耐荫；耐寒性较强，耐干

旱，也耐水湿；对土壤不苛求，有耐

盐。 

凌霄花粉有毒，须

加注意 

垂直绿化（棚架花

门）点缀假山等 
引进树种   

竹类 

1 刚竹 
Phyllostachys viridis 
(Young ) McClure 

秆高 10～15m；新秆绿色，老秆节下有白粉

环。 

喜温暖湿润气候，喜空气相对湿度

大；抗性强，耐低温；喜肥沃、深

厚、排水良好的酸性沙壤土，微耐盐

碱。 

  

大面积种植，分隔

园林空间，庭园观

赏 

本地植物   

2 紫竹 Phyllostachys nigra  
秆高 3～10m，径 2-4cm ；秆紫黑色颇具特

色。 
耐寒性较强，喜温暖湿润气候。   

庭园观赏，可制小

型家 
本地植物   

  (Lodd.)Munro    俱等工艺品   

3 桂竹 Cheiranthus 
秆高 11～20m，径 8～10 厘 m；新秆绿色，

老秆金黄色，无毛，无白粉； 笋黑褐色，

箨叶桔红色，边缘绿色。 

抗性较强，适生范围大。喜土层深厚

肥沃的地方，在粘重土壤上生长较

差。竹笋味美可食。 

  

大面积种植，分隔

园林空间，庭园观

赏 

本地植物   

4 斑竹 
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 
f. lacrima-deae 

竹秆和分枝上有紫褐色斑块或斑点。 
喜温暖湿润气候；抗性较强，适生范

围大。 
  庭园观赏 本地植物   

5 粉绿竹 

Phyllostachys 
viridiglaucescens (Carr.) 
A. et C. Riv. 

秆高达 10～16m，梢端微弯；新秆蓝绿色，

老杆绿色仅节下有白粉环。 

适应性较强。喜光，喜温暖湿润气

候，稍耐寒。材质优良，笋味美可

食。 

  庭园观赏 本地植物   

草本花卉、地被植物及草坪类 

1 菊花 Flos Chrysanthemi 品种繁多，花型及花色丰富多彩。 

喜凉爽气候，有一定的耐寒性；喜深

厚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抗

SO2、HF、HCL等气体。 

忌积涝及连作 
花 坛 ， 花 境 ， 盆

栽，菊花盆景 
本地植物   

2 鸡冠花 
Centaurea cyanus / 
Cornflower 

花序肉质顶生；花色有深红、鲜红、橙黄、

等色；花期夏至秋。 

生长期喜高温，不耐寒；宜栽于阳光

充足、肥沃的沙质壤土。 
忌涝 

花坛，花境，边缘

种植 
本地植物   

3 一串红 Salvia splendens Ker-Gawler 花冠色彩艳丽，花期 7～10 月。 
不耐寒，喜阳光充足也稍耐半荫；宜

排水良好，湿润肥沃土壤。 
忌霜寒 

花坛，花境，边缘

种植 
引进植物   

4 大花美人蕉 
Canna generalis L. H. 
Bailey & E. Z. Bailey 

株高 1～1.3m；茎叶绿而光滑，茂盛，花大

色艳，花期长。 

性强健，适应性强。喜温暖炎热气

候，具一定的耐寒力；好阳光充足及

湿润肥沃的深厚土壤。吸毒能力强。 

  
自然栽植，花坛，

花境，基础栽培 
引进植物   

5 葱兰 Zephyranthes candida 花白色，夏秋开花。 
喜光，耐半荫；宜肥沃而排水良好的

土壤。 
  

花坛镶边，疏林地

被，花径 
本地植物   

6 白三叶 Leguminosae 
多年生草本；花叶兼优，均有观赏价值；绿

色期长，耐修剪，易栽培。 

喜湿润，较耐荫；耐干旱、耐寒、耐

瘠薄，各种土壤均能生长。 
  

封闭式观赏草坪，

牧草，绿肥 
本地植物   

7 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iva 
多年生草本；分枝多，枝叶繁茂，枝株浓

绿，花期长。 

适应性强。抗旱，耐寒，耐瘠薄，喜

温暖半干旱气候。有固氮能力。 
忌积水 

可作拦流，防冲植

物 
本地植物   

8 二月兰 
Orychophragmus violaceus
（L. ）Schulz 

十字花科；花呈紫色，春夏开花 。 宜半荫；耐寒；喜湿润。   
疏林地被，林缘绿

化 
本地植物   

9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多年生草本；春秋二季开花。 宜在半阴处生长。   树坛或树丛下 引进植物   

10 细叶麦冬 Egeria Ophiopogon 多年生草本；观叶。 极耐阴。   林下种植 本地植物   



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3—2020）              文本 

37 
 

11 狗牙根 Cynodondactylon(Linn.)Pers. 多年生草本；具根茎，生长快。 
耐旱，耐热；不耐荫，耐践踏，生活

力强。 
  

草坪、运动场、护

沟、固坡、护岸、

固堤 

本地植物   

12 天堂草 
Cynodon dactylon × 
C.transadlensis‘Tifdwarf’ 

多年生草本；具根茎。 
耐旱，耐热，不耐荫，耐践踏，生活

力强。 
  

草坪、运动场、护

沟、固坡、护岸、

固堤 

引进植物   

13 马尼拉草 Zoysia matrella 翠绿色，分蘖能力强，观赏价值高 

喜温暖、湿润环境，草层茂密，分蘖

力强，覆盖度大，抗干旱、耐瘠薄；

适宜在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中

生长；病虫害少，耐践踏。 

  
庭院绿地、公共绿

地及固土护坡 
引进植物   

水生植物 

1 荷 花 Nelumbo nucifera 
多年生挺水植物；为我国传统名花，花叶清

秀，花香四溢；有迎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

不染的气质，美的化身，佛教圣物。 

喜阳光和温暖环境，耐寒性也甚强；

喜湿怕干，缺水不能生存。对 F2、SO2

抗性强。 

对含强度酚氰等毒

污水无抗性 

美化水面，点缀亭

榭，盆栽观赏 
本地植物 

大蓑蛾，蚜虫，金

龟子，黄刺蛾，水

蛆，腐烂病 

2 芦苇 Phragmites Adans 
多年生草本，具粗壮匍匐根状茎；茎光华坚

韧，可供编制用。 

生于池沼、河岸、溪流、湿地、沙

滩；遍布温带地区。 
 

水边栽植，湿地植

物 
本地植物  

3 香蒲 Typha 
多年生挺水植物。叶丛细长如剑，色泽光洁

淡雅，为常见管叶植物。 

适应性较强，性耐寒，但喜阳光，喜

深厚肥沃的泥土，最宜生长在浅水湖

塘和池沼内。 

 
水边栽植，湿地植

物 
本地植物  

4 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多年生挺水植物。叶丛挺立而秀美，并具香

气。 

喜生于沼泽溪谷边或浅水中，耐寒性

不甚强。 
 

水边栽植，湿地植

物 
本地植物  

 

 

附表 4:一般树种植物名录 

序号 植物名称 拉丁名 观赏特性 生长习性 缺点 景观用途 树种来源 主要病虫害 

常绿乔木 

1 云杉 
Picea 
asperata 
Mast. 

树干端直，高可达 45m；树

冠尖塔形，苍翠壮丽。 

有一定耐荫性，喜冷凉

湿润气候；要求排水良

好，喜微酸性深厚土

壤。 

 
用 材 林 ，

风景林 
引进树种  

2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乔木，高达 25m；树干挺

拔，苍劲；四季常青，不畏

严寒风雪，象征坚贞不屈，

不畏强暴的气质。 

强喜光；性强健，耐

寒；耐干燥大陆性气

候，对土壤要求不严；

深根性，垂直根及水平

根均发达。 

忌积水 

庭 荫 树 、

行 道 树 、

园 景 树 ，

风景林 

本地树种 

幼苗期的立

枯病，松毛

虫和红蜘蛛 

3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L。） 

枝叶茂密，冠大荫浓，树姿

雄伟。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

湿润气候，耐寒性不

强；对土壤要求不严，

以深厚、肥沃、湿润的

微酸性粘质土最好；较

耐水湿，不耐干旱、瘠

薄和盐碱土，有一定抗

适合于小环

境好的地方 

庭 荫 树 、

行 道 树 、

防 护 林 及

风 景 林 ，

草 地 中 丛

植 、 群 植

或 作 背 景

引进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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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风，耐烟尘和有毒气

体能力，并能吸收多种

有毒气体。 

树 、 厂 矿

绿化 

4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常绿乔木，高达 10m；植株

挺拔秀丽，棕皮用途广，是

园林结合生产的理想树种。 

喜温暖湿润气候，有较

强的耐荫能力；喜排水

良好、湿润肥沃的粘质

土；耐轻盐碱和一定的

干旱水湿，耐烟尘，能

抗多种有毒气体。 

 

列 植 、 丛

植 、 成 片

栽 植 、 盆

栽 、 工 厂

绿 化 ， 桶

栽 

引进树种  

落叶乔木 

1 小叶朴 
Celtis 
bungeana Bl 

落叶乔木，高达 20m，树形

优美。 

喜光，稍耐荫，耐寒；

抗有毒气体，喜深厚、

湿润的中性粘质土壤；

深根性，萌蘖力强。 

 

庭 荫树 ，

绿 化 造

林，盆景 

引进树种  

2 月桂 
Laurus 
nobilis 

常绿小乔木,高可达 12m；树

形圆整，枝叶茂密，叶有芳

香，四季常青；春天又有黄

花缀满枝间，颇为美丽。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

湿润气候及疏松肥沃的

土壤，对酸碱性要求不

严。 

 
庭 园 绿

化， 
引进树种  

3 黄栌 

Cotinus 
coggygria 
Scop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达

5～8m；叶子秋季变红鲜艳

夺目，；成片栽植时，远望

如万缕罗纱缭绕林间。 

喜光，也耐半荫；耐

寒，耐干旱瘠薄和碱性

土壤，但不耐水湿；萌

蘖性强，对 SO2 抗性较

强，对氯化物抗性较

差，砍伐后易成次生

林。 

 
丛 植， 风

景式 
引进树种  

4 糠椴 

Tilia mandsh
urica  Rupr
echt & Maxi
mowicz 

落叶乔木，高达 20m；树冠

整齐，枝叶茂密，遮荫效果

好，花黄色而芳香。 

喜光，相当耐荫；耐寒

性强，喜冷凉湿润气候

及深厚、肥沃、而湿润

的土壤。 

在干瘠、盐

渍化、或沼

泽化土壤上

生长不良 

庭 荫树 、

行道树 
引进树种 

吉丁虫及鳞

翅目昆虫的

幼虫 

老树易生腐

朽病 

5 蒙椴 
Tilia mongol
ica Maxim.  

落叶小乔木；树形较矮。 

喜光，相当耐荫；耐寒

性强，喜冷凉湿润气候

及深厚、肥沃、而湿润

的土壤。 

在干瘠、盐

渍化、或沼

泽化土壤上

生长不良 

庭 园 绿

化 ，不 宜

作行道树 

引进树种 

吉丁虫及鳞

翅目昆虫的

幼虫 

老树易生腐

朽病 

6 喜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 
Decne. 

落叶乔木，高达 15～30m；

主干通直，树冠宽展，叶荫

浓郁。 

喜光，稍耐荫；喜温湿

润气候，不耐寒；喜深

厚肥沃湿润土壤，较耐

水湿，不耐干旱瘠薄土

地，抗病虫能力强。 

耐烟性弱 四周绿化 引进树种 
抗病虫能力

强 

7 四照花 
Cronus 
japonica 
var.chinensis 

落叶灌木至小乔木，高可达

9m；树形整齐，初夏开花，

白色花苞覆盖满树，是美丽

的庭院观花树种。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

湿润气候，有一定耐寒

力；喜湿润而排水良好

的沙质壤土，果实有甜

味，可生食及酿酒。 

 

以 常绿 树

为 背景 丛

植 

本地树种  

8 

 
灯台树 

Cornus 
controversa 
Hemsl. 

落叶乔木，高 15～20m；树

行整齐，大侧枝呈层状生长

宛若灯台，形成美丽的圆锥

树冠。 

喜光，稍耐荫；喜温湿

润气候，有一定的耐寒

性；喜湿润、肥沃，排

水良好的土壤。 

不宜植于当

风 处 ， 否

则，会枯枝 

庭 园草 坪

观 赏， 庭

荫 树、 行

道树 

引进树种  

9 冬青树 Ilex 常绿小乔木和灌木,花簇生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  庭 园 观 引进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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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nsis 
Sims 

于叶腋，白色，芳香。 和通风良好的环境，不

耐寒；喜排水良好的砂

质壤土，忌涝地、碱地

和粘重土壤，对二氧化

硫、氯气抗性中等。 

赏、绿化 

常绿灌木 

1 十大功劳 

Mahonia 
fortunei 
（ Lindl 。 ）
Fedde 

常绿灌木；花黄色，浆果近

球形，蓝黑色。 

耐荫，喜温湿气候及肥

沃、湿润、排水良好的

土壤，耐寒性不强。 

 

庭园观赏，丛

植、绿篱，基础

种植 

引进树种  

2 夹竹桃 
Nerium 
indicum Mill 

常绿直立大灌木，高可达

5m；植株姿态潇洒，花色艳

丽，兼有桃竹之胜；初夏开

花经秋乃止特殊香气，适应

城市条件。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

候，不耐寒；耐旱力

强；对土壤适应性强；

病虫害少，生命力强，

耐烟尘，抗污染。 

植 物 有

毒 

背景树种，工矿

区绿化 

基本适宜 

引进树种 
 

落叶灌木 

1 溲疏 
Deutzia 
scabra Thunb  

灌木，高近 2.5m；夏季开白

花，繁密而素净，其重瓣变

种更美丽。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

气候，也有一定的耐寒

力；喜富含有腐殖制裁

的微酸性和中性土；性

强健，萌芽力强，耐修

剪。 

 

宜丛植，作花篱

及岩石园的种植

材料，花枝可供

瓶插 

引进树种  

2 平枝栒子 
Cotoneaster 
horizontalis 
Decne 

落叶匍匐灌木；红果平铺墙

壁，经冬至春不落，甚为夺

目。 

性强健，喜排水良好的

壤土，可在石灰质土上

生长。 

 庭园观赏 引进树种  

3 毛刺槐 
Robinia 
hispida L. 

落叶灌木，高达 2m；花大色

美。 

喜光，耐寒；喜排水良

好的土壤。 
 

丛植或孤植观赏

也可作基础种植

用 

引进树种  

4 卫矛 
Euonymus 
japonicus 
Thunb. 

落叶灌木，高达 3m；枝翅奇

特，初发嫩叶及秋叶均为紫

红色，十分艳丽，落叶后又

有紫色小果悬垂枝间，颇为

美观。 

喜光，稍耐荫；对气候

和土壤适应性强，能耐

干旱、瘠薄和寒冷。 

  本地树种  

藤本类 

1 常春藤 
Hedera 
nepalensis 
var.sinensis 

常绿藤本，长可达 20～

30m；花淡绿白色，芳香，

果球形熟时红色或黄色。 

性极耐荫，有一定的耐

寒性；对土壤和水分要

求不严，但以中性或酸

性土为好。 

 

用以攀援假山，

岩石或在建筑阴

面作垂直绿化，

盆栽，室内观赏 

本地树种  

2 南蛇藤 
Celastrus 
angulatus 
Maxim. 

落叶藤本，长达 12m；入秋

后叶变红色，鲜红的果实开

裂后露出鲜红色的假种皮也

颇美观。 

适应性强。喜光，也耐

半荫，耐寒；在肥沃、

排水良好及气候温暖湿

润处生长良好。 

 
棚架绿化，地被

植物 
本地树种  

3 胶东卫矛 
Euonymus kia
utschovicus 

半常绿；有较强的攀缘力，

掩覆在墙面，坛缘，山石或

老树、花格之上均极为优

美。 

性耐荫，喜温暖，耐寒

性不强；对土壤要求不

严，能耐干旱瘠薄。 

 
垂直绿化，盆

栽、室内绿化 
引进树种  

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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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园竹 
Phyllostachys 
propinqua 
McClure 

枝叶青翠，秆高叶茂，生长

强壮。 

抗寒性强；适应性强，

轻碱地，沙土及低洼地

均能生长，笋味鲜美。 

 庭园观赏 本地物种  

2 黄槽竹 
Phyllostachys 
aureosulcata 

秆高 3～6m，径 2～4 厘

m ；竹秆节间纵槽呈黄

色，秆色泽美丽。 

适应性较强，在干旱瘠

薄地，植株呈低矮灌木

状。 

 庭园观赏 本地物种  

3 慈竹 

N.affinis 
(Rendle)Keng 
f. 

秆高 5～10m，径 4-8 厘 m；

秆丛生，枝叶茂盛秀丽，材

质柔韧。 

喜温暖湿润气候及肥沃

疏松土壤，干旱瘠薄处

生长不良。 

 

庭园观赏，池

旁，不际窗前，

宅后 

引进物种  

花卉、地被、草坪植物 

1 耧斗菜 
Aquilegia 
viridiflora 

株高约 60厘 m；茎直立，多

分枝；花有紫红、粉、白、

淡黄等，花大，花径约 5 厘

m，花期 5～6 月，花形独

特，叶片优美。 

性强健而耐寒；喜富含

腐殖质湿润而排水良好

的沙质壤土；半荫处生

长及开花更好。 

 

配 植 在 灌

木 丛 间 及

林 缘 ， 花

坛 、 花 境

及 岩 石 园

的 栽 植 材

料，插花 

引进植物  

2 
宿根福禄

考 

P.paniculata.
L. 

宿根草本，高 60～120 厘

m；茎粗壮直立，花色，品

种丰富。 

性强健，抗寒性较强；

喜石灰质壤土；日照充

分处生长尤佳。 

 
花 境 及 长

坛 
引进植物  

3 随意草 

Physostegia 
virginiana (
L.) Benth. 

茎丛生而直立，稍四棱；花

淡紫红至粉红色，花期 7～9

月。 

宜在湿润且排水良好的

壤土或砂质壤土栽培， 
 

花 坛 ， 花

境，切花 
引进植物  

4 风信子 
Hyacinthus 
orientalis L. 

花期早，花色明快而艳丽。 

喜冬季温暖湿润，夏季

凉爽稍干燥，向阳或半

荫环境，耐寒性强；喜

欢富有腐殖质肥沃而排

水良好的沙质土壤。 

露地栽培时

应选避风向

阳的地点及

疏松肥沃的

土壤 

花 坛 ， 花

境，切花 
引进植物 

黄腐病、白腐

病、菌核病、

斑叶病毒、根

虱 

5 芭蕉 
Musa 
basjoo Sieb. 
et Zucc.  

叶面鲜绿色，有光泽；观叶

植物。 

喜冬季温暖湿润，夏季

凉爽稍干燥，向阳或半

荫环境。 

不耐寒。冬

季需包起来

地上部分。 

庭园观赏 引进植物  

6 地被石竹 
Dianthus 
plumarius  

多年生草本，观叶 

喜光；喜高燥、通风、

凉爽环境，耐寒；适于

肥沃、疏松园土。忌湿

涝和粘土。 

易天然杂交 地被 引进植物  

7 须苞石竹 
Dianthus 
barbatus L. 

茎光滑，花小而多，花色有

白、粉、红等深浅不一，稍

有香气。 

耐寒性强；喜肥；要求

高燥、日光充足和通风

良好之处。 

易天然杂交 

花 坛 ， 花

镜 镶 边 植

物 

引进物种  

8 少女石竹 
Dianthus 
deltoids L. 

茎生叶密而簇生，花有紫、

白、红等色，花期长。 

喜凉爽稍湿润气候，以

沙质土为好。 

易天然杂交 

排水不良易

生白绢病及

立枯病 

花 坛 ， 花

镜，切花 
引进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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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洛阳市中心城区古树名木一览表 

编号 地点 树种 胸径（m） 高度（m） 种植时间或树龄(年) 生长状况 覆盖面积（m
2
） 

1 老城区大中街 31 号 皂荚 1.03 13 200 良好 113.04 

2 老城区马市街 国槐 1.1 9 220 良好 88.2 

3 老城区吕市街 69 号 皂荚 0.44 9 100 良好 61.6 

4 老城区西城壕街 皂荚 1.2 14 280 良好 64.25 

5 老城区纸坊街 24 号 国槐 0.74 8 120 良好 90 

6 老城区经氏坊街 31号 皂荚 0.859 12 260 一般 95 

7 老城区公安分局（西大街） 国槐 57 10 200 良好 90 

8 老城区西大街 237 号 皂荚 0.61 9 150 一般 40 

9 老城区安乐北街 51号 皂荚 0.557 10 280 空心 40 

10 老城区安乐南街 3 号 皂荚 0.5095 8 150 一般 80 

11 老城区里仁巷 28 号 皂荚 0.68 10 180 枯梢 30 

12 老城区里仁巷路边 臭椿 0.74 12 150 一般 150 

13 老城区农校街 39 号 臭椿 0.89 12 200 良好 153 

14 老城区仙果市街 30号 枣树 0.42 8 150 良好 60 

15 老城区仙果市街 28号 枣树 0.59 9 200 良好 40 

16 老城区魏家街 15 号 香椿 0.46 9 150 良好 50 

17 老城区南大街 71 号 皂荚 0.75 10 100 良好 90 

18 老城区东大街 134 号 国槐 1 9 300 较差 150 

19 老城区莲寺古洞 20号 国槐 0.8 12 100 良好 100 

20 老城区中兴街 24 号 国槐 1 10 100 良好 60 

21 老城区丁家街 13 号 皂荚 0.68 13 300 一般 122.67 

22 老城区吴家街 国槐 0.93 15 400 一般 113.04 

23 老城区桑园街 20 号 皂荚 0.58 13 200 良好 99.99 

24 老城区肖家街 27 号 臭椿 0.7 12 150 良好 153.86 

25 老城区肖家街 26 号 皂荚 1.7 15 500 一般 176.63 

26 老城区同化街 皂荚 0.6 11 500 一般 44.17 

27 老城区东北隅太平街 36号 国槐 0.65 8 260 良好 92 

28 老城区东北隅太平街 36号 皂荚 0.8 12 300 良好 75 

29 下清宫 金桂 0.39 6   良好 22 

30 老城区予通南街 94号 国槐 0.55 12 200 良好 90 

31 老城区盐店 国槐 0.6 8 250 一般 80 

32 老城区周公庙院内（西） 国槐 1.2 9 800 良好 140 

33 老城区周公庙院内（东） 国槐 0.65 10 800 良好 100 

34 老城区坛角北朝鲜街 国槐 0.6 13 280 一般 80 

35 邙山镇徐村 皂荚 0.86 15 200 良好 227 

36 邙山镇徐村 侧柏 0.48 7 300 良好 9 

37 邙山镇徐村 侧柏 0.2 6 150 良好 6 

38 邙山镇徐村 柿树 0.33 6 100 良好 59 

39 邙山镇徐村 皂荚 0.73 6 200 弱 8 

40 邙山镇徐村 皂荚 0.81 7 200 弱 12 

41 邙山镇徐村 国槐 0.7 9 200 良好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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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邙山镇徐村 侧柏 0.24 7 200 良好 5 

43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8 3 200 弱 38 

44 邙山镇史家沟 皂荚 0.96 5 200 弱 6 

45 邙山镇史家沟 皂荚 0.54 9 100 良好 44 

46 邙山镇史家沟 皂荚 0.6 4 100 良好 4 

47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55 14 120 良好 96 

48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96 13 600 良好 95 

49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59 6 200 弱 60 

50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65 22 300 良好 85 

51 邙山镇史家沟 皂荚 0.57 17 200 良好 92 

52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48 7 100 弱 80 

53 邙山镇史家沟 皂荚 0.73 7 200 较好 90 

54 邙山镇史家沟 皂荚 0.76 9 250 较好 88 

55 邙山镇史家沟 皂荚 0.67 9 150 良好 85 

56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72 12 200 较好 123 

57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0.59 11 150 较好 148 

58 邙山镇史家沟 国槐 1.34 9 400 较弱 104 

59 邙山镇营庄 国槐 0.97 6 350 较好 85 

60 邙山镇营庄 皂荚 0.89 11 150 良好 50 

61 邙山镇营庄 栾树 0.41 10 100 良好 104 

62 邙山镇营庄 皂荚 0.57 8 120 较好 79 

63 邙山镇营庄 皂荚 0.8 11 150 较好 123 

64 邙山镇营庄 国槐 0.57 7 150 弱 28 

65 邙山镇营庄 国槐 0.43 6 100 弱 6 

66 邙山镇营庄 国槐 0.45 7 120 较弱 15 

67 邙山镇大路口 国槐 0.61 9 200 较弱 35 

68 邙山镇大路口 国槐 0.68 6 200 弱 15 

69 邙山镇大路口 国槐 0.78 13 400 较弱 99 

70 邙山镇大路口 柿树 0.45 6 200 良好 15 

71 老城区史家屯 柿树 0.72 12 300 茂盛 133 

72 老城区史家屯 柿树 0.52 9.5 200 较差 60 

73 老城区史家屯 柿树 0.6 11 300 极差 85 

74 老城区苗南 柿树 0.43 4 200 差 27 

75 老城区苗南 皂荚 0.62 11 200 茂盛 135 

76 老城区苗南 国槐 0.72 7 200 较差 70 

77 老城区岳村 国槐 0.78 12 500 一般 36.4 

78 老城区岳村 皂荚 0.67 13 150 良好 34.5 

79 老城区岳村 皂荚 0.72 11 150 良好 34.5 

80 老城区岳村 国槐 0.78 13 500 一般 36.4 

81 老城区中沟 皂荚 0.59 8 200 一般 135 

82 老城区土桥 栾树 0.43 6 200 一般 79 

83 老城区土桥 栾树 0.45 8 300 一般 79 

84 老城区土桥 皂荚 0.67 8 300 一般 95 

85 老城区吕祖庙 国槐 0.81 8 600 一般 79 

86 老城区吕祖庙 国槐 0.86 8 800 较差 66 

87 老城区吕祖庙 国槐 0.78 8 800 较差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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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老城区吕祖庙 侧柏 0.38 9 400 较差 24 

89 老城区吕祖庙 侧柏 0.15 6 300 差 3 

90 老城区吕祖庙 侧柏 0.22 6 300 差 4 

91 老城区井沟 国槐 0.54 7 150 良好 58 

92 老城区井沟 国槐 0.5 9 250 良好 104 

93 老城区井沟 国槐 0.53 4 300 较差 15 

94 老城区井沟 皂荚 0.5 5 200 差 61 

95 老城区井沟 皂荚 0.62 8 100 良好 38 

96 老城区井沟 皂荚 0.89 8 150 良好 143 

97 老城区井沟 国槐 0.56 6 200 差 24 

98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2 6 100 良好 33 

99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8 5 100 良好 38 

100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44 4 120 良好 44 

101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41 7 150 良好 24 

102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25 7 100 良好 16 

103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29 8 100 良好 24 

104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3 8 100 良好 36 

105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25 8 100 良好 20 

106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1 9 100 良好 38 

107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 6 100 良好 24 

108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29 6 100 良好 24 

109 老城区水口 皂荚 0.76 11 150 良好 154 

110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43 9 200 良好 56 

111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57 10 200 良好 71 

112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28 6 200 良好 24 

113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3 7 200 良好 16 

114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9 8 200 良好 33 

115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3 7 200 良好 39 

116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38 6 200 良好 44 

117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4 6 200 良好 71 

118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24 7 200 良好 28 

119 老城区水口 柿树 0.25 5 200 良好 33 

120 老城区土中头 国槐 0.72 8 300 一般 50 

121 老城区土中头 国槐 0.41 6 100 一般 20 

122 老城区土中头 国槐 0.64 4 300 一般 6 

123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5 9 180 良好 27 

124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64 8.5 150 良好 108 

125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69 12 120 良好 118 

126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55 10 130 良好 67 

127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62 11 150 良好 79 

128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72 10 120 良好 57 

129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41 4 100 差 6 

130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71 5 100 一般 20 

131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9 11 300 良好 104 

132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28 5 100 良好 24 

133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91 15 200 良好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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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48 9 150 良好 63 

135 老城区土中头 皂荚 0.5 7 200 良好 76 

136 老城区沟上 国槐 0.5 7 180 良好 37 

137 老城区沟上 皂荚 0.8 11 250 良好 214 

138 老城区沟上 皂荚 1.2 11 600 一般 134 

139 老城区李家凹 国槐 0.78 7 400 一般 83 

140 老城区李家凹 国槐 1.02 6 500 差 20 

141 老城区上清宫 青桐 0.5 6 100 良好 50 

142 老城区上清宫 国槐 0.43 10 150 差 40 

143 老城区后洞 栾树 0.7 12 150 良好 133 

144 老城区后洞 皂荚 0.57 7 200 良好 64 

145 老城区后洞 皂荚 0.56 15 150 良好 159 

146 老城区后洞 皂荚 0.8 18 500 良好 214 

147 老城区后洞 皂荚 1.07 15 500 良好 148 

148 老城区后洞 国槐 0.7 10 500 良好 123 

149 老城区苏滹沱 国槐 51 9 500 极差 59 

150 老城区苏滹沱 皂荚 0.7 13 120 良好 154 

151 老城区苗北 皂荚 0.72 9 300 良好 201 

152 老城区苗北 皂荚 0.7 11 300 良好 97 

153 老城区苗北 皂荚 0.59 5 200 差 20 

154 老城区望朝岭 栾树 0.55 8 300 良好 87 

155 老城区望朝岭 皂荚 0.89 10 300 良好 84 

156 老城区望朝岭 皂荚 0.76 10 300 良好 84 

157 老城区望朝岭 皂荚 0.74 8 300 良好 99 

158 老城区望朝岭 皂荚 0.51 9.5 300 一般 96 

159 老城区望朝岭 侧柏 0.32 12 300 一般 26 

661 老城区敬市街小学 皂荚 0.55 12 200 良好 120 

700 老城区敬市街小学 丝棉木 0.52 9 300 良好 90 

160 瀍河区买家街 30 号 皂荚 0.8 10 150 良好 103 

161 瀍河区东华大酒楼 国槐 0.59 20 300 一般 136.78 

162 瀍河区东通巷 1号 皂荚 0.53 30 150 良好 206.02 

163 瀍河区下园东街 35号 皂荚 0.5 20 150 良好 113.04 

164 瀍河区下园东街 35号 国槐 0.55 13 230 良好 38.47 

165 瀍河区下园东街 35号 皂荚 0.55 20 260 较好 38.4 

166 瀍河区下园东街 10号 皂荚 0.73 11 350 一般 50.24 

167 瀍河区东关大街 85号 国槐 0.6 13 340 一般 105.63 

168 瀍河区下园路 13 号 国槐 0.62 13 450 一般 94.99 

169 瀍河区东通巷政府家属院 皂荚 0.55 11 230 良好 80.14 

170 瀍河区东通巷 1号 国槐 0.53 30 160 良好 92.5 

171 瀍河区下园西街 国槐 0.9 10 200 较好 95.8 

172 瀍河区下园中街 7 号 皂荚 0.92 15 700 一般 12.56 

173 瀍河区平等街副 37号 皂荚 0.7 15 200 良好 117.13 

174 瀍河区北门口街 37号 国槐 0.8 8 500 极差 62 

175 瀍河区北门口街 33号 国槐 0.9 10 400 良好 100 

176 瀍河区勒马听风街 21 号 国槐 0.91 8 300 一般 70 

177 瀍河区勒马听风街 21 号 国槐 1 25 100 良好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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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瀍河区勒马听风街 国槐 0.8 6 300 一般 60 

179 瀍河区兴隆街红十字医院 国槐 0.55 11 150 极差 50.24 

180 瀍河区兴隆街红十字医院 皂荚 0.5 12 140 极差 78.5 

181 瀍河区兴隆街红十字医院 国槐 0.85 9 220 极差 50.24 

182 瀍河区寇圪瘩村 15号 皂荚 0.8 12 150 良好 84 

183 瀍河区寇圪瘩村 21号 皂荚 0.8 15 150 良好 87 

184 瀍河区郏褥市街 30号 皂荚 1 12 500 极差 80 

185 瀍河区郏褥市街 30号 皂荚 0.8 15 150 良好 92 

186 瀍河区公名街 7号 国槐 0.7 13 150 一般 95 

187 瀍河区庞家街 25 号 国槐 0.7 21 200 良好 96 

188 瀍河区张家街 18 号 国槐 0.5 13 150 良好 90 

189 西工区西小屯 国槐 1.1 11 350 空心严重 40 

190 西工区西小屯 皂荚 0.78 12 280 一般 60 

191 西工区东涧沟村 国槐 0.55 14 200 虫蛀严重 50 

192 西工区东涧沟村 国槐 0.74 9 230 极差 50 

193 西工区洛北乡五女冢村三组 皂荚 0.625 12   良好 160 

194 洛阳市牡丹公园 香樟 0.4 9 50 一般 84 

195 吉利区治戌 侧柏 0.92 8.16 350 良好   

196 吉利区河阳路东段 黄连木 0.67 13.26 200 良好 108.38 

197 洛阳市第一苗圃 广玉兰 0.42 10 42 良好 28.3 

198 洛阳市第一苗圃 广玉兰 0.48 12 58 良好 31.4 

199 洛阳市第一苗圃 银杏 0.48 13 55 良好 34.5 

200 洛阳市第一苗圃 银杏 0.48 12 55 良好 37.7 

201 洛阳市第一苗圃 银杏 0.54 15 55 良好 29.8 

202 古城乡老贯庄 皂荚 0.68 14   良好 154 

203 洛龙区安乐北村 14号 银杏 0.7 19 350 一般 70 

204 隋唐植物园西北区 皂荚 0.5 10   一般   

205 洛龙区安乐庙后街 银杏 0.82 14 520 一般 65 

206 白马寺 圆柏 0.55 17 550 一般 60 

207 白马寺 圆柏 0.65 20 600 良好 70 

208 白马寺 桑树 0.85 15 500 良好 100 

209 白马寺 凌霄 0.1 6 400 良好   

210 洛龙区枣园村南 皂荚 1.2 14 350 良好 110 

211-660 关林古代艺术馆 侧柏 0.3-0.9 17-19 420 良好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