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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2016 年，调查了云南、广东等 12 个省的 55 个种或品种在引种地的表现，结合各地应用情况，在对
樱花品种资源分类基础上，将花色、花期作为主要分类依据，按照《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进行种质分类和整
理。分为 11 个野生种或变种，44 个品种；根据花色可分为白色、淡粉、粉红、紫红、黄绿 5 种颜色；根据花期
可分为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 4 个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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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Cerasus Resources for Landscape in China
YAN Chun-feng1，XU Liang2，ZHAO Qi1，YUAN Dong-ming1，WANG Xing-tun1，SHA Cun-long1
（NingboYinzhou Forestry Extension Center of Zhejiang, Ningbo 315100, China; 2. Zhejiang Forestry Academ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Investigations were implemented on growth of Cerasus resources introduced for landscape in 12 provinces such as Yunnan, Guangdong
from the year 2014 to 2016 in China.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Cultivated Plants, 55 species, varieties and cultivars
investigated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13 groups. The colours white, light red, pink, purplish red and yellowish green are divided, 4 flowering stages are
enumerated.
Key words: Cerasus; classification; flowering stage; flower color; plant retrieval list

樱属 Cerasus 植物隶属于蔷薇科 Rosaceae，为世界著名景观植物，且果实还可以药用或食用，具有很大的
开发潜力，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温带与亚热带地区。樱属植物全世界约有 150 种[1]，500 多个品种[2]，中国、日
本、俄罗斯、韩国为樱属植物分布最为集中的几个国家，其中中国有最丰富的樱属种质资源，达 50 余种[1]。我
国西南部的高山地区是樱属植物现代分布中心、原始种保存中心以及特有中心[3]。樱属景观植物资源在中国古
典园林中的应用历史悠久。远在秦汉时期，樱花就已经落户于宫苑之中。到了唐代，樱树已栽植于庭院观赏。
然而中国传统以来对樱属植物资源的开发过分强调食用性，忽视观赏价值，对樱属景观植物资源的研究较少，
一直处于次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鉴赏水平的提高，樱属景观植物资源被广
泛栽植于庭园和绿地，形成了许多樱花景观，也是平原绿化树种之一[4]。但是国产樱属景观植物资源研究、应
用较少，主栽品种主要引自日本，来源不清、档案缺乏、命名随意，造成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现象严重。
樱属分类研究最初起源于 1753 年林奈建立广义李属 Prunus 的观点，国外以日本为主，1915 年，三好学在
《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纪要》用拉丁学名命名樱花品种，标志着日本樱花品种分类进入规范的科学时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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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1938）[5]。1994，川崎哲也所著的《日本の樱》按种系，将日本樱花品种分为 7 组[6]。2007 年，《新日
本の樱》一书中，将樱花品种分为 9 个种系；由于日本原生种少，所以种系一直没有扩大[7]。2010 年，张杰调
查了武汉、长沙、杭州、南京、无锡、北京、青岛等地的樱花品种资源，发现新品种 6 个，整理品种名 15 个，
确定 14 个樱花种系共 65 个品种[8]；2013 年，张琼通过对国内樱属植物观赏品种集中分布地区详细调查，确定
21 个种系 81 个品种[9]，上述都基本按照《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10]的规定来分种系。
虽然植物分类学家对目前樱属分类方法比较认可，但是市场应用比较麻烦。在此基础上，结合生产和观赏，
将花色、花期作为种系分类后的又一重要分类依据，以满足生产及景观应用。

1 调查范围与方法
2014－2016 年，调查了云南、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辽宁 12
省的 55 个种或品种在引种地的表现，并结合各地应用情况，在对樱花品种资源分类基础上[3,6-19]，根据比较
形态学方法，结合亲缘关系、性状变异、演化规律和生产应用，提出分类依据，按照《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
进行种质分类和整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分类依据
樱属景观植物资源丰富，大部分为引种的杂交品种，形态特征变化多端。为了建立科学、合理且实用性强
的分类体系，正确反映种源即植物分类学种或品种之间关系，选取易于识别且遗传相对稳定的性状作为其分类
依据。为便于应用，本文将花色、花期作为主要分类依据。55 个种或品种按花色、花期划分情况见表 1。
表 1 樱属景观植物资源的花色、花期划分
Classification of color and stage of flower of Cerasus
迎春
探春
单瓣
重瓣
单瓣
重瓣
‘子福樱’
‘十月樱’
尾叶樱桃
染井吉野
华中樱桃
‘吉野枝垂’
樱桃
野生早樱
山樱花
‘大岛’
迎春樱桃
红山樱
‘雨情枝垂’
苔清水’
‘奖章’
美国樱’
‘御车返’
‘衣通姬’
‘高砂’
Table 1

花色
白

元春
单瓣
‘冬樱’

淡粉

粉红

紫红

重瓣

‘椿寒樱’
‘琉球寒绯樱’
‘河津樱’
‘大渔樱’
高盆樱桃

钟花樱桃
‘才力’

‘修善寺寒樱’
‘横滨绯樱’
‘阳光’
‘红枝垂’

‘八重红枝垂’
‘八重红彼岸’
‘松前早咲’
‘八重红大岛’
‘旭山’

惜春
单瓣
‘白雪’
‘仙台枝垂’
‘骏河台匂’
郁李

重瓣
‘白妙’

‘岚山’

‘天之川’
‘松月’
‘普贤象’
‘市原虎之尾’
‘菊枝垂’
‘奈良八重樱’
‘关山’
‘红叶樱’
‘红华’

‘八重寒绯樱’
‘红花高盆樱桃’

黄绿

‘郁金’
‘御衣黄’

选取盛花期为白、淡粉、粉红、紫红、黄绿 5 种花色。参照普及较广的染井吉野，根据盛花期将樱属景观
植物资源的花期分为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 4 个阶段。
元春：盛花期在立冬至立春前，花叶同放，花期明显早于染井吉野。此阶段赏樱难于形成较大的人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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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已“稀”为贵，可以营造景观特色。
迎春：盛花期在立春至春分前，先花后叶，花期明显早于‘染井吉野’。该阶段除梅花等寥寥几个树种外
基本无花可赏，此时开花充分体现了樱花品种的稀缺性及独特性，其赏樱宣传及造势作用不容小觑。
探春：盛花期在春分至清明前，近先花后叶，花期接近染井吉野。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大量樱花品种陆
续开花，时值踏青、赏花、旅游的黄金期，也是赏樱活动的高潮阶段。
惜春：盛花期在清明至立夏前，花叶同放，花期明显晚于染井吉野。此阶段赏樱高峰虽过，却意犹未尽，
是春季赏樱的总结阶段。
2.2 樱属景观植物资源的分类检索
1. 花白色
2. 先花后叶或近先花后叶
3. 迎春放花，先花后叶
4. 花梗被毛，萼片反折
5. 萼片短于萼筒，花有香味，叶锯齿圆钝
6. 花单瓣，春季开花，一朵花可结 1 枚果实………………………………………1. 樱桃 C. pseudocerasus
6. 花重瓣，春秋两季开花，一朵花可结 1 ~ 3 枚果实………2. ‘子福樱’C. pseudocerasus ‘Kobuku-zakura’
5. 萼片长约萼筒 2 倍…………………………………………………………………3. 尾叶樱桃 C. dielsiana
4. 花梗无毛，萼片直立，花无香味，叶锯齿尖锐………………………………4. 华中樱桃 C. conradinae
3. 探春放花，近花叶同放
7. 花梗被毛
8. 萼筒管状
9. 枝条斜向上伸展…………………………………………5. 东京樱花(染井吉野、日本樱花)C. yedoensis
9. 枝条下垂……………………………………………………………6. ‘吉野枝垂’C. yedoensis ‘Perpendens’
8. 萼筒壶状
10. 花单瓣，春季开花；花柱上半部分不扭曲……………………7. 野生早樱 C. subhirtella var. ascendens
10. 花重瓣，春秋两季开花；花柱上半部分扭曲……………………8. ‘十月樱’C. subhirtella ‘Autumnalis’
7. 花梗无毛
11. 叶缘短芒状，花无香味……………………………………………………………9. 山樱花 C. serrulata
11. 叶缘长芒状，花有香味…………………………………10. ‘大岛’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speciosa’
2. 花叶同放
12. 惜春放花，春季开花
13. 腋芽单生，叶柄较长
14. 枝条斜向上伸展
15. 花有香味，花梗无毛，萼筒钟状
16. 花单瓣，幼叶红褐色…………………… 11. ‘骏河台匂’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Surugadai-odora
16. 花重瓣，幼叶黄绿色…………………………………… 12. ‘白妙’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Sirotae’
15. 花无香味，花梗被毛，萼筒宽钟状…………………… 13. ‘白雪’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Sirayuki’
14. 枝条下垂………………………14.‘仙台枝垂’（山樱枝垂）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Sendai-shidare’
13. 腋芽三个并生，叶柄极短……………………………………………………………15. 郁李 C. japonica
12. 元春放花，春冬两季开花……………………16. ‘冬樱’（小叶樱）C. incisa × parvifolia ‘Fuyu-zakura’
1. 花淡粉、粉红、紫红或黄绿色
17. 花淡粉、粉红或紫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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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花淡粉或粉红
19. 花淡粉色
20. 先花后叶或近先花后叶
21. 迎春放花，先花后叶，萼筒壶状……………………………17. 迎春樱桃（杭州早樱）C. discoidea
21. 探春放花，近先花后叶，萼筒钟状、管状或壶状
22. 花梗被毛
23. 萼筒钟状或管状
24. 花重瓣有旗瓣，萼筒宽钟状…………………………………18. ‘高砂’C. apetala × sieboldii ‘Caepitosa’
24. 花单瓣，萼筒管状
25. 萼筒红褐色，花心红晕………………………………………………19. ‘美国樱’C. yedoensis ‘America’
25. 萼筒绿褐色，偶有萼片瓣化…………………………………………20. ‘衣通姬’C. yedoensis ‘Sotorihime’
23. 萼筒壶状或极短近无
26. 枝条斜向上伸展……………………………………21. ‘奖章（嘉奖、勋章）’C. subhirtella ‘Accolade’
26. 枝条下垂………………………………………………………22. ‘雨情枝垂’C. subhirtella ‘Ujou shidare’
22. 花梗无毛
27. 花单瓣
28. 幼叶黄绿色……………………………………23. ‘苔清水’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Kokeshimidsu’
28. 幼叶红褐色……………………………………………………………………24. 红山樱 C. jamasakura
27. 花重瓣及单瓣………………………………25. ‘御车返’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Mikurumakaishi’
20. 惜春放花，花叶同放
29. 花梗无毛
30. 花单瓣………………………………………………26. ‘岚山’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Arasiyama’
30. 花重瓣
31. 枝条直立向上或斜向上伸展
32. 花瓣 11 ~ 20 枚，枝条直立向上伸展呈狭扫帚状
……………………………………………27.‘天之川’（银河山樱）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Erecta’
32．花瓣 20 枚以上，枝条斜向上伸展
33. 雌蕊不叶化…………………………………………………28. ‘市原虎之尾’C. jamasakura ‘Albo Plena’
33. 雌蕊叶化
34. 幼叶红褐色，雌蕊 2 枚……………………………29. ‘普贤象’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Albo-rosea’
34. 幼叶黄绿色，雌蕊 1~2 枚………………………………30. ‘松月’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Superba’
31. 枝条下垂………………………………………31. ‘菊枝垂’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Plena-pendula’
29. 花梗被毛…………………………………………32. ‘奈良八重樱’C. serrulata var. pubescens ‘Antiqua’
19. 花粉红色
35. 先花后叶或近先花后叶
36. 迎春放花，先花后叶
37. 花梗被毛, 叶锯齿圆钝……………………………33. ‘椿寒樱’（初美人）C. pseudocerasus ‘Introrsa’
37. 花梗无毛, 叶锯齿尖锐
38. 花瓣长卵状，基部分离，脉纹明显，无旗瓣……34. ‘琉球寒绯樱’C. campanulata ‘Ryukyu-hizakura’
38. 花瓣卵圆形，基部不分离，脉纹不明显，有旗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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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花总梗极短或无，花色不匀，叶沿主脉内凹似对折
…………………………………………………………35. ‘大渔樱’C. campanulata × kanzakura ‘Taiyo-zakura’
39. 花总梗明显，花色一致，叶平展…………36. ‘河津樱’ C. campanulata × kanzakura ‘Kawazu-zakura’
36. 探春放花，近先花后叶
40. 花梗被毛
41. 萼筒钟状………………………………………………………………37. ‘阳光’C. campanulata ‘Youkou’
41. 萼筒壶状
42. 枝条斜向上伸展…………………………………………38. ‘八重红彼岸’C. subhirtella ‘Yaebeni-higan’
42. 枝条下垂
43. 花单瓣…………………………………………………………39. ‘红枝垂’C. subhirtella ‘Pendula Rosea’
43. 花重瓣………………………………………………………40. ‘八重红枝垂’C. subhirtella ‘Plena Rosea’
40. 花梗无毛
44. 花单瓣
45. 花瓣无旗瓣…………………………41.‘修缮寺寒樱’(热海樱)C. campanulata × kanzakura ‘Rubescens’
45. 花瓣有旗瓣……………………………42.‘横滨绯樱’C. campanulata× kanzakura ‘Yokohama-hizakura’
44. 花重瓣
46. 花瓣 10 ~ 20 枚
47. 乔木，花瓣脉纹明显
………………………………43. ‘松前早咲’（血脉樱）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Matsumae-hayazaki’
47. 灌木，花瓣脉纹不明显……………………44. ‘旭山.朝日山’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Asahiyama’
46. 花瓣 20 枚以上，红色脉纹明显………45.‘八重红大岛’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Yaebeni-ohshima’
35. 惜春放花，花叶同放
48. 成叶红色………………………………………………46. ‘红叶樱’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Hongye’
48. 成叶绿色
49. 幼叶红褐色，雌蕊 1 ~ 2 枚、基部叶化
…………………………………………47. ‘关山’（绯红晚樱）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Kanzan’
49. 幼叶绿色，雌蕊 1 枚、基部叶化………………………48. ‘红华’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Kouka’
18. 花紫红色
50. 迎春放花，先花后叶，叶革质或薄革质
51. 花单瓣
52. 树形开展，叶锯齿尖锐，花钟状不完全开放，花、叶较大
…………………………………………49. 钟花樱桃（福建山樱花，寒绯樱，绯寒樱）C. campanulata
52. 树形紧凑，叶锯齿圆钝，花瓣平展，花、叶较小
………………………………………50. ‘才力’（美人、阿龟、冈女）C. campanulata × incisa ‘Okame’
51. 花重瓣
53. 叶薄革质，萼筒钟状，花不完全开展…51. ‘八重寒绯樱’（牡丹樱）C. campanulata ‘Kankizakura-plena’
53. 叶革质，萼筒漏斗状，花平展开放…52. 红花高盆樱桃（牡丹樱、云南早樱）C. cerasoides var. rubea
50. 元春放花，花叶同放，叶革质……………………………53. 高盆樱桃（云南冬樱花）C. cerasoides
17. 花黄绿色，惜春放花，花叶同放，花重瓣
54. 花瓣质厚、瓣缘反卷，花径 2.2 ~ 3.4 cm……………54. ‘御衣黄’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Gioiko’
54. 花瓣质薄、瓣缘不反卷，花径 3.2 ~ 4.5 cm………55. ‘郁金’C.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Grandi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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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此次在不同省份的樱花品种调查，发现应用较广的 11 个野生种或变种，44 个品种，根据花色可分为白色、

淡粉、粉红、紫红、黄绿共 5 种颜色；根据花期可分为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 4 个花期。
（1）按照《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樱属景观植物资源分类体系应在明确品种所属的分类等级“种系”
的前提下进行品种群或品种的划分，“种系”可以是种或变种，鉴于中日分类方法的不统一，将日本分类中的
江户彼岸 C. spachiana 种系与国内的大叶早樱 C. subhirtella 种系等同。杂交品种则应根据其表现出的亲本特征
归入相应的种系而不单独作为独立种系。但鉴于染井吉野的普及程度及其遗传相关种质较多，将东京樱花作为
一个独立种系处理。
（2）樱花品种群的划分可根据种源、花期、花色、花瓣数目等多种方式处理。虽然花色易随生理及环境影
响而变化，并受主观判断影响，但其性状直观，便于应用，本文仍以花色作为主要分类依据之一。我国地域辽
阔，各地气候条件相差较大，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四个花期阶段应参照染井吉野。
（3）由于樱属景观植物具有资源丰富、性状变异较大和来源不清等问题，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同时，相对于其他传统名花，国产樱属景观植物研究、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迎春樱桃、沼生矮樱[20]、
尾叶樱桃、野生早樱、华中樱桃等抗逆性强、景观效果佳的野生资源，还有钟花樱桃、高盆樱桃等红花、耐热
性强的资源应大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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