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园林景观始于优秀的植物

如何应用优秀的植物使您的园林景观繁花似锦并独具一格

Begonia BIG
大花海棠比哥/巨无霸



尊敬的读者, 各位园艺同行 

	 比哥海棠从	2008	年首次在荷兰花展横空出 
世至今已	11	个年头,	巨无霸进入中国也	3	年有余,	 
承蒙各位园艺同行的偏爱和推广,	加上比哥®	和巨无 
霸哥俩独特的优点:	广谱抗性,	易种好养,	花期超长和 
花色靓丽,	这几年在中国的园林景观应用十分普及,	 
在部分省市甚至开始大量替代常规草花。
 
我们曾经就比哥/巨无霸的种植技术,	应用方式,	 
家庭园艺	DIY	和厨房妙用等出过三本小册子。 
本期就比哥和巨无霸的特点,	优势和应用采访了全 
球众多花卉旅游经营者,	景观设计师,	景观工程施 
工者和花卉种植户,	采访文末附他们用比哥®/巨 
无霸打造的精美景观应用。

	 	 	 	 	 			班纳利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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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与众不同的大花海棠
以其夺目的 
艳丽色彩

比哥® 的与众不同之处

比哥® 艳丽的色彩和优秀的花园 

表现力适宜用于各种各样的园林

景观组合。不管是在长日照下还

是在阴暗处,	亦二者之间的任何条 

件下,	比哥® 的硕大花朵,	超长的

花期和强健的分枝性使它在任何 

类型的园林景观里都能脱颖而出。

硕大花茎 (可达8厘米)

艳丽的花朵在亮丽叶群上尽情绽 

放,	对比强烈。成片时效果最佳。

花期超长

在气候适宜,	水分和肥料充足时 

可以总	4月底一直开到11月中。

雨季和夏季也能持续开花。

绿叶粉红

铜叶玫红 铜叶红花 绿叶红花 绿叶玫红

桐叶粉红

新品种

从美国白宫门口,	俄罗斯莫斯科广场,	 

北京天安门广场,	到法国卢瓦尔河谷的香 

波尔城堡,	英国汉普登宫殿和奥地利维也纳

整个城区以及中国上海世博会,	西安世园会,	 

大连,	上海和成都的主要街区等,	“比哥®” 

以其夺目的艳丽色彩,	出色的性能表现,	 

已成为全球露地园林景观的新宠!

植株生长强健

分支性好,	茎杆粗壮不易倒伏,	 

株型高大,	可达	60厘米高。

适应性强

种植管理简单,	抗性强,	能忍受轻

微干旱,	病虫害少。耐热性强于

常规四季海棠,	全日照或半遮荫	

环境均开花良好。

比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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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	“绿道上宴”	融入了花卉、园林、餐饮艺术

特色,	是四川省唯一一家五星级农家乐。漫花庄园

通过	“文化艺术”	和	“休闲旅游”	两大主题进行全盘

布局,	打造成集艺术原创、花艺展览、演艺、艺术

衍生品研发销售、手工艺体验、美食文化等为一

体的旅游休闲赏花目的地。

成都花朝间园艺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绿道

景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漫花

庄园花海景区的创始人,	全国劳动模范。

被采访者

邹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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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片比哥前面种植草坪,	背景搭配高杆绿植或

观赏草如蒲苇等。作花境时背景还可以搭配冷色

调高杆花卉如柳叶马鞭草诀窍”

主要客户群

花卉旅游景区的观光休闲游客。

3

      “我在漫花庄园和公司的景观工程 

用这个品种已经有6年了,	最喜欢它花

期长,	抗性好,		护理容易和开花力量”

      “比哥和别的花卉比,	花期特别长,  

强势强健,	还可以作为多年生花卉”

1

2

被采访者:	邹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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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植物园和百年公园	(Botanic	

Gardens	&	Centennial	Parklands)	园艺总

监,	曾任美国达拉斯植物园	(Dallas	Botanic	

Gardens)	园长。

Turner	先生对植物的热爱并非偶然,	6	岁孩

子在回答长大后的志愿时,	大多数美国孩子

会答:	救火员,	医生或教师,	Turner	却回答:	

“园艺家”	。

	 他妈妈至今还保存	Turner	小时笔记本,	

上面有	Turner	手绘的花儿并注有花名。当

然这跟遗传有关,	爸爸是蔬菜园艺师,	妈妈

是花卉爱好者,	家里从未缺少花草,	 

爷爷奶奶也是忠实 

的花园爱好者。

公园简介

百年公园每年的访问量超过	300万,	是世界领先的公

共公园之一,	在悉尼被称为“城市的肺”,	也是澳大利亚

最具悠久历史和社会意义的城市景点。

Jimmy Turner
被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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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哥我一般用于景观海棠, 

但我同样喜欢用于大容器和吊

篮。它真的是一个多功能的景 

观植物,	我们的游客总是喜欢 

看到它的倩影”

						“自从比哥海棠首次推出以 

来,	我一直在用,	已超了过9年。 

我把它种植在北美德克萨斯州

的地狱气候中,	它在那里度过 

了30度以上高温高湿度的夏天,	

						“从春天到秋末,	比哥海棠以其华丽高贵的叶 

群和丰富靓丽的花朵永远是风景设计中吸引游客 

的亮点。其快速生长和巨大花朵在景观表现中也 

十分出色。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比哥海棠很皮实!	充满阳光?	

没问题!	有些阴凉?	没问题!	炎热的夏天?	也不是 

问题。它不仅在园林景观中生存下来,	而且整个期

间都点缀着闪闪发光的花朵。

我最喜欢用比哥海棠的原因,	不像许多品其他种,	

比哥的花朵看着你的脸,	不垂下来”

1 2

3

并且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湿度更

是经常爆表。比哥只是不停地

绽放,	能够抵御气候带来的任

何影响”

被采访者:	Jimmy	Tu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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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花谷及大木林下花园创始人,	总规 

划师及建造者,	花卉种植专家。30	度花园 

联盟发起人,	国内花卉旅游行业的领军人物。

被采访者

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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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哥和巨无霸都种过,	与其他花卉相比,	体

型高大,	耐荫也耐晒,	花色醒目、鲜艳、花期长,	

生长迅速,	抗性强。零度以上几乎可以露地越

冬,	地上部分枯萎,	第二年春季仍可发芽	(森林

条件下),	是几乎可以观赏大半年的花卉品种”

						“我在大木林下花园使用比哥有6年了,	比哥

作为大木林下花园主要的花卉种植品种,	形成独

一无二的林下海棠花海景观。我最喜欢大花海

棠花期长,	植株高大,	耐荫喜阳光的特点”

						“通过多年的比哥种植,	我 

会在大木林下花园种植绿叶粉 

花的比哥或巨无霸搭配玉簪、 

矾根、彩叶草等耐荫花卉,	 

形成别致的林下花卉景观”

主要客户群

针对花卉旅游景区的观光游客 

及国内花卉旅游景区的经营者及

景区规划设计师。

1 2

3

被采访者:	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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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西北林学院园林花卉专业,	一直从事

园林花卉景观设计行业,	曾任高级花卉园艺

师,	景观设计师,	百万葵园景区副总经理。

并多次去荷兰、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园

艺国度考察游学。擅长生态景区规划,	 

花海设计预算和垂吊花卉应用,	温室花卉养

护与温室结构的设计。

宫益涛
被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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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访者:	宫益涛

						“我们景区用比哥造景已经	3

年了。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花期长,  

不怕雨水。给企业减少成本”

						“比哥海棠最好成片种植,	尤

其是在太阳的照射下,	颜色和叶

片越来越红,	有一种火红海棠红

透天的感觉。游客置身于花丛中

影像寓意红红火火”

2

3

						“比哥/巨无霸有三大优点:

①花色艳丽,	随着阳光的照射花

色越来越红,	单朵花瓣比一般海

棠花大1倍之多; 

②耐高温耐雨刷,	生长周期超长;	

③花叶同赏,	应用广泛,	花墙装

饰,	空中悬挂,	花海种植等等“

1 主要客户群

家庭和学生团以及情侣婚纱摄影 

为主,	园艺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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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Begonia, the most trusted begonia  
in its class. Period.

比哥®	海棠是最值得您信赖的海棠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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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北京天卉 

苑绿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目前主 

要负责时令花卉和宿根花卉的成品销

售工作,	兼职花卉工程的现场施工任务,	

既是花卉推、销售者,	同时也是终端 

应用者	。

崔秀娜
被采访者

						“适应性好,	既可以在半荫的条件下应用,	也可以在全光下应用;	

花量大,	整体覆盖性好、一致性高,	持续开花能力强,	颜色以红粉 

为主,	春夏秋三季可用,	减少了换花的频率;	长期在全日照环境下表

现也很好,	只是夏季高温高湿阶段会受到些影响,	但是如果水肥跟

上的话,	在适宜的条件下基部会长出许多新芽,	修剪掉老枝条,	新长

出来的枝芽一般较多,	很快就会上花,	并且盛花表现不次于刚地栽

的效果,	整体上降低了成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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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接触比哥有3年时间,	我们天卉

苑大量生产、销售、应用比哥海棠至少也有

8年时间了;	大花海棠质感比较特殊,	株形

相对来说较为自然和丰满,	花朵也相对艳

丽;	所以最喜欢大花海棠的是它的质感

和颜色“

被采访者:	崔秀娜

客户群

从家庭园艺到市政绿化工程均有涉及;	

能接受比哥的客户群体更是360度无死

角地全覆盖,	从私家花园地栽、临时性

活动地摆、花卉市场零售到房地产、

公园系统、市政绿化等;	应用形式多

样,	花境、花带、花坛、容器均有很

好表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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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Einchcomb

公园简介

	 普顿宫每年有超过	100万的公众游客。	

他们每年7月举办世界上最大的年度花卉展 

汉普顿宫花展	(RHS	Hampton	Court	 

Palace	Garden	Festival):	您可以欣赏令人 

惊叹的花卉展示,	了解更多关于如何种植水 

果和蔬菜,	获取园艺技巧和气候变化信息,	 

以及购买花园产品。

有超过50个精美花园可供欣赏,	如舒缓的水

上花园,	玫瑰遮阳篷和来自花园设计名士的 

创新概念花园。对于狂热的园丁来说,	这个 

节目不仅仅是关于观看,	购物和放松,	还关 

乎获胜。皇家园艺学会在展会的第一天就 

发奖项。在这里,	您还可以观察获奖作品是 

否物有所值。

被采访者

温室经理

Benary Editio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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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比哥海棠用于大面积的花坛,	 

即使在整个夏季表现都非常出色。我们特

别喜欢比哥的植株高度和硕大花茎”

						“唯一的缺点可能是,	如果早春非常炎热,	 

那么它们可能长得太快,	因此不得不将它们

修剪,	但这种方法对比哥很有效”

						“成片种植时比哥的优势无与伦比,	花量,	 

持续开花能力,	抗病性都好于常规花卉。 

我们把比哥纳入汉普顿宫必备花卉已有	4

年的时间”

1

2

3

被采访者:	Martin Einch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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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博

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系花卉与环境

装饰专业,	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商企业

管理学士学位。从事花卉生产管理	20	年,	

从切花生产到中高档盆花生产,	从种苗生

产到草花生产等领域都有涉及,	先后任上

海种业集团嘉定基地场长、昆明分公司生

产经理、上海源怡种苗有限公司花卉事业

部生产技术部经理,	现为浙江森鸿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虹越园丁学

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外聘讲师。

被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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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访者:	陈博

      “比哥花期长、耐雨水性好、 

抗性强、养护容易“

      “从	2009	年用到现在,	近10	年了。 

最喜欢大花海棠生产栽培容易这点“

1

2

						“大花海棠与高质量草坪结合应用、 

蓝色鼠尾草搭配、做花箱花钵等都有 

不错的景观效果“

3

客户群

浦江奇迹花园、上海植物园、上海辰山

植物园,	上海徐汇区、长宁区、闵行区、

奉贤区等园林绿化公司、外地花海客户如扬

州马可波罗花世界、江西龙虎山花语世界、抚州

花语公园、武汉木兰花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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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生龙

虹越花卉股份有限公司种苗事业

部总经理;	10多年来从事进口优

质花卉品种的引进,	试种、推广

被采访者

与技术服务工作,	成功举办了多

届虹越花卉春季品种展示会及	

2018	年世界花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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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哥是秋海棠属长

势和开花量非常有特色

的品种;	不同之处在于

其在适宜的环境下具有

很强的持续开花能力,	

且花朵具有自净能力“

充分利用  
"比哥®"  
的优点为 
您设计出 
成功的立 
体造型

						“最喜爱之处:	种苗到成品

花的阶段种植管理相对简单,	

开花习性上的大花性,	持续开

花能力“

						“在土壤土质得到改良的前

提下,	花园种植需要选择半成

品阶段或初花阶段的大花海棠

海棠下地种植,	其次需要给每

株大花海棠留足足够的后期生

客户群

 

	园林工程客户

Benary Edition36

长空间,	建议的种植密度为比

哥	9株/平方米;	下地种植后建

议用彩色松鳞覆盖裸露的地表

起到美化的作用“

2

专业种子经销商、 

种苗生产商、 

花卉种植者、 

被采访者:	涂生龙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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