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 莱 尔 仙 客 来 2022-23季 新 品 种

内 容 ：
• 10 个新品种
• 带香味的仙客来: «芳纯»维多利亚
• 不可思议的音迪卡® 

• 承受高温的特性源于莫莱尔仙客来的基因 

F1代 杂 交 仙 客 来 育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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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多彩的一年!
回升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是在一个各个国家由于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情况
下，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和一些客户重新联系起来，这让我们深感喜悦! 面对重重
阻碍，我们尽全力通过网络会议、视频等不同的方式保持与你们的联系。无论是
视频还是现场实地，我们的技术团队都会在仙客来种植季节陪伴您，为您提供建
议，并按照您的要求为您提供个性化的技术服务。

在这本新品种的样册中，我们向您展示：三个花朵更大的哈里奥®梦幻花
型的改良品种，两个株型圆满和紧凑的瑰丽皱边新品种，一个花期早的皱边新
品种克丽皱边混色。在小花系列中，您将无法抗拒«芳纯»维多利亚-这个带香味
的维多利亚花型仙客来的魅力，我们为您提供伴随这个品种配套的营销宣传工
具。斯马蒂兹系列中有两个新花色：波尔多红色和孟加拉粉红色。

针对消费者，围绕着«音迪卡®-分享快乐»的主题; 我们就独一无二的品种音
迪卡® 系列，再次展开一个新的媒体宣传活动。 

翻开这本样册，就像翻看一本杂志一样，阅读一些新的内容：适合不同的销
售期，不同的花盆大小的莫莱尔仙客来红色品种的介绍，园景系列仙客来的具
体测试方法，莫莱尔仙客来品种长久以来对高温的承受能力的历史地理原因等
等。

基于这个活力和对未来的信心，莫莱尔公司将继续发展，并竭尽全力来满足
您的需求，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营销支持，为您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

其他更多的仙客来项目也都开始了启动，我希望能够能很快地与你们分享。 

此致敬礼。

      埃瑞克.博德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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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玛蒂兹梦幻花型 最小的梦幻花型仙客来

斯玛蒂兹 每平方米的种植密度高

斯玛蒂兹维多利亚 种植密度高，花型独特

美蒂丝®梦幻花型 用途广泛的小型梦幻仙客来

美蒂丝® 对灰霉病的抗性强

美蒂丝®银饰叶 株型紧凑，银饰叶

美蒂丝®维多利亚 带花冠的花朵

美蒂丝®蕾丝贝贝 真正的小型皱边花型仙客来

美蒂丝®扇舞花型 小花的扇状花束

美蒂丝®冬季梦幻花型 适合冬季后期上市的小型梦幻仙客来

迪亚尼斯梦幻花型 中型花，花型独特

迪亚尼斯永利混色 适合工业化种植的品种

迪亚尼斯 室外种植，色彩鲜亮

迷迪加扇舞花型 扇状的花束

迷迪加 大冠径的中型仙客来

迷迪加音迪卡® 花朵双色对比性强，植株表现优良

迷迪加梅达丽斯 性能优良的银饰叶

拉蒂尼亚®火炬花型 花型独特

拉蒂尼亚®梦幻花型 色彩浓重，对比性强

拉蒂尼亚®永利系列 大花，均匀一致

拉蒂尼亚®维多利亚 大花密实的维多利亚

拉蒂尼亚® 花期早，植株强壮

拉蒂尼亚® 克丽皱边 花期早的皱边花型，大花 

哈里奥®火炬花型 银饰叶，花朵奇特

哈里奥®梦幻花型 大花，新颖奇特花型

哈里奥®维多利亚花型 新颖奇特花型，花店赠花佳品

哈里奥® HD 大花，种植密度高

哈里奥®腮云花型 花色轻柔，时尚

哈里奥®银饰叶 大花，银饰叶

哈里奥® 大花，优质

哈里奥®梦幻银饰叶 最大冠径的梦幻花型仙客来

哈里奥®瑰丽皱边花型 最大冠径的皱边花型仙客来

6 个系列
32 个使用方式，冠径由小到大

6 - 10,5 cm

10,5 - 12 cm

10,5 - 12 cm

10,5 - 15 cm

10,5 - 15 cm

12 - 15 cm

12 - 17 cm

15 - 22 cm

9 - 12 cm

斯玛蒂兹 美蒂丝® 迪亚尼斯 迷迪加 哈里奥®拉蒂尼亚®

花盆的大小：

小花

中花

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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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4 6110

• 2 个新花色，其中的波尔多红色彩浓重
• 株型圆满
• 花量大
• 每平方米的种植密度高
• 自播种起种植期 : 

  27-28 周(孟加拉粉红色)
  28-29 周(波尔多红色)

孟加拉粉红色 • Rose Bengale 波尔多红色 • Bordeaux

16/18 cm

小花
ø 6/10,5 cm

20
/2

4 
cm

斯玛蒂兹传统花型

充满色彩的旅程!

• 小花仙客来, 花期早: 夏季和秋季
• 持续开花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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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07

• 小花系列的扇舞花型
• 花期早的新颖奇特花型
• 和美蒂丝®系列的冠幅大小一样
• 花色对比性强
• 生长能力强
• 自播种起种植期: 30-32 周

扇舞深品红色• ABANICO® Magenta foncé  

18/20 cm

小花
ø 9/12 cm

24
/2

6 
cm

美蒂丝®扇舞花型 

玲珑小巧的扇舞花型!

• 花束似扇形 
• 花型和花色对比新颖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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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丽皱边混色• Mélange CRISPINO®

拉蒂尼亚®克丽皱边

洛可可风格的翻新!

• 花期早的大花皱边花型
• 株型紧凑，性能高

20/24 cm

大花
ø 12/15 cm

30
/3

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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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皱边花型混色品种
• 和瑰丽皱边相比，花期早 3-5 周
• 花期早，适合秋季早期上市
• 叶片呈绿色或是银灰色，纹路清晰
• 自播种起种植期 : 30-3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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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梦幻深紫色
FANTASIA® Violet foncé évolution

改良梦幻鲜海棠红色
FANTASIA® Fuchsia vif évolution

改良梦幻品红色
FANTASIA® Magenta évolution

哈里奥®梦幻花型
• 大花，新颖奇特花型

• 植株生长力强

24/26 cm

 大花
ø 12/17 cm

32
/3

4 
cm

多个花色同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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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品种的梦幻花型更加整齐
• 改良品种的花朵更大，更均匀一致
• 对灰霉病抗性强
• 自播种起种植期 : 32-34 周
• 取代原来的四个品种： 2305 梦幻品红色+2370 梦幻海棠红色+          
   2371梦幻鲜海棠红色+2395 梦幻深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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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 cm

大花
ø 15/22 cm

34
/3

6 
cm

瑰丽皱边印度红色
CURLY® Rose Indian

瑰丽皱边橙红色
CURLY® Saumon

哈里奥®皱边花型

两个鲜亮的新花色!

• 最大冠径的皱边花型仙客来
• 在白天短的期间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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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瑰丽皱边系列中的新花色
• 花朵大，开花中心，花量大
• 株型紧凑圆满
• 是 2582 混色的构成色
• 自播种起种植期 : 35-37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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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2

• 和美蒂丝®系列的冠幅大小一样
• 100% 的维多利亚花型
• 株型圆满，叶片深绿色，纹路清晰
• 花朵和叶片对比性强
• 自播种起种植期: 28-30 周

«芳纯»维多利亚 • ABSOLU® de Morel

«芳纯»维多利亚

带有轻柔芳香的优雅!

• 第一个带香味的F1代维多利亚品种
• 精致和自然 

请留意: 
香味在白天15- 25°C 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表现最佳。 

在白天短的期间, 后期上市 (12-3月)的维多利亚仙客来，可以选用千纸鹤花型仙客来。

18/20 cm

小花
ø 9/12 cm

24
/2

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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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提供品种标签 
• 免费提供：海报和挂福的个性化设计; A5格式使用说明的数 

字文件; 高精度图片。
• 提供终端销售点所需的广告设计。

拥有一个带香味的仙客来
是消费者长久以来的愿望......

莫莱尔使这个愿望成真  !

海报和挂福

标签

使用说明

使用我们为您准备的营销工具 
来促进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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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diaka.eu

音迪卡®

• 双色对比效果引人, 长势良好
• 一个公认的品牌的力量

音迪卡®品种室外种植使用表现非常好!

音迪卡®不仅仅开花数量大，它在室外种植也特别健壮。 
在我公司每年的室外种植测试中， 音迪卡® 均获得很高的分数，

成功地进入园景系列仙客来。 

园景系列仙客来是露台、
阳台和花园室外种植性能优异的保证。

音迪卡® 明亮的色彩对比使室外的花盆和花坛
拥有更引人注目的远景效果。

品牌的优势

22/24 cm 26
/2

8 
cm

中花
ø 10,5/15 cm



www.indiaka.eu

#INDI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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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标识色彩构成的新网站 ：

• 标识更新

• 新标签 
免费提供。扫描标签上的二维码，直接上

网站:www.indiaka.eu

• 提供数据文件
海报，挂福等营销工具

• 提供高精度图片： 
不同的氛围下的 «音迪卡®时刻»  

一个面向消费者的网站，提供不同的使用
装饰方法，内容丰富多彩。亦有专业种植
户的信息提供。

社会网络上的推销品种：

音迪卡® - «分享快乐»： 新的媒体宣传活动 !

标签

海报

使用说明

https://indiaka.eu/
https://www.indiak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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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室外种植的仙客来品种的命名

    我公司每年对不同的品种室外种植

进行测试来了解它们在室外种植的生

长表现能力。这些品种每年在类似北

欧室外严格的气候条件下经过测试，

它们的良好室外种植性能得到证明。

    园景系列仙客来的品种经过测试，

对您在室外花园阳台种植提供保证良

好的开花装饰效果。

园景系列仙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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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留意：大花仙客来也可以在室外种植使用!

我公司的大花系列：哈里奥®和拉蒂尼亚®系列在地中海
气候地区室外种植也非常广泛。

大花品种的花朵大，冠幅大覆盖性强，可以提供较好的
远景效果。

在欧洲南方的一些城市诸如：西班牙巴塞罗那，法国加
纳和美国加州，澳洲墨尔本等地的长久种植，品种的表现
承受能力亦得到客户的认可。

测试方法

地理位置 :
法国南方弗雷瑞斯市 

气候条件 : 
地中海气候：夏季高温干燥 + 冬季温和湿润

评估计算方法:

每周有工作人员按照下述标准进行计测：
• 对温度和湿度变化的承受能力

• 每一株仙客来上平均花朵数量

• 叶丛的外观和表现

• 各个植株的均匀一致性

• 各个标准的综合结果

- 进入园景系列仙客来的品种最低分为 7/10。

园景系列仙客来的66个品种在此样册第22-23页品
种表中。
此季有两个新品种进入园景系列仙客来：

- 斯马蒂兹孟加拉粉红色 - 6084                                

- «芳纯»维多利亚 - 4702

测试地点 : 
放置在没有任何保护的地方: 无遮挡，在阳光下，
暴露在风和大雨的区域 

数据采集 :
2021-22季是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季节。
温度相对低于最近几年记录的平均温度。
12月初出现了零下温度，注意到在年底的最后2周
内有温度的上升。

 
扫描阅读室外测试详细记录报告 >

法国弗雷瑞斯市

花坛
每个花坛中有 6 -8棵仙客来

周的测试
2021年10月- 2022 年1月

个测试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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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莱尔家族从1919年开始种植仙客来。自1945

年以来，仙客来品种的育种工作一直在法国南部，
地中海气候环境条件下进行。

这种气候具有高温、高光照和相对湿度变化很
大的特点。很长的干燥的时期与短时期的大雨期交
替出现。

在生长过程中，仙客来会对这些气候因素(温
度，光照和水分)有不同程度 的生理反应。

     仙客来对这些不同压力的自然防御反应表现为：
• 在每天平均温度ADT>25°C时，第一批长出的

叶片会很大
• 根系的生长，以及植株的生长会延迟或受阻  
• 开花推迟 (可以达到6周)
• 花色颓败

两个抗性非常强的亲本组合创就了抗性
惊人的F1代杂交品种!

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这种育种压力造就了具
有独特遗传品质的亲本：植株生长能力强、耐高温
和抗高光、色彩鲜艳等等。在高温条件下表现脆弱
的品种会被自动淘汰。

杂交种由此固有了良好的生长能力。这个生长能
力保证种植者在即使困难苛刻的条件下仍然能够种植
出优良品质的仙客来：在光照不足的环境条件下，花
茎依然强壮。

当南方培育的品种在北方种植时，会有什么影响？
• 平均生长期会大大缩短
• 花色更亮更强
• 品种之间的花期的差异减少：开花晚的会越来越接近开
花早的植株
• 叶片变小
• 花朵更大
• 株型更紧凑而圆满
• 在温室中,商店里和消费者家中的仙客来的植株更加健壮
• 在室外种植使用时性能更优越

全球变暖为处于北部地区市场使用开辟了新的前景：秋

季花期由此延长，提供更多的种植销售机遇。

莫莱尔仙客来 , 
承受高温的能力源于
它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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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不同上市季节，
市场上最优秀的仙客来红色品种

近一个世纪以来，从小花系列到大花系列，莫莱尔仙客来的红色品种一直在不断地改进。
花朵红色的浓度、颜色稳定性和在不同气候下的植株生长能力得到世界各地客户的认可，是
市场上红色仙客来品种的佼佼者。

借助下述的表格在19个红色品种中挑选最适合您的品种：

南部气候 北部气候

花期 小花 中花 大花 小花 中花 大花

夏季 6013 3012
1010
1011

6012
6013
4011
4210

3010
3012
5011

1011
2016

秋季 4011
4210

3010
3012
5011
52210

1010/1011
2016
2018
2011
2015

6013
4011
4013
4210

3010
3012
5011

1011
2011
2012
2016
2211
2415

冬季 4011
4210

3012
5011
52210

2011
2012
2010
2211
2415

4011
4210

3012
5011
52210

2012
2016
2211
2415

春季 4011
4210

5011
52210

2012
2211
2415

4011
4210

5011
52210

2012
2211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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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user/CyclamensMorel

莫莱尔仙客来
我们的技术人员可以现场或是远程为您提供技术服务

莫莱尔公司专业技术团队会陪伴您整个仙客来的种植过程。

现场: 
欢迎来到在弗雷朱斯市的莫莱尔产品展示会

在我公司的产品展示会上，我公司的技术专
家：若安Joan,埃里克Eric,尤安Johan,路易吉Luigi和
久保一秀Kazu帮助您挑选品种,并回答您的种植过
程中遇到的关于温度,给水,给肥管理等技术问题。

远程 :
通过视频，莫莱尔为您提供服务!

我公司YouTube 频道上的视频 ：

点击二维码来浏览我们的频道 >

https://www.youtube.com/user/CyclamensMo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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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和莫莱尔技术团队联系，
来解决您生产中的问题：

种植栽培的追踪和建议 

在整个仙客来的种植过程中，借助现代化连接
监控工具，我们的技术顾问为您提供个性化服务。

通过数据记录仪对仙客来种植过程中采集的基
本参数的分析，我们能够协助您及时对生产采取正
确管理措施。 

下述参数的监测是我们决策的辅助工具：
- 温度（ADT）
- 光照  (PAR)
- 浇水（浇水探头）
- 湿度  (RH%, 露点)
- 肥料 

这些长期的技术合作是您仙客来的种植成功的
一个保证。

视频会议共同探讨

通过视频会议，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客
户，我们的技术人员会使用客户的语言进行交流，
探讨仙客来种植过程中相关的技术主题。

这些视频会议是个性化的交流和分享经验的良
好机会。2021年视频会议涵盖了3个主题：

    - 根系生长阶段的管理技术
    - 光照的管理
    - 湿度的控制  
请和我们联系以便为您提供这些主题的视频和

文件。

RAD PAR RHAIR TEMP

Eric FORSCHELEN

Johan HUISMAN       

Luigi VASARRI

Kazu KUBO

Joan VERGÈS

请通过我公司的因特网站和我们的技术团队取得联系 : www.cyclamen.com/zh/professional/question

https://www.cyclamen.com/zh/professional/question


10,5 - 12 cm

斯玛蒂兹 6310 梦幻红色

梦幻花型 6370 梦幻海棠红色 
6385 梦幻深品红色
6395 梦幻深紫色
6960 梦幻混色

斯玛蒂兹 6012 亮红色
6013 红色  
6070 海棠红色
6071 鲜海棠红色

6084 孟加拉粉红色 - NEW
6090 紫色
6095 深紫色
6107 深品红色

6110 波尔多红色-NEW
6120 纯白色
6900 混色

斯玛蒂兹维多利亚 6701 维多利亚

迪亚尼斯 3311 梦幻红色 

梦幻花型 3371 梦幻鲜海棠红色
3386 梦幻深品红色
3396 梦幻深紫色 

3960 梦幻混色

迪亚尼斯永利 3970 SUCCESS®永利混色

迪亚尼斯 3010 亮红色
3012 鲜红色
3035 深橙红色
3040 红喉橙红色
3061 镶边红喉玫瑰色
3070 海棠红色
3071 鲜海棠红色
3095 深紫色
3107 深品红色
3120 纯白色 
3129 白色
3910 火焰纹混色
3900 混色

美蒂丝® 4310 梦幻红色 

梦幻花型   4311 梦幻北极红色
4315 梦幻红色和海棠红色
4320 梦幻鲜橙红色
4385 梦幻深品红色
4395 梦幻深紫色
4960 梦幻混色

美蒂丝® 4011 密实鲜红色
4013 密实亮红色
4021 密实鲜橙红色
4050 橙红玫瑰色
4062 红喉浅玫瑰色
4067 紫喉淡紫色
4072 海棠红和鲜海棠红色
4073 鲜海棠红色 
4080 水彩海棠红色
4085 波斯玫瑰红
4092 亮紫色 
4096 深紫色
4107 深品红色 
4120 纯白色
4121 改良纯白色
4126 红喉白色
4900 火焰纹混色
4910 混色
4911 镶边混色 
4925 夏季混色

美蒂丝® 4210 银饰叶鲜红色

银饰叶 4220 银饰叶品红色
4221 银饰叶深品红色
4225 银饰叶纯白色
4230 银饰叶橙红色
4270 银饰叶鲜海棠红色
4285 银饰叶波斯玫瑰红
4290 银饰叶紫色
4950 银饰叶混色

美蒂丝® 4701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4740 维多利亚橙红和海棠红色
4791 维多利亚银饰叶混色

蕾丝贝贝 4590 蕾丝贝贝混色

扇舞 45507 扇舞深品红色 - NEW

冬季
梦幻花型

4961 冬季梦幻混色

扇舞 55430 扇舞橙红色
55490 扇舞紫色
55506 扇舞品红色

迷迪加 5011 亮红色

5041 红喉橙红色
5060 红喉粉红色  
5071 鲜海棠红色 
5092 亮紫色 
5095 紫色 
5110 波尔多红色
5124 纯白色
5126 密实白色  
5910 镶边火焰纹混色
5900 混色 

5145 普瑞火焰纹橙红色

音迪卡® 53030 音迪卡® 橙红色
53070 音迪卡® 海棠红色
53090 音迪卡® 亮紫色
53105 音迪卡®品红色
53950 音迪卡®混色 

梅达丽斯 52210 梅达丽斯红色
52220 梅达丽斯品红色
52228 梅达丽斯白色
52230 梅达丽斯橙红色
52260 梅达丽斯红喉粉红色 
52270 梅达丽斯海棠红色
52291 梅达丽斯亮紫色
52950 梅达丽斯混色

拉蒂尼亚®

火炬花型
1850 火炬品红色

拉蒂尼亚® 1312 梦幻红色

梦幻花型 1371 梦幻鲜海棠红色
1385 梦幻深品红色
1395 梦幻深紫色
1960 梦幻混色

莫莱尔仙客来品种 • 6个系列 • 32 个使用方式

小花

我公司的F1代仙客来是法国国家植
物保护品: «Collection Nationale» , 种子
生产认证 MPS* 和法国鲜花!
* More Profitable Sustainability

停止生产 : 2395, 2305, 2370, 2371, 2410, 2730

中花

6 - 10,5 cm 10,5 - 12 cm

9 - 12 cm

10,5 - 15 cm



10,5 - 15 cm

12 - 15 cm

15 - 22 cm

12 - 17 cm

拉蒂尼亚® 1011 SUCCESS® 永利亮红色

 SUCCESS®永利 1036 SUCCESS® 永利深橙红色
1038 SUCCESS® 永利橙红色
1062 SUCCESS® 永利红喉浅粉红色
1070 SUCCESS® 永利海棠红色
1077 SUCCESS® 永利霓虹海棠红色
1078 SUCCESS® 永利水果糖粉红色
1097 SUCCESS® 永利紫色
1107 SUCCESS® 永利深品红色
1121 SUCCESS® 永利纯白色 
1971 SUCCESS® 永利混色

拉蒂尼亚® 1700 维多利亚 50

维多利亚花型 1720 维多利亚 50 红喉粉红色

拉蒂尼亚® 1010 鲜红色
1060 红喉玫瑰色
1063 紫喉玫瑰色
1071 鲜海棠红色
1095 深紫色
1109 卡特莱亚紫色
1128 白色
1910 火焰纹混色
1900 混色

1591 克丽皱边混色 - NEW

哈里奥® 2211 改良银饰叶红色

银饰叶 2228 银饰叶白色
2290 银饰叶火焰纹混色

哈里奥® 2010 鲜红色
2011 叛逆® 红色
2012 改良鲜红色
2015 亮鲜红色
2053 改良橙红玫瑰色
2062 红喉玫瑰色
2064 荔枝海棠红色
2071 鲜海棠红色
2082 浅海棠红色 
2090 紫色
2096 深紫色
2102 卡特莱亚紫色 
2105 品红色
2108 深品红色
2125 纯白色
2127 红喉白色
2147 火焰纹橙红色 
2150 火焰纹品红色
2160 火焰纹紫色
2620 迪娃纯白色
2920 冬季混色
2900 混色

哈里奥® 2381 梦幻银饰叶品红色

梦幻银饰叶 2396 梦幻银饰叶深紫色

哈里奥® 2415 瑰丽皱边亮红色

瑰丽皱边花型 2420 瑰丽皱边鲜橙红色
2430 瑰丽皱边橙红色- NEW
2450 瑰丽皱边橙红玫瑰色-带火焰纹
2461 瑰丽皱边红喉浅粉红色
2465 瑰丽皱边荔枝海棠红色
2470 瑰丽皱边海棠红色
2471 瑰丽皱边鲜海棠红色
2491 瑰丽皱边亮紫色
2495 瑰丽皱边深紫色
2505 改良瑰丽皱边深品红色
2507 瑰丽皱边镶边品红色
2525 瑰丽皱边白色
2560 瑰丽皱边火焰纹混色
2565 瑰丽皱边浅海棠红色 -带火焰纹

2575 瑰丽皱边印度红色- NEW
2595 瑰丽皱边镶边紫色
2582 改良瑰丽早熟皱边混色 
2590 瑰丽皱边混色

VERY SPECIAL 12590 爆米花混色

非常特殊 22651 改良法拉芭拉粉色
22490 冰舞紫色  
22506 冰舞品红色 
4702 «芳纯»维多利亚- NEW
4795 银饰叶千纸鹤

44705 丽丽百乐品红色 
44790 丽丽百乐紫色 
69290 轻吻混色  

哈里奥®

火炬花型
2850 火炬品红色

哈里奥® 2306 梦幻品红色- NEW
梦幻花型 2311 梦幻红色

2373 梦幻鲜海棠红色- NEW
2397 梦幻深紫色- NEW
2960 梦幻混色

哈里奥®   2700 维多利亚 50

维多利亚花型 2720 维多利亚 50 红喉粉红色

哈里奥® 2016 HD 叛逆® 红色

HD 2018 HD 亮鲜红色
2021 HD 鲜橙红色
2039 HD 橙红色
2052 HD 橙红玫瑰色
2065 HD 迪娃红喉粉红色
2075 HD 印度红
2076 HD 石榴红
2077 HD 霓虹海棠红色
2081 HD 浅海棠红色
2091 HD 亮紫色 
2101 HD 卡特莱亚紫色
2107 HD 深品红色
2123 HD 白色
2124 HD 纯白色
2146 HD 火焰纹橙红色 
2695 HD 迪娃深紫色
2910 HD 火焰纹混色
2940 HD 混色

腮云花型 2812 浓重腮云混色 

NEW = 新品种

适合室外种植的仙客来品种的命名。

带香味品种: 

这些品种一些花朵带香味。

适合作切花使用的品种:

这些品种种植技术有区别, 种植出的品种

非常适合作切花使用。

大花

拉蒂尼亚®

克丽皱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