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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公司的仙客来系列中，中型花有两个系列： 

• 迪亚尼斯 ： 适合种植盆径 10.5 – 12 cm

生长迅速 
• 普瑞： 适合种植盆径  10.5 – 15 cm 

冠径更大一些 

    音迪卡®属于普瑞系列冠径大小的品种。花朵花色对比性强，
开花量大，生长均匀一致，是您种植仙客来的一个良好的品种
选择。
     它的花朵的双色效果表现会根据气候不同而不同。为了能够
表达音迪卡®的双色花的最佳效果，我们建议安排上市期的温度
凉爽一些。
   了解下述的种植方面的注意事项来成功地种出漂亮的音迪卡® 

仙客来！

音迪卡®亮紫色 - 53090

音迪卡®海棠红色 - 53070 

音迪卡®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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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迪卡® - 双色花的中型仙客来

如何种植此独特的仙客来 ?

共有四个花色 :

下载音迪卡® 品种介绍:  

*开花初期会有 2% 单色花。

音迪卡®橙红色 音迪卡®海棠红色 音迪卡®亮紫色 音迪卡®品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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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迪卡® 品种特点：

• 株型圆润
• 续花能力强
• 叶丛呈深绿色

• 自播种起 :  30 - 32 周
• 自上盆起 : 18 - 20 周 (12-13 周的苗子)

品种特征： 

种植期 ：(开花至少有5朵花)

    花瓣上的白色和花色的比例主要由花期的温度和光照决定
的。温度低时，花瓣上的双色对比效果更明显。。

花朵的双色效果：

不同温度下的双色效果：

每天平均温度低

* ADT : Average Daily Temperature

每天平均温度高

最理想每天平均温度
18-20 °C

下载音迪卡® 种植技术信息:

https://www.cyclamen.com/flip/zh/depliant-indiaka/files/assets/common/downloads/publication.pdf
https://www.cyclamen.com/pdf/indiaka/zh.pdf


音迪卡 ®  种植技术信息:

* 每天平均温度

品种 花盆大
小 (cm)

种植期 
(以周来计算) 每天平均温度ADT* 和生长阶段

自播种起
自苗子起  
 (20-25 
mm)

夏季 秋季 冬季 春季

植株生长阶段 
> 25°C

花期 
20°~25°C

植株生长阶段  
20°~25°C

花期 
15°~20°C

植株生长阶段 
15°~20°C

花期  
12°~15°C

植株生长阶段 
15°~20°C

花期  
12°~15°C

音迪卡®

10,5/11 30 ~ 32 18 ~ 20

12 30 ~ 32 18 ~ 20

13/15 30 ~ 32 18 ~ 20

非常适合 适合

* Average Daily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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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音迪卡®品种均属园景系列仙
客来，适合室外种植的仙客来品种
的命名。

     园景系列仙客来的介绍： 
https://www.cyclamen.com/zh/
professionnel/jardin

       音迪卡®对灰霉病表现出非常好的抵抗力。它的叶子和花朵
的组织特别厚。

   这种对灰霉病的抵抗性在温度低时的销售具有明显优势。因
为在这段期间，冷凝水形成的风险增加，通常伴随着由这种
真菌引起的损害。

室外种植 : 抗灰霉病性：

请和我们联系以便我们能够按照您的具体上市期和地理区域来制定相应的栽培期表。

音迪卡® 种植技术信息： 

充分发挥音迪卡®的品种优势和潜力：

    与所有其他仙客来品种一样，音迪卡®在上盆后需要保证一
个生根期。

      在此期间之后，为了控制仙客来植株的生长，我们建议通
过下面概述的不同策略来管理生产：

     根系和植株的生长阶段，最理想的每天平均温度为：18 - 
20°C。  

• 平均温度较低时，如果基质的成分合理和给水管理合适，音
迪卡®可以承受高光照水平(45,000lux)和适当的水分压力。

• 在植株生长阶段平均温度≥25°C时，必须控制遮阳(30,000
lux)以保护根部，减少对水的需求，从而控制其生长。强烈建
议使用漫反射遮光系统。

  为了使开花量大，株型紧凑圆满，叶片多，花朵上的双色对
比性强，花期时每天平均温度控制在：18 - 20°C.

音迪卡®适合盆径大小: 10.5 cm - 15 cm.

 大冠径种植时，需要更长一些的种植期。在17cm的盆中

种植, 需要 3-5周更长的时间。

- 花盆的选择

- 光照和每天平均温度 (ADT) 的管理

 此表中的数据是以法国 (Fréjus) 按照我因特网 www.cyclamen.com 上所述的栽培方法为基础而制定。在北部地区，音迪卡仙客来种植期会短一些：28 ~ 30 周。

音迪卡® 橙红色 - 53030

音迪卡®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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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迪卡®

种植技术

• 生根阶段（上盆后）
不建议施肥，只需底肥。底肥的推荐剂量是：

- 花盆 < 15cm => 0,75Kg/m3

- 花盆 ≥ 15cm => 1,00Kg/m3

• 植株生长阶段
与之前的我公司电子技术通讯一样，数据以ppm(mg/L)的

N-NO3表示。
在植株生长阶段，肥料的使用建议是：1/0,5/3.

与莫莱尔的其他中型品种相比，音迪卡®的生长力很强，在
同样大小的花盆中， 需要减少肥料剂量。

例如, 在 12cm 的盆中，每天平均温度在 18°- 20°C时:
- 迪亚尼斯       => 100 ppm N-NO3

 - 音迪卡®  => 75 ppm N-NO3

不同每天平均温度ADT 和花盆大小的音迪卡®系列的生长期氮肥量和最大光照的不同需求

选择一种易于控制的浇水方式，正确选用基质。

• 给水管理 :
 在温度高（ADT≥25°C）的地区，除了足够的遮阳外，还

建议调整给水的频率适当浇水。低流量滴灌或湿垫是很好的
给水方式。

• 基质的选用 :
  一些基质可以使仙客来承受更多的水分压力。它们通常

是有一小部分粘土或冷冻黑泥炭组成，以保护毛细根避免干
燥。

在根系生长阶段，不要使仙客来承受过大的压力，
以免损坏在生根过程中的根系。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阅我公司电子技术通讯：

       “ 如何面对种植中的意外高温 ?”

- 高温地区给水的管理 - 掌握施肥：一种控制仙客来冠径大小的方法

ADT 最大光照* Ø 盆径(cm)
肥量

(ppm N 或 mg/L) **
生长状况

15 - 18°C
50 000 lux

10,5 - 11 75 - 100
缓慢生长12 ≥ 100

13 - 15 不建议种植

18 - 20 °C
40 000 lux

10,5 - 11 50-75
理想生长12 75-100

13 - 15 ≥100

20 - 25 °C
30 000 lux

10,5 -11 25-50
慢速生长12 50-75

13 - 15 75-100

> 25°C
≤ 25 000 lux

10,5 - 11 不建议种植

缓慢生长12 25-50

13 - 15 50-75

音迪卡® 亮紫色 - 53090 音迪卡® 橙红色 - 53030

* 每天平均温度 ADT相对应的最大光照, 超过这个水平需要遮阳。
**  N/K2O 比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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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yclamen.com/pdf/technews/201809/unexpected-heat-stress-zh.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