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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253.00156 1加仑 ￥48

8.4.2.253.00207 小2加仑 ￥68 推荐

8.4.2.253.00295 10加仑 ￥699 推荐

8.4.2.253.00158

1加仑 ￥48

8.4.2.253.00091

小2加仑 ￥68 推荐

小2加仑 ￥68

7加仑 ￥480 推荐

8.4.2.253.00300 1加仑 ￥48

8.4.2.253.00091 小2加仑 ￥68 推荐

1加仑 ￥48

8.4.2.253.00277 小2加仑 ￥68 推荐

‘红美人’（即‘爱媛28’），是一个柑橘杂交种。成熟果皮鲜红

色，果肉橙红色，无核或少核，浓香爽口，清甜化渣，品质极佳。

树势中等，对溃疡病抗性极强。果形扁圆，油胞小，果面光滑，深红

色，外形极美。平均果重180～200克左右，完熟后含糖高达14°以

上，酸度1.1°，浓香爽口，清甜化渣，品质极佳。果实紧实，果皮

溥，剥皮易。特耐存贮，冬季温度在－3℃以上的地区可挂树至2月

份，即春节前后采摘，且品质更佳。

抗逆性强，树体抗寒，极丰产，特抗病。由于其优良的品质、极佳的

外观、优良的综合性状，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高糖红色杂柑品种

类型 常绿小灌木

成熟株高 1-3m

授粉 单株挂果

果期 11-2月

盛果株龄 ≧2年

耐寒区域 9—11

推荐理由 4-9月多次开

花，花朵洁白浓香，丰产

早产，果期长，皮脆肉甜
类型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成熟株高 2-3m

授粉 单株挂果

果期 10月

盛果株龄 ≧3年

耐寒区域 9—11

推荐理由 味甜如砂糖，肉

脆多汁，核少
类型：常绿小乔木

株高：2-3米

花色：白色

叶色：深绿色

花期：4月

果期：10-11月

挂果株龄：4年及以上

方位：全光照

耐寒区：Zones 9-11
类型：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成熟株高：2-3m

授粉：单株挂果

果期：10月

盛果株龄：≧3年

耐寒区域： 9—11

推荐理由 ：极甜，渣极

少，肉脆多汁，果品相好

类型：常绿小乔木

花色：白色

叶色：深绿色

花期：4 月

果期：12月

挂果株龄：4年及以上

方位：全光照

耐寒区：Zones 9-11

 红美人

2018总部苗圃柑橘苗报价单

 脆皮金桔/脆皮金

桔“橙果”

 砂糖桔

美国糖桔

 蜜桔由良

我国最新育成的金桔品种。单果重12-15克，最大果重20克，果实

11月份成熟，成熟时橙黄色。果皮极其光滑，油胞稀少，无刺鼻麻

辣味，全果带皮食用，皮脆果肉清甜，果实可溶固形物19%-22%，

总含糖15%-18%。较耐寒、耐热，抗旱力、抗病力都较强，

因其味甜如砂糖故名。砂糖桔果皮的颜色橙黄光泽、皮薄易剥，桔皮

布满小砂点，手感较粗糙，果实扁圆果肉色泽红润，没有白膜，肉脆

多汁，清甜、核较少。

外观美，糖度高、耐贮性好，抗寒力强的柑桔！替代蜜桔的新品种！

美国糖桔系美国杂交柑桔，该品种叶似红桔，有刺，长势中庸，幼树

直立，极丰产。抗病力特强，尤其抗溃疡病和炭疽病。平均果重85

克。果实紧密，皮薄而脆，剥皮极易。果面鲜红，油胞小而平，果面

极光滑，非常漂亮，10月下旬开始着色，于11月上旬成熟，含糖达

12.3%，浓甜无酸味，肉质脆嫩化渣，品质极佳。耐贮性好，可留树

至12月上旬采收，糖度可达12.5%。由于桔类基因较多，抗寒性强，

年均温15.5℃以上地区均可成功种植。

美国糖桔由于非常漂亮的外观，糖度高、耐贮性好，抗寒力强，克服

“由良”蜜桔果型扁圆形、橙黄色、果皮光滑、色泽靓丽，具有甜度

高、化渣性好、肉质脆嫩、风味极佳的特点。属极早熟蜜桔品种，近

年来远销全国，受到一致好评。在“宁波百家精品果园”评比中获得

“最高糖度奖”。蜜桔喜欢酸性腐殖土，喜高温高湿，盆栽夏季长势

好，不耐低温，冬季零下5摄氏度环境需要保护越冬。



8.4.2.253.00279  春香桔柚

清新是春香柚的最大特点，柠檬黄的色泽让人耳目一新，外皮易剥不

沾手，肉质甘甜爽脆，更难得的是它具有柠檬的清香，食后齿颊留

香，是很好的餐后清口水果。爱水果的人都亲切的说它：有点小丑

陋，更有点小清新。春香柚含糖不太高，基本无酸味，食后不上火，

养颜清润，特别适宜老年人口味，也适合高糖体质人士食养。

桔和柚的杂交种，兼具两者特性，具有果大、优质、早结、丰产、稳

产、无大小年结果现象等优点。

    春香桔柚为芸香科柑桔属，系日向夏自然杂交后代。“春香”具

有以下特点：

类型：常绿小乔木

株高：2-4米

花色：白色

叶色：深绿色

花期：4月

果期：11-12月

挂果株龄：3年及以上

方位：全光照

耐寒区：Zones 9-11

土壤要求：土层深厚、肥

小2加仑 ￥68 量少

血橙

血橙属于甜橙类，因果肉具红色血丝或血斑而得名，其肉质细软、多

汁化渣、风味酸甜，且有玫瑰香气。血橙是柑橘中唯一含花青素类的

品种。其色素的形成取决于基因、生理因素及果实的成熟度、土壤和

气候等条件，即到达一定的成熟度，在低温下才能形成。花色苷类物

质在国内往往是以天然色素的形式加以开发利用的，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其具有独特的生理活性，具有抗氧化、抗血栓、抗辐射、抗动脉粥

样硬化、预防糖尿病等功效，已开发了一些含有花色苷的功能性食品

和化妆品。

类型 常绿小乔木

成熟株高 2-4m

授粉 单株挂果

果期 10-11月

盛果株龄 ≧4年

耐寒区域 9—11

推荐理由 果实美味，营养

价值高

浇水 见干见湿

土壤 要求不高，喜偏碱性

小2加仑 ￥68 量少

8.4.2.253.00284  蜜桔“宫川”

温州蜜桔芽变新品种，早熟，囊壁薄，易化渣、无核，品质上乘，能

带皮吃！株型小，适宜家庭小空间栽培。

原产日本静冈县，为在来系温州蜜桔的芽变。表现优质、丰产。其主

要特点：树势中等或偏弱，树冠矮小紧凑，枝条短密，呈丛状；果实

高扁。能带皮吃的桔子的无核桔。能带皮吃，是因为它的糖份足。因

为糖份足，这种桔子的皮剥出来不会是连在一起的，只能一小颗一小

颗的碎块。

果实圆形，顶部宽广，蒂部略窄，果面光滑，果色橙红，皮较薄，单

果重125～140克。品质优良，细嫩化渣，无核，含可溶性固形物

11%左右，糖含量9.5～10克/100毫升，酸含量0.6～0.7克/100毫

升；果实10月上、中旬成熟。

类型：常绿小灌木

株高：1-2米

花色：白色

叶色：深绿色

花期：4月

果期：10月

挂果株龄：3年及以上

方位：全光照

耐寒区：Zones 9-11

土壤要求：土层深厚、肥

沃、ph值5.5-7.0、可盆

栽

小2加仑 ￥68 量少

8.4.2.253.00205  黄金蜜柚

果实相对红心蜜柚，成熟较晚。成熟果肉金黄色，果肉细腻，甜度

高，口感极好。

类型：果树

花期：

授粉特性：单株挂果

果实成熟期：10-11  月

盛果株龄：≧5 年

成熟株高：2-5 米

成熟冠幅：

光照条件：全光照

修剪方式：

耐寒区：Zones 9-11

小2加仑 ￥128 量少

8.4.2.253.00203  红心蜜柚

红心蜜柚表现为早熟、果肉为淡紫红色，丰产、优质。 6-7月，果肉

就转变为红色，深受人们喜爱。

类型：果树

花期：

授粉特性：单株挂果

果实成熟期：9-10 月

盛果株龄：≧5 年

成熟株高：2-5 米

成熟冠幅：

光照条件：全光照

修剪方式：

小2加仑 ￥98 量少



8.4.2.253.00247  三红蜜柚

果外皮和果皮下的海绵层是粉红色的， 果肉呈玫瑰红色，果大皮薄

、瓤肉无籽，色泽鲜艳、汁多柔软，清甜微酸。表现为早熟，丰产、

品质极优。

类型：果树

花期：

授粉特性：单株挂果

果实成熟期：9-10 月

盛果株龄：≧5 年

成熟株高：3-5 米

成熟冠幅：

光照条件：全光照

修剪方式：

3加仑 ￥98 量少

8.4.2.258.05230  台湾香水柠檬
香水柠檬果型修长，大而无核，最大的特色是果皮味道是清甜的，完

全没有其他柠檬的苦涩味道，因其无核所以也叫“无核柠檬”。香水

柠檬不单是夏季冷食圣品，更是养颜美容、瘦身之佳品。

类型：果树

花期：

授粉特性：单株挂果

果实成熟期：8-10 月

成熟株高：

成熟冠幅：

光照条件：全光照

修剪方式：

耐寒区：Zones 8-11

小2加仑 ￥80 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