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虹越植物（部分宿根）价格

序号 产品名称 生物特性 光照属性 规格型号 零售价

1 茛力花‘粉天使’ 常绿 耐阴 8cm 方杯 ¥120.00

2 百子莲“龙卷风” 落叶 半阴-全光 p9 ¥110.00

3 小花葱‘惑星迷踪’ 落叶 全光 p9 ¥99.00

4 小花葱‘夏日美人’ 落叶 全光 p9 ¥99.00

5 小花葱 '蓝色漩涡' 落叶 全光 1加仑 ¥120.00

6 小花葱 '美杜莎' 落叶 全光 1加仑 ¥120.00

7 小花葱 '千禧年' 落叶 全光 1加仑 ¥120.00

8 西伯利亚鸢尾 '金龟子'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9 西伯利亚鸢尾 '凯撒兄弟'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10 西伯利亚鸢尾 '英伦玫瑰'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11 金脉鸢尾 '黑色帝王'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12 日本大花菖蒲 '潮流时尚'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13 日本大花菖蒲 '小丑'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14 西伯利亚鸢尾 '芭蕾舞'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15 西伯利亚鸢尾 '帝王欧泊'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79.00

16 赛靛花‘南极光’ 落叶 全光-散射光 p9 ¥88.00

17 赛靛花‘蓝莓派’ 落叶 全光-散射光 p9 ¥88.00

18 赛靛花‘葡萄太妃糖’ 落叶 全光-散射光 p9 ¥88.00

19 赛靛花‘日晕’ 落叶 全光-散射光 p9 ¥88.00

20 赛靛花‘香草奶油’ 落叶 全光-散射光 p9 ¥88.00

21 赛靛花‘暗黑尖塔’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2 赛靛花‘荷兰巧克力’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3 赛靛花‘蓝莓派’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4 赛靛花‘柠檬糖霜’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5 赛靛花‘葡萄太妃糖’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6 赛靛花‘日晕’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7 赛靛花‘樱桃节’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8 赛靛花‘棕色精灵’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60.00

29 芙蓉葵“疯狂战神” 落叶 全光-散射光 7加仑 ¥370.00

30 芙蓉葵“摩卡月亮” 落叶 全光-散射光 7加仑 ¥370.00

31 芙蓉葵“完美风暴” 落叶 全光-散射光 7加仑 ¥370.00

32 芙蓉葵“星光闪耀之夜” 落叶 全光-散射光 7加仑 ¥370.00

33 芙蓉葵“樱桃巧克力拿铁” 落叶 全光-散射光 7加仑 ¥370.00

34 芙蓉葵“扎染” 落叶 全光-散射光 7加仑 ¥370.00

35 芙蓉葵 落叶 全光-散射光 70L ¥2,500.00

36 秋牡丹‘幻想曲’ 落叶 全光-半阴 p9 ¥99.00

37 秋牡丹‘野天鹅’ 落叶 全光-半阴 1加仑 ¥120.00

38 土当归‘太阳之王’ 落叶 散射光-半阴 2加仑 ¥120.00

39 蔓长春“蓝天使”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0 蔓长春“紫美人”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1 蔓长春“紫美人”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2 蔓长春“伊芙琳”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3 蔓长春“蓝重”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4 蔓长春“蓝色飞镖”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5 蔓长春“卡西尔”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6 蔓长春“蓝宝石”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125.00

47 扶芳藤“银翡翠” 常绿 全光-半阴 2加仑 ¥120.00

48 扶芳藤“金翡翠” 常绿 全光-半阴 2加仑 ¥120.00

49 扶芳藤“蝴蝶夫人” 常绿 全光-半阴 2加仑 ¥120.00

50 扶芳藤“银色皇后” 常绿 全光-半阴 2加仑 ¥120.00



51 扶芳藤“丑角” 常绿 全光-半阴 2加仑 ¥120.00

52 玉簪 '混'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50.00

53 玉簪 '混' 落叶 半阴-全阴 矮2加仑 ¥60.00

54 玉簪 '超短裙'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136.00

55 玉簪 '纯洁的心'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56 玉簪 '卷曲薯条'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57 玉簪 '大力鼠'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58 玉簪 '奶油杯'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59 玉簪 '日出雨林'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60 玉簪 '上流社会'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61 玉簪 '太空飞鼠'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136.00

62 玉簪 '五彩漩涡'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63 玉簪 '星星之火'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64 玉簪 '教会风鼠儿'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136.00

65 玉簪 '学院风鼠儿'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136.00

66 玉簪 '阳光满屋'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67 玉簪 甜蜜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68 玉簪 戴安娜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69 玉簪 海姆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0 玉簪 阿爸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1 玉簪 旋风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2 玉簪 红豆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3 玉簪 安奇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4 玉簪 安妮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5 玉簪 皇家旗帜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6 玉簪 清晨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7 玉簪 小能手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8 玉簪 教堂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79 玉簪 娃娃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80 玉簪 玉米片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81 玉簪 酒香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82 玉簪 夏日微风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136.00

83 多花玉竹 '银纹'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66.00

84 白芨 '冰晶'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105.00

85 白芨 '口红'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105.00

86 白芨 '蓝龙'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105.00

87 白芨 '紫鸢' 落叶 半阴-全阴 P11 ¥90.00

88 芦笋 '紫色激情' 落叶 全光 1加仑 ¥43.00

89 荷兰菊 '玛丽.巴拉德' 落叶 全光 2加仑 ¥68.00

90 荷兰菊 '紫色绒球'Aster novi-belgii  'Purple Dome'落叶 全光 2加仑 ¥90.00

91 荷兰菊 蓝宝石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92 荷兰菊 红宝石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93 荷兰菊 紫色绒球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94 荷兰菊 伊娃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95 荷兰菊 莎夏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96 荷兰菊 妮可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97 萱草 混色 落叶 全光-半阴 1加仑 ¥45.00

98 萱草 '詹姆斯马斯' 落叶 全光-半阴 1加仑 ¥45.00

99 萱草 ‘西罗亚喷泉’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115.00

100 景天 '活力青柠' 落叶 全光 p9 ¥38.00

101 景天 '闪闪'Sedum  'Winky' 落叶 全光 1加仑 ¥80.00

102 百子莲 落叶 全光-散射光 26*21 ¥30.00

103 百子莲 落叶 全光-散射光 2加仑 ¥60.00



104 常绿萱草 半常绿 全光-散射光 120红盆 ¥9.00

105 常绿萱草 半常绿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20.00

106 大花萱草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80#红盆 ¥20.00

107 大花萱草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35.00

108 朝雾草 落叶 全光 矮2加仑 ¥75.00

109 丛生福禄考 常绿 全光 160#红盆 ¥15.00

110 翠芦莉 落叶 全光 1加仑 ¥35.00

111 大花葱 落叶 全光 2加仑 ¥150.00

112 大花秋葵 落叶 全光 2加仑 ¥45.00

113 钓钟柳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20.00

114 钓钟柳“卡瑞玫瑰红色”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35.00

115 钓钟柳“卡瑞紫色”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35.00

116 钓钟柳“紫韵”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35.00

117 毛地黄钓钟柳 常绿 全光 180#红盆 ¥20.00

118 俄罗斯鼠尾草“蓝箭”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40.00

119 荷兰菊“玛丽  巴拉德”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20 迷迭香 常绿 全光 1加仑 ¥20.00

121 墨西哥鼠尾草 落叶 全光 2加仑 ¥75.00

122 林荫鼠尾草 蓝山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123 林荫鼠尾草 雪山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124 欧石竹 常绿 全光 120红盆 ¥7.50

125 欧石竹 常绿 全光 120#红盆 ¥9.00

126 欧石竹 常绿 全光 180#红盆 ¥20.00

127 万寿竹 月光曲 常绿 全光 1加仑 ¥120.00

128 千叶兰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20.00

129 千叶蓍 常绿 全光 160#红盆 ¥15.00

130 千叶蓍 常绿 全光 1加仑 ¥20.00

131 重瓣蓍草“贵族”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20.00

132 蓍草“蜡笔”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15.00

133 蛇鞭菊 落叶 全光 1加仑 ¥68.00

134 蛇鞭菊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20.00

135 深蓝鼠尾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35.00

136 深蓝鼠尾草 落叶 全光 2加仑 ¥65.00

137 松果菊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15.00

138 松果菊“白色”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39 松果菊“绿边红心”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40 松果菊“盛情混色”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41 松果菊“盛夏”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42 随意草 落叶 全光 160#红盆 ¥15.00

143 穗花婆婆纳“蓝色花束”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30.00

144 穗花婆婆纳“小淘气”（粉色）落叶 全光 180#红盆 ¥30.00

145 天蓝鼠尾草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15.00

146 天蓝鼠尾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40.00

147 庭菖蒲 常绿 全光 1加仑 ¥20.00

148 庭菖蒲“红花” 常绿 全光 120#红盆 ¥10.00

149 庭菖蒲“岩点” 常绿 全光 120#红盆 ¥15.00

150 西洋滨菊 常绿 全光 1加仑 ¥20.00

151 宿根福禄考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52 宿根福禄考 落叶 全光 2加仑 ¥65.00

153 宿根六倍利 红叶红花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40.00

154 银蒿 落叶 全光 矮2加仑 ¥50.00

155 银叶菊 常绿 全光 180#红盆 ¥15.00

156 油点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95.00



157 重瓣滨菊“名媛” 常绿 全光 1加仑 ¥30.00

158 重瓣石竹“王朝” 常绿 全光 180#红盆 ¥20.00

159 朱蕉红巨人 常绿 全光 1加仑 ¥80.00

160 朱蕉红巨人 常绿 全光 2加仑 ¥120.00

161 紫娇花 落叶 全光 12*10 ¥2.50

162 紫娇花 落叶 全光 1加仑 ¥35.00

163 银边紫娇花 落叶 全光 120红盆 ¥9.00

164 银边紫娇花 落叶 全光 160#红盆 ¥35.00

165 紫叶酢浆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40.00

166 火炬花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20.00

167 火星花 落叶 全光 160#红盆 ¥15.00

168 火星花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20.00

169 荆芥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70 柳叶马鞭草 落叶 全光 12*10 ¥2.50

171 柳叶马鞭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72 薰衣草树（穗花牡荆） 落叶 全光 2加仑 ¥88.00

173 薰衣草树（穗花牡荆） 落叶 全光 10加仑 ¥600.00

174 薰衣草树（穗花牡荆） 落叶 全光 95L ¥3,500.00

175 龙胆‘小粉红’ 落叶 全光 P12 ¥120.00

176 龙胆‘蓝水晶’ 落叶 全光 P12 ¥120.00

177 龙胆‘海洋之心’ 落叶 全光 1加仑 ¥60.00

178 美国薄荷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15.00

179 金光菊“金色风暴” 落叶 全光 1加仑 ¥40.00

180 金光菊 秋色 落叶 全光 1加仑 ¥40.00

181 金叶藿香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82 八宝景天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183 佛甲草 常绿 全光 120#红盆 ¥6.00

184 中华景天 常绿 全光 120红盆 ¥6.00

185 中华景天 常绿 全光 180红盆 ¥15.00

186 矾根“萤火虫” 常绿 半阴-全阴 120#红盆 ¥10.00

187 东京木蕨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45.00

188 渐尖毛蕨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45.00

189 中国蕨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35.00

190 蕾丝蕨 落叶 半阴-全阴 120#红盆 ¥15.00

191 蕾丝蕨 落叶 半阴-全阴 1加仑 ¥35.00

192 蜈蚣蕨 落叶 半阴-全阴 140#红盆 ¥15.00

193 蜈蚣蕨 落叶 半阴-全阴 2加仑 ¥60.00

194 红盖鳞毛蕨 常绿 半阴-全阴 120#红盆 ¥15.00

195 红盖鳞毛蕨 常绿 半阴-全阴 1加仑 ¥40.00

196 红盖鳞毛蕨 常绿 半阴-全阴 2加仑 ¥65.00

197 印度冬青蕨 常绿 半阴-全阴 1加仑 ¥45.00

198 胎生狗脊蕨 常绿 半阴-全阴 120#红盆 ¥10.00

199 小贯众 常绿 半阴-全阴 130#红盆 ¥15.00

200 老鹳草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加仑 ¥20.00

201 红花老鹳草 落叶 全光-散射光 180#红盆 ¥20.00

202 筋骨草勃艮帝之光 常绿 全光-散射光 140#红盆 ¥20.00

203 筋骨草勃艮第之光 常绿 全光-散射光 120#红盆 ¥9.00

204 筋骨草姬十二单 常绿 全光-散射光 140#红盆 ¥20.00

205 黄金锦络石 常绿 全光-散射光 矮2加仑 ¥45.00

206 苔草 '埃弗里斯特' 常绿 半阴-散射光 1加仑 ¥48.00

207 矮蒲苇 常绿 全光 2加仑 ¥80.00

208 花叶蒲苇 常绿 全光 2加仑 ¥100.00

209 热带睡莲 常绿 全光 160# ¥45.00



210 白美人狼尾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211 白美人狼尾草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212 小兔子狼尾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213 小兔子狼尾草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214 紫叶狼尾草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215 火焰狼尾草 落叶 全光 2加仑 ¥120.00

216 墨西哥羽毛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48.00

217 粉黛乱子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30.00

218 粉黛乱子草 落叶 全光 2加仑 ¥80.00

219 金叶石菖蒲 常绿 全光-半阴 120红盆 ¥9.00

220 金叶石菖蒲 常绿 全光-半阴 140#红盆 ¥15.00

221 金叶石菖蒲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40.00

222 金叶苔草 常绿 全光-半阴 160#红盆 ¥20.00

223 金叶苔草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45.00

224 黄金苔草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70.00

225 棕红苔草 常绿 全光-半阴 120#红盆 ¥15.00

226 金边凤尾兰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45.00

227 金边阔叶麦冬 常绿 全光-半阴 160#红盆 ¥15.00

228 金边阔叶麦冬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35.00

229 银边麦冬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15.00

230 黑龙麦冬 常绿 半阴-全阴 1加仑 ¥40.00

231 细叶芒 落叶 全光 2加仑 ¥50.00

232 细叶针茅“马尾” 半常绿 全光 1加仑 ¥20.00

233 花叶芒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234 蓝羊茅 常绿 全光 1加仑 ¥40.00

235 紫穗狼尾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236 紫穗狼尾草“小矮人” 落叶 全光 1加仑 ¥30.00

237 金酒吧芒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238 日本血草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239 柳枝稷“重金属”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240 灯芯草 半常绿 全光 1加仑 ¥35.00

241 小盼草 半常绿 全光 2加仑 ¥60.00

242 醉鱼草“紫色蜂鸟” 落叶 全光 3 ltr ¥199.00

243 醉鱼草”蓝筹股“ 落叶 全光 3 ltr ¥199.00

244 醉鱼草‘皇家紫' 落叶 全光 3加仑 ¥280.00

245 金叶醉鱼草 落叶 全光 7加仑 ¥350.00

246 银线蒲 落叶 全光 120红盆 ¥10.00

247 银线蒲 落叶 全光 1加仑 ¥30.00

248 木贼 落叶 全光 1加仑 ¥45.00

249 日本大花菖蒲 落叶 全光 营养袋 ¥15.00

250 日本大花菖蒲 落叶 全光 180#红盆 ¥20.00

251 日本大花菖蒲 落叶 全光 2加仑 ¥60.00

252 花叶玉蝉花 落叶 全光 营养袋 ¥15.00

253 花叶玉蝉花 落叶 全光 1加仑 ¥30.00

254 花叶玉竹 落叶 全光 1加仑 ¥60.00

255 路易斯安娜鸢尾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256 马蔺 落叶 全光 160#红盆 ¥15.00

257 马蔺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258 千屈菜 落叶 全光 1加仑 ¥20.00

259 灯心草 半常绿 全光 1加仑 ¥35.00

260 苔草 '埃弗里斯特' 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45.00

261 翠芦莉 '紫霞' 落叶 全光 1加仑 ¥35.00

262 矾根 巧克力沙 常绿 半荫-全荫 1加仑 ¥32.00



263 荷兰菊 '玛丽.巴拉德' 落叶 全光 小2加仑 ¥68.00

264 黄金锦络石 半常绿 全光-半荫 矮2加仑 ¥45.00

265 黄金锦络石 半常绿 全光-半荫 注塑2加仑 ¥99.00

266 火星花 半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35.00

267 假龙头 '雪冠' 落叶 全光-半荫 1加仑 ¥32.00

268 金边阔叶麦冬 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35.00

269 金叶石菖蒲 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40.00

270 金叶石菖蒲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30.00

271 紫红钓钟柳 '秘境' 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40.00

272 佛甲草 常绿 全光 长托盘 (30*50) ¥48.00

273 木贼 半常绿 全光-半荫 3加仑 ¥138.00

274 千屈菜 落叶 全光-半荫 1加仑 ¥35.00

275 天蓝鼠尾草 落叶 全光-半荫 1加仑 ¥40.00

276 紫娇花 '银色花边' 落叶 全光-半荫 1加仑 ¥35.00

277 酢浆草 黄重 夏季休眠 全光-半荫 p11 ¥20.00

278 酢浆草 紫叶芙蓉 夏季休眠 全光-半荫 p11 ¥16.00

279 欧石竹 '粉精灵' 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39.00

280 欧石竹 灰姑娘 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39.00

281 欧石竹 粉色狂欢 常绿 全光-半荫 1加仑 ¥39.00

282 林荫鼠尾草 ‘雪山’ 落叶 全光-半荫 1加仑 ¥48.00

283 林荫鼠尾草 ‘蓝山’ 落叶 全光-半荫 1加仑 ¥48.00

284 荷兰菊 '玛丽.巴拉德'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285 林荫鼠尾草'蓝山'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286 林荫鼠尾草'雪山'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287 筋骨草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288 荷兰菊 '莎夏'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289 荷兰菊 '伊娃'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0 荷兰菊 '妮可'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1 萱草 '蕾丝方巾'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40.00

292 荷兰菊 '紫色绒球'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3 苔草 '埃弗里斯特'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30.00

294 丛生福禄考(多色)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5 火炬花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6 火星花 半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7 庭菖蒲 蓝剑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8 细裂美女樱 半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299 紫叶千鸟花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00 萱草 '偷天陷阱'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40.00

301 佛甲草 '金山'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302 金叶过路黄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303 金叶过路黄 常绿 全光-半荫 2加仑 ¥58.00

304 胭脂红景天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305 景天秋之喜悦 常绿 全光-半荫 180# ¥37.50

306 中华景天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307 蓝羊茅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308 花叶玉蝉花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30.00

309 刺芹 蓝精灵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0 金光菊金色风暴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1 金光菊玛雅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2 金光菊秋色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3 宿根六倍利 鲑红色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4 宿根六倍利 酒红色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5 苔草 卓娜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6 苔草 卓娜 常绿 全光-半阴 1加仑 ¥40.00

317 羊茅以利亚蓝色 常绿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8 针茅天使秀发 落叶 全光-半荫 P11 ¥25.00

319 西洋鹃 小桃红 落叶 全光-半荫 230 ¥47.00

320 西洋鹃 杨梅红 落叶 全光-半荫 230 ¥4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