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里奥瑰丽CURLY
®皱边花型 

       
        

              

  栽培期 

冠径 适于低温种植 

南部气候  (*) 北部气候 

  
自播种起 

穴盆孔径  

mm 

30/35 

上市期  花盆的尺寸 上市期  花盆的尺寸 
 

 
 

2410 瑰丽皱边鲜红色 36 20 密实 可以       14-22       12-17 

2450 瑰丽皱边橙红玫瑰色-带火焰纹 35 19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461 瑰丽皱边红喉浅粉红色 35 19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470 瑰丽皱边海棠红色 35 19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506 瑰丽皱边品红色 35 19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525 瑰丽皱边白色 35 19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565 瑰丽皱边 浅海棠红色 -带火焰纹 35 19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595 瑰丽皱边镶边紫色 37 21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570 瑰丽皱边海棠红混色 36 20 大冠径 可以       14-22       14-22 

2580 瑰丽早熟皱边混色 35 - 36 19 - 20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2590 瑰丽皱边混色 36 - 37 20 - 21 中等 可以       14-22       14-22 

 品种优势 : 

 花朵大, 皱边非常明显, 

 花色浓重，对比性强, 

 花色丰富，可以单色或是混色供应, 

 花色独特，诸如2595-镶边紫色。 

 种植优势 : 

  花期很集中，3周开花，各个品种很整齐，均匀一致； 

 株型紧凑，叶片小，层次感很强。 

 花期持续, 

 花梗非常坚挺，植株强壮。 

优势：优势：  

 

9 个单色, 2 个混色, 4 个实验品种 

    不可忽视的优势 : CURLY® 瑰丽皱边花型植株生长能力很

强，适合冬季种植，节省能量。 

 

     冬季, CURLY® 瑰丽皱边花型的种植可以承受每天平均温度

为15°C左右的气候条件。 在类似南欧气候的地区，在最高温度

可以升到20°C的前提下，最低承受温度可以达到 8-10°C 。在

此情况下，尤其重要的是做好通风工作，保证相对湿度处于

80%以下。 

CURLY® 瑰丽皱边花型的种植期为35-37周(自播种起)。 

最佳花期为： 

 类似南欧的气候：最佳花期为 10月份开始 

 类似北欧的气候：最佳花期为 9月份开始 

CURLY® 瑰丽皱边花型对冬季常见的灰霉病的抗性很强。 

2595 哈里奥 CURLY® 瑰丽皱边镶边紫色

 哈里奥®系列中的CURLY® 瑰丽皱边花型花型奇特，品种生长力

强，品质优秀。瑰丽皱边花型适合冬季种植，对低温承受能力强，经

济角度来看有优势。 它的花型独一无二，是促销的良好产品。 

Ø 冠径 : 24 -50 cm - Ø 盆径 : 14—22 cm 

 自播种起 :     自播种起所需的种植期， 以周来计算            - 穴盆孔径:  自上盆起所需的种植期， 以周来计算                  —(*) :   高温>25°C   期 超过 4 个礼拜   

- 上市期 :     最佳上市期                          - 花盆的尺寸:     花盆的直径， 按厘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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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奥瑰丽CURLY
®皱边花型 

 播种日期不适经常是造成花期过迟的主要原因，由于未能正确地计算播种日期，仙客来在夏季高温期叶丛过度生长，从

而推迟花期。 

    上盆以后，仙客来进入高温期，在这段期间，最重
要的是: 
 避免仙客来过度蒸发以便控制株型的发展, 
 保证根系良好的生长：它是下一步生长良好吸收营养
的基础保证。 

种植管理：种植管理：  

 

 

种植技术要点：种植技术要点：  

生产计划的制定：生产计划的制定：  

例： 若需要CURLY® 皱边花型的花期是第 45 周 ，播种应该在第 9 周。 

s = 播种    f = 花期 

具体如何操作： 

 遮阳最大光照保持在：35 000 lux 。每天平均温度

(ADT) 超过25°C时：可以遮阳，在这种情况下，光照保
证在最大20-25 000 lux, 

 CURLY® 瑰丽皱边花型对水分压力的承受能力很强，注
意不要过度给水。 

 控制氮肥的供应量 (每次给水氮肥量：25—50 ppm )来

保证仙客来生长正常( N/K的比例：1/3). 

     
     这样的管理主要目的是避免叶丛过热：叶丛过热造
成的后果是增加仙客来的水分需求，造成它的株型不紧
凑，失去平衡。 

请留意： 

在上盆后的促根系生长阶段，可以使用生长调节
剂。 

   在白天变短的冬季，主要的管理要点是达到促进开花。 

具体如何操作： 

 去掉遮阳网从而保证仙客来生长所需的光照要求。 

 控制每次给水量，不要过大，需要增加给水量时，最
好是增加给水频率。 

 增加氮肥的供应量 (每次给水的氮肥浓度为：75—100 

ppm - N/K 比例为：1/3). 

请留意： 

CURLY® 瑰丽皱边花型适合冬季种植。 

  4 4 个实验品种：：  

2420 - CURLY® 瑰丽皱边鲜橙红色 

2471 - CURLY® 瑰丽皱边鲜海棠红色 

2495 - CURLY® 瑰丽皱边鲜橙红色 

2507 - CURLY® 瑰丽皱边镶边品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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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冠径(17-22 cm)的种植要点：  

留意在做生产计划时，花期定在平均气温处在15°C的期
间。在这样的期间，开花的速度很快，花量也很大。  

ADT : 每天平均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