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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红艳’桃是 2000 年用‘河洛红蜜’作母本，
‘玉西红蜜’
、
‘艳光’和‘地方桃’的混合花
粉作父本杂交育成的晚熟离核新品种。果实圆球形，平均单果质量 350 g，阳面呈玫瑰红色，肉质细密，味
甜。离核，硬度大，耐贮运，抗逆性强。果实于 9 月中下旬成熟，恰逢中秋节和国庆节，市场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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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Freestone Later-maturing Peach Cultivar ‘Shuangho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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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uanghongyan’ is a new freestone later-maturing peach cultivar which was derived from the
cross ‘Heluo Hongmi’ × ‘Yuxi Hongmi’，‘Local peach’ and ‘Yanguang’ nectarine peach by Forestry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00. The fruits are big in size，spherical in shape and rose
in color. The average single fruit weight is 350 g. The fruit flesh is high firmness，sweet flavour, freestone and
high hardness. The cultivar has strong stress resistance and it is tolerant to storage and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The fruits matured in the middle of September which is the time of Mid-autumn Festival and
National Day exactly. Therefore the cultivar has a good marketable foreground.
Key words：peach；cultivar；later-maturing；freestone

中国已育成了一些优良的晚熟桃品种，但还存在果肉相对较软，耐贮运性欠佳，裂果落果现象严
重等问题（肖宝祥 等，2005；刘玉祥和李淑芝，2007；杨英军 等，2009a，2009b）
。2000 年用‘河
洛红蜜’作母本，
‘玉西红蜜’
、
‘艳光’油桃和‘地方桃’3 个优良种质的混合花粉作父本进行杂交，
翌年春将得到的 94 粒杂交种子层积催芽播种，5 月下旬嫁接在 5 年生毛桃砧木的‘大久保’树上，2002
年第 1 次结果，其中一株杂种表现大果、色艳、味甜、离核、抗逆性好、硬度大且耐贮运特点，经过
连续 8 年（2002—2009）观察和结果性能比较，优良性状表现稳定，定名为‘双红艳’
（图 1）
。该品
种于 2009 年 2 月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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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特征特性
生长势较强，树冠自然半圆形，树姿半开张，自花结实。一年生枝条阳面暗红色，新梢绿色，平
均节间 2.3 cm，叶片狭披针形，叶尖渐尖，叶基狭楔形，叶缘细锯齿，叶色深绿，平均叶长 18 cm，
叶宽 4 cm。蜜腺 2 ~ 4 个，肾形。花蔷薇型，花瓣红色，平均花冠直径 1.5 cm。果实圆形，大小整齐，
果形指数 1.0，平均单果质量 350 g，最大 750 g。果顶微凸，似寿桃，缝合线浅而明显，两半部较对称。
果面着玫瑰红色，颜色鲜艳，着色率在 80％以上。果面茸毛稀短，果皮薄。果肉乳白色，近核处深红
色。硬溶质，耐贮运，脆甜可口，离核，香浓，纤维少。可溶性固形物 15％左右，可食率 96％。
在河南中北部地区 3 月中旬叶芽萌动，3 月底初花，4 月上旬盛花，花期 8 ~ 9 d。4 月中旬展叶，
下旬进入新梢迅速生长期。果实 5 月上中旬开始第 1 次迅速膨大，8 月中旬开始第 2 次膨大，9 月上旬
树冠外围果全着色，9 月中旬内膛果着色，果实可分 2 ~ 3 次采收，果实发育期 160 ~ 170 d，成熟期正
好处于国庆节和中秋节。11 月中旬落叶。其自花授粉的特性有效避免了花期病菌侵染，克服了果实发
育后期的严重裂果、落果现象。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在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种植。以 3 m × 4 m 或 2 m × 4 m 的株行距为宜，自
然开心形或二主枝“Y”字形整枝。枝条应控制在 120 000 ~ 150 000 条 · hm-2，轻剪长放，以培养长
中果枝为主，果枝粗度以 0.3 ~ 0.4 cm 为宜。严格疏花疏果，每枝留果 2 ~ 3 个， 5 月下旬定果后套
白色塑料膜袋效果最好。套袋前后喷一次杀虫、杀菌剂。 “前促后控” 是密植幼树丰产的技术关键。

图 1 桃新品种‘双红艳’
Fig. 1 A New peach cultivar ‘Shuangho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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