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樱桃产业介绍	

产品与服务
澳大利亚的樱桃种植分布在六个州，其中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
州、塔斯马尼亚州为全澳三个最大的樱桃出产地；南澳位居第四。 

樱桃种植增长十分迅速；上述四州的种植主要以出口为主。 

西澳和昆士兰的樱桃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满足本地市场需求。

澳大利亚各州情形不同，季节种植时间各异，樱桃产季受气候变化、
品种和种植季节影响，由十月中下旬延伸至次年二月底。
澳大利亚目前樱桃年产量为15,000吨，其中30%用于出口。到2020

年，樱桃产量有望达到20,000吨，出口量有望占产量的50%。



新南威尔士州
新南威尔士州传统的主要樱桃产区在杨恩
(Young)和奥林治(Orange)镇附近。樱桃新产区
包括希尔斯顿(Hillston)、马奇(Mudgee)、惠灵顿
(Wellington)、蒂墨特(Tumut)、百特洛(Batlow)。为
延长新南威尔士州的樱桃产季，新产区已在种
植樱桃。

希尔斯顿(Hillston)和纳罗迈恩(Narromine)

地区努力出产全澳最早收获的樱桃。惠灵顿
(Wellington)和马奇(Mudgee)也视为樱桃早熟区。
早熟樱桃可能产量波动较大(受季节影响)，而
且可能不如后熟樱桃品种的产量多，但市场溢
价却较高。

为保证樱桃供应的连续性，新南威尔士州
中西部其他地区的樱桃产区也在发展之中。中
西部地区小气候环境及海拔高度多种多样，有
助于优质新鲜樱桃的持续生产。

樱桃生产
 
 企业数量 种植公顷(估计) 产量(吨)
   

 108 800 4,407

生产特点
新南威尔士州的樱桃产季大概始于十月下旬 
(希尔斯顿和纳罗迈恩)，一直延续到圣诞节，于
一月中旬结束。樱桃成熟期如此之长，主要归
功于多样化的品种和广泛分布的种植区。大多
数农场会平均选择早熟、中熟、晚熟品种，这样
一旦雨水影响其中某个品种的产量，也还有其
他品种可以挽救损失。

地区不同，主要种植品种也有差异。奥林
治镇的各品种主要来自于萨默兰(加拿大)。杨
恩也种植类似品种，但罗恩实生(Ron’s Seedling)

是主要品种。
奥林治镇 (Orange)的主要品种是，玛绅

特(Merchant)、先锋(Van)、克蒂亚(Kordia)、拉宾
(Lapin)、席梦(Simone)、甜心(Sweetheart)、莱尼尔
(Rainier)、滨库(Bing)。

杨恩(Young)的主要品种有：皇后(Empress)、 
伯莱特(Burlat)、苏普瑞(Supreme)、罗恩实生
(Ron’s Seedling)、斯坦拉(Stella)、拉宾(Lapin)、甜心 
(Sweetheart)。

种植较少的品种包括席梦(Simone)、希尔
维亚(Sylvia)和紫星(Black Star)、斯坦拉(Stella)、伊 
丽斯(Earlise)、早甜(Early Sweet)、图菜里(Tulare)、 
布鲁克斯(Brooks)、秦林(Chelan)和甜佐治亚
(Sweet Georgia)。

维多利亚州
维多利亚州的主要樱桃种植区分布在维多利
亚东北部、高宝谷(Goulburn Valley)、上高宝(Upper  

Goulburn)/史庄伯吉(Strathbogie)、维多利亚南
部；这些地区的樱桃产量占维多利亚州樱桃产
量的85%。其他较小的樱桃产区散布在维多利
亚州各处，例如本迪戈(Bendigo)和克兰(Kerang)。

樱桃生产
 
 企业数量 种植公顷(估计) 产量(吨)
   

 95 800 4,500

生产特点
维多利亚州樱桃的主要产季从每年的十一月
中旬到次年一月下旬，有些早熟品种的产季早
在十一月初，晚熟品种的产季直到次年二月。

由于种植区域广泛，气候多样，当地樱桃
种植者能够在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二月大约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出产樱桃。维多利亚北部地
区的樱桃比高原地区的樱桃成熟得早，特别是
高原地区托尔米(Tolmie)的樱桃直到次年的二
月底才收获。

尽管樱桃的产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
地气候条件，诸如花期降霜、采收期降雨等气
候变化都会导致樱桃减产，目前该州的樱桃产
量仍估计约为4,500吨。

生产系统
果园种植使用现代化生产系统，大多数较新栽
培的植株采取开口丛干树形的整形方式。果园
采用微灌系统，樱桃种植者非常了解必须改善
果园土壤管理措施。

维多利亚州现有超过50个樱桃品种；但由
于当前购买者对樱桃质量和货架期的要求不
断提高，许多老品种和市场反应欠佳的品种已
遭淘汰。

目前主要栽植的品种为玛绅特(Merchant)、
滨库(Bing)、苏普瑞(Supreme)、皇后(Empress)、斯
坦拉(Stella)、拉宾(Lapin)、甜心(Sweetheart)和先
锋(Van)。

该 州 最 近 引 入 一 大 批 其 他 品 种 ；新 品
种中最受欢迎的是弗布莱姆 (Ferpr ime)、席 
梦(Simone)、早甜(Early Sweet)、皇家莱尼尔(Royal  

Rainier)、甜佐治亚(Sweet Georgia)、克蒂亚(Kordia)、 
秦林(Chelan)、伊丽斯(Earlise)和澳樱(Australise)。

塔斯马尼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的樱桃产季，从十二月中下旬一
直延续至次年二月底结束。樱桃生产的高峰期
为一月中下旬。塔斯马尼亚的樱桃生产主要针
对出口市场，该州的病虫害非疫区优势，更有
利于樱桃的出口。 

塔斯马尼亚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都公认
为果蝇非疫区，借此优势，该州能够向许多具
有严格进口规定的国际市场出口产品，例如日
韩台湾。 

塔斯马尼亚属岛屿地区，检疫控制措施严
格。塔斯马尼亚也公认属于火疫病等其他许多
重要病虫害的非疫区。病虫害压力的减少意味
着化学品使用度的降低。 

塔斯马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种植樱桃，
包括侯恩(Huon)/海峡，东南区(包括煤河谷(Coal 

River Valley)和速乐(Sorell))、德文谷(Derwent Valley)、
塔玛区(Tamar)以及位于斯博瑞顿(Spreyton)和阿
尔弗斯通(Ulverstone)的西北沿海地区。

樱桃生产 

 企业数量 种植公顷(估计) 产量(吨)
   

 76  560 4,000

生产特点
塔斯马尼亚州属岛屿地区，深受温带海洋性气
候影响；因此樱桃生长期气候温和绵长，果实
成熟慢，保证口感饱满。  

采收后，樱桃立即进行水冷处理，并通过
国家最先进的专业樱桃分级设备打包装箱。为
符合出口市场协议要求，樱桃通常装入两千克
和五千克的纸箱内。 

塔斯马尼亚樱桃目前出口至全世界超过
二十个国家，包括亚洲、中东地区和欧洲。 

樱桃种植者和包装商通常受到公认食品
安全质量保障体系的认可。 

生产系统 

新果园一律采取中高密度栽植方式。栽植品
种的选择主要根据坐果能力强、果实大、收获
时间、特别注重品种的抗裂果能力强。塔斯马
尼亚栽植的主要樱桃品种(批量种植)为拉宾
(Lapin)、席梦(Simone)、甜心(Sweetheart)、希尔维
亚(Sylvia)、雷吉娜(Regina)、克蒂亚(Kordia)。新品
种包括有甜佐治亚(Sweet Georgia)。

以下资料简要说明各樱桃生产州的产业状况。



昆士兰
昆士兰的樱桃种植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以斯
坦索普(Stanthorpe)为中心的花岗岩带(Granite 

Belt)区域；该地区的樱桃种植者普遍规模较
小，一般都用樱桃生产来补充农业其他收入；
只有少 部分 种 植者以樱 桃 生 产为主 要收 入
来源。主要的樱桃产区位于格兰阿普林 (Glen 

Aplin)和花岗岩带的顶峰区(The Summit)，包括
分布于亚棉(Amiens)、波济尔(Pozieres)和瑟文
理(Severnlea)的小型种植者。该地区生产的樱
桃占昆士兰的樱桃产量的100%。

樱桃生产

 企业数量 种植公顷(估计) 产量(吨)
   

 18 20-25 36

生产特点
昆士兰的主要樱桃产季从十月下旬到十二月
下旬，有些早熟品种，产季开始于十月中旬，有
些晚熟品种，产季直到次年一月下旬。

生产系统
昆士兰樱桃的主要生产系统采取独立开张花
瓶(open vase)的树形整形技术，一些新栽植株使 
用开张塔图拉(Open Tatura)技术。有些种植者正 
在实验使用其他棚架树形系统。滨库(Bing)、斯
坦拉(Stella)、拉宾(Lapin)、布鲁克斯(Brooks)和早
甜(Early Sweet)是该州主要栽植的樱桃品种。

其他栽植品种包括早伯莱特(Early Burlat)、
伯格斯道夫(Burgsdorf)、苏普瑞(Supreme)和皇后
(Empress)；仍在试验种植阶段的品种包括澳樱
(Australise)、伊丽斯(Earlise)、克蒂亚(Kordia)以及
澳大利亚国家育种项目的一些品种，包括汤姆
爵士(Sir Tom)、唐爵士(Sir Don)、南希夫人(Dame 

Nancy)和瑞玛夫人(Dame Roma)。

西澳州
西澳 州主要 樱 桃 产区分布于 一 个狭长 种 植
带，由唐尼布鲁克(Donnybrook)延伸至西南部
的彭伯顿(Pemberton)。该地区有一些大型种
植者分布于唐尼布鲁克 (Donnybrook)/基拉普
(Kirup)和曼吉马(Manjimup)/彭伯顿(Pemberton)

区域，也有一些小型种植者散布于巴林戈普
(Balingup)和桥城(Bridgetown)郡。这一狭长地带
的樱桃出产量约占西澳樱桃出产量的85%。其
他较小的产区分布于巴克山(Mt Barker)和阿尔
伯尼(Albany)之间，包括在端林阿普(Dwellingup)

区域的一些种植者。

樱桃生产

 企业数量 种植公顷(估计) 产量(吨)
   

 70 70 500

生产特点
西澳樱桃的主要产季在每年十二月中旬至次
年一月下旬，有些早熟品种产季开始于十一月
上旬，有些晚熟品种的产季能够持续至次年二 
月份。

生产系统
西澳樱桃的主要生产系统采取独立开张花瓶
(open vase)的树形整形技术，一些新栽植株使用 
开张塔图拉(Open Tatura)技术。

滨库(Bing)、斯坦拉(Stella)、拉宾(Lapin)、甜
心(Sweetheart)和先锋(Van)是该州的主要栽植
品种；其他老品种包括玛绅特(Merchant)、苏普
瑞(Supreme)和皇后(Empress)。

近年引入许多其他品种，新品种中最受欢
迎的为弗布莱姆(Ferprime)、席梦(Simone)、早甜
(early Sweet)、皇家莱尼尔(Royal Rainier)、甜佐治
亚(Sweet Georgia)、克蒂亚(Kordia)、斯坦拉(Stella)、 
秦林(Chelan)、伊丽斯(Earlise)和澳樱(Australise)。
种植区也栽培了许多未经测试的新品种，包括
桑德拉玫瑰(Sandra Rose)、甜早(Sweet Early)、红
水晶(Red Crystal)、天蓝(Celeste)、森巴(Samba)、茵 
代克斯(Index)和交响曲(Symphony)。

南澳州
南澳有三个樱桃产区；主要产区为洛夫蒂山脉 
(Mount Lofty Ranges)(通常称为“阿德莱德山” 
(Adelaide Hills))。另外两个产区分布在南澳河地 
地区和南澳东南部。

“阿德莱德山”是南澳樱桃种植最重要的
地区，樱桃产量约占南澳樱桃总产量的90-95%。 
该地区分为数个小区域发展，各自利用特有
的小区域气候条件和果实成熟微生态环境。
阿德莱德山虽然地理面积不大，但即使种植
同一品种的樱桃，成熟时间却会有2-3周的区
别。该地区分区包括：蒙塔丘特(Montacute)(最
早熟产区)、切利维尔(Cherryville)、诺顿峰(Norton 

Summit)、巴斯克特山脉(Basket Range)、夏日城 
(Summertown)、尤蕾德拉(Uraidla)、弗雷斯山脉
(Forest Range)、兰伍德(Lenswood)、肯顿谷(Kenton  

Valley)和古马洛克(Gumeracha)。
阿德莱德山以南一小片叫菲尔半岛(Fleurieu 

Peninsula)的区域也出产少量樱桃；该区樱桃种
植者规模较小，主要满足本地市场需求。东南
区是相对较新的樱桃种植区，主要满足本地市
场需求。阿德莱德东北的河地区域为樱桃早熟
区，出产早熟樱桃销往东部各州和西澳市场。  

樱桃生产

 企业数量 种植公顷(估计) 产量(吨)
   

 118 590 2,500

生产特点
南澳樱桃主要产季为十一月中旬至次年一月中
旬，有些早熟品种的产季则早在十月初(河地区
域)。有些晚熟新品种，产季可延至次年一月下旬。

生产系统
南澳现种植超过50个品种；然而由于购买者对
樱桃质量和货架期不断提高的要求，许多老品
种和市场反应欠佳的品种已遭淘汰。

斯坦拉(Stella)和拉宾(Lapin)为主要种植品
种，该区也种植许多针对当地地区性和种植者
特定市场(利基市场)的其他品种。

总体而言，玛绅特(Merchant)、斯坦拉(Stella)、 
拉宾(Lapin)、甜心(Sweetheart)、席梦(Simone)为
主要栽植品种。滨库(Bing)、苏普瑞(Supreme)、
皇后(Empress)、先锋(Van)、萨米特(Summit)、艳阳
(Sunburst)、克蒂亚(Kordia)、维斯塔(Vista)、兰伯特
(Lambert)这些品种的产量水平不同，但受欢迎
程度都在下降。只有少数专业种植者栽植莱尼
尔(Rainier)。还有许多种植者栽植罗恩实生(Ron’s 

Seedling)。南澳最近引入许多其他品种；表现最好
的品种包括紫星(Black Star)、萼里甜(Earlisweet)、 
甜佐治亚(Sweet Georgia)、秦林(Chelan)、伊丽斯
(Earlisweet)、澳樱(Australise)、桑蒂纳(Santina)、森
巴(Samba)、希尔维亚(Sylvia)和雷吉娜(Regina)。



出口意向查询请联络

澳大利亚樱桃协会
全国机构 
联络人：Simon Boughey
澳大利亚樱桃协会 
电话：+61 419 871 824 
电邮：ceo@cherrygrowers.org.au 
网站：www.cherrygrowers.org.au 

新南威尔士州                        
联络人：澳大利亚樱桃协会新州分会 Kate Noller   
电邮：secretary@nswcga.com.au  

维多利亚州 
联络人：维州樱桃协会 Kath Boast  
电邮：info@cherries.org.au 

澳大利亚各州收成表，阴影深度代表主要农作规模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维多利亚	
新南威尔士
南澳州
塔斯马尼亚
西澳州		
昆士兰

南澳州	
联络人：澳大利亚樱桃协会南澳分会 Andrew Flavell  
电邮：asflavell@adam.com.au 

西澳州 
联络人：西澳水果协会 Nardia Shaw
电邮：nardia@fruitwest.org.au

塔斯马尼亚州
联络人：塔斯马尼亚果农协会 Phil Pyke  
电邮：phil@fruitgrowerstas.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