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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的优良品种 “赫尔”与 “切斯特”及其栽培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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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学差植物研究所，南京t o0 ， 

黑莓 (Rubus spp．)原产于北美，其果实 

柔嫩多汁，营养丰富 ，色泽宜人，适于鲜食 

或加工成果汁、果酱 、糖水罐头等 。果实富 

含维生素 E、s0D、7一氨基丁酸等抗衰老物 

质，在欧美很受消费者欢迎，自50年代 来 

发展很快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 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对食品和营养的要求也逐渐多样化。本 

所从 1 986年开始，从美 国引入了7个黑莓品 

种，经过几年的观察研究表明，黑莓在江苏 

省的生长与结果均表现 良好 ，特别是其中的 

赫尔 (Hul1)和切斯特 (Chester)两个品种 

表现最佳 。现将其主要特性及其栽培技术简 

介如下 

1 植物学特征 

黑莓分直立、半直立 、莲性和有刺、无 

刺等类型。其地下部为多年生 ，无主根 ，根 

系分布较浅；地上部为 2年生 ，即每年春季 

由根部或根颈发生萌枝 ，当年仅营养生长，次 

年开花结果，2年生枝结果后 自然枯死．由新 

的 1年生萌枝取代。萌枝数量固品种而异 ，一 

般 l一3个 ，有些品种为 8一l0个 花芽为混 

合芽，在叶腋内形成 花两性 ，为顶生圆锥 

花序 ．自交可孕，花色粉红或白色，花序开 

放时 ，一般顶花先开，然后 由基部向上部依 

次开放，果实成熟顺序与开花相同 聚合果 

果形固品种而不同，成熟果为紫黑色 ，实心 

2 品种主要特性 

2．1 赫尔 

为无刺类型，半直立性 在无支柱情况 

下，1年生苗 自然株高 4O一印 em 植株生长 

本 文干 1995 ol—ll收 到 ． 

2．5 抗逆性 轻。 

抗寒力强，母树在 1 6年中经受了两次大 

的周期性冻害，能够安全越过一35．3 C的绝 

对最低温度，在 1 987年 11月中下旬突然降 

温到一30．7℃的条件下．其 1年生枝条先端 

木质部变褐，步部分花芽受冻，大部分花芽 

开花结果正常，其抗寒力强于苹果梨和南果 

梨等品种 

抗病虫能力较强．食心虫危害极轻，其 

它常发性病虫害如蚜虫、孪始叶螨发生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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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栽培技术要点 

该品种树冠较小．树势中庸 行株距可 

采用 5 m×3 m或 4 mx 3 m，适宜树形为纺 

锤形或小冠疏散形，幼树修剪不宜太轻，力 

求多发枝条。易形成结果枝．坐果率高，应 

注重疏花疏果 ，适当控制负载量，并要及时 

回缩结果枝组 ，加强肥水管理 ，多施有机肥， 

生长后期早停水。适宜的授粉品种为红秀 1 

号 、红 秀 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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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2—3年生苗萌枝数平均为 i．6—2．0 

个．粗度约 2．0 CFf1．抽生侧枝数 1 5 i7个。 

在南京．3月中旬至下旬萌芽，4月下旬至 5 

月上旬现蕾，5月中旬至 6月初开花．7月初 

至 7月下旬果实成熟 成熟果为紫黑色，圆 

柱形，果实大，平均果重 6 5 8．6 g。果实 

昧甜酸，汁多．含可溶性 固形物 8．3 ．品质 

优。单株有果穗 75个左右，每穗平均有果粒 

18．3个。单株平均产量 7．45 kg，3年生每公 

顷产量 17．25 t(吨)。为极丰产品种 。要求冬 

季 7．2℃以下的低温有 ?00 h(小时)。该品 

种 喜 光 ．抗病 虫 害能 力强 ．耐 旱 ，并 可耐 

一 1 5℃左右的低温 

2．2 切斯 特 

为无刺类型，直立性好于赫尔品种。在 

无支柱情况下，1年生苗 自然株高约 80 cm。 

植株生长势强．2—3年生苗萌枝数平均为 

I．7—1．9个，粗度 2．5 cm左右．抽生侧枝数 

I2--i 9个。在南京．3月中旬至下旬萌芽，4 

月上旬至 5月上旬发枝 ，4月上甸至 5月下 

旬现蕾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开花 ．7月上旬 

至 7月底果实成熟 成熟果为紫黑色 ，圆锥 

形 ，果实较大，平均果重 6．o一7．6 g。果实 

昧较酸，汁多，舍可溶性固形物 7．4 ，品质 

优。单株有果穗 8o个左右 ．每穗平均有果粒 

I 9．6个，单株平均产量 7．O1 kg，3年生每公 

顷产量 I 5．75 t 为丰产稳产品种。要求冬季 

7．2 C以下的低温有 ?00 h。该品种喜光，耐 

旱 ，并可耐一I 5 C左右的低温 。但较易遭受 

星天牛的危害。 

3 栽培技术 

3 1 建园 

最好选用排水 良好 、土层深厚、土壤肥 

力适宜、阳光充足的平地或缓坡地建园。如 

在贫瘠土壤上栽植．耕翻时应多施些有机肥， 

以提高土壤肥 力 

3．2 栽植 

黑莓定植宜在早春芽萌动前进行。赫尔 

和 切斯 特 品种 生长 势强 ，其行株 距 宜 为 

2．0 2．5 m×1．5 2．O m 在瘠薄地或荒地 

上 栽 植可 采用 沟植 方式 ，即沿行 向开宽 

5o cm、深 50 CFfl的栽植淘，放A一定量稻草 

并施 用适量厩肥或土 杂肥，平均株施 5一 

lO ，或株施饼肥 0．5 1．0 kg．然后接一 

定株距将苗定植于淘内 ；在 良好土壤上栽植 ． 

可采用穴植方式，即接行株距挖直径和深度 

均为 50 cm的定植穴 ，并在穴内施入适量有 

机肥 ．然后将苗定植于穴内。定植时．应将 

根系同肥料隔开。苗木定植深度以埋没根颈 

部为宜 ．定植后应及时灌足水 ，以确保苗木 

成 活 。 

3．3 搭桨绑蔓 

赫尔和切斯特为半直立品种，需要搭架 

栽培。架式一般采用篱形皇架 ，即沿栽植行 

每隔 5 6 m立一支柱 (采用水泥桩或木桩 

均 可)，芰柱埋入土下0．7m，地上留高1．8m， 

埋好支柱后，在其上拉两道或三遭铁丝 ，并 

在两端打地桩拉紧，固定铁丝。枝条上架采 

用扇形绑扎。 

3 4 修剪 

黑莓修剪有夏季修剪和冬季修剪 夏剪 
一

般在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前后进行，主要 

是对根颈发生的萌枝进行摘心，当萌校长到 

I．0一I．5 m时即予打顶，以控制其高度并促 

进侧枝生长 ．然后将萌枝和萌生的侧枝及时 

引绑到支架上 、以防风折。冬剪通常在入冬 

后封冻前或解冻后萌芽前进行，一般采取轻 

剪的原则 将枯死的老枝从基部剪去，将有 

病虫害和冻死的萌枝全部剪除，疏去一些细 

弱和过密的枝条 、然后对余下的枝条进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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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苹果死芽发生原因及防治技术研究 

武躲 杰 兰生  
， 洲 f ’_ ， ’ —__—_——一 、，∥～̂ v f 

(山东省烟 台农业学校，264002) (山东省牟平县果树中心) 

烟台市到 1992年已发展北斗苹果 3 300 

hm。(公顷)。近年来该品种出现死芽现象．其 

死芽率为 l0 一50 ，给北斗苹果丰产优质 

带来严重影响，亟待研究解决 1992一l 994 

年 ，我们进行了本项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 

遭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在牟平县五里头、集庆、苏家瞳 3个 

果固进行。1992年五里头、集庆的北斗／／k棱 

海棠，行株距5 m×4 m，为 6年生树，苏家 

疃的北斗／M26／／k棱海棠，M26砧段长度为 

25 cm，行株距 3m×2m，也是 6年生树。土 

壤有机质含量为 I．14 左右 ，每公斤土壤含 

有机氮 57 mg左右，速效磷 23．7 mg和速效 

钾 61．6 mg左右，pH为 6．4—6．8 

车童于 1995 02—2l收到 ，1995一舳一l4收到修改蔼． 

此宜蛀烟台市总农艺师邵谜元先生审阅，谨此致蔓1． 

当短截 ，并将这些枝条均匀地绑缚在支架上 
一 般每株可留健壮的侧枝 1O～1 5个，枝长 

1．2—1．5 m，每株留芽数约 4oo个 。 

3．5 肥水管理 

冬季可结合翻地旌用有机肥，如用饼肥 

每株可施用 0．5—1．0 kg．厩肥每株可施用 

1O—I 5 kg。生长期追施速效肥 l一2次，第 1 

次可在 5月中旬开花前进行，第2次在 6月 

中旬进行 {追施时应注意氮、磷、钾肥的配 

合施用 ，一般若土壤中有效磷高于 35 rag／ 

， 有效钾高于 200 mg／kg时，宜 追麓氮 

肥为主 ，反之则应补充磷、钾肥。若苗木生 

长过旺，可减少施用量 

在 6—7月黑莓果实发育期．若降水不 

足，应及时进行灌水．以保证果实发育。但 

在南京地区，此时正值梅雨季节．雨水过多． 

则应注意排涝，以防积水。 

生长季节应及时进行中耕除草，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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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第 1年，苗木较小，中耕除草需进行 5— 

6次，以保证苗木 良好生长。定植第 2年 

后，年内一般可进行 2—3次。此外，每年冬 

季还应全面魏耕一次。 

3．6 防治病虫害 

黑莓病虫害发生较少，在南京地区，傻 

发现有星天牛危害茎的基部。防治上 可在 

8—9月的晴天，检查黑莓茎的基部，如发现 

有星天牛的产卵孔，可用4O 敌敌畏乳油的 

2O倍稀释液注入产卵孔，一般防治 2—3次． 

即可收到 良好效果 

3．7 采收 

6月底至 7月初黑莓果实由红变黑 质 

地由硬变软即表示成熟 ，可以采收。但其果 

实系陆续成熟．固此采收需分批进行，但多 

集中在 7月中下旬 黑莓果实不耐贮藏 。采 

收后需立即鲜食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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