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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京中山植物园于 1986年从美国引入一批黑莓品种赫尔(Hul1)种子，培育出实生苗 350 

株，其中无刺苗 232株。经过8年实生选优，从中选出钟山17一l3优株，并通过组培无性繁殖。其 

果实大 ，平均果重 5．98 g，最大 9．7 g，不仅远高于其他实生单株，也高于原品种赫尔。萌枝粗壮， 

具有较好的栽培性状。值得扩繁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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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s of“Hull”blackberry were introduc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y Nanjing Botanical 

Carden in 1986， from which 350 seedlings have been raised． Among  those 232 are 

thomless．W ith 8-year serection．ZS17．13 was(：ORSidered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plant 

and Was micro-propagated for spreading ．The aggregate fruit of ZS17—13 is large-with 

an averageweight 5．98 g andmaximum 9．70 g．not onlymuchlargerthanthatof the 

other seedlings．but also surpass the original(materna1)culfivar．ZS17．13 iS deserved 
to be extended for h S strong  suckers and excellent characters． 

Key words blackberry；Hulh seedling  selection；yield component 

黑莓(blackberry)是新兴小果类果树的主要种类之一，近几十年来在北美发展迅速．鲜果 

和加工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南京中山植物园在对北美和欧洲几国考察和国内市场调查的基 

础上，1986年从美国引进黑莓种苗和一批种子，目的是通过实生选优，选出适应性较强的良 

种。经过 1986~1994年 8年的选优和扩繁试种，选出了适合本地区生长的果大、产量高的优 

良单株钟山 17—13。本文报道优株的生长结果习性 。 

1．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材料为 1986年冬引入的黑莓(品种：赫尔Hul1)种子。经处理后盆播，共出苗350株， 

其中无刺苗232株，占66，3％。1987年春将无刺苗移入苗圃培养，1988年春定植(1．3m× 

1．7m)于选育圃。1989--1990年进行单株观察，记载生长量、产量、发枝习性和结果习性。 

收精 日期 1995—10-17 

· 承蒙臧 姻、孙醉君研究员，蔡剜华副研究员指导，金 炜、陈 中、般云龙、朱洪武等同志参加工作 谨致谢童。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4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5卷 

2．结 果 

2．1 优株的实生选择 

赫尔种子杂合性较高，后代变异很大。232株中有 22株(约占 l0％)结实不 良，其中有一 

株为重瓣花，还有少数植株花期特长．现蕾、开花与果熟并存。1989年结果株率为59．91％， 

单株产量 0．33±0．40 kg(c．v．121．52％)。1990年进入盛果期，结果株率为 97．03％(不包括 

1989年冬 已淘汰的 36株劣株)，单株产量 0．99±1．10 kg(c v．111．12％)。萌枝习性也有显 

著差异，黑莓栽培品种一般每年每株萌枝数仅 l～3个。而在实生苗中，约有 1／2植株萌枝和 

萌蘖数多，而且发生范围逐年扩大，出现不利于栽培管理的野生性状。1989年和 1990年进 

行了单株产量统计、考果和生长量测定，选出了产量较高的 l7个单株(见表 1)。其中钟山 l7 

13单株果实大小居第一位。1989年和 1990年平均果重分别为 5．42 g和 5．83 g，约为实生单 

株平均果重的两倍，最大果重 9 7 g。产量居第4位。发枝习性有较强的栽培性状。 

衰 1 黑莓部分优株昀产量 果t和生长量 
'lfith1 yidd·fruit_dgk 柚 d~oowtla of~ l,tlV s_ch懵 In scI。c倒 pI_nb 

2．2 钟山 l7．13的生长结果习性 

1990年用组培方法快速繁殖了钟山 l7—13无性系 2 000多株’，经苗圃培养后，1992年 

春选一部分苗在所内定植建园，面积500 mz，株行距为 2．Om×1．8m。试验在较好的栽培管 

理条件下进行。1992--1994年对其产量构成和发枝习性进行了观察。 

2．2．1 枷候期 南京地 区3月中、下旬萌芽，4月下旬 ～5月上甸现蕾，根颈部发生粗壮萌 

- 金 炜等 1991：江苏省第二届生物技术与经济社台发展研讨台论文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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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5月下旬～6月上旬开花，7月上旬～8月上旬为果熟期，l1月至次年 1--2月为落叶期。 

2．2．2 发枝--5性 春季由根颈部发生萌枝，萌枝当年不开花．第二年开花结果，果后自然枯 

死，由春季发生的新萌枝取代 J。 

钟 山17—13生长势强，一年生苗平均每株分枝数为19．21±4．66，密集于基部，分枝长 

1．17±O．67 1"／1，分枝粗O．67±O．13 cIn，定植当年即可成园。一年生苗无粗壮萌枝，第二年起 

能形成粗壮萌枝，平均每株萌枝数 1．83±O．71，萌枝粗 2．22±O．35 CIII，萌枝长 3．81±1．33 

nl，每株侧枝数 l9．35±7．59，侧枝粗 O．98±O．20 CIII，侧枝长 2．29±O．96 m。 

2．2．3 开花结果--5性 钟山l7 13花期约 l5天，果实发育期40天左右。果熟期约3O天。定 

植当年开花结果，第二年产量为7．33 t／hm2。第三年进入盛果期．产量达 l2．89 t／hM。 

黑莓产量一般由单位面积株数、每株果穗数、每穗果数和果重构成[1】。1994年(3年生苗) 

钟山 17 13产量构成为 ：每株果穗数为儿2．52±21．27个，每穗果数为 l3．46±1．96个，平均 

果重为5．98 g．500m2试验园平均株产量为5．47 kg，果熟期因梅雨和鸟害等因素还造成部分 

产量损失。果穗主要分布于萌枝的侧枝上，萌枝本身也能形成少量果穗。果穗大小为：穗长 

16．16±6．80 cnl，穗径 8．97±2．19 c珊，柄长 23．12±6．12 cm。聚合果 长圆锥形．果长 2．87 

±O．38 CII1，果径 2．07±O．14 cm，果形指数 1．39。 

2．3 钟山 l7·13与●●尔和切斯特两品种的比较 

与 1988年从美国引进并已推广生产的赫尔和切斯特(Chester)两品种 相比较(表 2)， 

钟山17．13果重显著高于切斯特，也比赫尔高出6．21％。定植第三年产量与赫尔相近，低于 

切斯特，但不显著。生长量也与赫尔相近而略小于切斯特。 

衰 2 钟山 17-13与推广品种的比较 
lsb 2 om p ̂ 劬n of zsl7·13with旺蛔_ded~lltiwu~【1994) 

* 1993年 12月测定 M~ xed in Decemb~．199：3 

3．小 结 

钟山17·13优良株系果大，产量高，萌枝粗壮，植株呈丛生状，利于栽培管理；繁殖容 

易，除组培外．嫩枝扦插和硬枝扦插成活率都较高。1995年优系钟山 l7．13已通过省级鉴定， 

认为具有优良品种的特征特性，值得扩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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