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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的繁殖技术’一 i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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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210014) 占g ； 

I_墨 介绍了黑莓的硬枝扦插、嫩枝扦插、压条、根囊利用和组织培养等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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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自引入我国8年来，经 

过试种、示范栽培和推广，表明适合我国中部 

地区栽培。其浆果多汁，营养丰富，含有多种 

抗衰老成分，适于加工成果汁、饮料、罐头、果 

酱等食品 ]，受到各地果农的欢迎。目前已建 

成1 50hm2的生产基地，面积仍在继续扩大。 

但发展中存在品种混杂和苗木质量等问题， 

为了提供品种纯正的优质苗木，经过多年实 

践和反复试验，掌握了一套培育壮苗的技术 

措施，现分别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1 硬枝扦插 

硬枝扦插是黑莓的主要繁殖方法，即利 

用去年生枝条于早春进行扦插的一种方法， 

因扦插土壤和步骤不同而分为土插和沙插。 

1．1 土播(蛾混沙土播) 

将插条直接插入苗匝地中，培育1年后出 

圃。目前生产中主要采用此种方法。其优点是 

操作简单，管理方便，缺点是受外界环境影响 

较大，成苗率较低。 

1．1．1 枝条采集与处理 冬季结合修剪采 

条，要求枝条健壮充实，芽饱满，无病虫害。插 

条一般留2芽以上，也可单芽．长度8～12cm。 

将插条5O或100支捆成一捆进行湿沙藏。 

1．1．2 苗圃地的选择和准备：苗圃地应选择 

地势高爽，靠近水源，阳光充足，土壤肥沃．土 

层深厚，中性或徽酸性的沙壤土或壤土。冬前 

深翻冻土，土壤较粘重的可适当混沙，土壤肥 

力差的可施适量有机肥翻入土中，早春浅翻 

耕并整地作床，床宽1．O～1．2m，沟宽0．3m， 

沟深0．15m 扦插前用杀菌剂(如多菌灵)进 

行土壤消毒，喷或擞杀虫剂(如呋喃丹颗粒剂 

等)防治地下害虫。 

1．1．3 扦插的时间和方法：扦插一般在早春 

芽萌动前进行，南京地区在2月中旬前后。扦 

插的方法为：开沟埋条或斜插。以开沟埋条为 

好。埋条深度为3 5cm。扦插密度为4O～50 

支／m 。 

1．1．4 插后管理 ：插苗后应浇足水，盖好稻 

草．减少水份蒸发和土壤板结．以后根据天气 

情况和土壤墒情适度浇水，保持土壤湿润。5 

月份气温升高时，应逐步揭草，防止高温高湿 

引起烂苗。生根后结合抗旱，适量施肥，同时 

注意中耕除草。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一般成 

苗率在4O ～5O ，高的可达7O 以上。当年 

秋冬即可出圃。 

1．2 沙插 

分两步进行，即苗床育苗和圃地育苗。 

1．2．1 苗床育苗：扦插基质一般用沙，也可 

用其他中性、微酸性基质。扦插前应做好扦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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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的消毒工作。以秒为例，最简单经济的方 

法是将秒在水泥地上晒2～3d即可。插床的 

宽度以1．0m左右为宜，深度20cm左右。扦插 
一

般在早春进行，枝条插入沙中2／3～3／4左 

右。扦插前可用生长素 NAA，浓度1 000X 

10 ～1 500X10 处理，以利于生根。使用 

方法：将插条下端浸入药液中1～2s，然后立 

即扦插，扦插密度为300 400支／m 。 

苗床管理的关键是保湿，尤其是空气湿 

度，可采用 自动喷雾设备。人工喷水一般每天 

3～4次，生根展叶后适当减少喷水次数，待生 

根后移入苗圃中培养。 

1．2．2 圃地育苗：苗圃地的要求同前。移苗 

时间在6月中下旬，密度2O～25株／m 。一般 

挖穴栽苗，穴中施适量半腐熟的有机肥，栽苗 

时将肥与土充分混合，不能让幼苗与肥料直 

接接触，以免烧苗。栽好后须立即浇水，管理 

时根据旱情和苗情进行适当的灌溉和施肥。 

整个苗期需中耕除草3～4次。当年秋冬苗木 

即可出圃。 

2 嫩枝扦插 

2．1 苗床青苗 

苗床的要求同前。扦插的时间在6～8月 

进行。插条要求半木质化，每枝条留两节，下 

节去除整个叶片，上节留小叶3片。剪条应在 

阴凉处进行，并注意保湿。扦插前一般用500 

×1O ～1 000 X 10 NAA处理，方法同硬 

枝扦插 ，处理后应立即扦插。深度：将枝条全 

部插入沙中，仅留叶片在沙面。扦插密度应均 

匀，为300～4O0支／m 左右。插后管理要求较 

高，需遮荫，保持空气湿度9O 以上。如有 自 

动喷雾设备，可进行全 日照育苗。如人工喷 

水，一般每天喷水7～8次，水份管理是扦插成 

功的关键。一般5～7d可形成愈伤组织，半月 

左右开始生根，25～30d后移入苗圃地。 

2．2 圃地青苗 

苗圃地的要求同前。床可宽一些(1．2～ 

1．5m)，四周应开排水沟，每4～5床开一纵 

沟，15~20m开一横淘，以保证灌排水畅通。 

插条在苗床中生根后，如不及时移入圃 

地，会影响移栽成活率。移栽密度为20~25株 

／m ，方法与硬枝扦插相似。高温季节，灌溉 

是移苗成活的关键，圃地遮荫可避免曝晒，减 

少蒸发，但需要大量材料，因而增加成本。经 

试验只要进行合理灌溉，苗木移栽成活率可 

达80 以上。具体做法是：选择阴天或傍晚时 

间集中力量栽苗，苗木随起随栽。栽后满灌水 
一

次，满沟水保持一夜，第2天白天 ，保持半沟 

水，傍晚放干。以后根据情况适时适量的浇 

水。苗木成活后，根据苗情进行适当施肥和中 

耕除草。第2年早春即可出圃。 

3 压条 

黑莓枝条具有顶端生根习性。压条时将 

枝条顶端垂直压入土中，深度5era左右。压条 

的时间在6～8月份。枝条压入土中后，需浇水 

2～3次，保持土壤湿润。一般情况下，15~20d 

即可生根，25 30d后剪断枝条与母体的联 

系，留3～4片叶，以后根据旱情和苗情进行浇 

水和施肥。一般第2年春即可出圃。 

4 根蘖利用 

黑莓根插成活率很高，但方法较麻烦，实 

际应用不多。这里是指苗木出圃后利用残留 

于地里的根段萌发成苗。黑莓幼苗生长势强， 

侧根发达，起苗时残留不少侧根。具体方法 

为：冬季在圃地施少量有机肥 ，浅舸一次，将 

有机肥压入土中，早春进行整地作畦，如长期 

无雨水，应灌水1次。一般在4月份会萌发大量 

的根蘖苗，如数量过多，需间苗。每平方米留 

20株左右，利于形成壮苗。中耕除草和灌溉施 

肥等管理同一般苗圃。 

5 组织培养 

利用尚未休眠的腋芽为外植体，用常规 

(下转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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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秃杉、海桐、瓜子黄杨、雀舌黄杨、水杉、池 

杉和柳杉的幼苗及几种观赏竹类等。 

3．2．3 要开发与药用保健兼备的品种。如芦 

荟、苦丁茶、台湾金线连等。这三个品种都比 

较耐荫，除台湾金线连冬季温度需在5℃以上 

外，另外两种均能耐0℃以下低温。随着社会 

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观赏与保健药用 

品种将会逐步受到人们的青睐。 

3．2．4 要从野生资源中发掘新的品种。本省 

观叶类的野生植物达4o种以上，为发掘新品 

种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3．2．5 要适当引进南方或国外一些优势品 

种。如绿萝、红宝石、绿宝石、巴西木、鱼尾葵、 

散尾葵、南洋杉、龟背竹、广东万年青、春羽 

等 。 

3．3 走低投人发展之路 

大多数室内观叶植物品种，冬季要在O'C 

以上，有的热带品种要在5 C以上方可安全越 

冬。为此需要有栽培保护措施 而引进和兴建 

国际先进、高能耗 自控温室等成套设备和技 

术成本太高。因此，可借鉴本省广泛用于蔬菜 

种植的塑料太栅和日光能温室以及改良型多 

层薄膜太棚，使观叶植物周年生产，这样投入 

低，收益高，见效快。 

3．4 建立起研究、生产、流通、服务一体化的 

观叶植物产业化发展体制 

江苏观叶植物产业化的发展必须走商品 

化的路子，建立企业集团，实行分工合作，这 

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专业化的大分工和 

大协作需要可靠的协调和中介服务；规范化 

的流通领域必须建立相应的市场秩序；占领 

市场，扩大消费者群体等则需要宣传、引导、 

营销等较大的软性投入，而所有这些都必须 

要有资金雄厚的企业集团作后盾 同时要建 

立稳定高效的研究体系，即高起点地建立起 

科研、生产、流通、服务于一体的科工贸体制。 

这也是本省观叶植物产业迈向成功的必由之 

路 。 

(上接 第38页) 

5．2 松绑 

秋季嫁接，伤 口愈合快。一般接后1 5d左 

右，便可检查成活情况。叶柄一触即落，说明 

已经成活，否则，未接话。对未接活的，第2年 

春季进行补接。当年出圃的，应在移栽成活后 

及时松绑，以免起苗、栽植时碰伤接穗}留圃 

的，当第2年新枝抽出1Ocm左右时松绑。 

5．3 抹芽 

不论是留圃还是移栽的，第2年都要及时 

抹芽，用利刀从下向上削平。 

5．4 施肥 

留圃苗要重施冬腊肥，并在翌年3月中下 

旬追施一次速效肥。 

致谢 承泰兴市林业站褚生华高级I程师、 

市林场陈余庆场长审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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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消毒，无菌水冲洗后接种在 MS附加不 

同种类和浓度激素的培养基上。培养条件为 

恒温25±2℃，每天光照1 6h，光照强度3 000 

lx。待苗高长至0．5～1．Ocm时，切下，在复合 

生长素溶液中浸一下，转移至珍珠岩生根基 

质中继续培养，生根率可达99 。通过腋芽培 

养再生植株，从外植体接种至生根苗移入大 

田，整个周期约需75d，不受季节影响，繁殖系 

数极高 

参 考 文 献 

1 吴文龙，厢姻．新经济植物黑莓的引种．植物资穰与环 

境 ，1994，3(3)；45～4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