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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引种的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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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我国亚热带丘陵山区大量退化生态系统急待改良的需要，在经济生态学分析基础上， 

提出以小果类作为开发南方丘陵山区的作物之一。应用“生境因子分析苦”理论，论证 了黑莓在江 

苏省引种的可行性。针对黑莓原产区与新引种区承热和土壤因子的差别，提出了选地和及时立支 

架 、土壤改良、土面覆盖、病虫害调查与防治四项栽培技术要点。论证了小果类发展应以加工研究 

为前导和保证。同时开展了大规模国产悬钩子野生种质资源调查，发现存在富含 V SOD和微量 

元素 se的种质，发掘出21种优良种类 分别有直立性强、丰产、果大、色素含量高 、抗病虫等优点， 

是未来黑莓和树莓育种值得注意的原始材料。最后指出下世纪我国黑莓和树莓生产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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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 guide to blackberry introduction He Shan-An，Gu Yin，Sun Zui4u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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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210014) J PlantResour ＆ Environ．1998，7(1)：1～9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valopment of economy on the land within mass 

degenerative ecosystems in subtropical hilly areas in Chirm． small fruits were 

recommended by authors as ideal CI~ops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al and ecological 

analysi~ W ith the theory of “Habitat Factors Analysi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lackber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has been verified Directing at the 

differences of water。heat and soil factors between the original producing area and the 

introductional area．claims for site selection and essentials of cultivation were sugge~ed． 

e i mainly(1)trellis；(2)soil improvement；(3)mulching and(4)systematically 
monitoring of pests and diseases．It pro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fruits should 

be preceded and ensured by the researches of fruit processing．M ean while．wild R“6“ 

germplasms in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and outstanding species were selected，and some 

ofthem have been found extremely rich in VP，SOD and Se．Tlh0se were thought 

valuable in blackberry and raspbe rry breeding in future．The prospect of blackberry 

prod 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aspberry introd uction in subtropics of China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blackberry；theory of plant introduction；Rubus；germplasm resources 

l 前 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植物多样性的发掘利用永远是植物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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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动力。植物种质多样性的研究对种植业的创新、开拓以及新作物的出现、新产区的开辟和 

新产品的形成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预见性地正确选择最适种 

质资源，可以在同样的人力、物力和土地的投入下，取得更加丰富多彩的收获。因此，生物多样 

性的巧妙应用是种植业中最明智、最廉价和最有效的选择。李振声院士(1988)曾就生物多样 

性种质利用问题作出精辟的评说：一个基因振兴了一个产业，一个物种繁荣了一个国家的经 

济。且不说野生植物橡胶的发掘利用的划时代意义，即便是已被利用的栽培作物，如大豆和甜 

橙引种到美国、油菜引种到加拿大、猕猴桃引种到新西兰等，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也深令世 

人瞩目。而且，后者往往更容易在短期内取得成效。 

本文论述的是作者在植物引种实践中形成的创新性理论和工作方法，在黑莓引种中所起 

的导向作用及其发展。 

2 引种对象选定中的经济生态学分析 

2．1 经济灌木是低丘退化生态系统中的适宜物种 

在我国南方，山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5O％以上，其中低山丘陵占很大比例。随着植被遭 

受破坏程度的加剧，出现了大面积低丘退化生态系统。在此生态系统中，水热分布不均、水土 

流失严重、土层浅、土壤贫瘠、保水保肥力差，对极端生境因子的缓冲能力低，旱、涝、冻、虫、病 

各种灾害频繁。因此，选择适宜的物种是开发丘陵山区经济的重要前提。 

低丘退化生态系统中人口相对稀少，劳力不足，缺乏精耕细作的条件。据此，改造低丘退 

化生态系统以选用多年生作物为宜。而且，考虑到这样的生态系统内，支撑植被形成的水热、 

土壤营养有限，乔木类中除了最耐瘠薄的如马尾松等先锋树种外，一般难以立足，即使能生存， 

也往往变成“小老树”，生长周期长且产出低劣。而灌木类所需的水热和养分远比乔木步，在此 

条件下所能形成的生物量已可转化为优质的产品，且大多数种类有发达的侧根和支根，在浅土 

层交织成阿，对保持水土比较有利。因此，经营这类土地时，选择灌木型物种比较适宜。 

2．2 小果类是我国低丘地区适用的经济灌木 

世界四大小果类果品中，除草莓属草本类外，悬钩子、兰浆果和醋栗均属灌木类型。它们 

具有生态适应性较强、易栽培、成林快，以及对水、热、肥力条件的要求较低．人力、物力投入步 

而产出较早的特征。尤其是酸性土特有的兰浆果，是我国广大红壤地区极有发展前景的种类。 

2．3 发展小果类生产符合时代需要 

近年来，在世界果树发展中，小果类的发展速度是其他果树的3倍左右，被称为“新兴的小 

果类”。其主要原因是小果类果实主要消费途径是加工成饮料、酒类和各种食品，尤以天然饮 

料为主。随着人民保健意识的增强，对天然饮料等的需求增大，促进了小果类的发展。据作者 

等 8O年代在欧美市场所见，本文所述四种小果类产品多数色泽艳丽，风味醇美，具特有的宜人 

香味，而且营养丰富。其市场价格均高于一般果品如苹果、柑桔等产品，而且深受消费者欢迎。 
一

些发达国家每年都需从国外进口以弥补本国生产量的不足。尽管本项研究启动于 80年代 

中期，当时我国正处改革开放初期，饮料市场以价格低廉的配制产品和外来的雪碧与可乐类为 

主，但作者等预见到随着国外市场的影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天然饮料的需求必然会大大 

增加，以超前意识开展小果类引种研究，及时开发出了符合发展潮流的新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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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学有序地部署研究和开发 

生境因子分析法的观点认为，引种的成败和在生产上见效的快慢，决定于引种对象的生态 

适应性与引种地生境固素的吻合程度。 

悬钩子类的主要栽培类型包括树莓(raspberries)和黑莓(blackberries)两大类，前者主要分 

布在美国北部和加拿大以及欧洲的温带地区，适应于夏季相对冷凉少雨，冬季寒冷，土壤通透 

性好的自然环境，由于根系很浅，耐旱耐湿性均差。黑莓分布在美国和欧洲的暖温带到亚热带 

地区，比较适应夏季炎热的环境，对空气湿度和土壤湿度的适应性相对强于树莓，较能适应暖 

冬气候，但冬季抗寒力较弱。显然，其生态特性与我国东南部的生境比较吻合。加之，悬钩子 

属植物特有的萌生枝第二年结果的早实特性和枝条扦插繁殖容易的特点，都非常有利l于短期 

内在江苏省和我国东南部推广。兰浆果(blueberries)有三大主要类型：高丛兰浆果(highbush 

blueberries)、兔眼兰浆果(rabbiteye blueberries)和矮丛兰浆果(1owbush blueberries)。其 自然分 

布区、产区和生态适应性各异，但其共同特征是需要有机质丰富的酸性土壤，有的还需要强酸 

性土壤，在有机质含量很低的矿质土壤上比较少见。我国中北部地区不易发展，但在南方的广 

大红壤地区，可能成为开发南方丘陵山区的重要经济作物。醋栗分穗状醋栗(currants)和醋栗 

(gooseberries)两大类，主要起源和分布于北欧和中欧的寒温带地区，适应于夏季冷凉和冬季寒 

冷的气候环境。我国东北部已有一定资源，今后有可能引入国外优良品种，在北方建立生产基 

地⋯。据此，根据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地理位置，适栽区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先 

近后远、先易后难的原则，作出以黑莓为小果类引种第一阶段主攻对象的抉择。 

3 黑莓生态适应性分析及引种点的选择和栽培技术要点 

3．1 生态条件的比较研究 

表 1列举了美国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的Raleigh和西北部华盛顿州邻近加拿大西南部的 

Coupeville二地的主要水热因子，前者代表黑莓生产地的环境，后者代表树莓主产区的条件；引 

种区选择了江苏省西南部的溧水和东北部的赣榆以及本所所在地南京三个点。从垒年和 6～ 

8月水热因子的分布情况看，Coupeville与引种点的差异十分显著，引种区降水量过大和夏季 

高温多雨对适应于冷凉少雨环境的树莓来说，属于主要的不适宜因素，即限制因素。显然现有 

的生产性树莓品种难以适应江苏省的气候条件。而 Raleigh的水热固子则与引种点的条件比 

较接近。可以预见，黑莓有可能适应江苏的气候条件。但引种点与黑莓原生产区之间仍有差 

异，如引种点夏季温度偏高，特别是漂水和南京 7～8月温度偏高，而且夏季降水量和雨 日数太 

多。这些虽不属限制因素，也会固不利于果实的发育和采收而影响产量。事实证明，在引种区 

确实发生了后期果实发育不良和成熟果实不能及时采收，造成丰产不丰收和病虫害等问题。 

另外，在土壤因素方面，引种区中赣榆点的 pH值偏高，其他二地虽然 pH值与原生境差异不 

大，但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土壤结构较差，肥力偏低。根据生境固子分析法的原则，这些生态 

条件的不足之处，应该而且需要通过小环境的选择和合理的栽培技术给以弥补和调整_2， 。 

3．2 立地条件选择 

如前所述，本省 6--8月降水量过多，而苏南丘陵地区的土壤又多为粘壤土，排水不畅，雨 

后土壤中水分不易排出，又遇高温，对根系和地上部生长、果实发育和成熟都十分不利。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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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缓坡地形则排水比较容易。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结构较好，在同样的土壤含水量条件 

下，根系通气条件较好。另外，黑莓性喜微酸性土壤．在选地时也应考虑，即使不能满足微酸性 

要求，也必须避免栽种到碱性土壤上。通风透光性较好的小环境，有利于雨后空气湿度的调 

整，并能充分利用 6--8月较少的晴朗天气，为果实发育和减少烂果提供较好的环境。 

衰 1 黑莓和树莓引种点与原产区木热园子的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water and h∞t factm's between introductional areas and cr~na)produdng ar№ 口f blackberry and 

raspberry 

地点 
L0cabtv 

6～8月 J岫e～August 

平均温度(℃) 

Mean Ⅱm 降水量 

Precioi伯tion 

6--8月 6月 7月 8月 ) 

Jane～,aug Jan e Ju Ly Aug 

降水天数 Raining days 

≥10mm天数 

总天散 I~ays>／10mm 

Total 6月 7月 8月 

June July Aug  

美国 USA 

Rale~h，NC 

Coupev／lle．W A 

中国江苏 Jiangsu．China 

赣榆 Ganyu 

漂水 Lishui0 

南京 Nonjiugz 

25．1 24 0 26 0 25．4 352 6 21 0 3 3 4 

15 5 14 2 16 1 16．2 69 5 9 0 0 O 0 

‘ 1951～1973统计值⋯ Staffstics 1951--1973； 1961～1970统计值 stat s 1961～1970； 
夏季 Suilt／yle1"； ”RMeigh和 Coupeville降水>／12 7 mm天散 days ≥12．7 nan for Raleigh and Coupevil]e 

3．3 栽培技术要点 - 

3．3．1 及时立支架 黑莓栽培一般需要搭支架，支架高度应在 1．5 m以上，以保证枝蔓全部 

上架，果实通风透光，否则在多雨季节易发生烂果。在推广生产过程中，部分农户为减少投入， 

在栽植第 1年常不设支架，任枝蔓蔓延。由于 1年生苗枝蔓不能充分生长，影响了早期丰产。 

赣榆县吴山林场利用原有的葡萄支架(高 1．8 m)，在栽植第 1年就上架，第 2年在 0．8亩土地 

上．即获得 1 025 kg(15 4t／hf )的高产，并连续 3年获高产，第 3和第 4年产量分别为 1 285 

和 1 250 kg(19 3 t／hm2和 18．8 t／hm2)，远远超过美国原产区的平均产量水平。以后，他们又 

在 0．7 hm2上采用同样措施．当年即有少量结果．2 100多株 1年生苗，每株平均结果 0．25 kg。 

而栽植当年未搭架的黑莓园，不但当年没有产量，第 2年产量也不高。 

3．3．2 改良土壤 引种点的粘性土壤通透性、pH值和肥力方面的缺陷虽然并非限制性因素， 

但与黑莓最适宜的微酸性、有机质含量高、土壤结构好的壤土相 比还有距离。为了达到高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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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尽可能加以改良。 

3．3．3 土面复盖 土面复盖不仅有很好的防止杂草和冬旱的效果，而且，用松树锯屑或碎树 

皮作为覆盖物，还可降低土壤 pH值，锯屑和树皮碎屑腐烂后又可增加土壤有机质，是一项很 

有效的土壤管理措施。 

3．3．4 病虫害调查与防治 由于原产区与引种地生态系统的差异，病虫害的种类与危害程度 

不尽相同。从引种开始，就对病虫害种类进行全面调查，病虫害一旦蔓延就可及时提出防治对 

策。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新作物引种成败的关键之一。黑莓引种过程中已经发现某些在原产 

区未见记载，而在新引种区发生并有一定威胁性的虫害，如星天牛(Anoplophora chlnensis 

Forster)和小兰象甲(学名待定)等。有些农户在黑莓园养鸡，产生了意想不到良性生态效应， 

既可利用鸡喜爱吃虫的特性，大大减少了虫害发生，又提供了极好的有机肥料，增产效果明显。 

4 加工研究促进黑莓种植业的持续发展 

4．1 加工研究先行是种植业发展的保证 

在果树发展中，因产品利用销售环节不畅，导致农民遭受经济损失，因而引起砍树毁园的 

教训不乏其例。黑莓的主要消费方式是加工产品，其果实柔软不耐贮运，而且又是一种结果 

早、见效快的果树，一经发展，果实很快就会上市，并面临销售上的压力。黑莓又属新引进的作 

物，虽然其加工品在国外市场已属常见，但对我国来说，还需要一个了解、研究和摸索的过程。 

为此，我们采取了引种栽培与加工利用研究同步的方针。 

表 2 果实加工研究进展与溧木县黑葺种撞业发展过程 
Tab 2 Pr0 站 of n簧t h龉 帅 fruil larocesalag and the developn~nt of cultivation of blackberry in Lishni~Ollnty 

在引种植株开始结果后，立即开展果实成分分析、色素稳定性观察、加工利用方法等一系 

列研究，并指导产地及时建立果汁加工厂和冷藏库，负责果品收购和加工果汁。在开始结果， 

产量较少，还不足以形成产品的情况下，研制生产出“野山花”混合果汁饮料(获 1990年江苏省 

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新产品展交会”金奖)，使少量产品也可充分利用[ 。产量增多以后，又研 

制了纯“美国黑莓汁”饮料(获 1995年中国高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江苏省’95科技优秀 

① 部海燕．孙醉君．蔡剑华．黑莓原果汁及其果汁饮料的加工．食品工业科技，1997，(6)：(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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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证书、’96中国(海南)国际糖烟酒食品博览会金奖)r6]0A。果品加工研究的成果保证了种 

植业的稳步发展(表 2)。事实证明，这是发展加工类果树的成功经验。 

4．2 加工产品必须符合市场需要 

根据我国国情，在一段时期内市场需要的小果类加工产品品种将保持以饮料为主，但今后 

有可能推出高档型的果实原汁饮品。具有悬钩子果实独特香味的果酱也将推向市场，但由于 

我国人民是以大米为主食，果酱的消费比倒不可能高。其他食品和以鲜果形式消费的比例也 

将随着市场销售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4．3 黑莓鲜果及加工食品的特性 

4．3．1 色素 黑莓果实因色素含量高而呈黑色，果汁则为鲜艳的紫红色。色素溶于水和醇 

类。在 pH 2以下为橙红色，pH 3～4为橙色，pH 5～6为橙黄色．pH 6以上则色泽不佳。色素 

易受金属离子的影响，因此不宜使用金属容器。耐热性强但在光化学反应下易褪色，在无直射 

光条件下果汁可保存 3年不变色_6 J。 

4 3 2 香味 黑莓果实具悬钩子的特有香味，经气一质联用检测出挥发性成分 51种，其中主 

要的有 一蒎烯、 蒎烯、对一甲基苯乙酮、月桂烯、柠檬烯、间伞花烃等。 

4．3．3 氨基酸、维生素、糖、酸和蛋白质含量 氨基酸含量较高，而且人体必需氨基酸的比例 

较高。维生素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vE含量高(表 3)。另外，鲜果中含Vk，在Hull和 Chester 

两品种中分别达 0．113 mg／100g和 0．083 mg／100g。糖、酸和蛋自质含量见表 4。 

衰 3 黑莓果实硬加工品中维生素和氨基酸含量Img／l~g}0 
1妯 j Vitamin and卸 帅  ∞ Ⅱt即 ．n blackberryfraita andi~aduets 

4 3 4 矿质元素含量 果实和果酱中主要矿质元素含量见表 5。除一般矿质元素外，值得注 

意的是 se的含量在 Hull和 Chester两品种中分别达 0 271rag／100g和 0．217mg／100g。 

① 郑海燕，褥醉君，蔡剑华 黑莓原果汁及其果升戗书}的加工 食品工业科技．1997．(6)：(待发表)． 

② 李维林，孙醉君，郝海燕 黑莓鲜果及加工产品的营养成分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1998．1O(2)：(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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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质资源研究与悬钩子种植业的发展前景 

我国有悬钩子属植物 200种以上，为该属现代分布中心之一．有着十分丰富的种质资源。 

但由于尚未开展品种改良和栽培化工作，种类尚处野生阶段。而国外已有 100多年的栽培历 

史，并已选育出一批栽培品种。引入国外良种黑莓为我所用，有利于短期内在生产上见效。然 

而，品种改良无止境，外来品种往往存在适应性等方面的某些弱点，要实现持续发展，不能不以 

本国基因资源的利用为后盾。为此，从 1988年开始，开展了我国悬钩子资源的研究工作。此 

项工作先后得到江苏省科干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地理学会的资助。历 

时 10年，调查和收集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省的悬钩子资 

源 7 刮；建立了我国唯一的悬钩子属植物 田间种质库 ；经过成分分析和性状比较，选出一 

批有直接利用价值或可作为育种材料的种类，为良种选育打下了基础l1 ，”】。 

5．1 富含特殊成分的种类的发掘 

成分分析发现，我国悬钩子属野生种果实和叶片中营养物质含量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超氧化物歧化酶和硒的含量(表 6)。 

表 6 几种野生矗钧子果实和叶片中se和 SOD含量 -” 
lab 6 Sb and SOD ∞nt蛐 b in fruits and leav皓 of smne wild Rl spee~  

江西种源 Jiangxl prov~ se 

5．2 野生种优良种质及其优良栽培性状的发掘 

在野外资源调查中发现了21个优 良种质，其主要特点见表 7。在这些种质中仅有粉枝 

莓、插田泡、红泡刺藤和茅莓在国外树莓育种中有应用的记载，大多数尚未引起注意[ 。而且 

@ 李维林．孙醉君，郑海燕 黑莓鲜果及加工产品的营养成分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1998，10(2)：(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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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还发现，同一个种内不同种源的种群差异很大，如插田泡和茅莓的贵卅1种源明显优于江 

苏种源，贵州种源的插田泡种群中还有果色黄、红、黑三种不同类型，果实大小和风味均有所不 

，可以看出，我国西南部野生种质的遗传多样性十分丰富，利用的潜力很大。 

表 7 21种矗构子优良野生种质资潭的主要特点 
Tab 7 Main characterlslics of 21州 ld置H6啦 墨ped曙 

5．3 从悬钩子属种质资源多样性看我国南方悬钩子种植业的前景 

引种学的研究必须辨证地对待品种选育和适应性栽培两个方面的问题。世界悬钩子属栽 

培品种主要是树莓和黑莓两大类。如前所述，黑莓对我国南方的生态条件比树莓更适应。引 

种结果也表明，现有的生产性树莓品种不能直接引种在我国南方栽培。但树莓果实香气的诱 

人和浓郁为黑莓所不及，因此，在欧洲市场特别受到消费者的偏爱。国外育种学家正在进行耐 

热耐湿树莓新品种的培育，以进一步扩大其适栽区域，并 已有所进展。找国的野生种质资源将 

近半数属于树莓类的空心莓亚组，且有些种类能在南方低海拔条件下生长，说明并非所有树莓 

种类都不能适应夏季的高温和多湿条件。如能进一步应用我国特有资源于树莓的品种改良， 

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以预见，到下一世纪，树莓在我国悬钩子种植业中的位置有可 

能因为导入中国特有的基因资源而有所突破，当然这一切都有待于中外育种学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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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论 

黑莓在江苏的引种是成功的。它不仅表现了达到甚至超出原产区的产量和质量+而且在 

目前条件下，还表现出栽培容易、较耐瘠薄、病虫害步的特点。这种在新生境所表现出来的优 

势，我们称之为“引种效应”。“引种效应”的产生是一个物种处于新生境条件下，尤其是处于与 
一

群新的物种组成的新环境下生存的结果。引种学的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引种效 

应”。在这方面的努力中，监测病虫害的发生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部分。为此，对引入的新作物 

作全面系统的病虫害调查和监测是不可少的。作者等研究认为，通过栽培措麓来调整作物的 

生境条件，就有可能最大程度、最长时间地保持“引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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