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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莓 的 开 发 价 值 及 其 栽 培 

孙醉君，蔡剑华．殷云龙，郑海燕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设在江苏瘩南京市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86年从美国引进黑莓，井砷果实营养成分、加工 

产品、栽培品种，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等进行奎面系统研究。试栽证明黑莓适应性强，栽培管理容易，定植 当 

年见果，3年丰产。果实富舍 V 锌、硒以厦各种氨基酸，鲜果可鲜食，也可加工制成果汁饮料、果昔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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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为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原产北美，1986年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南京)首次从美国引^【j】。 

黑莓的成熟果 实紫黑色。晶莹乌亮，柔 软多 汁。酸甜适 

口．可鲜食，更适 合加工。鲜果可速冻 或制成 果汁、饮 

料、果酱 、糖水罐 头、果酒等。黑莓果实营养 丰富，加工 

后多种营养成分基本上得到保存，如表 1、表 2、表 3所 

示 【 。 

V V V 

总量 

氨基酸 

人体必需 的 
氟基酸总量 

鲜 果 l19 5 26 2 】 75 20 3 0 223 0 428 0 244 

果酱 47．6 22．5 1．27 15 4 0．061 1．180 0 222 

上述营养成分中，最突出的是 、 含量相当高，是 

苹果的 6～7倍，柑桔 的 4倍，草莓 的 3倍。锌 和硒的 

含量，以及氨基酸的总量也都明显高于苹果和柑桔。 

此外，由于果实富含紫色 素．因此 果 汁色泽红艳，十分 

诱人，风味爽 口纯 正。另外，SOD含量也相 当丰富。在 

欧美，黑莓及其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自50年代以来 

发展一直很快，超过 了其他水果。 

黑莓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适合在捧水 良好的丘 

陵坡地上栽培。 

1 开发现状与前量分析 

1986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次从美国引^。 

1988年又引进 7个品种的无性 系苗木，1989年 春将 其 

中的 2个优 良品种在所内外试种，1991年春 又将 上述 

品种引至连云港地区试 栽，栽后 2～4年的产量情况如 

表 4131。 

4 南 寨市 和连 云 

美国黑莓的产量 (栽植 3年后 )为 6 0t／hm2，丰产 

园为 9．0～11．5dhm ，上述试栽地 的产量超过 了美 国 

的丰产水平，可见引种是成功 的。但是，黑莓属加工型 

果树 ，引种 成功后能否很快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加 

工品的开发。随着黑莓汁饮料和糖水罐头的研制成功 

与投产，黑 莓的种植 、加工 、销售一条龙格局已开始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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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993年南 京、连 云港 的黑莓 总面积 仅7 7h ，至 

1998年春，江苏全省已有 666 7hm 左右，总产量达到 

31 500t。近期产量还会连年增加。 

黑蒜汁饮料已开始受国内消费者青睬 黑莓速冻 

鲜果及糖水罐头，外商也很感兴趣，市场正在拓展。 

2 黑莓的生物学特性及品种 

2．1 植物学特 

黑穗为蔓生半直立或直立灌木，分有刺和无捌两种 

类型。地下部分多年生．元主根，根系分布浅。地上部 

每年春季从根或根颈部萌发新枝，当年只进行营养生 

长，次年开 花结果。结果后 自然桔死，由新萌发的 1年 

生枝取代．如此循环往复。萌枝数量囡品种而异，～般 

1～3个．有些 品种可多至 8～10个。花芽 为混合芽．在 

叶腋内形成 两性花，为顶生圆锥花序，白花可孕。花 

色粉红或白色。花序开放对，一般顶花先开，然后由基 

部向上依次开放。果实成熟顺序与开花相同 果实为 

聚合果．锥形或圆柱形，周品种而不同 成熟果紫黑色， 

实心n1。 

2 2 生物学特征 

黑莓怕渍水．耐早力较强，但为了获得高产．果实发 

育期和堪到干旱时仍需进行灌溉 最适合的土壤 pH 

值是 6～7，有机质含量 2％以上 以排水良好的砂壤土 

为好，花芽分化要求一定的低温，即7"C以下的温度约 

需 700 750小时，冬季能耐一15"C左右的低温 

在南京地区，目前推广钓两个品种赫尔和仞斯特都 

在3月中旬至下旬萌芽，4月下旬至 5月上旬萌枝，从4 

月下旬至5月下旬现蕾．赫尔的开花期为5月中下旬至 

6月初．切斯特晚5天左右。赫尔的果实通常从 6月下 

旬至 7月中下旬成熟，切斯特约迟 7～lO天。上述两个 

品种落叶期不集中，从 11月份开始，直到欢年 1～2月 

才结束。 

黑莓自花结实．花期 l5～20天．果实发育期约 4O 

天，果熟期 20～30天。妨果绿色，成熟时先转红，然后 

遥渐加豫成为紫黑色。植株连入结果期早，一般定植当 

年即可见果 第二年每 666．7m2产量在300-400 左 

右，最高可达 800 。第三年进^盛果期，每 666 7m 

产量 750-100Okg，最高可达 1600kg，隔年结粜现象不 

明显。如管理良好，可持续穆产，经济寿命 10--15年左 

右。 

黑莓落花不严重，但有一定比倒的无效花，同一花 

序内，后期开放的往往不能坐果。采前落果主要发生在 

粟熟期。在成熟觏阀若髑雨连绵，不能及时采收，鲥引 

起霉烂脱落。 

另外，虫害 乌害也舍造成产量损失，有时损失率可 

超过 40％。 

2．3 品种 

当前推广的优良品种赫尔和切斯特，已在 1994年 

通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认)定委员舍的认定 

(1)藉尔 

为无捌类型．半直立性．在无盘柱韵情况下，1年生 

苗 自然株高 40-50crn，植株生长旺盛 2—3年生 苗萌 

枝效平均为1 6--2 0个，粗度约2．0era．抽生侧枝数 l5 

～ l7个。在南京，3月 中下旬萌芽，4月 下旬 至 5月上 

旬植株基部萌枝，结果枝现营，5月中旬至 6月初开花， 

6月下旬至'月中下旬果实成熟 成熟果为紫黑色，圆 

柱形。平均果重 6 5～8．6g，果 实味酸甜 、汁多，可辩性 

固形耪含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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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ks，3年生园 

每公甄产量 17 25t，为极丰产 品种 要求冬季7 2"C以 

下的低温 700小时，扦插成活率较高。 

(2)切斯特 

为无刺类型，直立性强于赫尔，在无支柱情况下，1 

年生苗 自然摊高约 80era，植株生长势强，2～3年生苗 

萌枝数平均为1．7～1．9个，粗度为2．5em左右，抽生侧 

枝效 12-19个。在南京，3月中旬至下旬萌芽，4月下 

旬至 5月上旬萌枝现蕾，5月下旬至 6月上旬开花，7月 

韧至 8月初果实戚熟。成热果紫黑色．圆锥形，平均果 

重6．0～7．6g,果实味较醴、汁多，台可藩性 固形物 

7．4％，品质优。单株有果穗 80个左右，每穗平均有果 

粒19．6个，单株平均产量约 7 01kg，3年生目每公顷产 

量约 16．05t，为丰产品种。但在南京地区，由于谈品种 

成熟期较晚，正值高温季节．菌此后期有部分果粒不能 

成熟 要求冬季 7．2"C以下 的低温 700小时。该品 种 

喜光、耐旱、耐肥。但扦插成活率较低H J。 

3 栽培技木 

3．1 建园 

量好选择捧永良好，土层深厚，土壤有机质音量≥ 

2％，土壤 pH值 6-7，阳光充足的平地或缀城地建园。 

如在有机质音量较低的地片栽种，耕翻时应多施有机 

肥 黑莓定檀宣在早春蒴芽前。中等肥力的地段株距 

1 5m，行距 2．0m，即每 666 7 种植 222株。肥力高 

的地片株距可增大至 1．8—2 0m，行距不变。采用穴植 

方式，定檀穴的深度和直径均为 50crn。在土质较粘重 

而又瘠薄的低丘荒地种植，可采用淘植方式，即沿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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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宽 50cm、深 50cm的栽植沟．平均株旄饼肥 0．5～1kg 

或土杂肥 l0～15kg。定植时将根系与肥料隔开，覆土 

深度以埋至根颈为宜 ．栽后及时 浇足定根水．以保证苗 

术成活。 

3．2 及时搭架绑蔓 

赫尔和切斯特 皆为半直立 品种，最好在栽植的同时 

竖立支架，以便将当年发出的枝条及时绑蔓上架。一般 

采用篱壁式栽培，栽植行 内每隔 5～6m立 一支柱(水泥 

柱、术桩均可 )．支 柱埋人 土下 0．7m，地 上留高 1．8m。 

埋好支柱后在其上拉两道或三 道铁丝，并在两端打地桩 

拉紧．固定铁丝，枝条上架采用扇状绑扎。 

3．3 修剪 

第一次修剪在 5～6月，当萌枝 高度达到 1～1 5m 

时摘心．控制高度并促进侧枝生长。然后将萌枝、侧枝 

及时引绑到铁丝上，以增加通风透光。第二次在 8～9 

月．当果实采收完毕结果母枝逐渐枯黄时，将老枝从基 

部剪去，并清除出支架。第三次在 l2月落叶后或早春 

发芽前，本着轻剪原则．将病虫枝和受睬枝 全部剪除，并 

疏去细弱枝和过密枝．再对余下的枝条进行短截，然后 

均匀地绑缚在支架上。一般每 株可留健壮 的侧枝 10-- 

l5个，枝长 1．2～1 5m。如需繁殖 可将冬季剪下的枝 

条选其强壮者截短埋人土中，将来用做插条。 

3 4 肥水管理 

每年冬季全面翻耕一次，同时每株施饼肥 0 5～ 

lkg作基肥。生长季追速效肥，第一次在 5月中旬(开 

花前)，第二次在 6月上、中旬果实发育期。追肥时氮、 

磷、钾肥配合，如果园地土壤中有救磷高于 35mg／kg、有 

效钾高于 2oo,-~／va,则以追氮肥为主．反之应补充磷、 

钾肥 

在 6—7月问，如降水不 足，应及 时进行摧溉 以保 

证果实发育。如雨水过多 则应注意排 涝，整个生长季 

节需进行多次中耕除草。 

3．5 病虫害防治 

黑莓的病害不重 只是在土壤过于瘠薄且定植时又 

未施肥的情况下，植株发芽后会出现叶片皱缩现象。加 

强管理后会逐步 自行消失。在南京虫害主要有金龟子、 

小象甲等危害新 萌发 的嫩梢 星天牛危 害茎干基部 蝽 

象 、蝇类等危害果实。针对不 同的害虫采取相 应的农药 

进行防治。在冬季耕翻时进行一次清园。 

3．6 采收和加工 

黑莓成熟期比较长，需分期分批采收。当果实由红 

变黑、质地由硬变软即成熟。采收宜在早晨 5～l0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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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采果容器不宜过大过深 ，以防果实互相挤压而破损 

腐烂。采后鲜果应当H加工或进冷库暂存，次 H务必全 

部加工完毕．因此．应就地建 加工厂。 

目前江苏省黑莓 的加工产品主要 是果汁饮料和糖 

水罐头。近 1～2年开始生产速冻鲜果．并供外销。 

果汁加工可采用压榨法和浸提法 ，前者 比较适用， 

压榨时间短．速度快，适合大批量生产．并能最 大限度地 

保 留果实的色索和营养成分。 

生产果汁的工艺流程是 ：选果一洗果一加 热软化一 

压榨一粗游一精游一均质一脱 氧一浓 缩一 灭菌一 灌装 

一 冷却一检验一冷藏。 

加工糖水罐头的工艺流程是：选果一洗果一装罐一 

加糖液一消毒一密封一冷却一 检验一入库【 。 

3 7 苗术培育 

黑莓可采用扦插、压条、分根蘖、组培等方法繁 殖． 

目前主要采用硬枝扦插及根蘖育苗，有条件 的地方 还可 

用嫩枝扦插法。 

(1)硬枝扦插 在冬季修剪时(12月落叶后)．将健 

壮充实无病虫害的枝条剪成长 8～12cm、带有 2～3个 

芽的插条．抄藏，早春萌芽前(约在 2月 中旬前后)扦插。 

将插条埋人土中 3～5cm，每平方米插 40～50条。插后 

浇足术，并覆盖稻草，此后经常保持土壤湿润。管理良 

好时成活辜可选 40％～50％．高时在 60％以上，当年冬 

季即可出圃 扦插苗术出圃后土中还残 留不少根段 ，可 

用来继续繁苗。具体方法是冬季在 圃地施少量有机 肥， 

浅翻一次，将肥压人土中，早春进行整地作畦，早时浇水 

1次，至 4月份即可萌发出大量根蘖苗，每平方米留苗 

20株左右，以后管理 同一般苗圃。 

(2)嫩枝扦插 7月 中旬至 8月初在 遮荫棚、全 自 

动喷雾条件下进行嫩枝扦插，插床土壤用泥炭和砂，按 

1：1混合，插后 7～10天 即可生根．成 活率可高 达 80％ 

～ 90％。一个月后移至露地．加强管理 翌春 即可出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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