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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南京盆栽条件 F．黑莓(t~Lb／／$1．．spp)“Hull 品种 1年生扦插苗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为70％ 上时，地上部 

分和地下部分均生长良好．正常开花结实；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降到 50％～60％时．地上部分生长明显减弱，地下部 

分生长受到一定影响，但植株都能存括；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降到 45％ 一50％时．地上部分及地下部分均生长不良， 

部分植楝死亡；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降到30％一 ％时，植株无法生存。黑莓“Hull”品种扦插苗是对盐(NaC1)敏感的 

植物，中度(0 2％) 上盐浓度对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地上部分和根系，根颈部所受的影响较小，表现为 

地上部无新的枝条萌出．无叶片产生；地下部无新根产生；根颈部萌芽数量减少，长度变小，随着盐浓度的增加，生 

长减慢甚至死亡。轻度(O．1％)盐处理未见有抑制作用。黑莓不同品种的枝条抗冻性不同，所测定的3个品种中． 

“Hull”抗冻性最差．u 为 一25 5=C．“Chester'。与“Navoho'’的抗冻性相近，u 均为 一2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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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fluenee of water content in sotl，salt COncentration and low temperature to the growth of 

blackbetry(R／／b?2~spp．)were studied in potting test in Nanjing．The results show that：1)whm the soil 
mlativewater contentis hi erthan 70％ ，the stem andthe root s)~tem ofthe secdlings of varieW “HuU”all 

grow well：whenthe 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reduces to 50％ 一60％ ，the stem grows weaker and the root 

suffers a little：wh en山e 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drops to 45％ 一50％ ，aU 山e stem and the root system 

suffer scrionslv and Dan of山e plants dies；if山e 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declines to 3O％ 一 35％ ，the 

plants eaa not survive．2)The vatieW“HuU”is sensitive to NaC1．Meditun concentration(0．2％)of NaCl 
has aremarkableinhibitor：,"effecttothe growth ofthis variety，andthe harmful effectto SllCkeris smallerthan 

to stem andto root system，thatisthere are no new branches and Waves on steleand no ne,w root emergein 

root system，asto suckers，the number andthelength are allJessthan the check，with theincreasing ofN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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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 li t concentration(0．1％)of NaC1．3)The c 0ld hardin ， is different among three varieties： 
“Chester’’and“Navoho”are similar and“Hull”is poorerthan theformer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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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blackberry)(Rubus spp．)果实营养丰富、风 

味醇美、色泽艳丽，适宜加工成饮料、酒类及其他各 

种食品，深受人们欢迎。黑莓适应性强，生长快，结 

果早，产量高，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86 

年首次从美国引进，在江苏部分地区种植已取得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 ．湖南怀化 、山东枣庄 等地已 

有引种 本文就不同的土壤相对含水量及不同盐分 

浓度对黑莓生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对黑莓不同 

品种间的抗冻性进行了比较． 期为黑莓的推广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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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拣聃与责 

1．1 土壤相对含水■对黑莓影响的试验 

黑莓“HLlll”品种于 1998年秋冬季扦插生根后， 

选择大小、长势相对一致的植株，于 1999年3月中旬 

在防雨棚内进行盆栽，每盆 1株。所用瓦盆为高度 

30 cm，口径 30 cm，装入 5 经 2cm孔筛过筛的土 

壤，经测定该土壤的田间持水量为 36．3％。5月上 

旬将成活后的盆栽苗随机分为 5组，每组为一处理， 

每一处理设 7～8个重复，生育期全程控水，使各处 

理的土壤含水量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各处理的土 

壤含水量 相对含水量即土壤含水量占田间持水量 

的百分数表示，分别为处理 l：85％以上；处理 2： 

7O％～8O％；处理 3：5O％ ～6o％；处理 4：45％ ～ 

50％；处理 5：3o％ ～35％，以处理 2为对照。观察记 

录各处理的萌枝、根及果实生长情况。200o年继续 

上述试验 

1．2 不同盐浓度对黑莓影响的试验 

黑莓“Hull”品种，经扦插生根后，3月中旬开始， 

选择大小、长势一致的扦插’苗，置含盐(NaC1)量分别 

为0．3％、0．6％、0．9％和 1．2％的Hoagland完全培养 

液 中培养，一周后开始观察记载地上部、根及根颈 

部的生长情况，以后每隔3～7 d观察记载一次。以 

不含NaCI的培养液为对照，每个处理设置6个重复。 

培养过程中每隔一周更换一次培养液，使 DH值保持 

在5．5～6．0，并且每天对培养液充人空气 1次。 

1．3 黑莓的抗冻性试验 

以“HuU”、“Chester”和“Navoho”3个 品种为试验 

材料．于 1月中旬选取部位、长势、粗细较一致的枝 

条，每品种选 6支，每支约 12～l5个芽，长 15 cm左 

右，参照毕绘蟾等 的方法，置超低温冰箱中进行冷 

冻处理，处理温度为一15℃、一18℃、一2l℃、一24℃、 

一 27℃、一3O℃及对照(一6℃)，按 一6℃／h的速度降 

温，至设定温度后保持 2 h，取出，在 4℃下放置一昼 

夜，缓慢解冻，待测。用电导法测定枝条的半致死温 

度(『J1 )，处理过的枝条切成O 5 mm的薄片，每处理 

重复 3次，每个重复取∞ 个薄片，加入20mL去离子 

水，抽气，在 20℃下，置摇床上以中速摇动 2 h，用 

DDS．3o1型电导仪测定溶液的电导率(EC，)，然后在 

l00℃水浴上蒸 15 min杀死组织，冷却至20℃后再测 

溶液的电导率(Ec2)，以(EC，／E )xl00表示各处理 

的电解质渗出率。 

2 姥栗与分 

2．1 不同土壤相对含水■对黑莓生长的影响 

土壤相对含水量对黑莓生长的影响见表 l 

裹 1 不同土壤相对含水■下黑莓的生长情况 
Table1 The o I of Id I diffece~  re．five _m 裥  

黑莓长期生长在含求量较低的土壤中，部分植株干枯死亡Be— ofthe士 m ，鲫 of dle m怄 耐} 4株的统计值 the d血儿】I 

伽 4 Ⅲns：一：全部植株干枯死亡 all p b ． 

2．1．1 对黑莓萌枝生长的影响 黑莓的根颈部在 

春季发生萌枝，萌枝当年不开花，第二年开花结果， 

结果后自然死亡，再由春季产生的新萌枝取代 ，因 

此萌枝的生长情况对次年黑莓产量影响较大。在观 

察过程中发现，在生长后期生长旺盛的萌枝顶端常 

因昆虫咬啮或机械伤害而折断，无法测出全部植株 

的完整枝条的长度，表 1中的萌枝长度为完整枝条 

及折断后残留枝条的长度，由表 1可看出不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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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含水量下萌枝长度的变化趋势。1999年和2000 

年2个年度的数据都表明，处理 l(土壤相对含水量 

RWC>85％)和处理 2(RWC 70％ 一80％)的萌枝长 

度都达到 150 cm以上，随着含水量的下降，萌枝的长 

度均变短。处理 l萌枝的直径与处理 2相比差异不 

大，处理 3(Rwc 50％～60％)萌枝比处理2细，而处 

理4(RWC 45％～50％)则更细。处理 l萌枝的个数， 

2个年度的数据都高于处理2．而处理 3在 1999年高 

于处理 2．2000年却低于处理 2，可能是因为植株定 

植后的第一年，萌枝的个体(长度、直径)小，从母体 

中消耗的营养也少，因而能产生较多的萌枝，而长期 

在低含水量的土壤中生长，植株长势变弱，导致萌枝 

小而且少，这在土壤相对含水量更低的处理 4中更 

加明显，1999年处理 4中 8株仅 3株各产生 1个萌 

枝，其余 5株均末产生萌枝，到 2000年，存活下来的 

4株苗，每株均只产生 1个萌枝，且生长比对照要瘦 

弱得多。 

2．1．2 黑莓根部生长的变化 从表 l可见，处理 l 

植株根的鲜重比处理 2高，粗壮根(直径 >2 mil1)的 

数量也多；处理 3根的鲜重虽然与处理 2相同为 28 

g，但粗壮根的数量比处理 2少；处理 4根的鲜重和 

粗壮根的数量均比处理 2显著减少。由此可见，充 

足的土壤含水量有利于根的生长，土壤含水量的降 

低会导致根的长势减弱 从表 1中还发现，在处理 

l、处理 2及处理 3中，随着土壤含水量的下降，黑莓 

扦插苗最长根的长度反而略有增加，这可能与由于 

土壤相对含水量在此范围内减少时，植株还可以采 

用延长根长度的方式来吸取尽量多的水分以满足生 

长的需要有关。当土壤相对含水量进一步下降达到 

45％～50％时，植株受到干旱胁迫，根系重量减轻． 

粗壮根的数量减少，最长根的长度也大幅度减小．部 

分植株甚至死亡。 

2．1．3 果实重量的变化 由表 1可见，随着土壤相 

对含水量的降低，黑莓的单果重量减小，处理 2单果 

最重 ，处理 l其次，略低于处理 2；处理3与处理 2相 

比差异较大；处理 4果实明显变小；处理 5(RWC 

30％ ～35％)因干旱胁迫，大部分植株死亡，8株中仅 

有 l株存活，并且不能正常开花结实。可见充足的 

水分有利于果实生长，缺水严重影响黑莓果实的生 

长发育。 

2．2 不同盐浓度对黑莓生长的影响 

NaCI浓度对黑莓生长的影响见图 1和图2。 

2．2．1 萌枝的生长 由图 1看出，不同浓度盐处理 

导致黑莓萌枝数量下降，盐浓度越高，下降幅度也越 

大。对照的萌枝数量随培养时问的延长而增加，大 

约在第 29天达到高峰，以后开始下降；0、3％ NaCl处 

理的萌枝数量也在第 29天达到高峰；0 6％ NaCI处 

理则第 25天出现高峰；0．9％及 1．2％ NaCI的处理 

组．萌枝数量在第 7天就开始下降，且后者下降的幅 

度更大。 

高浓度 NaCI处理不仅对萌枝数量有抑制作用， 

对萌枝长度的生长也有抑制作用。水培 21 d后，对 

照及 0．3％、0．6％NaCI处理组植株根颈部萌枝平均 

长度不断增加，35 d后未见下降，0．9％ NaCl处理组 

萌枝平均长度在培养 29 d后开始下降，1．2％ NaCI 

处理组萌枝平均长度在培养 21 d后就开始下降。 

图2生长曲线的斜率反映了在不同浓度NaCI处 

理下，黑莓植株根颈部萌枝长度的增长速率，在一段 

时间内(水培后 2l一32 d)0．3％、0．6％ NaCI处理组 

的萌枝增长速率比对照大，可能是因为此时对照的 

根系及分枝正在生长，与根颈部的萌枝竞争营养，而 

0．3％、0．6％处理组的黑莓植株根系及枝蔓的生长 

均受到抑制．加之萌枝的数量也少．植株体内的养分 

只需供给较少的萌枝生长，所以萌枝的增长速率较 

对照快，0．9％处理组也有这种现象，但维持时间短， 

1．2％ NaCI处理组因受伤害过重而未见这一现象 

— 0— 0 1％ ；—●一 0．3％ ；一 0 6％ ；n▲-_0 9％ ；一：卜 1 2％ 

圄1 不同 NaCI浓度下黑莓根丽部萌芽散■的动态变化 

ng．1 dl胁 0fthe岫咖 of轴 of 
blac 盯 挪 陆 拳 tI脚盯 the ttifferttlt舶m 哪加柑。嵋 0f N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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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分枝的生长 黑莓扦插苗水培成活后，去年 

生枝的芽萌动，长出分枝 本试验结果显示，黑莓扦 

插苗在不含 NaCI的培养液中，分枝生长良好，至第 

35天时，平均每株长出了 1．42个新枝，长度平均为 

6．68Ⅲ ，叶片能够完全展开。0．3％、0．6％ NaCI 2 

个处理组的6个重复中都只有一个单株在培养早期 

出现新枝，但长度仅维持在 0．2 cm左右 ，未见增长， 

并且 3周内逐渐干枯死亡。0 9％和 1．2％ NaCI处 

理组，在整个水培过程中都有未见有新枝产生，且去 

年生枝条也逐渐干枯死亡 由此可见，黑莓植株地 

上部分对 0．3％浓度以上的 NaC1处理反应是十分敏 

感的 

苫 

。 

苎 

葺 
三 

特 
培 
黠 
《 

O 21 28 35 

培养天数 Days of cultiwt10“ 

-- ~-- 0 I％ ；——●一 0．3％ ；_△_ 0 6％ 

一 ▲_0 9％ ；一[一 1 2％ 

圈2 不同№0浓度下黑毒根臻部萌芽长度的变化 

F．喀．2 0邮窖e 0fthel岫 of sttdkt~s of d 嘲娜  
ⅡⅡdef the di 0wK咖 岛 晒 0f 岫  

将在不含 NaCl的培养液中培养 35 d后长出大 

量新根和叶片的黑莓茁分别转移到含 O．1％、O．2％、 

0。3％和0．4％ NaCI的Hoagland培养液中，仍以不含 

NaC1的培养液为对照，4 d后观察发现，在 0．1％ 

NaC1培养液中培养的黑莓苗与对照一样生长良好， 

其余培养液中的黑莓茁叶片发黄、萎蔫．且基部叶片 

受害较心叶更为严重，根系发黑．随着 NaCl浓度的 

增加受害程度加重，至0．4％ NaCI。黑莓叶片完全焦 

枯。这一现象提示了当含盐量小于 O．1％且有足够 

营养供给时黑莓可以正常生长，含盐量大于0．2％时 

黑莓不能正常生长。 

2 2．3 根 系的生长 水培后第 15天．对照中有 

67％的苗长出新根，0．3％ NaCI处理组的6株苗中仅 

有 1株长出少量新根。0．6％处理组只有 1株苗长出 

极少量新根，0．9％及 1．2％处理组的所有苗均无新 

根长出 

2．3 黑莓不同品种的抗冻性比较 

黑莓不同品种的抗冻性不同(图 3)，图3显示了 

黑莓不同品种低温处理后电解质渗出率的变化情 

况，渗出率为 50％时所对应的温度即为半致死温度 

u  。 

邑 

斟 
书  

袋 

鐾 

韫度 TemperatDre(℃) 

一 口一 “Hall” —0一 Chea “Na~ho” 

圈3 黑毒不同品种经低温处理后电解质藩出章的比较 
F．喀．3 0曲呻凼岫 0f pe舢  of幽曲 enirtoftlt~tmmt 

*1wielt~0fM kb盯口th呻 then曲血啊 I ofl柙 tm~t-atm~ 

由图 3得 出，黑莓 3个 品种 的 分别是： 

“Hall”一25．5℃ ，“Chester”一29℃ ，“Navoho” 一29％ 

可见“Hull”的抗寒性最差 ，“Chester”与“Navoho”的抗 

寒性相近比“Hall”品种稍高。 

3 讨论与结论 

黑莓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大于 85％的条件下能够 

正常生长，具有较强的耐湿性；当土壤相对含水量下 

降到 50％～60％时，植株尚能够存活；当土壤相对含 

水量下降到45％～50％时，植株生长已受到严重影 

响，部分植株死亡；而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降到30％～ 

35％时，植株处于受水分胁迫状态 ，长期处于这种 

状态下，植株无法生存。 

含盐量为O％～0．2％的土壤属于轻度盐渍化的 

土壤 ，0．2％ ～0．4％为中度盐渍化土壤．0．6％～ 

O．8％为重度盐渍化的土壤 J．本试验结果提示，黑 

莓“Hull”品种在轻度盐渍化土壤中尚可正常生长，对 

中度以上盐渍化土壤则无栽培价值 ，这在该品种的 

推广中应引起注意。 

毕绘蟾等 的实验结果表明．18种常绿阔叶树 

--_．-_．_______LrJ_．．．．。．．．．．．．_．．．．．．．．。，．．．．。_．．．．．．．．．．．．．，。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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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叶片的大多数 u 与肉眼观察到的组织死亡温度 

比较接近，认为在抗冻种质资源筛选中，’蜊定 的 

实用性高，因此，本文采用 Ⅱ 作为黑莓抗寒性指 

标。实验过程中植物取材的一致性非常重要，枝条 

的粗细、部位、长势、年龄都需要尽量一致，所切薄片 

也要完整、厚薄均匀+这样测出的数据准确性高，可 

比性强，能提供较准确的抗寒性资料。Galletta等 

报道 ，“Hull”可 在美国抗寒带地图中的 6带栽培 

(其最低温度范围为 一23．3℃ ～一l7℃)。M~ore 

等 报道，“Navoho”在 一23℃下未见有冻害，其抗寒 

性强于“Hull”，本试验的结果进一步明确了它们的半 

致死温度 

“Hull'’和“Chester”是当前黑莓生产中推广的两 

个主栽品种，“Navoho”目前尚未推广。在南京地区， 

田间观察结果表明，气温下降到 一lO℃时，“Hull”品 

种枝条的梢部常出现冻害，而“Chester”未见冻害，本 

实验结果与实际情况的趋势是一致的，由于本试验 

所取枝条为结果枝 其受冻情况将直接影响当年的 

果实产量，这在品种的推广中应当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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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研究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特别是近十年来的 

研究已向多方位发展，目前已呈兴旺之趋势。我国本草的研 

究开拓者黄胜白是本草专著(本草学)的最早奠基人。随着 

本草研究向多学科发展，后人在原著基础上做了必要修订， 

进行必要的删改和增补，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即将面世的新版(本草学)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总论，介绍我国古代本草的发展历史，列举我国古代的重要 

本草著作，对其作者、内容作了简彳r，并予 一定的评价和确 

立其在中国科学史中的地位 

第二部分主要对 56种中草药进行本草考证。介绍了中 

药本草等考证的重要意义和本草考证的方法，通过对 56种 

中药的本草考证，重新确定了中药材的名称及其正品，澄清 

人们耐药物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变迁品种混淆的历史原因，内 

容丰富，考证详实，图文并茂，为我国药物发展史提供重要的 

资料。 

新版(本草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本草的研究和深 

人，对于研究本草的药学、药用植物等相关行业人员．该书是 

一 本不可多得好书，好教材。 

玎书单位或个人可与东南大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胨跃 

联系，邮购需加 15％邮挂费 地址 ：中国江苏南京四牌搂 2 

号，邮政 编 码：210096，电话：025—3792274，传 真：025— 

3362442，户名：东南大学 出版杜，开户行：建行莲花挢分理 

处，帐号 ：0555452610858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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