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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黑莓区域性栽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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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黑莓 (j 珊 spp．)的 Hull和 Chester2个品种为试材在江苏省开展了区域性栽培试验。分析认为，在江苏全 

省各地黑莓均可正常生长、开花和结果，即为适宜生长区。从高产优质的角度考虑，宁镇扬低山丘陵地带和以连云 

港为主的滨海丘陵地区是黑莓种植的最适宜地区，但要注意适时灌溉；徐淮黄泛平原地区和沂沐河丘陵平原地带 

是黑莓的适宜栽培区，不利因素是干旱；江淮湖洼平原、里下河地区和沿海平原地区是黑莓的次适宜栽培区，不利 

因素是土壤肥力较低及雨水偏多；苏南的苏锡常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黑莓的适宜栽培区，不利因素是花果期雨水 

偏多，不提倡大力发展。试验结果显示，适宜的自然条件是黑莓优质和高产的重要因素，但针对不利条件采取各种 

不同的栽培措施也十分重要。通过栽植地点的优化选择和栽培管理措施的强化加以弥补和调整，克服不利因子。 

在江苏全省范围内获得黑莓优质高产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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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il blackberry cultiva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Jiangsu Province LI W_ei．1in．SUN Zui— 

itill，WU W肌．1ong，I Lian．fei， 也NG Hai yah(111e 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Plant Ex S／tu 

Conservation，Institute of Botany。Jiat~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iing 210014． 

China)，J． rtt R~o1．1,F．& l mn．2003．12(1)：38—42 

bs嘣 ：Cultivars HUdl and Chester of blackberry(R／zb／K~spp．)welt~grown and investiga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Jiangsu Province．111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Jiangsu Province iS a suitable region for blackberry to 

grow，blossom and fruit．(2)For high yield and good fruit quality。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highlands in 

Nanjing，Zhenjiang，Yangzhou and Lianyungang are the first suitable for blackberry production though 
irrigation is very necessary in sunm~er；the plain in Xuzhou，the plain an d highland along Yi River and Shu 

River are also suitable for blackberry production though drought exists：Lixiahe region and the a along 
Yellow Sea in Jiangsu are the second suitable for blackberry production．though soil iS poor and rainfall is 

lighfly much；Suzhou，Wu】【i and Changzhou in the southern Jiangsu are also good for blackberry production， 
but it is suggested not to grow blackberry in a great scale because oftoo much rainfall in flowering period．(3) 
Bo th suitable natural condition and cultural measures against different disadvan tages are important for high yield 

and good fruit quality of blackberry．Based On optimization of planting spots and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techniques to overeon~disadvantageous factors，it is SI11~for blackberry to get high yield and g0od fruit quality 
in every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Key words：Jiangsu Province；blackberry；regional cultivation test；planting division 

黑莓(R／／b／／,$spp．)在美国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太 

平洋沿岸 (以 Oregon为主)、加利福尼亚、东南部和 

中西部 4个区域 。由于生态条件的不同，各个区域 

都有它相适应的主栽品种n ]。决定品种适应范围 

的因素有抗寒性、对低温的要求、抗高温的能力、对 

病虫害的敏感性和对各种土壤的适应能力等[3 ]。 

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88—1990年 

先后从美国引入 HUdl、Chester、Black Sailn及 Dirkson 

等 8个黑莓品种 ，经试栽后 Hull和 Chester表现出生 

长强健和优质丰产的特性 ，很适应南京的生态环境 ， 

标志着黑莓引入南京获得成功 ，并很快得 到了推 

广 引。随着黑莓在南京栽培 的成功 ，省内外各地 

也都相继引种。为了更确切地了解这 2个品种在江 

苏省乃至省外的适应范围，提高引种的效率，实现优 

收稿日期 ：2002-06-21 

基金项 目：江苏省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BQ98047) 

作者简介：李维林 (1966一)，男 ，陕西洋县人 ，博士后，研究员 ，主要 

从事植物资源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李维林等：江苏省黑莓区域性栽培试验 39 

质高产 ，在江苏省原有引种栽培试验点 (赣榆、南京 

和溧水 )的基础上，又选择性地在江苏省丰县、泗洪 

和大丰等 3个不同气候和土壤类型的地区进行 了引 

种栽培，同时还对江苏省外几个引种点进行了调查 ， 

试 图通过本研究 为今后 制定江苏省黑莓 (Hull和 

Chester品种)种植区划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在江苏省内选取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气候条件 

和不同土壤类型的地区建立引种栽培试验点，种植 

前测定 各点 的土壤养分。选 用黑莓 (R／Ab／／$spp．) 

Hull和 Chester品种的一年生扦插苗，于 1999年春种 

植 ，每点 20O株，株行距 1．5m×2．0m，种植时各点在 

挖坑、施肥及设立支架等方面力求一致。每年观察 

统计植株生长结果情况，年终测定生长量。第 3年 

果实成熟期前统计每株果穗数和每穗果粒数，共统 

计20株，依此预测每株产量[每株预测产量(kg)= 

平均每株果穗数 ×平均每穗果粒数 ×平均单粒重 

(g)×0．6／1 000]。结合 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初步 

提出江苏省黑莓种植区划和相应的栽培技术措施。 

另外 ，1999年 6月对贵州惠水、浙江桐庐和山 

东枣庄的黑莓园按上述方法进行了调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引种区与原产区的气候条件比较 

江苏省丰县、泗洪 和大丰及原引种 区赣榆、南 

京、溧水与原产地美国北卡罗利那 Raleigh的有关气 

象状况数据见表 1和表 2，土壤状况数据见表 3_2J。 

表 1显 示 ，江 苏省 内各试 验点 的纬 度 介 于 

31~40 N一34~50 N，均低于原产区 Raleigh(35。52 N)； 

年平均温度为 13．2—15．6~C，除赣榆较低外 ，其他地 

区基本上与原产区相 当；绝 对最高温度为 38．1— 

40．5~C，与原产区相当；绝对最低温度为 一12．2一 

一 22．9~C，苏北 的丰县、泗洪和赣榆均低于原产区， 

其他地 区与原产区相当 ；年降雨量为740．3— 

1 160．8 inln，除沿海的大丰与原产区相当外 ，其他地 

区均略低 ，尤其是苏北的雨量明显不足 ；各地 的日照 

率 与原产地 大体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 ，从3个新试 

表 1 江苏各黑莓试验点及美国原产地的气候状况(1961—1970) 

山Ie 1 a status ofdilTefml test spots ofJ'~ gsu Provmce aliI-and the饵电h誓d grow~g嗍 缸UsA(1961—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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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点的统计数据来看 ，近几年气温明显上升，苏北几 

个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和绝对最低气温与原产 区相 

当。多年的栽培经验显示 ，6—8月份 的气温和降水 

直接影响着黑莓的生长发育和开花结果。从表 1可 

见，江苏各地6—8月份的气温和降水都略高于原产 

地。所以，总体上来看，江苏各地的气候条件基本上 

是符合黑莓生长的，只是苏北冬季温度偏低、雨量偏 

少，沿海及苏南雨量偏多，苏中夏季温度偏高。 

由表 3可见 ，3个新引种点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与 

原引种点一样，都低于原产地(2％)，pH值偏高(原 

产地 DH值不超过7)，但含盐量都未超过 0．1％。丰 

县和大丰的土壤虽然有机质含量不高，但质地疏松 、 

排水良好，利于黑莓生长；泗洪、南京和溧水 3地土 

壤比较粘重 ，排水不畅，影 响根系通气 ，且缺乏灌溉 

条件。总的来看，与原产地比较，江苏全省的土壤条 

件并不是最适合的。 

2．2 各试验点黑莓的生长结果情况 

2．2．1 生长情 况 各试验点黑莓的生长情况见表 

4。在栽植当年 ，丰县黑莓 的各项指标都是最低 的， 

这主要是由于定植后恰遇干旱 ，植株勉强成活，所 以 

长势较弱。至第 2年加强 了肥水管理，萌枝粗度 和 

有效侧枝数大幅增加，在同龄园中生长最强壮。相 

反，由于管理粗放，泗洪试验点的黑莓萌枝粗度和有 

表 3 江苏省各黑莓试验点的土壤状况 
Table3 Soil stah蓐ofdilt'ermt test印吣 in Jja Pi~vinee 

效侧枝数这 2项指标 的增长量都不太大。但 3个新 

引种点第 2年测定的各项指标 几乎都较原引种点 

好。从枝条长势看，丰县试验点上黑莓植株枝条粗 

壮 ，大丰的枝条较细长 ，泗洪 的则显得纤弱。3个试 

验点在试验观测的 3 a中均未见枝条和植株发生冷 

害和冻害。 

2．2．2 结果情况 种植后第 2年各园黑莓均挂果。 

但是原来生长基础好的大丰，由于没有经济效益而 

大量砍伐植株，致使第 3年无法统计产量。表 5列 

出了第 3年对各试验点黑莓结果情况的调查数据。 

上述数据表明，丰县黑莓的结果情况很好 ，平均 

每株 的果穗数与赣榆接近 ，且果粒数特别多，经推 

算，株产为 5．4 kg，实际株产 5 l【g，平均单果重5．15— 

5．26 g，比南京和溧水的略大，与赣榆的相接近。泗 

洪黑莓的预测株产为 1．95 kg。尽管丰县 2001年夏 

季干旱比泗洪还严重，但黑莓园在此期间曾适时灌 

溉过 2次，所以果实发育特别好 。由此可见 ，在干旱 

地区，只要注意适时灌溉 ，黑莓仍可获得丰产 。 

由于纬度的差异，南北各地气温高低不同，在物 

候期上表现为丰县的果实成熟期较溧水晚 4 5 d。 

2．3 江苏省外引种点的黑莓生长结果情况 

1996年以后江苏省外许多地区来南京引种黑 

莓。据了解 ，浙江桐庐、山东枣庄和贵州惠水于 1997 

表 4 江苏省各试验点黑莓生长情况比较 
Table4 T1．e伽衄 l ofgrow status ofNlaeklm~ in diffe rtest spotsinJ'~ lpaPi~vi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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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江苏省各试验点黑莓种植第 3年的结实情况比较 
TaNle5 q[1le compar~ of fruit status of blaekbeirS in differmt test 

spotsin J-咖喀 n删 ∞ (thethird yea,"after pIaⅡ吐ng) 

年和 1998年引种 的黑莓都 已建立成 园。1999年赴 

以上几个地区进行了调查统计 ，以供本研究参考。 

2．3．1 自然条件 

2．3．1．1 气候条件 惠水靠近贵阳，桐庐接近杭 

州，现根据贵阳、杭州和枣庄 3地的气象要素进行一 

些比较，作为参考(见表 6)。从表 6可以看出，上述 3 

地的气候条件都适合黑莓 的生长需要 ，但各地 区也 

存在不利因素，如枣庄 的年降雨量略偏少 ，但 6—8 

月的降雨量仍较丰富 ，贵阳和杭州的 日照率稍偏低。 

表 6 贵阳、杭州和枣庄的气候状况(1985—1995) 
TaNle6 Climate status ofC~ ymlg。rlangzl~a舡-d Zaozhmmg In Claret(1985—1995) 

2．3．1．2 土壤条件 惠水 、桐庐和枣庄 3地 的土壤 

养分含量见表 7。桐庐黑莓园的土壤十分肥沃 ，有机 

质含量高达 3．75％；惠水 的有机质也很丰富，但磷 

和钾含量太低 ；两地 的 pH都很合适 ，枣庄 的土壤肥 

力与赣榆的相近 ，但 pH值略高。此外，惠水 的黑莓 

园位于贵州高原的低山区，海拔为 1 450 m。桐庐的 

也在山区局部平地 ，海拔约 400 m，枣庄 的则位于平 

原地区，海拔约 100 m。 

2．3．2 生长结果情况 对桐庐、枣庄和惠水 3地黑 

莓生长量 、结果数及产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8。 

从园貌看 ，惠水 的黑莓可能由于生长在高海拔 

地区，植株矮小，但叶色浓绿 ，生长健壮，几乎无病虫 

害。桐庐的黑莓采用棚架式栽培 ，植株生长旺盛 ，高 

大，布满整个棚架。枣庄 的黑莓生长 比较强健，与赣 

榆的大致相似。从结果情况看 ，桐庐 和枣庄株产相 

差不大 ，产量一般，惠水 的略低 (主要是 因为惠水 的 

黑莓 比其他地方晚栽 1 a)。这些引种点与江苏省 的 

几个早期引种点(南京、溧水和赣榆)同龄的黑莓植 

株相 比，生长和结果情况大致相似。桐庐 由于土地 

肥沃，管理又比较好(修剪，整枝，每年重施基肥等)， 

表 7 浙江桐庐、山东枣庄和贵州惠水土壤养分含量 比较 
TaNle 7 Soil mgrim ts in I-l~4bni。T~ glu舡-d Zaozhmmg ofa 1．蚰  

地点 
l_oea~ty 

速繁钾速警磷 
(％) ( g) ( g) ‘ 

贵州惠水 Huishui，Gui 

浙江桐庐 Tonglu，Zhejiang 

山东枣庄 Zaozhuang，Shan~ 

表 8 浙江桐庐、山东枣庄和贵州惠水黑莓生长结果情况比较 J 
Table 8 Tile status ofgrow and h-tat ofuad in ，T~ glu and za啦 in 

”
一 ： 无实验数据 no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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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果实发育特别好，平均单果重达 9．76 g，高出溧 

水 2．5—3．0 g，平均株产为 9．93 kg，最高达 14．3 kg。 

桐庐 的果实成熟期在 6月中旬 一8月初 ，比南京早约 

4 5 d；枣庄在 6月下旬 一8月初 ；惠水较晚，约在 6 

月底 一8月初。 

3 讨论与结论 

1)从生物学水平上看 ，黑莓 Hull和 Chester品种 

的适应性都 比较广。在年平均气温 13．2—16．5~C、 

绝对最低气温 一22．9~C、绝对最高气温 40．5~C、年降 

水量 740 —1 550 inln及年 日照率 30％ 一60％的地区 

都能正常生长 ，但是植株生长状况、结果数量和果实 

品质优劣均受各种气象因素的制约L2j。江苏全省各 

地气候条件基本符合黑莓生长的要求，即黑莓在江 

苏全省均可生长 。 

2)从生产栽培的层次上看，黑莓 Hull和 Chester 

2个品种 获高产优质 的最适 宜条件是 年平均气温 

13．2—16．5℃，绝对最低气温 一15一一20℃，年降水 

量 900—1 500 mm，其 中 6—8月的降水量 350—550 

inln，日照率 50％ 左右 ，土壤 pH 6—7。有机质含量 

1．8％ 一2．0％以上Ll。]。一般来说 ，年降雨量低 于 

900 inln，特别是春夏之间易发生干旱的地区，果实 

发育不良；冬季绝对最低气温低于 一18℃时即发生 

冻害；7℃以下的低温时数全年少于700 h，花芽分化 

不良；生长季节降雨过多、湿度过大的地区，开花结 

果不正常，且病虫害严重。据此分析，江苏全省均为 

黑莓适宜生长 区，但是江苏从南到北跨度较大，各 

地自然条件不尽相同，需要具体分析。苏北的沂沭 

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 的主要制约因子是冬季低温， 

这一地区历史上 曾出现过 一22．9~C的极端低温，低 

于黑莓生长 的临界低温 ，但 出现如此低温的年份几 

率很低，因此这一地区在正常年份仍应视为黑莓 

(Hull和 Chester 2个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徐淮黄泛 

平原地区的主要制约因子是干旱，但通过适 当的灌 

溉，也可获得丰产 ，因此也是黑莓的适宜种植区。苏 

北滨海平原地区的主要制约因子是降雨偏多，但通 

过良好的排水措施，黑莓仍能达到高产优质，因此也 

是黑莓 的适宜种植区。苏南的苏锡常长江三角洲地 

区，春夏之交梅雨季节明显 ，果实成熟期雨水过 多， 

影响果实品质和质量，这些不利因子较难通过栽培 

措施克服 ，因此这一地区虽属黑莓栽培的适宜区 ，但 

不提倡大力推广 。连云港丘陵地区及宁镇扬低山丘 

陵地带是江苏省黑莓种植的最适宜地区。 

3)适宜的 自然条件是黑莓优质高产的重要因 

素 ，但针对不利条件采取各种不同的栽培措施 ，克服 

不利因子 ，在江苏省 内获得黑莓高产优质是完全可 

能的。如徐州地区黄河故道一带的雨量偏少，尤其 

是春夏易发生干旱，但通过灌溉，黑莓仍可获得丰 

产。溧水低山丘陵地带土壤粘重且贫瘠 ，但通过合 

理施肥改善土壤状况 ，现已建成 了万亩基地 ，连年获 

得丰产。试验发现，在 pH 8．2的土壤上黑莓仍能获 

得丰产 ，当然 同时要采取其他栽培措施。这大大拓 

宽了黑莓向苏北沿海地区推广种植 的区域。 

4)影响黑莓这 2个品种栽培的关键性气候因子 

是气温(年平均气温和绝对最低气温)，其次是降水 

量(其中春夏之际雨量尤显重要)。纬度只是在平原 

地区可用来划界 ，但在低纬度地区的高海拔缓坡地 

或平地仍是适宜栽培的，如贵州的惠水和浙江的桐 

庐山区。从全国范围来看，黑莓种植的北界大致为 

北纬 36o。在北纬 30~以下的中亚热带地区，7℃以下 

的低温较少 ，不能满足 Hull和 Chester对低温 的要 

求 。但可以选择对低温需求不高(年低温时数约 400 

h)的品种栽培。由试验观测结果看 ，Hull和 Chester 

在我国种植的最适宜地区应是长江 中下游流域以及 

云贵高原的缓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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