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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无公害栽培技术 

吴文龙，陈 岳，闾连飞，李维林，孙醉君 

( 国 学 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z·oo· ) 

摘要：首次提出了黑莓无公害栽培技术，其核心技术包括土壤和环境选择、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鲜果贮藏运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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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无公害栽培技术，生产无公害产品，是当今 

以及将来农产品生产的必然趋势。所谓无公害产品 

是指作物的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以及包装、贮藏、运 

输中未被有害物质污染，或有轻微污染，但符合国家 

标准的产品。 

黑莓自20世纪 80年代由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首次从美国引进后，10 a来在江苏省溧 

水县丘陵地区推广种植面积已超过 600 hm ，年产 

量5 000 t以上。虽然近年黑莓果销售较好(主要以 

速冻果形式销往国外)，但其栽培技术较为落后，主 

要是肥料和化学农药的施用不合理，黑莓果的品质 

较差。主要表现在农药残留量较高，一些营养成分 

含量偏低等，导致产品在外销时其价格远低于国外 

同类产品，严重影响种植户的经济利益。利用无公 

害栽培技术生产黑莓果势在必行。作者经过 3 a的 

研究和试验，提出了黑莓无公害栽培技术。 

1 生产基地的选择 

1．1 环境要求 

无公害黑莓生产基地应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 

周围无工业或矿山的直接污染源(“三废”的排放) 

和间接污染源(上风口或上游水域的污染)，基地要 

远离公路 50～100 m以外，该地域的大气、土壤、灌 

溉水经检测应符合国家标准。具体为：大气应达到 
一 级国家标准，土壤应达到 1～2级国家标准，灌溉 

水也应达到 1～2级国家标准。 

1．2 生态适应性 

黑莓较适宜微酸性土壤，以pH 6左右最好。在 

pH<5．5或 >7．5地区发展黑莓必须进行土壤改 

良，方可种植黑莓。 

土壤含盐量在0．1％以上时，黑莓则不能生长， 

因此，应选择含盐量较低的地区种植黑莓。 

黑莓较耐旱，但不耐水渍，不宜在低洼地种植。 

黑莓能耐 一15℃的低温 (在南京地区 一10℃ 

以上其嫩梢就被冻死)，要求冬季 7．2℃以下的低 

温在700～750 h以上方可完成花芽分化，因此在满 

足以上条件的地区才可种植黑莓。 

2 品种的选择 

黑莓的品种很多，选用长势旺和抗逆性强，抗耐 

病虫危害，且栽培容易、高产优质的黑莓品种，是无 

公害黑莓生产的基本条件之一。值得推荐的品种 

有：赫尔、切斯待、宁植 2号、宁植3号、宁植4号、宁 

植 8号。 

3 栽培管理 

3．1 土壤改良 

3．1．1 深翻改土 黑莓园活土层要求达到 40 cm 

左右，通气状况良好，根系主要分布层(10～30 cm) 

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1％以上。根据不同质地的土 

壤，在黑莓建园时，应采用不同的措施。瘠薄山地、 

丘陵应在秋冬按黑莓种植的行距开沟冻土，并在沟 

中填充有机质，如稻麦秸杆、树叶、枯草等。已建成 

的黑莓园，深翻要在晚秋修剪上架后至早春发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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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离根近的地方应浅翻，以防损伤根系，离根远 

的地方可深翻，保证黑莓园土壤疏松，并含有丰富的 

有机质。 

3．1．2 中耕除草 定植建园的第 1，2 a此项工作 

较为重要，1 a内需中耕除草 6～8次。3 a后，黑莓 

已成园，每年需中耕除草 3～4次。及时中耕松土， 

可使土壤调温保墒，并消灭杂草，从而保证黑莓的良 

好生长。 

3．1．3 覆盖 黑莓园覆盖应在春季施肥、灌水后进 

行，利用稻草、麦秸等覆盖于畦面上 ，覆草厚度为 5 
～ 8 cm，连覆 3～4 a后浅翻 1次。 

3．2 施肥 

施肥的原则是以优质有机肥料为主，化学肥料 

为辅，以保持和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及生物 

活性，同时要避免肥料中的有害物质进入土壤，从而 

达到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黑莓无公害栽培 

具体施肥措施如下： 

3．2．1 基肥 一般在冬季进行，要用经高温发酵或 

沤制过的有机肥为主，配少量的化学肥料。有机肥 

施肥用量按每生产 1 kg黑莓施 1．5～2 kg计算，每 

公顷施以45 000～60 000 kg有机肥，加磷酸二铵 

450～525 kg(或尿素 300 kg，过磷酸钙 600 kg)，硫 

酸钾 450～600 kg。在高产稳产的黑莓园施有机肥 

可增加到75 000 kg以上，在肥料缺乏的地方也应达 

到 1 kg果 1 kg肥的标准。施肥方法有：条沟施肥法 

和全园施肥法。 

3．2．2 追肥 应看苗施肥。旺长田，追肥要以磷钾 

肥为主，长势差的田块，应以氮肥为主。肥料以速效 

肥为主，一般每年进行 3次。第 1次施肥在萌芽后 

萌枝发生时，肥料为氮肥为主，以满足花期所需养 

分，促进萌枝生长；第 2次在坐果后果实膨大期，应 

以氮磷肥或复合肥为主，以利于果实发育，同时促进 

1年生分枝生长；第 3次在果实成熟以后(最好结果 

枝蔓已剪除并清理出园)，以复合肥为主，以增加树 

体养分积累，使枝蔓充实，提高越冬抗寒能力，为来 

年丰产打下基础。施肥的种类和数量：尿素 150 

kg／hm ，磷 酸二 铵 300 kg／hm ，硫 酸 钾 450～600 

kg／hm 。施用方 法：沟施 或穴施 ，肥料施入 后要 盖 

土，若土壤墒情差，追肥要结合浇水进行。 

3．3 灌水与排涝 

一 般情况下，发芽前后至萌枝发生期(3～4 

月)、花后至幼果膨大期(5～6月)和果实采收后 (8 

月)遇干旱分别需灌水 1次，果实成熟期(7月)，如 

连续干旱，每 7～10 d应灌水 1次，灌水量要以浸透 

根分布层(15～30 cm)为准，达到田间最大持水量 

的60％ ～70％，灌水方法除采用地面灌溉外，尽量 

采用滴灌、穴灌等节水灌溉措施。 

地势低洼或地上水位较高的黑莓园，雨水过多 

时，会发生渍害(黑莓不耐涝)，应及时排水。 

3．4 搭架及整形修剪 

3．4．1 立支架 目前多采用篱壁形支架。在定植 

当年，沿种植行每隔 5～6 in立一支柱，支柱长 

250 cm左 右 ，埋 入 地 下 60～70 cm，地 上 180～ 

190 cm。在支柱上绑拉2～3道铁丝。 

3．4．2 修剪 包括夏季摘心，果后去除枯死枝蔓和 

冬季整形修剪与绑蔓上架等。夏季摘心一般在初夏 

萌枝发生并快速生长的时期，当萌枝高度达到 1．0～ 

1．5 in时摘心，以促进侧枝生长。果后去除枯死枝蔓 

一 般在7，8月(不同品种有差异)，方法为：从根部去 

除上年萌枝，并小心剪除该萌枝上的侧枝，尽量减少 

对当年生枝蔓的损伤。枯死枝剪除后应清除出黑莓 

园。冬季整形修剪在 12月上旬至2月上旬进行。修 

剪要点如下：(1)将枯死枝、病虫危害枝剪除。(2)疏 

去细弱枝和过密枝。(3)短截余下的健壮充实枝条。 

(4)将修剪后的枝条均匀绑于铁丝上。 

3．5 病虫防治 

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 

要以改善黑莓园生态环境，加强栽培管理为基础，优 

先选用农业和生态调控措施，注意保护利用天敌，充 

分发挥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具体进行防治时，应 

选用高效生物制剂和低毒化学农药，并注意轮换用 

药，改进施药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农药用量。以减 

少污染和残留，将病虫害控制在经济阈值以下，保证 

黑莓质量符合无公害标准。 

3．5．1 越冬期防治 进入冬季，气温变低，叶片脱 

落，树体进入休眠期。黑莓园的害虫和病原菌停止 

活动，进入越冬状态，便于集中消灭。同时休眠期黑 

莓植株抗药性较强，可施用高质量浓度药剂进行防 

治。此时无叶片，在枝蔓上涂抹农药亦很方便，因 

此，抓住黑莓休眠期越冬防治，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具体包括人工防治和药剂防治。 

人工防治的方法有：(1)清洁果园，结合冬剪， 

剪除病枝 、虫枝。修剪结束并引蔓上架后，彻底清除 

落叶、杂草，并集中烧毁或深埋，以消灭在其中越冬 

的病虫。(2)深翻。封冻前将土壤深翻20 cm，既可 

熟化土壤，又可消灭土壤中越冬害虫。深翻时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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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下层土翻至上层。药剂防治一般在早春萌动 

前，可用5波美度石硫合剂防治，效果较好。喷药时 

要将萌枝和侧枝上都喷到，并适当多喷一些，以利于 

药液渗透表皮，这样既可杀菌，又可杀虫。 

3．5．2 生长季节病虫害的防治 危害黑莓的病虫 

很多，但对黑莓造成较大影响的病虫害不多，目前主 

要有：地老虎、赤毛虫、金龟子(成虫)、刺蛾等，严重 

的病害还较少。掌握地老虎发生规律，可用毒饵诱 

杀。有些年份，在黑莓产 区金龟子成虫会对黑莓产 

生极大的危害，利用其趋光性进行诱杀，可以取得较 

好的效果。其他害虫：如毛虫 、刺蛾等，可用一些高 

效低毒农药进行化学防治。总之，掌握各害虫发生 

规律，用最小的药量，最佳防治方法，将害虫防治在 

发生初期，就能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3．5．3 成熟期 白化果的预 防 长江中下游每年 的 

6月下旬至7月中旬往往会出现梅雨，梅雨期间雨 

水多，温度低，而梅雨过后，温度会突然升高，且光照 

强度大，此时正值黑莓盛果期，浆果中会出现大量的 

白化果(主要是受阳光直射部分的小果粒)。白化 

果严重影响了黑莓的外观和品质，经江苏省 ·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试验，此段时间采取遮荫的办法， 

可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方法是：梅雨刚过或即将 

过去，用遮荫度50％ ～60％的遮荫网将黑莓园罩起 

来，梅雨过后 5～7 d(也可等采果结束)去掉遮荫 

网。 

3．5．4 农药的使用 农药按其毒性来分有高毒、中 

毒、低毒之别，无公害果品对农药的要求是优先采用 

低毒农药，有限度地使用中毒农药，严禁使用高毒 、 

高残留农药和“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农药。 

为了减少农药的污染，除了注意选用农药品种外，还 

要严格控制农药的施用量，应在有效质量浓度范围 

内，尽量用低质量浓度进行防治，喷药次数要根据药 

剂的残效期和病虫害发生程度来定。不要随意提高 

用药剂量、质量浓度和次数，应从改进施药方法和喷 

药质量方面来提高药剂的防治效果。另外，在采果 

前20 d应停止喷洒农药，以保证果品中无残留或虽 

有少量残留但不超标。 

4 采收与包装、运输、贮藏 

4．1 采收 

黑莓浆果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批采收。黑莓果 

实成熟的最显著特征是浆果表面着色，果表面由最 

初的绿色，逐渐转红，最后变成黑色，并且有光泽。 

黑莓的采收因用途、运输距离及条件而定，通常作鲜 

果销售在九成熟时采收；运输距离远或做罐头时可 

在八成熟时采收；当果实供加工果酒、果汁、果酱时 

要在充分成熟时采收。采收时要由外到里。不要乱 

抓乱碰，以免损坏结果枝。 

4．2 包装、运输、贮藏 

在黑莓果实的包装、运输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小 

包装、多层次、留空隙、少挤压、避高温、轻颠簸等原 

则。包装材料要符合卫生标准，以防对黑莓果的污 

染。黑莓在常温条件下，极不耐贮藏，因此，黑莓在 

采收后数小时内，必须送到加工厂加工利用。如需 

长期保存，应将鲜果速冻后贮藏于一18 qC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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