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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树莓在南京地区的引种研究 

吴文龙，陈 岳，闾连飞，李维林，孙醉君 

( 国 学墓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江苏南京2l0ol4) 

摘要：1986年引入黑莓品种16个，树莓品种15个。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黑莓在南京的适应性较好，尤其是Hull、 

Chester、Boysen和Young这4个品种在适应性、丰产性和品质等方面表现突出。而树莓在南京的适应性较差，在南 

京地区种植，夏秋季节需采取保护措施，以度过伏秋旱期。 

关键词：黑莓；树莓；引种；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663．2 文献标识码：A 

Blackberry and raspberry introduction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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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Sixteen cuhivars of blackberry and 1 5 cuhivars of raspberry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since 1986．With many years’observation．we f0und that the blackberry cluti- 

vars have strong adaptability，among which Hull，Chester，Boysen and Young have outstanding properties of adaptability， 

yield and quality in Nanjing．However，the introduced cuhivars of raspberry have weak adaptability in Nanjing，if trans· 

planted，plants should be protected in summer and autumn in order to avoid high temperature and drought． 

Key words：Blackberry；Raspberry；Introduction；Adaptability 

黑莓(Rubus spp．)和树莓(Rubus idaeus L．)分 

别属于蔷薇科(Rosaceae)悬钩子属(Rubus)的实心 

莓亚属(Eubatus)和空心莓亚属(1daeobatus)，两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果实成熟时，黑莓果实与花托不分 

离，形成实心的聚合果，而树莓的果实则与花托分 

离，形成空心的聚合果⋯。 

黑莓(Blackberry)和树莓(Raspberry)是近年来 

迅速崛起的重要小果类果树，因其独特的风味和丰 

富的营养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尤其在欧美市 

场，其鲜果及其加工产品的价格是大宗水果的好几 

倍。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20世纪80 

年代开始进行小果类果树一黑莓、树莓的引种 、 

育种和国内资源(悬钩子属植物)的调查研究工作， 

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尤其是黑莓的引种推广与加 

工利用研究，成果较为显著。引种推广的赫尔与切 

斯特黑莓品种已在江苏、山东、安徽、贵州、浙江等地 

种植 J，在江苏溧水推广面积已超过666．7 hm ，年 

产量5 000 t以上。2004年黑莓的速冻果出口实现 

产值近亿元，为当地低山丘陵的开发，农业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农民的脱贫致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自1986年开始，先后共引进黑莓、树莓品种 

30个以上。通过10 a来的选育与试种，基本掌握 

所引(育)品种在南京地区的适应性和生长、结果 

习性。为了使这些品种推广工作顺利进行，避免 

各地引种推广的盲目性，本文就引进品种在南京 

地区生长的主要经济性状、适应能力和丰产性等 

进行报道。 

l 品种引进 

1986～2005年问，从美国和德国引进黑莓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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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个，树莓品种 l5个(见表 1)，其中 1987年引进 

Dirksen，2001年 引进 Nectarberry、Bedford Giant、 

Cheyenne等5个黑莓品种，1990年引进Baily、Eldo— 

rado、September、Lioyd George等4个树莓品种，由于 

引种数量少，苗木质量差，或不适应等原因，在引种 

当年就未存活下来。2004年和2005年引进的黑莓 

品种Arapaho、Black Butte，树莓品种Reveille、Taylor、 

Tulameen、Bristol、Kivigold、Willamette没有观察结 

果，对其他品种都在本所引种园中进行了多年观察， 

取得了较为可靠的数据，其中 Hull、Chester、Black 

Satin还在推广基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察记载。 

各品种观察调查的内容包括品种的适应性、生长势、 

物候期、丰产性和果实品质等。 

表 1 黑莓和树莓品种引种统计 

2 各品种生长与结果表现 

通过多年的观察，对l0个黑莓品种和5个树莓 

品种在南京地区的生长和结果习性有了较全面的了 

解，观察结果见表2。 

2．1 适应性 

l0个黑莓品种都能适应南京地区的气候条件， 

其中 Hull、Chester、Choctaw、Brazos、Comanche和 

Boysen适应性最强，在管理精细、肥水充足的条件 

下，可取得较高的产量，即使遭遇南京地区夏秋的高 

温干旱(尤其是丘陵地区)也能存活。Novaho、Black 

Satin、Young和Marion能适应南京地区的土壤和气 

候条件，但需要加强管理，要求肥水充足甚至需要保 

护性栽培。这4个品种如果在瘠薄地区种植或遇到 

高温干旱年份，苗木的死亡率较高，衰败较快，因此 

需要在土壤肥沃、水分充足的地方建园，还需加强栽 

培管理，才能取得高产稳产。 

在5个树莓品种中，Royalty和Zeba 1品种适应 

性最强，Winkles Semling和 Peter Camendzine次之， 

Titan适应性最差，但5个品种在南京地区都能开花 

结果。从多年的观察结果来看，在南京地区树莓的 

适应性比黑莓的适应性要差，因此在南京地区发展 

树莓，除了引入耐热性较好的品种外，还需进行保护 

栽培，才能取得成功。 

2．2 丰产性 

在 l0个黑莓品种 中，Hull，Chester，Brazos， 

Choctaw和Boysen丰产性最强，尤其是Hull和Ches． 

ter表现了极大的丰产性(在大面积推广的黑莓种植 

地最高产量超过了30 t／hm )；Novaho，Black Satin， 

Young，Comanche丰产性较强，在较好的栽培条件 

下，产量一般在 l2～15 t／hm 左右；Marion产量较 

低。 

在5个树莓品种中，Royalty和Zeba 1丰产性较 

好，在较好的栽培条件下，产量可超过 10 t／hm。， 

Winkles Semling，Peter Camendzine和Titan的丰产性 

较差，产量一般不超过5 t／hm 。 

2．3 鲜果品质与加工性能 

鲜果品质主要包括果实的大小、种子的大小和 

多少、色泽、风味和香气等。 

在l0个黑莓品种中，鲜果品质最好的是 Boys． 

en，其果实在目前引进的所有品种中最大，平均果重 

达到6．6 g，在好的栽培条件下，平均果重可超过 

7 g，最大果重超过15 g，完全成熟果紫红色，其红色 

素含量高而稳定，加工成的果汁以及果汁饮料明显 

较其他黑莓品种的毅色要深。另外，由于该品种含 

有树莓遗传成分，鲜果具有浓郁的树莓香气，鲜食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6期 吴文龙等：黑莓、树莓在南京地区的引种研究 15 

果指为果形指数，即果长／果径。 

仅爽口而且香甜，是优良的鲜食品种。在加工方面， 

无论是制作果汁(饮料)、果酱，还是加工成速冻果， 

都是非常好的原料。Young果实较小，平均果重近 

4 g，其种子也较小。它具有较多的红树莓遗传成 

分，风味与红树莓非常接近，具有非常浓郁的香气。 

果实鲜红色，硬度较大，口感很好，非常适于鲜食。 

在加工方面，是速冻果和罐头的上好原料，也是糕点 

点缀的好材料。其他8个黑莓品种鲜果都为黑色或 

紫黑色，其中Hull、Chester，Choctaw和Brazos果实较 

大，平均果重都在5 g以上，Hull、Choctaw平均果重 

可超过6 g，Novaho，Black Satin，Comanche和 Marion 

平均果重只有4．5 g左右。在这8个品种中，Marion 

最甜，有香气，Hull，Novaho甜而爽 口，Chester， 

hoctaw，Black Satin和 Comanche偏酸，但 也爽 口， 

Brazos风味偏淡。Chester，Brazos和 Comanche适于 

做速冻果，Hull和Marion适于鲜食。 

在5个树莓品种中，品质最好的是 Titan，其鲜 

果较大，色泽艳丽，香气浓郁，酸甜爽口，是鲜食、加 

工的上等果品，Royalty和 Zeba 1品质次之。Win- 

kles Semling和 Peter Camendzine果实较小。总之， 

树莓的果实风味较好，都是鲜食、加工的好原料。 

3 小结 

3．1 值得推广的品种 

综合各方面因素，值得在南京地区大面积推广 

的黑莓品种有：Hull，Chester，Boysen，Young。Brazos 

和 Navaho 2品种可以推广，Brazos生长势强、果较 

大、产量高，但刺较强；Navaho风味较好，但生长势 

较差，果较小，栽培上对肥水要求高，因此推广这2 

个品种应考虑其不利因素。 

树莓品种在南京地区的适应性明显不及黑莓品 

种，可以推广的品种有：Royalty，Zeba 1和 Titan，但 

在栽培上需加强管理，在南京地区的伏秋早期间应 

适当遮荫，加强保护措施。 

3．2 不同品种推广种植的关键栽培措施 

(1)Hull，Chester，Brazos，Choctaw，Comanche：生 

长势强、株型较大，应稀植、搭高架栽培。种植的株 

行距为：1．5～2．0 m×2．5 m。 

(2)Boysen生长势较强，但株型较小，应适当密 

植。种植的株行距为：1．2～1．5 m×2．0 m。 

(3)Navaho生长势一般，株型中等，应适当密 

植，并需加强肥水管理，才能获得高产稳产。种植的 

株行距为：1．3—1．5 m×2．0 m。 

(4)Young生长势较弱，株型较小，应密植。不 

宜种植在丘陵岗地，应选择水源充足但不积水，土层 

深厚肥沃的地方建园。种植的株行距为：1．2～ 

1．3 m ×1．6～1．8 m。 

(5)树莓品种在南京地区生长势较差，植株远 

小于黑莓，应选择肥水充足，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 

沃，排水良好的地方建园，并需加强栽培管理，有条 

件可进行保护地栽培，以获得高产稳产。种植的株 

(下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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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添加银杏叶生物饲料添加剂对肉仔鸡肉营养成分的 

影响 ％ 

3 结论 

银杏叶中最重要的药用成分是黄酮类和内酯类 

化合物，已有研究表明，黄酮可通过作用于动物的下 

丘脑一垂体一靶器官生长轴调节，发挥促进动物生 

长的作用。赵茹茜等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能提 

高绍兴鸭体内生长激素(GH)的分泌，并且实验组 

GH mRNA表达量极显著高于对照组。GH可通过 

引起动物机体的生理机能、新陈代谢，从而促进动物 

的生长发育。另外，黄酮还影响阿片肽受体水平，对 

动物的生长和摄食行为发挥作用 J。本试验结果 

表明，银杏叶生物饲料添加剂对肉仔鸡屠宰性能都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屠宰率以添加0．5％组最 

高。半净膛率以添加 1．0％组最高，显著高于其他 

组。全净膛率、胸肌率以添加 1．0％组和 1．5％组较 

高，显著高于添加0．5％组和对照组。 

鸡肉中pH值不仅是肌肉酸度的直观表现，而 

且对鸡肉品质有重要的影响作用。pH值对肉质的 

影响是非线性的，受多种因素影响。pH值对肉品来 

讲，实际上是一个中性性状，过高对于正常的肌肉转 

向食用肉的成熟过程不利，过低往往会引起异常肉 

的发生。pH值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对改善肌肉嫩度 

有利。本试验结果表明，添加银杏叶添加剂各组肉 

的pH值有显著降低的趋势，但与其嫩度指标相比 

较，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各组的肉色和失水率差异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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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为：0．8～1．2 m×1．3一1．5 m。 

3．3 各品种用途 

基本上所有黑莓和树莓品种都适合作鲜食用， 

最适于鲜食的品种有 Hull，Navaho，Boyzen，Young， 

Royalty，Titan，Zeba l等。因黑莓和树莓属于小浆 

果，不易运输和贮藏，目前国内外 90％以上的鲜果 

都用于加工，其加工品主要包括果汁、果酱、罐头和 

速冻果等。根据各品种鲜果的品质和加工性能，适 

于加工果汁和果酱的品种有 Hull，Chester，Navaho， 

Choctaw，Marion，Titan等；适于加工罐头的品种有 

Chester，Boysen，Young，Royalty，Zeba 1；适于加工成 

速冻果的品种有 Brazos，Comanche，Boysen，Young， 

Royalty，Zeba 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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