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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红品种成花的效果优于 TCP抗蒸腾剂。以 

上结果说明，在甜樱桃幼树期连续应用 GB防 

寒蜡和 TCP抗蒸腾剂可保证甜樱桃正常生长， 

并提前成花(表 2)。 

3 小 结 

在甘肃兰州地区，于 11月下旬和2月中旬 

2次喷布 GB防寒蜡 20、40倍液，TCP抗蒸腾剂 

200、400倍液均能有效减轻抽条的发生。甜樱 

桃幼树期连续应用 GB防寒蜡或 TCP抗蒸腾剂 

可保证甜樱桃正常生长，促进成花。以上措施 

表 2 不同处理对甜樱桃幼树生长成花的影响 

TCP抗蒸腾剂200倍 50．3 2．2 

400倍 52．7 2．4 

冷冻宝200倍 44．0 0．0 

GB防寒蜡20倍 45．0 2．3 

40倍 40．2 1．0 

对照 (清水) 30．4 0．0 

48．2 3．8 

46．1 2．1 

40．3 1．0 

42．9 5．9 

37．8 6．2 

25．2 1．1 

可作为兰州地区甜樱桃幼树安全越冬栽培配套 

技术推广应用。 

黑莓品种宝森在江苏南京的表现 

李维林 吴文龙 闾连飞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210014) 

黑莓 (Rubus spp．)是近 20年来风靡欧 

美的小浆果类果树。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自1986年开始开展引种、利用研究工作， 

早期引进的赫尔 (Hul1)和切斯特 (Chester) 

品种，在南京丘陵地区已大面积推广，现栽植 

面积2 000 hm ，年产量10 000 t。2001年江苏 

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美国引入一批黑 

莓、树莓品种，经多年观察、比较，从中筛选 

出适应性强、成熟期早、风味好的黑莓新品种 

宝森 (Boysenberry)，2006年 12月通过江苏 

省农林厅组织的专家鉴定，定名为宁植 8号。 

目前已在南京地区推广应用。 

1 品种来源 

宝森由美国植物学家罗道夫 ·宝森 (Ru- 

dolf Boysen)用罗甘莓 (Loganberry)与多个 

黑莓 (Blackberry)、树莓 (Raspberry)品种 

杂交育成，于 1923年在加利福尼亚首先推出， 

后在美国南部广泛种植，是美国黑莓主栽品种 

之一。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2001 

年从美国农业部柯互利斯种质保存中心 (Na- 

tional Clonal Germplasm Repository，US Agrieul- 

ture Department)将该品种引入南京。引种当 

年进行了扩繁，第2年在本所引种试验圃定植 

建园，行株距为 2．0 m x 1．5 m，种植 100株， 

共300 m ，通过数年的观察、调查并与现推 

广品种进行比较，该品种在多个方面显示出较 

强的优势。目前已在南京推广 100 hm 。 

2 主要性状 

2．1 生物学特性 

黑莓为有刺灌木，刺小而多，直立性差， 

近蔓生。株型较大，平均每株 占地 3．5—4．0 

ITI ，一般每株萌枝 (3．38 4-1．06)个，枝条 

粗度 (1．08 4-0．t0)am；侧枝数 12—15个，粗 

本文于2007—03—26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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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45±0．07)em，长度 2．0～3．0 m，最 

长可达6 m。叶互生，2年生结果枝上叶片多 

为三 出 复 叶，长 (11．22±2．08)cnl，宽 

(9．72±1．56)em，叶柄 长 (3．66±0．95) 

em。单 叶卵形，长 (7．89±1．07)cnl，宽 

(6．73±1．05)em；萌枝上的叶片通常为五出 

复叶。叶柄和叶脉上有刺。花 白色，大小为 

(4．89±0．40)em，花萼5枚，基部连接，花 

瓣5片。花两性，自交结实，雌蕊离生，子房 

上位；雄蕊多数，离生，花粉量大，花托呈圆 

柱状，果实脱落后与花柄脱离，花托成为果实 

的中心部分。在一个花序内，通常顶端的花先 

开，然后由基部向顶端依次开放，花期30天 

左右。该品种为早熟品种，果熟顺序与开花一 

致，同一植株、同一果穗上的果实成熟期不一 

致，应分期、分批采收，一般 2～3天采收 1次。 

2．2 果实经济性状 

成熟浆果紫红色，单果重(5．99±1．10)g， 

最大可达 15 g，属大果型品种。果实长圆形 ，纵 

径(2．85±0．24)em，横径(2．19±0．15)em， 

果形指数 1．31±0．13。穗长 (13．59±3．75) 

em，穗宽(9．18±1．89)em，穗柄长 (15．91± 

3．62)em。每聚合果含种子 (77．95±6．93) 

粒，种子较大，长 (3．34±0．20)mm，宽 

(2．10±0．23)mm，厚 (1．25±0．11)mm， 

千粒重 (4．20±0．07)g。 

成熟果实酸甜爽口，香气浓郁，鲜食加工 

皆宜，完全成熟果采收后须立即食用或加工， 

八成熟果常温下可贮存 2～3天，0～4℃条件 

下可贮存 7～10天。完全成熟果水分含量 

87％ ～88％，可溶性 固形 物含量 8．50％ ～ 

11．50％，可溶性糖含量 6．35％，总酸含量 

1．27％，果 胶 含 量 0．42％，蛋 白 质 含 量 

1．77％，维生素 c含量 77．8 g／g，维生素 E 

含量 12．6 g／g，氨基酸 (总量)含量 7．91 

mg／g，富含矿质元素硒、锌、铁、钾、钙等。 

2．3 丰产性 

种植当年即可开花结果，为了促进植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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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种植当年去除花果，在管理条件好的情况 

下，第 2年进入丰产期 (见图版 1)。该品种 

产量较高，丰产期单株产量4．35 kg，每公顷 

产量14．36 t。其产量构成包括：单位面积植 

株数量、每株果穗数、每穗有效果数和果重。 
一 般每株有果穗 (141．77±25．54)个，每穗 

有果实 (6．05±1．50)个。 

2．4 物候期 

该品种在南京地区2月下旬至3月上旬萌 

芽，4月初至4月中旬现蕾 ，4月下旬至 5月 

上旬开花，5月底至6月下旬成熟，较现推广 

品种赫尔 (Hul1)约早熟20天，果熟期25天 

左右。落叶在 11月以后，时间较长，一般会 

延续到第 2年的 1月。 

2．5 适应性与抗逆性 

喜微酸性土壤，最适 pH值为 6．0～6．5， 

但在肥水较好的条件下，可耐 pH值7．5～8．0 

的微碱性土壤。当土壤含盐量在 0．1％以上 

时，其生长将受阻。耐早，但不耐涝。能耐 
一 15℃的低温，要求冬季 7．2℃以下的低温 

在 700～750小时以上方 可完成花芽分化。 

2001年引入南京后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 

病虫害较少。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建园 

要求在土层深厚、远离污染源且交通便利 

的地方建园。如果在贫瘠土壤上栽植，耕翻时 

应施足有机肥，以提高土壤肥力。在冬前按苗 

木种植的行株距 200 cm×150 cm挖好定植穴 

(沟)，并在定植穴 (沟)底部加入适量的稻 

草等作物的秸秆，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苗木以1年生扦插苗或压条苗为好，要求 

根系发育良好，苗木粗壮，无病虫害。苗木栽 

植宜在早春芽萌动前进行。栽植时应施底肥 ， 

底肥以腐熟的农家肥为好，用量为7．5～12．0 

m ／hm 。也可用适合元公害使用的有效含量 

25％的三元复合肥，用量为 600～8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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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 。苗木定植后应灌足水，确保苗木成活。 

3．2 搭架与整形修剪 

栽后即可搭架，架式采用篱壁式为好。架 

材高度应在 2 m以上，架上拉 2～3道 l2～l4 

号铁丝。一般每公顷需架材 1 000根左右。本 

品种近蔓生，生长期应及时引蔓上架，否则枝 

蔓会缠在一起，很难分开。 

修剪包括采果后去除枯死枝蔓和冬季修 

剪。南京地区去除枯死枝蔓在 7月上 中旬进 

行，从根部剪除2年生老枝，并清除出黑莓 

园，同时将 1年生枝蔓引绑上架。冬季整形修 

剪在 l2月上旬至2月上旬进行，将有病虫害 

和冻死的枝条剪除，疏去一些细弱和过密的枝 

条，然后对余下的枝条进行适当短截，一般每 

株留粗壮枝条 8～12个，长度 100～150 cm， 

最后将这些枝条均匀地绑缚到支架上。 

3．3 肥水管理 

追肥应看苗施肥，以速效肥为主，每年进 

行 3次，第 1次施肥在3月下旬，即萌芽后萌 

枝发生时，肥料以氮肥为主；第 2次在 4月 

底，即坐果后果实膨大期，应以氮磷肥或三元 

复合肥为主；第 3次在 8月，即花芽分化期， 

以复合肥为主。 

冬季开沟施基肥，开沟距离植株 60 cm以 

上，沟宽和深以20～30 cm为宜。肥料以农家肥 

为主，用量为 l5～20 m ／hm ，或用 N、P、K有效 

含量 25％的复合肥，用量为600～800 kg／hm 。 

丘陵地区在伏秋干旱时，每 l0天要灌溉 1 

次，每次灌溉应灌透，如覆盖可20天灌 1次。平 

原或低洼地区应注意雨季(长江流域为梅雨季 

节)排涝，园内切勿长时间积水。 

3．4 病虫害防治 

目前严重危害本品种的病虫害还不多，一 

般在早春萌动前用3～5波美度石硫合剂防治， 

就可收到较好效果。喷药时要注意萌枝和侧枝 

上都应喷到，并适当多喷一些，以利于药液渗 

透表皮，这样既可杀菌，也可杀虫，增强植株 

的抵抗力。生长季节要做好病虫害调查工作， 

做到早防、早治，病虫害防治应按照无公害要 

求进行。采果前 20天及果实采收期间停止一 

切用药，以减少果品中的农药残留，保证果品 

质量 。 

3个红树莓品种在四川攀西不同生态区的表现水 

王立新 谢以萍 潘步昌 

(1西昌学院园艺系 ，四川 615013)(2西昌市林业局) 

红树莓是蔷薇科悬钩子属 (Rubus)多年 

生落叶果树，其野生资源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 

方地区，但其商业栽培则主要集 中于北方地 

区，而在南方地区栽植较少。2000年，四川 

省攀西地区结合长江上游退耕还林及地方经济 

建设，从国外引进威廉姆特等3个红树莓品 

种，在不同立地条件下进行试栽观察，旨在明 

确各品种在攀西不同生态区的适应性及其应用 

前景，为攀西地区红树莓推广和商业栽培提供 

科学依据。现将试验结果介绍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引进品种 

2000年从法国Andonos公司引进威廉姆 

特等3个红树莓品种1年生组培种苗。 

本文于2007—04—15收到。 

十四川省科技厅重点项 目 (2002NY029—073)。试验得 

到西昌学院园艺系杨再强副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王立新电话：(0834)25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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