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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黑莓的花期生物学特征及花粉活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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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黑莓 (R ubus spp. ) 9个品种的开花物候期、花器官性状及花粉生活力进行了观察 ,并对其花粉的贮藏条件

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黑莓开花期为 4月中旬至 6月初 ,花期长 19～35 d;每株有花穗 50. 67～127. 33个 ,花

穗长 8. 30～14. 95 cm,每穗有花 4. 95～7. 63朵 ;花色为白色、粉红色和红色 ,花冠直径 3. 07～5. 28 cm。黑莓不同

品种的花期、花穗数量与大小、花色和花冠大小等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黑莓品种的花粉萌发率可达 50. 29% ～

85. 16% ;随贮藏时间的延长 ,花粉萌发率逐渐下降 ;在 0 ℃～ 4 ℃、相对湿度 10% ～20%条件下密封贮存 ,有利于

保持花粉的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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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owe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phenology, floral organ characters, pollen vitality and pollen
storag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cultivars of blackberry (R ubus spp. )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loom ing stage of blackberry is 19 - 35 d from the second ten2days of Ap ril to the beginning of June.
Inflorenscence number per individual, inflorenscence length and the flower number in per inflorenscence
is 50. 67 - 127. 33, 8. 30 - 14. 95 cm and 4. 95 - 7. 63 respectively. The colour of flower is white, p ink
and red, and the diameter of corolla is 3. 07 - 5. 28 cm. The florenscence, number and size of
anthotaxy, petal color and corolla size a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nine cultivars. The pollen
germ ination rate of different cultivars is 50. 29% - 85. 16% , which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storage time
expanded. The storage condition of 0 ℃ - 4 ℃, relative hum idity 10% - 20% , is better for keep ing
pollen vitality.
Key words: blackberry; florenscence; floral organ; pollen vitality

　　黑莓 (Rubus spp. )原产于北美 ,为第 3代新兴

小果类果树 ,其鲜果及加工产品色彩艳丽、营养丰

富、风味宜人 [ 1 ]
,深受欧美消费者喜爱。全世界黑

莓种植面积约 2. 0 ×10
4

hm
2

,年产量约 1. 5 ×10
5

t,

其中 ,塞尔维亚、美国和墨西哥种植面积最大 ,产量

最高。目前 ,国外已培育出 100多个黑莓品种。江

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1986年开始黑莓

的引种利用研究 ,已选育出数个优良品种 ,早期选育

出的‘Hull’和‘Chester’2个品种 [ 2, 3 ]在南京地区的

种植面积已达 2 000 hm
2。近年来 ,江苏省 ·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对引进的近 20个黑莓品种 [ 4 ]在南

京等地的生长结实习性、适应性、丰产性和栽培技术

等进行了实验研究 ,获得了较为全面的相关资料。

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在南京地区表现较好的 9个黑

莓品种的开花物候期、花器官特征、花粉生活力及其

贮藏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以期为黑莓优

良品种的选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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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供 试 黑 莓 品 种 有 ‘Choctaw ’、‘Navaho ’、

‘Young ’、‘B razos ’、‘ Comache ’、‘Boysen ’、

‘Marin’、‘B lack Butte’和‘Trip le Crown’,均为 1996

年至 2004年间从美国农业部柯互利斯种质保存中

心 (National Clonal Germp lasm Repository, USDA )引

进 ,并种植于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黑莓

品种圃内。

1. 2　方法

1. 2. 1　花期及花器官特征的观察 　保证实验苗圃

肥水充足 ,并进行良好的田间管理。开花期间 ,每

2～3天观察 1次 ,调查统计各黑莓品种的开花物候

期。开花物候期判定标准为 :观测植株数有 10%开

始开花为始花期 ;观测植株有 25%已开花为盛花期 ;

观测植株有 95%的花已开放为末花期 [ 5 ]。

在盛花期进行花器官特征观察 ,统计项目包括

花穗数量和大小、花冠大小、花瓣颜色及花瓣数目

等 ,其中花穗数量每品种调查 10株 ,其他项目每品

种调查 30个样本。

1. 2. 2　花粉生活力的测定

1. 2. 2. 1　花粉的采集与保存 　盛花初期至盛花期

期间 ,选天气晴好的上午 9: 00以后 (露水干 )采摘即

将开花的花朵 ,置于防水光面纸上 ,用镊子剥取花

药 ,自然干燥后装入灭过菌的小瓶内 ,分别置于

22 ℃～26 ℃干燥器及 0 ℃～4 ℃冰箱内保存。

1. 2. 2. 2　花粉的培养　以含有 1 g·L - 1 H2 BO3、

3 g·L - 1 Ca (NO3 ) 2 ·4H2O、2 g·L - 1 MgSO4 ·7H2 O

和 1 g·L - 1 KNO3的培养液为母液。取 1 mL母液 ,

加 1 g蔗糖 ,蒸馏水补足至 10 mL,即为花粉培养液。

将花粉培养液滴于两孔凹玻片的凹孔内 ,用小

毛笔蘸适量花粉 ,轻微弹笔使花粉均匀散于培养液

上 ,轻轻盖上盖玻片 , 25 ℃恒温箱内进行培养。

1. 2. 2. 3　花粉萌发的观察和统计 　在花粉培养过

程中 ,每小时观察 1次花粉的萌发情况。当花粉管

长度大于花粉直径时即视为萌发 ,此时为黑莓花粉

萌发的最适观察期。在显微镜 (10 ×10)下观察统计

花粉的萌发数 ,并计算花粉的萌发率。每品种 4次

重复 ,每重复观察 5个视野。花粉萌发率计算公式 :

花粉萌发率 = (视野内萌发的花粉数 /视野内的花粉

总数 ) ×100%。

1. 2. 3　花粉贮藏条件的比较 　设置 22 ℃～26 ℃干

燥器 (湿度 15% ～20% )和 0 ℃～4 ℃冰箱 (湿度

10%以下 ) 2种保存方式 ,分别于贮藏 2、10、60和

120 d时按上述方法观察并统计花粉萌发情况。

2　结果和分析

2. 1　不同黑莓品种的花期物候期比较

9个黑莓品种花期物候期的观察结果 (表 1)表

明 ,各品种间的花期存在较大差异 ,可分为早、中、晚

3个类型。早花品种开花期在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 ,

包括‘Choctaw’、‘Young’、‘B razos’、‘Comache’、

‘Marin’和‘B lack Butte’6个品种 ;品种‘Boysen’及

‘Navaho’为中花品种 ,开花期在 4月底至 5月底 ;品

种‘Trip le Crown’为晚花品种 ,开花期在 5月中旬至

6月上旬。统计结果表明 ,早花品种比中花品种早开

花约 15 d,中花品种比晚花品种早开花约 15 d。黑

莓花期约 30 d,但在供试品种间存在差异 ,最长的是

品种‘B lack Butte’,花期长达 35 d;最短的是品种

‘Comache’,花期仅 19 d。

表 1　不同黑莓品种的花期物候期 (MM /DD )
Table 1 　 Bloom ing phenopha se of n ine cultivars of blackberry
( Rubus spp. ) (MM /DD )

品种
Cultivar

始花期
First

bloom ing
period

盛花期
Full

bloom ing
period

终花期
Term inal
bloom ing
period

花期 / d
B loom ing

time

Choctaw 04 /17 - 04 /23 04 /23 - 04 /30 04 /30 - 05 /11 24

Navaho 04 /28 - 05 /08 05 /08 - 05 /24 05 /24 - 05 /31 33

Young 04 /14 - 04 /28 04 /30 - 05 /08 05 /08 - 05 /14 30

B razos 04 /13 - 04 /25 04 /25 - 04 /30 04 /30 - 05 /11 28

Comache 04 /19 - 04 /23 04 /23 - 04 /29 04 /29 - 05 /08 19

Boysen 04 /23 - 04 /29 04 /29 - 05 /03 05 /03 - 05 /18 25

B lack Butte 04 /19 - 04 /28 04 /28 - 05 /08 05 /08 - 05 /24 35

Marin 04 /18 - 04 /30 04 /28 - 05 /10 05 /10 - 05 /20 32

Trip le Crown 05 /15 - 05 /24 05 /24 - 05 /31 06 /01 - 06 /04 20

2. 2　不同黑莓品种的花器官特征比较

2. 2. 1　花穗特征比较 　对 6个黑莓品种的花穗数

量及大小进行了观察分析 ,结果见表 2。6个黑莓品

种的花穗数量和大小存在显著差异 (α = 0. 05)。其

中 ,品种‘Navaho’的单株花穗数最多 ,是其他品种的

1. 5～2. 5倍 ,品种‘Young’、‘B razos’和‘Comache’

的单株花穗数较少 ;品种‘Trip le Crown’的花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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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其他品种 ,品种‘Boysen’和‘Navaho’次之 ,品种

‘Comache’和‘B razos’的花柄最短 ;品种‘Young’、

‘Navaho’和‘Trip le Crown’的每个花穗上的花数量

较多 ,而品种‘B razos’和‘Boysen’较少 ;从花穗长和

宽来看 ,品种‘Young’和‘Boysen’的花穗较大 ,而品

种‘Trip le Crown’和‘Navaho’的较小。综合比较发

现 ,品种‘Trip le Crown’和‘Navaho’的花穗花朵紧

密 ,品种‘Boysen’的花穗花朵稀疏。

2. 2. 2　花冠特征比较 　不同黑莓品种间花冠大小

的差异极显著 (α= 0. 01) (表 3)。9个品种可分为 5

个等级 ,即 :大花型 ,包括‘Navaho’和‘B razos’2个品

种 ;较大花型 ,包括‘Comache’和‘Boysen’2个品种 ;

中等花型 ,包括‘Marin’、‘B lack Butte’和‘Choctaw’

3个品种 ;较小花型 ,为品种‘Trip le Crown’;小花型 ,

为品种‘Young’。同一品种的花序上不同部位的花

大小差异也较大 ,变异系数为 5. 21% ～14. 14% ,所

有品种都是花序顶端的第 1朵花最大。

　　黑莓有白色、粉红色和红色 3 种花色。品种

‘Navaho’的花色最深 ,介于红色与粉红色之间 ;品种

‘Choctaw ’、‘B razos’、‘B lack Butte ’和 ‘Trip le

Crown’的花色在粉红至白色之间 ;其他品种的花色

接近白色。

除品种‘Navaho’外 ,其他 8个品种均为单瓣花 ,

花瓣数为 5 (少量 4、6瓣 )。品种‘Navaho’为重瓣

花 ,每朵花的花瓣数为 9. 07 ±1. 68,加之花色为红

色 ,因此该品种开花时较美丽 ,具有一定的观赏价

值。不同黑莓品种花瓣的形状十分相似 ,皆为长卵

圆形。

2. 3　不同黑莓品种的花粉生活力比较

室温 (25 ℃)条件下 , 7个黑莓品种的花粉培养

结果见表 4。供试的 7个黑莓品种的花粉萌发率为

50. 29% ～85. 16% ,不同品种间的花粉萌发率差异

显著 ,其中品种‘Young’和‘Boysen’的花粉萌发率最

高 ,均超过 80% ; 品种‘B razos’和‘Navaho’的花粉

萌发率较低 ,只有约 50%的花粉萌发。

表 2　不同黑莓品种花穗特征的比较 1)

Table 2　Com par ison of an thotaxy character istics of d ifferen t cultivars of blackberry( Rubus spp. ) 1)

品种
Cultivar

花穗数
Anthotaxy number

花穗特征　Anthotaxy characteristics

柄长 / cm
Stalk length

穗长 / cm
Sp ike length

穗宽 / cm
Sp ike width

花数
Flower number

Navaho 127. 33 ±17. 01 a 13. 43 ±5. 74 bc 12. 30 ±5. 82 b 8. 58 ±2. 96 c 7. 17 ±3. 53 a

Young 50. 67 ±12. 74 d 12. 25 ±3. 35 cd 14. 62 ±3. 76 a 13. 56 ±2. 75 a 7. 63 ±1. 50 a

B razos 61. 17 ±13. 03 cd 10. 00 ±3. 48 de 14. 91 ±3. 51 a 7. 76 ±0. 98 cd 4. 95 ±0. 69 b

Comache 62. 82 ±20. 69 cd 8. 10 ±3. 48 e 14. 30 ±3. 16 ab 7. 10 ±1. 10 d 6. 90 ±1. 25 a

Boysen 72. 50 ±29. 22 bc 15. 91 ±3. 62 b 14. 95 ±4. 13 a 10. 10 ±2. 08 b 4. 73 ±0. 63 b

Trip le Crown 88. 57 ±24. 38 b 23. 60 ±6. 64 a 8. 30 ±3. 38 c 7. 07 ±2. 11 cd 7. 13 ±2. 70 a

　1)同列中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α= 0. 05)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α= 0. 05) .

表 3　不同黑莓品种花冠主要特征的比较 1)

Table 3　Com par ison of corolla ma in character istics of d ifferen t cultivars of blackberry ( Rubus spp. ) 1)

品种
Cultivar

花冠直径 / cm
Average diameter
of corolla

花瓣　Petal

数量
Number

颜色
Color

瓣型
Petal shape

Choctaw 4. 03 ±0. 28 Dd 5 粉红色 - 白色 Pink2white 单瓣 Single lobe

Navaho 5. 20 ±0. 35 Aa 9. 07 ±1. 68 红色 - 粉红色 Red2p ink 重瓣 Polyphyll

Young 3. 07 ±0. 21 Ff 5 白色 W hite 单瓣 Single lobe

B razos 5. 28 ±0. 29 Aa 5 粉红色 - 白色 Pink2white 单瓣 Single lobe

Comache 4. 87 ±0. 57 Bb 5 白色 W hite 单瓣 Single lobe

Boysen 4. 89 ±0. 40 Bb 5 白色 W hite 单瓣 Single lobe

B lack Butte 4. 19 ±0. 37 CDcd 5 浅粉红色 -白色 L ight p ink2white 单瓣 Single lobe

Marin 4. 35 ±0. 41 Cc 5 白色 W hite 单瓣 Single lobe

Trip le Crown 3. 42 ±0. 25 Ee 5 浅粉红色 -白色 L ight p ink2white 单瓣 Single lobe

　1)同列中不同的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α= 0. 01和α= 0. 05水平上差异显著 The different cap ital and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α= 0. 01 andα= 0. 05 leve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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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黑莓品种的花粉萌发率比较 1)

Table 4 　 Com par ison of pollen germ ina tion ra te of d ifferen t
cultivars of blackberry ( Rubus spp. ) 1)

品种
Cultivar

平均花粉萌发率 /%
Average germ ination rate of pollen

Choctaw 78. 28 ±2. 89 ABCabc

Navaho 54. 80 ±7. 26 DEef

Young 85. 16 ±6. 53 Aa

B razos 50. 29 ±5. 45 EFf

Comache 70. 58 ±8. 13 ABCDbcd

Boysen 81. 44 ±11. 69 ABab

B lack Butte 62. 73 ±4. 47 CDEde

　1)同列中不同的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α= 0. 01和α = 0. 05水平
上差异显著 The different cap ital and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α = 0. 01 andα = 0. 05
levels respectively.

以品种‘Boysen’为实验对象 ,研究了不同贮藏

温度对黑莓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见 ,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黑莓花粉萌发率明显下

降 ;贮藏温度对花粉萌发率有显著影响 ,室温贮藏对

花粉萌发率的影响远大于低温贮藏。室温干燥贮藏

时 (相对湿度 10% ～20% ) ,在短时间内花粉的萌发

率迅速下降 ,贮藏 120 d后花粉萌发率仅 4. 12% ;低

温贮藏时 ,花粉萌发率下降缓慢 ,贮藏 120 d后其花

粉萌发率仍可达 48. 15%。有研究表明 ,黑莓花粉在

- 5 ℃、相对湿度 10% ～20%条件下可贮藏达数年

之久 [ 6 ]。作者的实验结果与此类似。

表 5　不同贮藏温度对黑莓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1)

Table 5 　 Effect of d ifferen t storage tem pera tures on pollen
germ ina tion ra te of blackberry ( Rubus spp. ) 1)

贮藏时间 / d
Storage time

不同贮藏温度下花粉的萌发率 /%
Pollen germ ination rat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2 ℃～26 ℃ 0 ℃～4 ℃

2 81. 21 ±14. 17 81. 44 ±11. 69

10 19. 25 ±2. 07 72. 33 ±12. 56

60 8. 37 ±2. 01 51. 86 ±9. 43

120 4. 12 ±1. 62 48. 15 ±6. 78

　1)供试黑莓品种为‘Boysen’The cultivar of blackberry is‘Boysen’in
this experiment.

3　结　论

1)黑莓开花期在 4月中旬至 6月初 ,不同黑莓

品种间的开花期差异较大 ,早花品种与晚花品种开

花期相差约 1个月。黑莓花期长约 30 d,各品种间

存在差异 ,最长可达 35 d,最短仅为 19 d。

2)不同黑莓品种间的单株花穗数存在显著差

异 ,单株花穗数最多的是品种‘Navaho’;花冠的平均

直径为 3. 07～5. 28 cm,其差异在品种间也达到显著

或极显著水平 ;多数黑莓品种为单瓣花 ,花瓣数为 5,

且多数品种的花瓣颜色为粉红色至白色之间 ,只有

品种‘Navaho’为重瓣花 ,花色为红色至粉红色。

3)在干燥和低温条件下保存 ,有利于保持花粉

的生活力 [ 7 ]。同一黑莓品种花粉在不同贮藏条件下

的生活力有很大差异。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花粉

生活力呈下降趋势 ;贮藏温度较高时 ,花粉的生活力

下降较快 ;贮藏温度较低时 (0 ℃以下 ) ,花粉的生活

力下降较慢。这与许多资料报道的研究结果相

似 [ 8～10 ]。

4)黑莓花粉 (品种‘Boysen’)在 0 ℃～4 ℃、相

对湿度 10% ～20%条件下贮藏 120 d后 ,花粉萌发

率仍可达 48. 15%。这一结果可为黑莓的人工授粉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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