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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黑 莓品种果实与种子性状的调查与分析 

吴文龙，阊连飞，李维林，李海燕，王小敏，屈乐文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京 210014) 

摘 要：对 11个黑莓品种果实和种子的性状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分析。平均单果质量为(5．81~2．37)g，不同品种间存 

在较大差异，其中卡依娃果实最大，达到 12．77 g；黑莓的单果质量在不同成熟期呈现规律性变化，初熟期和盛熟期接 

近平均单果质量，始熟期高于平均单果质量 10％，盛熟末期和终熟期低于平均单果质量；黑莓聚合果中的小核果数 

量和小核果平均质量分别为(70．53~14．65)个和(82．77~17．89)mg，其中卡依娃聚合果中的小核果数量最多、平均为 

108．12个，小核果的质量也最高、平均为 117．32mg；黑莓聚合果大小与聚合果中的小核果数量和质量间存在显著或 

极显著的正相关；黑莓种子的平均千粒重为(3．71~0．72)g，不同品种间差异显著，其中三冠种子最大．无刺红种子最 

小 ；除卡依娃外其它品种黑莓的聚合果大小与种子大小阃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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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fruit and seed characters of some blackberry 

cultivars 

wu Wen—long，LV Lian—fei，LI Wei-lin，LI Hai—yan，WANG Xiao—min，eu Le—weI1 
(Institute ofBotany，Jiangsn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ofSciences，Nonjing，~angsn 210014 China) 

Abstract：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fruit and seed characters of 1 1 blaekben"y cultivars were carried ou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fruit mass was (5．8 1±2．37)g，with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between cultivars．The fruit of Ctlltivar 

Kiowa was the biggest with average mass of 1 2．77 g．The fruit mass changed with different mature stages，as much as the aver— 

age in initiate and flourishing periods，higher than the average about 10％ in beginning flourishing period，lower than the av— 

erage in last flourishing and end periods．The average number and mass of drupelet in aggregate fruit was(70．53~14．65)and 

(82．77~17．89)mg，Kiowa was the highest one，respectively 108．12 and 117．32 mg．There was a remarkable or extremely re— 

mark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the aggregate fruit mass and the number and mass of drupelet
． The average 

mass of 1 000 seeds was (3．71±0．72)g，with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cultivars．The seed of Triple Crown 

cultivar was the biggest，while Young was the smallest：Except Kiowa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lTelation between ag— 

gregate fruit／／lass and seed mass． 

Key words：Blackben~；Aggregate fruit；Seed；Drupelet；Correlation 

黑莓(Rubus spp．)作为小浆果类果树_l-2]，在欧美 

进行商业栽培已有超过 100 a的历史，已培育出栽 

培品种近百个。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黑莓种植面积约 

20 000 hm ，年产 量 15万 t，主要集 中在 北美 和 中 

欧 。我国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黑莓的引种利用研 

究 ，2007年栽培面积 3 000 hm 左右，产量约 3万 t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是我国开始黑莓引 

种、育种和加工利用研究最早的科研单位，通过对引 

进品种 的田间比较试验 ，初步掌握了各品种开花
、结 

果和生长等性状在南京地区的表现嗍，并筛选出了7 

个适合江苏等丘陵山区栽培的优良品种口 ，通过实 

生选优㈣、杂交选育和突变育种等方法，培育出了数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黑莓优良品系，有望在生产 

上得到推广应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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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荷(Navaho)、无刺红(Young)、布莱兹(Brazos)、 

宝森(Boysen)、三冠(Triple Crown)、阿落巴荷(Ara— 

paho)、卡依娃(Kiowa)和萨尼(Shawnee)11个黑莓品 

种．于 1988--2002年先后从美国农业部柯互利斯种 

质保存中心 (National Clonal Germplasm Repository， 

US Agriculture DepaAment)引入．2006年早春种植于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黑莓品种试验园 (南 

京市溧水县)，2007年夏季(果实成熟期)采果调查。 

1-2 方法 

1．2．1 聚合果调查 分别在果实初熟期、始熟期、盛 

熟期、盛熟末期和终熟期调查聚合果的平均单果质 

量。方法是：在各个时期随机取 500 g果实，统计果 

实数量，计算平均单果质量。各时期的划分标准为： 

初熟期一5％的果实成熟；始熟期一20％的果实成 

熟；盛熟期一50％的果实成熟 ；盛熟末期一80％的果 

实成熟；终熟期一95％的果实成熟。 

1．2．2 聚合果中的小核果调查 在果实始熟期 ，每 

品种黑莓随机选取 40个聚合果，称量每个聚合果的 

质量，统计小核果数量，计算小核果质量，进行数据 

分析。 

根据各黑莓品种的平均单果质量．以及各品种 

聚合果与小核果的相关性(回归方程)，计算各品种 

黑莓聚合果的平均小核果数量和小核果质量。 

1．2．3 种子调查 包括种子千粒重和种子大小 (长 

度、宽度和厚度)。千粒重的调查方法：种子风干后， 

去除杂质和空瘪粒．每品种随机测量 8组种子的千 

粒重，计算平均值；种子大小的调查方法：种子风干 

后．每品种随机选 30粒发育正常的种子 ，用游标卡 

尺测量其长度、宽度和厚度，计算平均值。 

1．2．4 数据处理 对调查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分 

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11]。 

2 结果与分析 

2．1 聚合果 

2．1．1 聚合果质量及其动 态变化 由表 1可见 ，调 

查的 11个黑莓品种的总平均单果质量为 5．81 g，品 

种间差异较大，变异系数达 40．79％，其中卡依娃平 

均单果质量 12．77 g，远远高于其它品种 ，无刺红平 

均单果质量最小，只有 3．96 g。 

黑莓的单果质量在不同成熟期里呈现一定的变 

化规律(表 1，图 1)。各品种在初熟期和盛熟期的单 

果质量接近，等于或略高于平均值，盛熟初期(始熟 

期)单果质量最高，盛熟末期和终熟期明显下降。黑 

莓聚合果质量呈现如此变化规律与其开花和果实成 

表 1 各黑莓 品种在不 同果实成熟期的平均单果质量 

Table 1 The average fruit mass of blackberry cultivar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aturity g 

熟的顺序、不同成熟期的植株营养状况有关。 

2．1．2 小核果与聚合果的关系 由表 2可见 ，被调 

查的 11个黑莓品种的聚合果质量与小核果数量密 

切相关．除宝森相关系数达到显著相关外，其它品种 

相关系数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被调查的 11个黑莓品 

种 的平均果质量与对应的平均小核果数量问 ，相关 

系数为0．803，也达到了极显著的正相关水平。同样， 

被调查的 11个黑莓品种的聚合果质量与小核果质 

量也密切相关，除纳瓦荷和布莱兹 2品种相关系数 

达到显著相关外，其它品种相关系数达到了极显著 

水平 ；被调查的 11个黑莓 品种的平均果质量与对应 

的平均小核果质量 间，相关系数为 0．753，也达到了 

极显著的正相关水平。由此可知，无论是同一品种 

内 ．还是不 同品种间．小核果越多 ，聚合果越重 ；小核 

果越重．聚合果也越重．从相关系数的大小来看，除 

了宝森外，前者的相关系数都大于后者，即聚合果中 

小核果的数量与聚合果质量的关系更密切 ．对聚合 

果质量的作用大于小核果 的质量对聚合果质量 的作 

用。 

2．1．3 小核果数量和质量 各品种黑莓的小核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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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莓平均单果质量在不 同果 熟期的变化趋势 

Fig．1 The changes of average fruit mass of blackberri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aturity 

量、质量与果质量问存在显著、极显著正相关 ，通 

过回归分析得到各自的回归方程 (表 2)，根据各 

品种黑莓的平均果质量(表 1)和回归方程 ，计算 

出各品种黑莓聚合果的平均小核果数量和小核果 

的质量。由表2可见，黑莓聚合果平均小核果数量为 

(70．53+14．65)个 ，不同品种间差异大。变异系数达到 

了20．77％。其中卡依娃数量最多，平均每聚合果有 

小核果 108．12个 ，远远多于其它品种 ．是切斯 特(小 

核果最少)的2．05倍。小核果数量较多的有纳瓦荷、 

无刺红 、三冠和萨尼 4品种 。数量超过 70个 ，乔克 

多、布莱兹和宝森 3品种聚合果小核果数量在 60～ 

70，其它 3品种聚合果小核果数量在 50～60。黑莓 

平均小核果质量为 (82．77+17．89)mg，变异系数 

21．61％，不同品种存在差异。其中卡依娃小核果最 

大，平均为 117．32 mg，无刺红小核果最小，平均质量 

为 50．94 mg，前者是后者的2．30倍。赫尔、切斯特和 

宝森小核果较大，平均质量在 90 mg以上，萨尼小核 

果也较小。平均质量小于 70 mg，其它品种小核果大 

小中等，平均质量在70～80 mg。 

2．2 种子 

2．2．1 大小与千粒重 由表 3可见．黑莓种子为近 

似肾形，平均长度(3．31_+0．30)mm，宽度(2．04_+0．23) 

mm，厚度(1．25±0．19)mm，变异系数分别为 8．99％、 

11．45％和 15．28％，不同品种种子的长度、宽度和厚 

度存在较大差异。黑莓种子的平均千粒重为(3．71± 

0．72)g，品种问差异达到显著至极显著水平，变异系 

数为 19．41％，其中三冠种子最大 。平均千粒重为 

4．72 g，无刺红种子最小，平均千粒重为 2．20 g，赫 

尔、纳瓦荷和宝森种子较大，平均千粒重超过 4．0 g． 

阿落巴荷种子平均千粒重小于 3．0 g，属于小种子品 

种 ，其它 6个品种种子的平均千粒重在 3．0～4．0 g。 

表 2 黑莓聚合果与小核果的相关性分析及各 品种聚合果 中的小核果数量与质量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gregate fruit and drupelet and the number 

and mass of drupelet of blackberry cultivars 

注：R：相关系数； ：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X：聚合果质量；Y ：小核果数量；Y2：小核果质量
。 

N。t。：R-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一Show the correlation remarkable； -Show the correlation extremely remarkable；X
— Aggregate fn1it mass；Yl— 

Amount of drupelet；Y2一Mass of drupelet
． 

通过计算种子长×宽×厚的数值，可近似地分析 

比较黑莓种子的体积大小。黑莓种子的平均体积为 

(8．60+2．28)mm ，品种问差异达到了极显著水平，变 

异系数达到了26．50％，远高于长度 、宽度和厚度的 

变异系数 (表 3)，其中三冠种子的体积最大 ，为 

11．88 miD_ ，无刺红的种子体积最小，为 3．92 mm 。 

2．2．2 种子大小与聚合果质量 的相关性 对 11个 

黑莓品种的平均聚合果质量与平均种子千粒重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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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得出，相关系数为 0．322，小于相关系数 

临界值( 吣=0．602，Rn叭=0．735)，即 2者之间相关性 

不显著。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卡依娃果质量最 

大，但种子的平均千粒重却偏小 ，说明该品种不符 

合果质量与种子平均千粒重呈正相关的趋势。通 

过对除卡依娃外的其它 10个 品种的平均聚合果 

质量与平均种子千粒重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 

达到了0．921，高于相关系数临界值( 吣=0．632， 

尺㈣=0．765)，即 2者之间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由 

此可以认为，黑莓大多数品种的聚合果质量与种 

子的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果实越大，种子也 

越大 。 

表 3 各黑莓品种的种子大小和千粒 重 

Table 3 The sizeand1O00-seedweightofseedofdifferentblackberry cuitivars 

注 ：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小写字母达到显著差异(P<O．05)，大写字母达极显著差异( O．01)。 
Note： I'he different capital and small letters in the table stand for P<0．01and P<0．05．respectively． 

3 讨 论 

黑莓果实大小(果质量)与国内外报导存在一定 

差异[挖 5_，这与栽培措施(如肥水管理、修剪的程度 

等)、统计方法有关，作者认为其差异在允许范围内。 

不同果熟期、不同品种黑莓果质量呈现规律性变化 ， 

与黑莓 的生长 、结果 习性密切相关 。黑莓为圆锥形总 

状花穗 ，一般是顶端第 1朵花先开 ，然后从花穗基部 

由下向上(由基部向顶端)依次开放 ，果实成熟的顺 

序与开花一致l2一。黑莓顶端果实和基部果实通常都 

较大，因此果熟初期的果质量较高。初熟期果质量未 

达到最高，是由于刚刚开始成熟时，植株生长与营养 

状况未达到最佳状态，而到了始熟期，除了植株本身 

生长协调外，往往外部管理环境(水肥条件)也达到 

最好水平 ，其单果质量达到了最大：到了盛熟期，果 

实大量成熟，消耗的养分、水分最多，其单果质量自 

然有所下降，但基本代表该品种果实的平均水平：黑 

莓 2 a生结果枝在果实成熟后会自然死亡 ]，由 1 a 

生枝取代，所以到了果实成熟后期，其结果枝的营养 

状况明显衰败，聚合果中的小核果数量比前期减少， 

所以终熟期时单果质量会大幅度下降。 

黑莓浆果为聚合果，由若干小核果和果托组成。 

果托在聚合果中只占--／1,部分，未进行深入调查。通 

过聚合果质量与小核果数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 

出，除宝森达到显著正相关外，其它品种均达到极显 

著正相关．这与 Brenadine等[ 63调查的4个黑莓品种 

和王宏等[ 调查的2个树莓品种情况一致。聚合果 

质量与小核果质量也达到极显著相关，总体来看，相 

关性小于小核果数量 

在黑莓育种工作中，将果实大、种子少和种子小 

作为非常重要的育种目标。从调查结果来看，所有黑 

莓品种的小核果数量在聚合果质量中起到决定性作 

用 ，即要取得大果型黑莓品种 ，首先需增加小核果数 

量，而每个小核果都含有一粒种子，这与育种目标存 

在较大的矛盾。从种子的质量与聚合果质量问的相 

关性来看，11个品种中有 10个品种的相关性达到 

极显著正相关水平，只有卡依娃负相关。因此，黑莓 

育种要达到果实大、种子小较困难，但还是可以实现 

的，卡依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育种亲本。 

4 结 论 

黑莓不同品种的聚合果的大小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卡依娃最为突出，平均单果质量可达 12．77 g。 

是其它品种的2～3倍。在不同成熟时期，黑莓果质量 

呈现规律性变化，一般初熟期和盛熟期果质量与该 

品种平均果质量接近，盛熟初期高于平均果质量 

10％，果熟末期和终熟期低于平均果质量。 

黑莓不同品种聚合果中的小核果数量和质量差 

异较大，其中卡依娃聚合果中的小核果数量最多，小 

核果的平均质量也最高。黑莓同一品种内或不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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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间，聚合果大小(果质量)与聚合果中的小核果数 

量和质量间都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 

黑莓种子近似肾形，不同品种的种子的千粒重 

和大小(体积)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其中三冠的 

千粒重最高，种子体积最大，无刺红的千粒重最低． 

种子体积最小。除卡依娃外其它品种黑莓的聚合果 

大小与种子的大小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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