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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黑莓在南京地区的结实表现 

吴文龙，闾连飞，李维林，王小敏，屈乐文 

( 国 学 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南京 210o14) 

摘 要 ：对11个黑莓品种在南京地区的结实性状进行了调查，发现果实成熟期、产量、果实大小等方面差异很大， 

达到显著至极显著水平。‘Young’和‘Boysen’2品种为早熟品种，在5月20日前后开始成熟，‘Chester’为最晚熟品 

种，在 6月20日前后才开始成熟；‘Chester’、‘Kiowa’和‘Hull’3品种果熟期超过 40 d，‘Young’和‘Boysen’2品种 

成熟期只有20 d左右；产量最高的品种是‘Kiowa’，平均为8．94 kg／株 ，最低的品种是‘Arapaho’和‘Young’，分别只 

有 1．19 kg／株 和 1．22 kg／株 ，相差7倍以上，其他品种产量从 3～7 kg／株不等；果重方面，‘Kiowa’品种最为突出， 

平均达到 12．67 g，最大果达到 了28．27 g，远远高于其他品种，果重最小的品种是‘Young’，平均只有 3．96 g，其他品 

种平均果重在 5～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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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ruit characters of 1 1 blackberry cuhivars in Nanjing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ructescence，yield and fruit size among the cuhivars．‘Young’and‘Boysen’were the 

early—ripening euhivars．and began to mature about in May 20．‘Chester’is the late—ripening cuhivar and began to mature 

about in June 20．The period of fruit maturity of‘Chester’，‘Kiowa’．‘Hull’were over40 days，while only 20 days for 

‘Young’and ‘Boysen’．The yield of‘Kiowa’was the highest and the average yield was 8、94 kg／plant．But the yield of 

‘Arapaho’and ‘Young’were the lowest，only 1．19 kg and 1．22 kg per plant，'respectively．For the other cuhivars，the 

yield arranged from 3 kg to 7 kg per plant．The average single fruit weight of‘Kiowa’was 12．67 g，much greater than the 

other’S． ‘Young’was the smallest cuhivar in single fruit weight，the average weight was only 3．96 g，and for the other 

cultivars，the average weight arranged from 5 to 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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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是欧美国家经过人工育种培 

育出来的悬钩子类果树优良类型，在欧美地区栽培历 

史已有 100多年，目前已选育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 

环境栽培的品种 100多个。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于 1986年开始黑莓引种利用研究⋯，通过黑 

莓优良品种的筛选、推广与利用，为南京等地低山丘 

陵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优良的经济树种，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早期引进的 

‘Hull’、‘Chester’两品种  ̈推广面积已超过 3 000 

hm。
，为当地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作出了较大贡献。 

20余年来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黑莓课题组 

先后从美国等地引进黑莓品种近20个 ，对引进品 

种的适应性、丰产性、品质等重要性状进行了系统研 

收稿日期：2007-12-29 修回13期：2o08-o3—11 

基金项目：江苏省农业高科技项目(BG2007311)；科技部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2007GB2C100118)；江苏省星火计划项目(X2007001)。 

第一作者简介：吴文龙(1964一)，男，高级实验师，主要从事黑莓等小 

果类果树的引种栽培与加工利用研究。E—mail：1964ww1@163．COB 

24 

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笔者对具有较好表现的 

1 1个黑莓品种在南京地区结实经济性状的调查与统 

计分析结果进行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黑莓品种与试验园 

黑莓品种于 1988～2003年间先后从美国引进， 

分别是 ‘Hull’、‘Chester’、‘Choctaw’、‘Navaho’、 

‘Young’、‘Brazos’、‘Boysen’、‘Triple Crown’、‘A- 

rapaho’、‘Kiowa’和‘Shawnee’等 11个黑莓品种，调 

查材料位于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溧水黑莓试验基地的 

品种园。 

黑莓品种园前茬为丘陵荒坡地，微碱性黏土， 

pH7．52，较贫瘠，含有机质 11．67 g／kg，全氮 1．61 g／ 

kg，速效磷 9．83 mg／kg，速效钾 124．21 mg／kg。2006 

年早春定植，1 a生苗木，质量较好，每品种定植 20 

株，稀植，行株距为2．50 in×2．O0 in。品种园栽培管 

理条件较好 ，肥水充足，具有微灌条件，采用篱壁式支 

林业科技开发 2008年第22卷第4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架，及时将枝蔓引绑到支架上，冬季进行适度轻修剪。 

1．2 方 法 

1．2．1 果 实成熟期调查 

果实成熟期包括始果、初果、盛果、终果和末果等 

5个时期，根据采果数量确定果熟各个时期的开始时 

间。始果，果实零星成熟的日期；初果，5％果实成熟 

的日期；盛果，50％果实成熟的日期；终果 ，95％果实 

成熟的日期；末果，果实成熟结束的日期。 

1．2．2 产量构成因素调查 

黑莓株产量由果穗数量／株、果数／穗和果重 3因 

素构成。果穗数量：在果实成熟前 7—15 d，每品种随 

机调查 10—15株，统计各株果穗数量。果实数量：在 

果实成熟前7～15 d，每品种选择典型植株，分上、中、 

下3部分，随机调查 30个果穗统计各穗果实数量。 

单果重：黑莓果实陆续成熟，需分次采收，在每次采果 

时，随机取500 g果实，统计果实数量，计算出平均果 

重，然后根据每次平均果重和每次采果的数量，利用 

加权的方法计算出各品种的平均单果重。 

1．2．3 产量调查 

包括理论产量和实际产量。理论产量：根据产量 

构成因素计算出单株产量，再根据植株大小(平均占 

地面积)，计算出单位面积产量，即株产量 ：每株果 

穗数 ×每穗果数 ×平均果重，单位面积产量 =黑莓株 

产量／单株占地面积。实际产量：由每次实际采收的 

数量，计算出单株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 

1．2．4 果穗大小调查 

果穗大小包括穗长、穗宽和穗柄长。在果实成熟 

前7～15 d，每品种选择典型植株，分上、中、下 3部 

分，随机调查30个果穗测量果穗大小。 

1．2．5 果实大小调查 

果实大小包括果长、果径和聚合果小果数量。在 

各品种盛果初期，随机调查 30个果实，测量果实大 

小，统计聚合果小果数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果 实成熟期 

根据成熟期的早晚，可以将黑莓分为早、中、晚熟 

3种类型。成熟期早的品种有 ‘Young’、‘Boysen’、 

‘Brazos’和‘Arapaho’4个品种，在 5月 20日前后即 

开始成熟，成熟期最晚的品种是 ‘Chester’，约在6月 

20日才开始成熟，比早熟品种晚 25～30 d，成熟期较 

晚的品种有 ‘Triple Crown’、‘Hull’和 ‘Navaho’3品 

种，约在6月 10日开始成熟，其他品种属于中熟品 

种，在5月底至6月初成熟。 

俅业科技开文 2008年第 22卷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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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黑莓果实成熟期的长短差异较大，最长 

品种达到45 d，最短的品种不到20 d。由表 1可见， 

‘Chester’、‘Kiowa’和‘Hull’3品种果熟期最长，超过 

了40d，‘Navaho’和‘Shawnee’2品种成熟期较长，为 

36～37 d，‘Young’和‘Boysen’2品种成熟期最短，只 

有 20 d左右，其他品种成熟期在 30 d左右。 

表 1 不同品种黑莓果实成熟期 ／月一日 

2．2 产量构成因素 

由表2可见，不同品种黑莓单株果穗数量的差异 

达到显著至极显著水平，数量最多的品种是 ‘Kio． 
w a ’

，平均果穗数／株达到 252个，最少的品种是 ‘A． 

rapaho’，平均果穗数／株为98个，前者是后者的2．56 

倍。果穗数／株较多的品种还有‘Brazos’和‘Boysen’ 

两品种 ，平均果穗数／株在200个左右，其他品种平均 

果穗数／株都在 140～160个之间。 

表2 不同黑莓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统计与分析 

不同品种黑莓每穗果实数量的差异也达到显著 

至极显著水平，数量多的品种有‘Hull’、‘Chester’和 

‘Navaho’，平均果数／穗在 20个左右，数量少的品种 

有‘Young’、‘Brazos’和 ‘Boysen’，平均果数／穗为 5 

个左右，其他品种平均果数／穗为7～8个。 

平均果重品种间的差异也达到显著至极显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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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果重最大的品种是‘Kiowa’，平均为 12．67 g，该品 

种最大果达到了28．27 g，远远高于其他品种；果重最 

小的品种是‘Young’，平均重 3．96 g，比11个品种的 

总平 均 果重 低 47．22％；‘Arapaho’、‘Choctow’、 

‘Shawnee’、‘Chester’、‘Brazos’和‘Navaho’等 6品 

种果重也较低，平均在5 g上下；‘Boysen’、‘Hull’和 

‘Triple Crown’3品种果实较大，平均果重近6 g。 

2．3 产量的比较 

由表 3可见，黑莓的理论产量远远高于实际产 

量，其原因主要有：(1)无效花果，即结实的果实不能 

成熟；(2)雨水过多导致落果；(3)晚熟品种遇到高温 

干旱，使果实干瘪而不能正常成熟；(4)鸟害等。11 

个品种平均实际产量 不到理论产量 一半，其 中 

‘Hull’、‘Navaho’、‘Triple Crown’和 ‘Arapaho’等 4 

品种实际产量只有理论产量的 1／3左右，这几个品种 

主要是无效花果的比例较高；‘Shawnee’、‘Brazos’和 

‘Boysen’3品种实际产量达到了理论产量 70％ ～ 

80％，其原因是这 3品种几乎没有无效花果，且果实 

成熟期短，自然损耗较少。 

不同品种黑莓实际株产量差异较大，由表 3可 

见，最高的品种是 ‘Kiowa’，平均为 8．94 kg／株，最低 

的品种是 ‘Arapaho’和‘Young’，分别只有 1．19 kg／ 

株和 1．22 kg／株，最高品种是最低品种 的7．5倍； 

‘Hull’和‘Chester’株产量也较高，平均在 7 kg／株以 

上，‘Choctow’和‘Triple Crown’株产量也较低，平均 

在3 kg／株左右，其他4个品种株产量在 4～5 kg／株。 

实际生产中，单位面积产量的比较比株产量的比 

较更有意义。不同品种黑莓实际单位面积产量差异 

也较大，但差异程度比株产量问的差异小得多，因为 

株产量小的品种，植株也较小。由表 3可见，‘Ches． 

ter’
、 ‘Kiowa’和‘Hull’3品种平均产量最高，达到 

18 t／hm 左右，‘Arapaho’和‘Young’2品种平均产量 

最低，只有 6 t／hm 左右，差异程度达到了3倍以上； 

‘Boysen’、‘Navaho’和 ‘Shawnee’3品种产量也较 

高，平 均 达到 12～15 t／hm ，‘Brazos’和 ‘Triple 

Crown’2品种平均产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平均产量 

在 10 t／hm 左右，‘Choctow’品种产量较低，平均不到 

8 t／hm 

表 3 不同黑莓品种产量大小的统计与比较 

注：相对值为各品种实际产量与 Arapaho实际产量的比值。 

2．4 果穗 大 小 

黑莓果穗近似为圆锥形，有一个穗柄与枝条相 

连。由表4可见，不同品种黑莓果穗大小差异达到显 

著至极显著水平，其中‘Navaho’品种最大，远远高于 

其他品种，其大小约是最小品种 ‘Young’的9倍多 

(体积 比)，‘Navaho’平均穗长和穗径为 27．15± 

10．46 cm和 18．15±7．38 cm，‘Young’平均穗长和穗 

径只有 10．93±2．78 cm和 10．90+1．96 cm，果穗小的 

品种还有‘Shawnee’和‘Choctow’，其大小与‘Young’ 

接近，‘Brazos’、‘Arapaho’和‘Boysen’3品种果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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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比‘Young’大 55％ ～65％，‘Triple Crown’、 

‘Kiowa’和 ‘Chester’3品种 果 穗 中等 大小，是 

‘Young’品种的2．5～3．0倍，‘Hull’品种果穗较大， 

是‘Young’品种的4．4倍。 

黑莓果穗一般为长圆锥形，穗长是穗径的 1．5倍 

左右，但不同品种间差异较大，其中‘Choctow’穗型指 

数最大，穗长是穗径的2倍多，‘Young’穗型指数最 

小，穗长与穗径几乎等长，近似圆球形，穗型指数小于 

1．2的品种还有‘Boysen’和‘Triple Crown’2品种，其 

他品种穗型指数都大于 1．5，属于长圆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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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品种黑莓果穗大小的统计与分析 

应 用 研 究  

注：穗型指数 =穗长／穗径；体积参数 =穗长 ×穗径／100。 

不同品种黑莓穗柄长度的差异也达到显著至极 

显著水平，其中‘Hull’、‘Triple Crown’和‘Chester’3 

品种穗柄最长，皆超过 30 cm，‘Choctow’品种穗柄最 

短，平均长度不到 5 cm，‘Kiowa’和‘Navaho’2品种 

穗柄也较长，平均长度达到 22～24 cm，‘Boysen’、 

‘Young’和‘Arapaho’3品种穗柄长度处于中等偏下， 

平均长度为 l6～17 cm，‘Brazos’和‘Shanee’2品种 

穗柄较短，平均长度为 l0—12 cm。 

2．5 果实大小 

2．5．1 果实的形状 、大小及其与果重间的相关性 

黑莓果实为长圆形，一般基部大，顶端小，不同品 

种黑莓果实的形状差异较大，由果形指数可以看出， 

‘Young’和‘Kiowa’2品种果实较长，其果实长度超过 

果实直径的50％ ～60％，‘Triple Crown’、‘Navaho’和 

‘Chester’3品种果实较短，近似球形，其他品种介于两 

者之间，果实长度约超过果实直径的20％ ～30％。 

由表5可见，11个黑莓品种的果重与果实大小 

(体积)的相关性都达到极显著水平，由此可以认为， 

不同品种黑莓果实的大小与果重的高低完全一致，即 

果重高的品种，果实的体积也较大。由 11个黑莓品 

种的平均果重与其对应的平均果实大小(体积)进行 

相关性分析 J，其相关系数(R)达到 0．907，远高于 

极显著相关系数临界值(R。 ：0．735)，达到极显著 

相关水平。 

表 5 不同品种黑莓被调查果实大小的统计与分析 

注：果形指数 =果长／果径；体积参数 =果长×果径；相关性表示被调查的果实重量与果实大小(体积)间的相关程度； 表示极显著相关。 

2．5．2 聚合果小果数量 

黑莓为聚合果，由表 6可以看出，不同品种黑莓 

果实中的小果数量差异较大，达到显著至极显著水 

平，其中‘Kiowa’品种聚合果中小果数量最多，平均 

近 120个，最多可超过 150个，远远多于其他 品种。 

林业科技开发 2008年第22卷第4期 

‘Navaho’品种聚合果中小果数量最少，平均不到50 

个，‘Young’、‘Shawnee’、‘Choctaw’和 ‘Brazos’4品 

种聚合果中小果数量较多，平均在 80～90个，‘Triple 

Crown’品种聚合果中小果数量中等，平均在 75个左 

右，‘Chester’、‘Hull’和‘Boysen’3品种聚合果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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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数量较少，平均在 60～70个。 

通过果重与对应的小果数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 

看出，被调查的 11个黑莓品种中，除了‘Boysen’品种 

果实存在显著相关外，其他 10个品种果实存在极显著 

相关，被调查的 11个品种黑莓的平均果重与对应的平 

均小果数量间，相关系数为 0．803，达到极显著相关水 

平。由此可知，黑莓果实大的品种，其聚合果中小果的 

数量就多，反之，聚合果中小果的数量就少。 

表 6 不同品种黑莓聚合果小果数量及其与果重间的相关性 

注： 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3 讨 论 

(1)黑莓果实成熟期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存在 
一 定差异，如‘Hull’、‘Chester’2品种，在江苏省植物 

研究所试验园内，1992年分别于 7月初和 7月上旬 

开始成熟，持续时间25 d左右  ̈，比本次该所溧水基 

地调查的结果约晚 20 d成熟，持续时间也短 20 d左 

右。不同品种黑莓果实成熟期和持续的时间相差较 

大，选出具有不同成熟期的品种进行推广对农业生产 

意义 重 大。在 调 查 的 11个 品种 中，从 最 早 的 

‘Young’品种 5月中旬开始成熟，到最晚成熟的 

‘Chester’品种 7月底 8月初成熟结束，前后可持续 

70～80 d，如果大面积生产中早、中、晚熟品种进行搭 

配推广，黑莓果实采收期将维持 3个月以上，比目前 

南京黑莓基地果实采收期延长了50 d左右的时间， 

可较好的解决目前黑莓基地品种单一、采收期集中， 

给果农及黑莓加工企业带来的种种困难。 

(2)从产量及其构成因素来看，11个黑莓品种差 

异都在显著至极显著水平。最突出的品种为 ‘Kio— 
w a ’

，该品种是一个高度杂种，1996年由美国阿肯色 

州大学推出。直立 、有刺，中熟品种，生长势中等，在 

本地生长势强，整个成熟期果实都很大，浆果硬，口感 

好 ，风味浓，果实非常大，平均果重 10～12 g，是阿肯 

色州大学推出的所有黑莓品种中最大的一个，在南京 

地区的果重已超过原产地，平均果重近 13 g，且果实 

较长，果形美观，果形指数达到 1．50。5月下旬开始 

成熟，采果期长(6周)，与原产地一致，是一个高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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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贮藏的品种，是有刺品种中最好的一个。 

(3)‘Hull’和‘Chester’2品种在南京地区的表现 

也非常好，主要特点有产量高，单位面积产量与‘Kio— 

wa’相当，果实较大，生长势和适应性强，无刺，已在 

南京等地推广多年，深受农民欢迎。‘Chester’品种 

还是一个迟熟品种，果实采收期长，据作者多年调查， 

在肥水充足的管理条件下，该品种果熟期可以维持到 

9月份，这与该品种在原产地表现基本一致。‘Nava— 

ho’品种也是一个值得推广 的品种，虽然产量 比 

‘Hull’等品种低一些，但该品种果实甜，浆果硬，口感 

好，货架期长，在美国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鲜售品种。 

这3个品种果穗中果实数量显著多于其他品种，但后 

期形成的果实较小，常常不能成熟，无效果的比例较 

高，在栽培管理和修剪等方面需加以控制。‘Triple 

Crown’是 1996年由美国农业部推出的杂交品种，是 

最新的无刺黑莓品种，因风味佳、产量高和生长势强 

而得名。浆果黑而亮，大且硬度较好，有利于运输，但 

种子大而硬。在南京地区生长势特强，与‘Kiowa’品 

种相似，但结实较差，无效果多，产量中等，可以在瘠 

薄的丘陵山地推广种植。 

(4)‘Boysen’品种 1923年育成，由美国人罗道 

夫 ·宝森(Rudolf Boysen)推出。是罗甘莓(Loganber— 

ry)与多个黑莓、树莓 (Raspberry)杂交而来的品种， 

果实大，深紫色，浆果具有丰富、宜人的芳香，是做果酒 

的好原料。在南京地区表现出了非常好的适应性和丰 

产性，果实较大，被认为是引进的黑莓品种中综合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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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品种，其最大的特点是早熟与优质，是目前黑莓 

基地推广的首选品种之一。‘Young’品种也是一个黑 

莓、树莓杂交品种，是 11个黑莓品种中成熟期最早、采 

收期最短的品种，但该品种的栽培性状与树莓接近，喜 

夏季凉爽气候，对南京地区夏秋季的高温干旱不太适 

应，发展该品种需进行设施保护栽培，作者通过大棚、 

微灌、遮阳等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5)其他黑莓品种对南京地区都表现出了较强 

的适应性，除了‘Arapaho’品种无刺外，其他品种刺都 

较强，产量也不是太高，可根据需要(如专用加工品 
“th1．1 -。̈1ii thII- 。Ilh_-。“Ih_． 。tlh-- ‘|．1| ‘。̈h “thlI- ．|1．̈_ ‘‘⋯ ．一t。 i th*·，。“h ’。 It一’。‘IIii一 

种)进行推广。 

应 用 研 穷  

参考文献 

[1]吴文龙，顾姻．新经济植物黑莓的引种[J]．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2000，9(2)：18’21． 

[2]吴文龙，孙醉君，蔡剑华．黑莓的优良品种“赫尔”与“切斯特”及其 

栽培技术[J]．中国果树，1995(4)：16-18． 

[3]吴文龙，李维林，闯连飞，等．黑莓、树莓在南京地区的引种研究 

[J]．江苏林业科技，2006，33(2)：13-15． 

[4]马育华．田间实验和统计方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周贤军) 

稀土对尾叶桉幼林生长及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邓绍林 ，张日华 ，梁文汇 ，王会利 ，农必昌 ，曹继钊 
(1．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南宁 530001；2．广西高峰林场) 

摘 要 ：通过对稀土不同施用方式(稀土加入基肥、稀土溶液浸根和稀土溶液叶面喷施)对尾叶桉幼林的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3种使用方法都对 2．5 a生尾叶按幼林的生长起促进作用，在稀土加入基肥中，使用7．5 株效果最 

好；在稀土溶液浸根 中，使用500 mg／kg效果最好；在稀土溶液叶面喷施 中，使用200 mg／kg效果最好。从 1．5 a生 

按树幼林的单株生物量看，稀土加入基肥、稀土溶液浸根和稀土溶液叶面喷施 3种施用稀土方式均使按树幼林生 

物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提 高。稀土的 3种施用方式均能使按树幼林林地土壤养分含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影响 

程度的大小顺序为稀土加入基肥 >稀土溶液浸根 >稀土溶液叶面喷施。 

关键词 ：稀土；尾叶按幼林；生长量；生物量 土壤化学性质 

Effects of Rare Earth Element on Growth of Young Forest of Eucalyptus urophylla and Soil Chemicai 

Properties∥DENG Shao—lin，ZHANG Ri—hua，LIANG Wen—hui，WANG Hui—li，NONG Bi—chang，CAO Ji—zhao 

Abstract：The experiment of rare earth elements applied in three methods in the young plantation of Eucalyptus umphylla lo— 

cated at Gaofeng farm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verage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DBH)， 

height and volume of 2、5一years—old trees from the treatment of7、5g／plant was l1．93 cm
． 15、30 m and 0．084 m ／tree re— 

spectively，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and was increased 23．89％ ，21、28％ and 77．29％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when the rare earth elements were used as the base fertilizer、When the rare earth was applied in dipping the roots 

as a fertilizer，the average DBH，height and volume of 2、5-years—old trees from the treatment of 500 me,／kg was 12
、 94 cm， 

l5、37 m and 0．097 m ／tree respectively，sign 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control and other treatments
． and was increased 31、 

6l％ ，17．68％ and 92．4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In foliar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 the average DBH．height and 

volume of 2、5一years—old trees from the treatment of 200 mg／kg was ll、43 cm．14．76 m and 0．075 m ／tree respeetivelv 

and was increased 18．7l％ ．16．99％ and 58．40％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1
． 

Key words：Rare earth；Young forest ofEucalyptus urophylla；Growth；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First author’S address：Guangxi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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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叶桉(Eucalyptus urophylla S．T．Blake)，是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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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广西大力发展的主要造林树种，由于其生长快 、 

轮伐期短、经济效益显著而备受欢迎，但作为短周期 

工业专用原料林进行集约栽培，由于生长快，吸收和 

消耗土壤中养分多，特别是在立地条件较差的地区， 

施肥成为尾叶桉速生丰产的关键 '̈2]。稀土不是肥 

料，它既非植物的大量营养元素，也不属于微量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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