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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黑莓在南京地区的生长表现 

闯连飞 ，黄 钢 ，吴文龙，李维林 ，王小敏 ，屈乐文 

(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 ：为了给黑莓品种的鉴定和栽培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 ¨个黑莓品种在南京地区的生长情 

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黑莓功能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平均为(40．87±4．84)spad，同一品种在不同 

生长期其叶绿素含量比较稳定，而不同品种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复叶大小平均为(1．5l±0．25)dm ，品种 

间差异显著，其中Chester品种的最大，Triple Crown的最小，前者是后者的1．65倍。小叶数量和单株叶面积 

分别平均为(4 815±3 880)片和(7．65±5．94)m 2，品种间差异极显著，其中Kiowa品种的叶片数量最多，其 

单株叶面积最大，单株叶面积平均为(22．92土6．72)m。，远远高于其它品种。枝蔓数量和年生长量分别平均 

为(26．32±10．92)支和(2．14±1．52)dm。，品种间差异也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枝蔓发生数量最多 的品种也是 

Kiowa，最少的品种是Young，后者数量不 到前者 的1／4；Kiowa和Triple Crown这2个品种的枝蔓年生长量最 

大，Young品种的年生长量最小 ，前者是后者 的10余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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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in Nanjing 

Lii Lian—fei，HUANG Gang，wU Wen—long，LI Wei—lin，WANG Xiao—min，QU Le—wen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Jiangsu，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ultivar ident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o{ 

blackberry，growth performance of 1 1 blackberry cultivars in Nanjing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verag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in functional leaves was 

(40．87土 4．84)spad，and chlorophyll content in a cultivar was stable at different growth 

period． But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chlorophyll contents in 1 1 blackberry 

cuhivars．Average size of compound leaves was(1．51±0．25)dm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ivars were significant．The size of leave in Chester with the maximum value was 1．65 times 

that in Triple Crown with the minimum value．Average number of leaflets was(4 815±3 880)， 

average leaf area per plant was(7．65± 5．94)m。，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ivars were 

very significant．Leaf area per plant in Kiowa with the most leaflets was the biggest，up to 

(22．92± 6．72)m ，which was far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cultivars．Number of branches 

and tendrils was (26．32± 10．92)，annual increment was (2．14± 1．52)dm。，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ivars were very significant．The number of branches and tendrils of 

Young with the minimum value was not up to a quarter of that of Kiowa with the maximum 

value．The annual increments of Kiowa and Triple Crown with the maximum value were over 

1 0 times than that of Young with the minimu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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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原产于北美 ，为第 3代新兴小果类果树 ，其鲜果与其加工产品色泽艳丽、营养丰富、风味可 

VI，深受消费者喜爱。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自1986年始开展了有关黑莓的引种栽培和加工利用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 ̈ ，先后从国外引进黑莓品种2O余个 ，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为江苏低山丘陵地区的开发利用 

提供了优良的经济树种，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引种栽 

培工作 。 ]。为了给黑莓品种鉴定提供形态学依据，并给不同品种黑莓的栽培技术措施的制定提供相应的科学 

依据，对 11个黑莓品种在南京地区的生长情况进行了观察和分析，现将调查与统计分析的结果报道如下。 

l 材料与方法 

1．1 黑莓品种与试验园 

黑莓品种 11个 ，分别是 Hull、Chester、Choctaw、Navaho、Young、Brazos、Boysen、Triple Crown、Arapaho、 

Kiowa和Shawnee，1988~2003年间先后从美 国引进 ，种植于溧水黑莓试验基地的品种园内。 

黑莓品种园的前茬为丘陵荒坡地，微碱性黏土，pH值为7．52，含有机质l1．67 g·kg ，全氮1．61 g·kg_。， 

速效磷9．83 mg·kg～，速效钾124．21 mg·kg一。2006年早春定植，1年生苗木，质量较好，每品种定植2O株， 

稀植，行株距为2．50 m×2．0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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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晴好天气，每品种随机选取功能叶(倒数第5～7片叶)30片，测定其叶绿素含量。测量仪器为美能达SPAD一 

501型活体叶绿素仪。4月、5月和1O月各测定 1次。 

1．2．2 叶 片生长量 的调 查 

于2006年9月中旬进行调查。复叶数量：每品种随机取1O个枝条进行调查，并统计各类型复叶的数量，计 

算各自所占比例。复叶大小：包括长度、宽度和叶柄长度，每品种调查3O张复叶。单叶大小：对复叶的顶端叶、第 

1对称叶、第2对称叶分别进行了调查，并分别测量其长度、宽度和顶端叶的叶柄长度，利用坐标纸测量其叶面 

积，每种单叶随机调查 3O张。 

1．2．3 枝蔓生长量的调查 

于冬季落叶后修剪前进行调查，时间在2006年12月～2007年 1月间，分别调查植株的枝蔓数量、粗度、长 

度和节间距。枝蔓数量 、粗度和长度的调查，每品种取 8～10株 ；节间距的调查，每品种取 10～15个枝条。 

1．2．4 年生长量的计算公式 

单株复叶数量 ===单株枝蔓的累计长度／节间距 ； 

单株小叶数量一单株复叶数量×每张复叶的小叶数量； 

单株叶面积一单株小叶数量×小叶面积； 

单株枝蔓年生长量一植株中所有枝蔓粗度的平方×枝蔓长度的累计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叶 片 

2．1．1 叶绿素含量 

同一品种黑莓其功能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比较稳定，不同时期所测 11个品种的叶绿素含量的差异较小， 

变异系数在 0．79 (Triple Crown)～4．30 (Hul1)，差异幅度小于5％；同一时期所测 11个品种不同功能叶的 

叶绿素含量的差异也较小 ，变异系数在3．21 (Boysen，4月25日)～l1．57 (Hull，10月24日)之间。在调查的 

33组数据中(每组数据有 30个观察值)，只有2组数据的变异系数大于10％，大部分都在5％～8％之间。 

不同品种的功能叶中叶绿素的含量存在着较大差异，达到了显著至极显著水平，变异系数为11．84 0,4。2007 

年于南京调查到的不同品种黑莓其功能叶中叶绿素含量的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1。根据表1，可以将被调查 

的11个品种分成深绿、绿和浅绿3个类型：深绿型有7个品种，分别是Kiowa、Arapaho、Triple Crown、Navaho、 

Hull、Chester和Shawnee；绿型有3个品种，分别是Choctaw、Brazos和Boysen；浅绿型只有Young这1个品种。 

这一结果与田间感官观察的结果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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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复叶的数量和大小 

黑莓 的叶片为扇形复叶，一般为 3～ 

5出掌状或羽状复叶，少数在基生枝 出现 

6、7出复叶。不同品种黑莓其复叶的数量 

和大小的统计结果见表2。表2表明，不同 

品种间 3类复叶所 占比例的差异很大：在 

所有品种中，4出复叶所 占比例最小，一般 

为 10％左右，最多不超过 18 ；3出和5出 

复叶所占比例最大，其中Young和Boysen 

的 3出复 叶 占多数 ，比例 在 8O 以上， 

Hull、 Chester、 Choctaw、 Brazos、 

Arapaho、Kiowa和 Shawnee这 7个品种 

的5出复叶占多数，比例一般在60％以上， 

而Navaho和Triple Crown的3出复叶和 

5出复叶的数量相当，各 占4O 9／5左右。 

表 1 不同品种黑莓功能叶中叶绿素含量的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 of difference significant analysis between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in functional leaf of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spad 

表 2 不同品种黑莓各类复 叶的数量和大小 

Table 2 Number and size of compound leaves in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十 大小参数一长×宽／]00(dm )。Size parameter：length×width／100(dm ) 

黑莓复叶的叶柄长度一般为4 em左右。所有品种复叶的形状较为相似，长度略大于宽度，长宽比为1．O0～ 

1．08，但其大小的差异较大。由表 2可知，黑莓不同品种间叶面积的差异达到显著至极显著水平，其中Chester 

的最大，而Triple Crown的最小 ，前者是后者的1．65倍 。 

2．1．3 单叶的数量和大小 

黑莓单叶包括顶端叶、第1对称叶、第2对称叶这3类。不同品种黑莓不同类别单叶的大小、数量和叶面积 

分别见表3和表4。就其大小看，同一品种的顶端叶>第 1对称叶>第2对称叶(详见表3)，3类叶的平均大小 

(长×宽)依 次为(6．57-!-0．55)cm×(4．81 4-0．87)em、(6．05-0．46)cm×(4．15-0．60)cm 和 

(4．724-0．38)cm×(2．81-0．22)cm；平均叶面积(详见表4)依次为21．34、16．63和9．02 cm ，三者平均叶面 

积之比为(2．37-0．26)：(1．84-0．24)：1．0。不 同品种间叶片大小存在着较大差异 ，从 3类叶片的加权平均 

叶面积来看 ，Boysen的叶面积最大，平均为 27．28 cm ；Brazos的叶面积最小，平均为 12．76 em。，前者是后者的 

2．14倍 ，其次为 Young、Hull、Chester、Kiowa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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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品种黑莓不同类别单叶的大小 

Table 3 Size of leaflets in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cm 

黑莓叶片形状为倒长卵圆形，其顶端往往有一个长长的叶尖。由表3还可知道，同一品种中3类叶片形状的 

差距较大：顶端叶较圆，其平均叶型指数为1．40士0．17；第1对称叶次之，其平均叶型指数为1．49±0。18；第2对 

称叶最为瘦长，其平均叶型指数为1．70±0．08。不同品种的叶片形状也存在较大差异：黑莓、树莓杂交品种 

Young和Boysen的平均叶型指数分别约为1．0和1．2，其叶形为近圆型，而其它纯黑莓品种的平均叶型指数都 

在 1．5以上，其叶形均为长圆型。 

黑莓单叶也有叶柄，但较短。对称叶的叶柄只有2～4 mm，顶端叶的叶柄较长，平均为(1．69±0．13)cm，不 

同品种间的差异较小(详见表 3)。 

表4 不同品种黑莓不同类别单叶的数量和叶面积 

Table 4 Number and Area of leaflets in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1)叶型指数 =叶长／叶霓 }2)平均叶面积为 3类叶面积的加权平 均值。 

1)Leaflet shape index=leaflet length／leaflet width；2)Mean leaflet area is the weighted mean of three types of leaflets． 

2．2 枝 蔓 

2．2．1 枝 蔓的数量 

黑莓一般春植，从种植的当年起每年都在基部抽生1至数根粗壮的基生枝(亦称萌枝)，然后在基生枝上发 

生侧枝，开花结果，所以基生枝和侧枝的数量与生长状况直接决定着当年的产量。不同品种黑莓其侧枝的数量、 

粗度和长度见表5。由表5可知，种植当年黑莓可发生侧枝平均为(26．32±10．92)支，不同品种发枝数量的差异 

达到显著至极显著水平，侧枝发生数量最多的品种是Kiowa，平均为(45．46±11．58)支，最多达到63支，最少的 

品种是 Young，平均只有(11．24±6．02)支，后者不到前者的 1／4。Brazos品种的枝蔓数量也较多，平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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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支，Hull、Chester、Navaho和Triple Crown这4个品种的发枝数量中等，平均在 30支上下，其它品种的侧枝 

数量较少，平均在20支以下。 

表 5 不同品种黑莓侧枝的数量 、粗度和长度 

Table 4 Number，diameter and length of lateral branch in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2．2．2 枝 蔓粗度 

从表5的数据来看，黑莓侧枝的平均粗度为(0．62±0．09)cm，品种间的差异显著。其中Triple Crown的侧 

枝最粗，平均达到(O．75±0．18)cm，高出平均数2O．97 ；Young和Boysen的侧枝最细，其平均粗度为0．50 cm 

左右 ，分别 比总平均数低22．58 和l7．74 ；Hull、Choctaw、Navaho、Arapaho和Shawnee这5个 品种的侧枝较 

粗，其平均粗度近0．70 cm；Chester、Brazos和Kiowa这3个品种 的侧枝较细，其平均粗度在0．60 em左右。从变 

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值)来看，Young、Boysen、Triple Crown和Kiowa这4个品种的侧枝粗细较均匀，变异系 

数小于25 ；Choctaw、Brazos、Arapaho和Shawnee这4个品种侧枝粗细的差异较大，变异系数大于35 9／6；Hull、 

Chester和Navaho这3个品种介于前两者之间，其变异系数约为3O 。 

2．2．3 枝 蔓长度 

黑莓侧枝的平均长度为(154±62)cm，品种间的差异显著 ，变异系数达到 48．71％(见表 5)。Boysen的侧 

枝最长，平均为(2．85±1．08)cm，最长超过5 m；而Arapaho的侧枝最短，平均只有 (0．8O±0．29)cm，最长的枝 

蔓也仅为1．50 m，前者是后者的3．58倍 ；Triple Crown的侧枝平均长度超过2 m，最长可达5．50 m；Kiowa的侧 

枝 长度平均近2 m。侧枝平均长度超过 1．50 m的品种有Hull和Young，其它品种的侧枝较短，平均长度在 

1．O0～1．30 m之 间 。 

2．2．4 节间距 

黑莓叶片在枝蔓上互生，其节间距平均为(3．63±0．83)em，品种间的差异显著，变异系数达到22．87 (见 

表5)。Choctaw和Triple Crown这2个品种的节间距最长，分别达到(5．33±1．14)cm 和(4．99±0．58)cm；而 

Arapaho的节间距最短 ，平均只有(2．78±O．29)cm；其它品种的节间距在 3～4 cm之间。 

2．3 年总生长量 

2．3．1 叶 片 

不同品种黑莓的年生长量见表6。由表6可知，黑莓每株全年的复叶数量平均有(1 138±843)张，小叶数量 

平均有(4 815±3 880)张；单株总叶面积为(7．65±5．94)m。，不同品种间的差异达到了显著至极显著水平，其 

中单株总叶面积的变异系数为 77．59 。Kiowa品种的叶片数量最多，其单株叶面积最大 ，单株叶面积平均为 

(22．92±6．72)m ，远远高于其它品种，是叶片数量最少、单株叶面积最小品种Arapaho的8．68倍。Brazos和 

Boysen这2个品种的叶片数较多，叶面积较大，平均单株叶面积在 1O～12 m 之间。Hull和Triple Crown这 

2个品种的叶片数量和叶面积处于中等水平；而Choctaw和Navaho这2个品种的叶片数量和叶面积处于中等 

偏下水平，单株叶面积平均约为5．50 m。；其它品种的叶片数量和叶面积都较少、较小，单株叶面积平均约为3 m。。 

2．3．2 枝 蔓 

枝蔓生长量是根据枝蔓的数量、粗度和长度计算得来的。由表6可知，黑莓单株枝蔓的年生长量平均为 

(2．14+1．52)dm。，品种间的差异显著，变异系数为70．86 9／6。Kiowa和Triple Crown这2个 品种的年生长量最 



第 3期 间连飞等 ：不同品种黑莓在南京地区的生长表现 79 

大 ，分 别 平 均 为 (4．91± 1．68)dm。和 (4．88± 1．53)dm。；Young 品 种 的 年 生 长 量 最 小 ，平 均 只 有 

(O．43±0．17)dm。，不到前 2个 品种的 1／10；Hull、Navaho、Chester和 Brazos这 4个品种 的年生长量处于中等 

水平，平均约为2 dm。；其它品种的年生长量平均在1．O～1．5 dm。之间。 

表 6 不同品种黑莓的年生长量 

Table 6 Annual increments of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3 讨 论 

不同品种黑莓叶片的大小、形状、叶色各有特点，因此叶片可以作为黑莓品种区分的一个重要依据_6 ]。但 

同一品种也会因为叶片生长的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较大的差异，即使同一植株不同部位的叶片其大小、形 

状和叶色也有可能产生差异，因此在鉴定黑莓品种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同一品种在不 同年份、不同地区、不同的管理水平下其年生长量不 同，不同品种在同一年份 、同一地 区、相 

同的栽培条件下其生长量的大小趋势一致，所以，在栽培时应根据不同品种的特性来合理安排株行距，生长量 

大的品种应尽量加大株行距，以利于植株的通风透光，生长量小的品种应合理密植，以获得高产。 

生长量大的品种一般都能获得高产，生长量小的品种其产量相对较低。但有的品种(~FITriple Crown)其生 

长量虽大，而其产量却不是很高，原因是其枝条太长，影响了营养物质的运输，这就要求在生产中对这样的品种 

进行合理的修剪和适当的生长调控，有效地改善植株的通风透光，使坐果率增加，果实增大，产量增加，吴文龙 

等人的研究结果已证明了这一点[8]。适当的生长调控可以控制植株的过度生长，增加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促进 

花芽分化，但如何进行生长调控，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根据笔者的观察，l1个品种中Young品种在南京地区 

的适应性较差 ，因此其生长量偏小 。 

叶绿素是叶片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截获光的色素，其含量的高低是衡量叶片光合能力的重要生理指标。叶片 

的大小与多少直接影响着植株光合作用 的效率 ，对植株的生长量、产量以及果实中营养物质的积累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枝条的生长量直接决定着果树的产量。文中通过对不同品种黑莓的叶片和枝条的生长情况的调查 

和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为指导黑莓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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