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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设施栽培对黑莓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吴文龙 ，闾连飞 ，李维林，王小敏 ，赵慧芳 ，屈乐文，李海燕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 ：为给大面积推广大棚栽培黑莓提供理论依据，就黑莓的大棚设施栽培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显示： 

果实成熟期提前，延长了采收时间；生长期叶片叶绿素含量与露地栽培的基本一致；浆果中可溶性固形物和 

色素的含量略低于露地栽培，而总酸含量却高于露地栽培；果穗和穗柄明显长于露地栽培，果实大小的变化 

较小；株产量低于露地栽培，单位面积产量明显高于露地栽培，并且果实损耗小，收获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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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lastic Greenhouse Cultivation on M ain 

Economic Characters in Black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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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Jiangsu，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tension in a large scale of plastic 

greenhouse cultivation of blackberry， plastic greenhouse cultivation of blackberry was 

researc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situ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pen 

cultivation，fruit maturation period was advanced and harvest time was prolonged；chlorophyll 

content in leaf was similar at growth period；soluble solid and pigment contents were slightly 

lower，but total acid content was higher；fruit ear and its stalk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and 

fruit size was more average；yield per plant was lower，and yield per unit are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loss rate of fruit was smaller，and harxrest rate Wa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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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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受欧美消费者喜爱的 

第3代小果类浆果，具有适应性广、栽培容易、童期短、产量高、风味独特等优点。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于 】986年将黑莓引入我国 ，并进行栽培利用研究 ，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其 中早期引进的Hull和 Chester两 

品种_2 的推广面积已超过4 000 hm ，为当地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出了较大贡献。黑莓为聚合浆果 ，果皮极薄， 

露地栽培的黑莓在盛夏成熟，而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会遭遇梅雨，浆果极易受损、腐烂变质，借助大棚设施 

进行栽培，不仅可以提前成熟 ，避开高温 ，而且可以避免雨水冲刷 ，减少损害，还有利于无公害栽培措施 的实施， 

提高果品质量。大棚栽培促使黑莓鲜果的销售成为现实，通过温度控制延长果实采收期，可以解决大面积基地 

黑莓集中采收带来的种种问题。本研究通过比较大棚设施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主要经济性状，可为大面积推 

广大棚栽培黑莓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与供试材料等基本情况 

试验地为丘陵缓坡地 ，位于南京市溧水县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黑莓试验基地 ，供试地块 (包括对照：露地 

收稿 日期 ：2008 05—05 

基 金 项 目：江苏省农业高科技项 目(BG2007311)，国家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 目(2007GB2C100118)，国家星火计划项 目 

(2007EA69101 3)。 

作者简介 ：吴文龙(1 964一 )，男，江苏高邮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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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Tel：025 84347063，E—mail：1964wwl@1 63．corn。 



第4期 吴文龙等 ：大棚设施栽培对黑莓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39 

栽培)为微碱性粘质土壤，pH值为7．5～7．8，较瘠薄，含有机质11．6～15．6 g·kg_。，全氮1．0 g·kg 左右，速 

效磷 9．8～11．0 mg·kg ，速效钾 100～120 mg·kg_。。 

供试材料为Young、Boysen、Navaho和Triple Crown等4个黑莓品种。苗木于2006年早春种植，大棚栽培 

株行距为1．5 m×2．0 m，架材地上高度为1．4 m，露地栽培株行距为2．0 m×2．5 m，架材地上高度为1．8 m。 

供试苗木在较好肥水条件下得以管理，大棚和露地都采用微灌系统进行灌溉。1月下旬进行扣棚保温，直 

到5月初完全揭棚。扣棚期间注意温度变化，当温度超过30 C时适当揭棚降温，温度低于l8～20lC时扣棚保温。 

经过 1年 的生长后 ，大棚栽 培和 表1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枝蔓生长量 

露地栽培苗木的生长量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物候期的调查 

于萌芽期、开花期和果实成 

熟期进行调查，分别记载 3个时 

期的开始时间和终止时间，统计 

各个时期持续的时 日。 

1．2．2 叶绿素含量的调查 

选择晴好天气进行调查，每 

Table 1 Branch increment of blackber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lastic greenhouse and open cultivation 

品种随机选取向阳的功能叶片30个，分别在开花期、果熟期和秋季用美能达SPAD一501型活体叶绿素仪测定其 

叶绿素的含量 。 

1．2．3 浆果品质的调查 

当盛果初期，每品种随机选取完全成熟的浆果 1 kg，速冻后贮藏于一18℃的冰箱中，待所有品种采收结束 

后，分别测定能代表黑莓果实品质的可溶性固形物、总酸和花色苷等营养物质的含量。测定方法分别为：用 

wYT—A型手持糖度计[3 测定其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用ZD一2型自动电位滴定仪[3]测定其总酸含量，采用pH 

示差法[4]测定其花色苷的含量。 

1．2．4 果穗与果实大小的调查 

果穗大小包括穗长、穗宽和穗柄长，在果实成熟前的第 7～15天进行调查 ，每品种选择典型植株 ，分上、中、 

下三部分，随机调查 3O个果穗，测量果穗大小；果实大小包括果长、果径，在各品种盛果初期进行调查，随机调 

查 30个果实 ，测量果实大小 。 

1．2．5 产量构成 因素的调查 

黑莓株产量由果穗数／株、果实数／穗和果质量这三部分构成。果穗数量：在果实成熟前的第7～15天进行 

调查，每品种随机调查10415株，统计各株果穗的数量。果实数量：在果实成熟前的第7～15天进行调查，每品 

种选择典型植株，分上、冲 、下三部分，随机调查3O个果穗，统计各穗果实的数量。单果质量：黑莓果实陆续成 

熟，须分次采收，在每次采果时，随机取果实 500 g，统计果实的数量，计算出平均果质量，然后根据每次平均果 

质量和每次采果的数量，利用加权的方法计算出各品种的平均单果质量。 

1．2．6 产量的调查 

理论产量 ：根据产量构成部分计算出单株产量 ，再根据植株大小(平均占地 面积)，计算出单位面积的产量。 

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 

株产量一每株果穗数×每穗果数×平均果质量； 

单位面积产量一黑莓株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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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主要物候期的影响 

大棚栽培对黑莓物候期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物候提前和果熟期延长。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主要 

物候期如表2。由表2可知，大棚栽培的萌芽期比露地栽培的提前15～21 d，平均提前18．5 d；萌芽期的持续时 

间相差不大，大棚栽培的平均为11 d，露地栽培的平均为 11．5 d。大棚栽培的开花期比露地栽培的提前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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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平均提前14．5 d；持续开花的时间相差也不大，大棚栽培的平均为26．75 d，露地栽培的平均为26．25 d。果 

实成熟期，大棚栽培的比露地栽培提前9415 d，平均提前 13 d；果熟期持续的时间相差较大，大棚栽培的平均 

为36．25 d，露地栽培的平均为27 d，前者平均延长了9．25 d，其中，Navaho品种的表现最为突出，大棚栽培下其 

果实成熟期持续了52 d，较其露地栽培的延长了15 d。 

表2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主要物候期 

Table 2 M ain phenophases of blackber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lastic greenhouse and open cultivation 

1)：表 月 ／日。Standing for month／day- 

由此可知，大棚栽培可使黑莓的物候期提前，这是由大棚的保温作用所致，保温能使大棚内提前升温。从 

3个物候期提前的时间来看 ，物候期越早的提前的时间越多 ，这是因为越到后期 ，大棚与露地之间温差越小 。萌 

芽至开花的各物候期持续的时间，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的相差不大；而果实成熟期持续的时间 ，大棚栽培明显 

地长于露地栽培。笔者认为，物候期的早期主要受温度(或积温)的影响，其它环境条件相对来说影响较小，即在 

黑莓早期的各个物候期，大棚与露地的温度基本接近，或者在相同的时间里累计的积温相同。果实成熟期持续 

的时间，除了温度影响因子外，其它如雨水、风、高温和低湿(空气干燥)等外部环境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由于人为的作用，大棚栽培环境较稳定，外界环境对大棚的影响较小；而露地栽培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露地 

栽培 ，除了土壤干旱可以通过人为灌溉得到控制以外 ，其它环境因子的影响则很难被控制。果熟期 ，大棚栽培条 

件稳定，又由于果熟期提早，气候温和，因而果熟期持续的时间较长；露地栽培的环境条件明显不及大棚栽培， 

尤其是晚熟品种Navaho，果熟后期如遇到高温干燥天气，则会造成高温逼熟或果实干瘪，反而不能成熟，因此 

果熟期大大地缩短 了。 

2．2 对叶片中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细胞器 ，其含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植物光合产物的多少 。于不同时间分 

别对大棚栽培和露地栽培黑莓功能叶片叶绿素含量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大棚栽培和露地栽培 

的早熟品种Young和Boysen的叶片叶绿素含量几乎一样，甚至大棚栽培黑莓叶片的叶绿素含量还微微高于露 

地 栽培的；大棚栽培的中晚熟品种 Navaho和Triple Crown的叶片叶绿素含量比露地栽培的低 5．01 和 

5．38 。总的来看，大棚栽培的黑莓其叶片叶绿素的含量低于露地栽培的，平均低2．42 9／6。 

表 3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Table 3 Chlorophyll contents in blackberry leav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lastic greenhouse and open 

cultivation spad 

2．3 对结果性状的影响 

2．3．1 对浆果品质的影响 

黑莓浆果的含糖量、含酸量和糖酸比决定了浆果的风味。黑莓浆果色彩艳丽，其色泽从红色到紫红色，其花 

色苷含量决定了浆果及其加工产品的色泽。通过调查这几个重要营养成分的含量，基本可以确定浆果品质的优 

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是用糖度计测得的，可以近似值代表果实的含糖量。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果实的主 

要营养成分含量见表 4。由表4可知：可溶性固形物(Soluble solid content，SSC)含量，大棚栽培的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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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露地栽培的平均为 10．O9％，前者平均低于后者 6．64％，不 同品种间相差幅度较大 ，相差最大的品种是 

Triple Crown，达到了15．84 ，相差最小的品种是Boysen，只有1．38 ；总酸 (Total acid content，TAC)含量与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相反，大棚栽培的平均为1．75 ，露地栽培的平均为1．65 ，前者平均高于后者6．06 ，不同 

品 种间相差幅度也 较大，相差最 大 的品种也是 Triple Crown，为 9．85 ，相差最小 的品种是 Navaho，只有 

1．89 ；固酸比(固酸比=：=可溶性固形物／总酸，SSC／TAC)的差距更大，大棚栽培的平均为6．03，而露地栽培的 

平均为 6．81，前者平均低于后者 11．45 ，不同品种 间相差幅度大，相差最大的品种是 Triple Crown，达到 了 

23．33 ，相差最小的品种是Navaho，只有4．23 ；总花色苷含量，大棚栽培的平均为0．87 mg·g～，露地栽培 

的平均为0．93 mg·g。。，前者平均低于后者6．43％，其中，大棚栽培的Boysen、Navaho和Triple Crown这3个 

品种的花色苷含量低于其露地栽培的，而大棚栽培的Young品种的花色苷含量却高于其露地栽培的。 

表4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果实的主要营养成分含量 

Table 4 Contents of mai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in blackber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reenhouse and open cultivation 

由此可以看出，大棚设施栽培的黑莓，其浆果品质下降了。这表现于其糖度下降，酸度增高，糖酸比下降，即 

果实的口感明显偏酸；总花色苷含量减少，即果实及其加工品的色泽偏淡。这是因为大棚的塑料薄膜遮挡了一 

部分阳光，从而影响了营养物质的合成。而Young品种花色苷的含量有所增加，这与其早熟有一定的关系。南 

京地 区4～5月份雨水较少 ，阳光充足 ，而6～7月份处于梅雨季节 ，雨水多 ，日照不足，因此对于特早熟品种起到 

了较好的作用。但是，大棚栽培的果实，由于不受风雨的影响，果实的破损率低，优质果品的出品率高，果品外形 

美观，其商品性较好，并且果熟期提前，果熟期气温较低，有利于果实的运输和贮藏，因此，大棚栽培的黑莓其果 

实的综合品质优于露地栽培的。 

2．3．2 对果穗与果 实大小的影响 

果穗和果实大小是黑莓经济性状的重要指标。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果穗与果实大小如表5。从表5 

中可以看出，大棚栽培的黑莓其果穗显著大于露地栽培的果穗；果穗柄长，大棚栽培的平均为34．31 cm，而露地 

栽培的平均为21．75 ClTI，前者高出后者 57．75％，其中Boysen品种的高出89．O8％；果穗长度，大棚栽培的平均 

为21．04 cm，露地栽培的平均为17．08 cm，前者高出后者23．19 ，其中Triple Crown品种的高出49．27％；果穗 

宽度(即果穗直径)，大棚栽培的平均为13．40 cm，露地栽培的平均为13．73 cm，两者间的差异不大。 

表 5 大棚 栽培 与露地栽培黑莓的果穗与果实大小 

Table 5 Sizes of fruit and fruit ear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reenhouse and open cultivation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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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大小与果穗大小的情况相反，即大棚栽培黑莓的果实比露地栽培的小，但相差幅度较小。平均果长，大 

棚栽培的为2．28 em，露地栽培的为2．38 cm，前者比后者低4．20 ，其中Young品种低16．12％；平均果径，大棚 

栽培的为 1．79 cm，露地栽培的为 1．92 em，前者比后者低 6．77 ，其中Boysen品种低 16．12 。 

紫外线有抑制植物细胞伸长的作用，大棚薄膜阻挡了一部分阳光紫外线，因此大棚植物一般比露地植物长 

得更高，枝蔓长得更长。大棚中黑莓的果穗明显地比露地的大，尤其是穗柄和果穗的长度更大，这与紫外线的减 

少有关 。 

2．3．3 对产量构成部分的影响 

黑莓株产量由每株果穗数 、每穗果实数和果实质量这三个部分构成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产量构成 

部分如表6。由表6可知，Young和Navaho这2个品种的每株果穗数和每穗果实数，大棚栽培比露地栽培的多； 

果实质量，大棚栽培比露地栽培的低。Triple Crown品种的每株果穗数和每穗果实数，大棚栽培比露地栽培的 

低 ；而果实质量，大棚栽培比露地栽培的高 ，这恰好与前 2个品种相反。从总的情况来看 ，黑莓株产量的三个构 

成部分，大棚栽培略低于露地栽培，分别低2．37 、4．63 和3．10 ，不同品种问各构成部分的差异大。 

表 6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产 量构成部分 

Table 6 Yield—constitutional components of blackber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reenhouse and open cultivation 

2．3．4 对 果 买产 量 的影响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果实产量见表7。由表7可知，从实际平均株产量看，Young和Triple Crown这 

2个品种 ，大棚栽培略高于露地栽培(<5 )，而Boysen和Navaho这2个品种，大棚栽培明显低于露地栽培；从 

实际单位面积平均产量看，4个品种大棚栽培的皆明显高于其露地栽培的，其 中Triple Crown品种的高出近 

40 。 总的来看，4个品种的实际产量，大棚栽培的平均每株3．1 5 kg，每公顷12．88 t；露地栽培的平均每株有 

3．47 kg，每公顷11．11 t，即大棚栽培的平均株产量比露地栽培的低(SF均低8．95 9／6)；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大棚 

栽培比露地栽培的要高(SF均高19．16 )。理论产量与实际产量基本一致，而在差异幅度上略有区别。 

表7 大棚栽培与露地栽培黑莓的果实产量 

Table 7 Fruit yield of blackber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reenhouse and open cultivation 

1)：收获率一(实际产量÷理论产量)×1()(] 。Harvesting rate=(Theoretical yield／Actual yield)×100 ． 

以实际产量 占理论产量 的百分比来表示作物的收获效率。由表 7还可知 ，除了大棚栽培的Navaho品种 的 

收获率与其露地栽培的相当以外，其它3个品种的收获率，大棚栽培的均比露地栽培的高。4个品种的平均收获 

率，大棚栽培为49．85 ，露地栽培为43．19％，前者比后者高6．66 ，这说明大棚栽培果实的损耗比露地栽培的 

要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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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简易大棚栽培试验结果表明，黑莓的物候期提前，果实成熟期(采收时间)延长，这对于黑莓的栽培实践具 

有较大的应用意义 。 

黑莓生长期功能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大棚栽培略低于露地栽培，差异不显著。从整个生长期来看，萌芽展叶 

时间，大棚栽培早于露地栽培，落叶时间两者间的差异不大；整个生长期叶片光合作用的时间，大棚栽培比露地 

栽培的略长，两者物质积累的差异不大。 

果实品质方面，可溶性固形物和色素含量，大棚栽培略低于露地栽培；总酸含量正好相反，但差异不显著， 

从固酸比来看，大棚栽培显著低于露地栽培，即大棚栽培的果实较酸。 

果穗方面，大棚栽培的果穗长度和穗柄长度显著长于露地栽培，而果穗宽度两者相当；果实大小方面，大棚 

栽培略低于露地栽培 ，无显著差异。 

产量方面，大棚栽培的株产量低于露地栽培，因为大棚栽培的株行距和架材高度都小于露地栽培；单位面 

积产量，大棚栽培明显高于露地栽培，并且大棚栽培的收获率(实际产量／理论产量)也高于露地栽培，这说明大 

棚栽培的果实损失少，收获率高，产量高。 

黑莓推广已有 10多年的历史，由于成熟期在盛夏，又遭遇梅雨，至今市场上无黑莓鲜果销售。大棚栽培的 

黑莓其果实提前成熟 ，尤其是早熟品种Young[5 和Boysen[6 在5月上句就 已成熟 ，此时温度较低 ，有利于黑莓鲜 

果走向市场；黑莓大棚栽培实际上也是避雨栽培，对浆果有保护作用，可减少浆果的损害和腐烂变质，提高果实 

的成品率；大棚栽培有利于无公害、绿色、有机栽培措施的实施，可使果品质量大大提高，符合现代人绿色、环 

保、健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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