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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加快黑莓优良新品种的推广工作，探索黑莓扦插繁殖和压条繁殖的最佳方法，建立黑莓的高效繁殖 

体系，从硬枝扦插、嫩枝扦插和顶端压条等方面对黑莓优良品种的繁殖技术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Young’绿枝 

扦插以泥炭+珍珠岩为扦插基质，经 IBA 2 000 mg／L速蘸 3—5 s处理的效果最佳；‘Boysen’绿枝扦插以 m ： 

玲睐岩=l：1为扦插基质，经 ABT1号 1 000 mg／L速蘸3～5 s处理生根最好 ；‘Boysen’硬枝扦插以沙+土(1：1)为扦 

插基质，经 IBA 100 mg／L处理8 h后扦插效果最佳。‘Young’压条繁殖的最佳时间为 1O月上旬至 l1月上 旬，‘Boy． 

sen’的最佳时间为9月上旬至 11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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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 (Blackberry)属蔷薇科悬钩子属 (Rubus 

L．)，是第三代新兴小果树的主要种类之一，主要产 

区在北美。由于其适应范围广，生长快 ，结果早 ，产量 

高，病虫害少，并且果实营养丰富，色泽艳丽，风味独 

特，鲜果和加工产品均深受消费者欢迎，其速冻产品 

俏销国际市场。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20 

世纪80年代中期将黑莓引入中国以后，在南京地区 

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其中‘赫尔 ’(‘Hull’)和‘切 

斯特’(‘Chester’)推广面积已有 3 333 hm 。随 

着这 2个品种的大面积发展，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明 

显，如病虫害加重，采收期过于集中，品种单一，缺少 

多用途品种。针对这2个品种的缺点，江苏省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于2001年春又从美国引进了8个黑 

莓品种 ，经过几年的研究工作，选出了适合南京地 

区栽培的两个品种——‘Young̈  和‘Boysen’_ ，这 

2个品种与现推广的黑莓品种互补性强，且具有非常 

优良的性状。黑莓的繁殖方法很多，为了加快黑莓优 

良新品种的推广工作，探索黑莓育苗的最佳方法，建 

立黑莓的高效繁殖体系，我ff3x~各种繁殖方法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试验及取材均在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芝 山黑 莓试 验 基 地 种苗 繁 殖 圃进 行。品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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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Boysen’。 

1．2 方 法 

1．2．1 绿枝扦插 

2007年 7月上旬，采集半木质 化、直 径大于 

0．3 om的枝条，每枝条留两节，下节去除整个叶片， 

上节留小叶 3片，插条经生长素处理后，进行扦插。 

扦插密度为5 em×8 em，扦插深度以露出插条最上 

部芽为基准，使插壤平面紧贴该芽。采用全光照自动 

喷雾扦插育苗设备进行水分管理，苗床插前用 1％高 

锰酸钾喷洒消毒，插后每7～10天用50％多菌灵800 

倍液预防病菌感染。 

(1)生长素：生长素的种类为 NAA、IBA、ABT1 3 

种，浓度为 500 mg／L、1 000 m#L、2 000 mg／L，每处 

理扦插 100支，设清水为对照，重复 3次，药剂处理时 

间为速蘸3—5 s。 ． 

扦插基质 m泥炭：m珍珠岩=1：1，品种为 ‘Young’、 

‘Boysen’。 

(2)扦插基质：扦插基质为珍珠岩+泥炭(1：1)、 

沙+土(1：1)、园土 3种。 

使用 1 000 m#L的 NAA处理，每处理 100支，速 

蘸3—5 s，试验品种为‘Boysen’。 

1．2．2 硬枝扦插 

枝条于2007年12月15日结合黑莓修剪进行采 

集，要求枝条健壮充实，直径大于0．4 em，芽饱满，无病 

虫害。插条一般留2芽以上，长度 8—12 em。将插条 

5O支捆成一捆进行湿沙藏。试验品种为‘Boysen’。 

2008年3月2日取出枝条经处理后扦插，插条 

插入基质 2／3，插后定期浇水，保持扦插基质湿润。 

扦插基质为沙+土和园土2种，采用 NAA、IB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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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长素，处理浓度分别为 50 mg／L、100 mg／L、200 

mg／L，以清水为对照，浸泡 8 h。 

1．2．3 顶端压条 

将枝条顶端垂直压人土中，深度 4～6 cm。枝条 

压入土中后 30 d内，适时浇水，保持土壤湿润。试验 

品种为‘Young’、‘Boysen’。 

于2007年5月23日、6月24日、7月23日、8月16 

日、9月 14日、10月4日、11月5日分7次进行压条。 

1．2．4 结果调查与统计 

采用挖掘调查 ，绿枝扦插分别于扦插后 20 d和 

40 d调查生根率、发根数和根长；硬枝扦插 5月下旬 

调查生根率；压条后 20 d调查生根率。调查数据采 

用 Excel 2003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绿枝扦插试验 

2．1．1 生长素对黑莓绿枝扦插影响 

据观察，黑莓绿枝扦插为愈伤组织生根型的树 

种，‘Young’和‘Boysen’枝条扦插7 d后插条基部开始 

大量产生愈伤组织，14 d左右开始生根。除对照只在 

切口处及节上产生愈伤组织并生根外，其余各处理均 

可见处理效果，药剂处理的部位明显加粗且裂开，裂 

口处也产生大量的愈伤组织并长出不定根。 

不同的生长素及浓度对 ‘Young’和‘Boysen’插 

条的最终生根率差异不显著。由表 1可 以看 出， 

‘Young’者5能达 至0 65％ 以上，‘Boysen’者B能达至0 

75％以上；但不同处理对两品种插条生根速度有比较 

明显的影响，与对照相比有显著差异。其中‘Young’ 

以IBA各处理效果较好，2 000 mg／L的生根速度最 

快，20 d的生根率达 80％，而‘Boysen’以 ABT1生根 

粉 1 000 mg／L处理的生根速度为最快，20 d的生根 

率达 83％。生根时间短，有利于插床管理。 

由表 1可见，‘Young’各处理的生根数量均比对 

照多，其中NAA、IBA各处理与对照的生根数量存在 

显著差异，以IBA 2 000 mg／I 生根数量最多，达到6 

条左右；而‘Boysen’的生根数量各处理问差异不显 

著。根系长度‘Young’以 IBA各处理的为最好，其中 

IBA 1 000 mg／L处理 的根系平均长度最长，达到 

7．45 cm，但与IBA 2 000 mg／L处理的根系长度之间 

差异不显著，且IBA 2000 mg／L处理后的根系侧根明 

显较多，说明IBA 2000 mg／L的处理效果更好；‘Boy． 

sen’各处理根系长度之间差异显著，其中以ABT1号 

1 000 mg／L处理的最长，平均达到 13．10 cm。 

表 1 生长素种类及浓度对黑莓绿枝扦插的影响 

2．1．2 扦插基质对黑莓绿枝扦插的影响 

由表2可看出，不同扦插基质之间对黑莓的绿枝 

扦插生根率差异不显著，都在 80％左右，但对枝条生 

根数量和根系长度差异显著。 

表2 不同基质对黑莓绿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其中珍珠岩+泥炭和沙+土的扦插基质通透性明 

显得到改善，生根数量、根系长度均显著优于园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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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根较多，有利于培育壮苗。以园土为扦插基质的发 

根数量少，且侧根少，不利于小苗移栽成活。 

2．2 硬枝扦插试验 

由表 3可看出，沙+土作为扦插基质，平均成活率 

可达 59．94％，而园土作为扦 插基质 的成活率为 

54．78％，经方差分析两者之问差异显著。生长素以 

IBA 100 mg／L和 200 mg／L的生 根率 最 高，达到 

76．33％和 70．67％。综合起来 ，黑莓 ‘Boysen’硬枝 

扦插以沙+土为扦插基质，经 IBA 100 mg／L处理8 h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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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基质和生长素对黑莓Boysen硬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园土 

5O 42．67 4-3．21 e 

NAA 100 55．OO±6．08 cd 

200 51．33±8．O8 de 
— — 54．78±9．26 

50 48．67±1．15 cd 

IBA l00 64．33 4-4．73 ab 

2o0 66．67 4-7．O9 abc 

2．3 压条繁殖试验 

黑莓等多种悬钩子属植物的顶芽在一定条件下， 

其顶端生长点可分化为根原基，长出根系形成新植 

株，达到无性繁殖的目的。 

由表4可知，5月下旬压条，2品种 20 d均能全 

部生根，但此时基生枝的分枝数少且分枝短小，此时 

压条，费工费时且繁殖系数低；6月下旬压条， 

‘Young’20 d后枝条顶端全部烂掉，‘Boysen’20 d时 

50％的顶端刚生根，20％腐烂；7月下旬、8月中旬两 

品种均不能生根且腐烂，原因是温度高，一方面不利 

于顶芽分化为根原基，另一方面易导致顶端组织被 

“烫死”而腐烂；9月中旬压条，‘Young’20 d的生根 

率为50％，而‘Boysen’全部生根；10月上旬、11月上 

旬两品种均能全部生根。 

表 4 黑莓压条繁殖调查统计 

时间 'Y oun g' 药 ' Bo ysen ' 

3 结论与讨论 

(1)黑莓优良新品种‘Young’适宜的繁殖方法 

为：绿枝扦插以泥炭+珍珠岩为扦插基质，经 IBA 

2 000 mg／L速蘸 3～5 S处理的效果最佳；压条繁殖的 

最佳时间为 10月上旬至 11月上旬。‘Boysen’适宜 

的繁殖方法为：绿枝扦插以泥炭+珍珠岩为扦插基质， 

经ABT1号1 000 mg／L速蘸3—5 S处理生根率最高； 

‘Boysen’硬枝扦插以沙+土为扦插基质，经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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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g／L处理8 h后扦插效果最佳；压条繁殖的最佳 

时问为9月上旬至 11月上旬。 

(2)不同品种黑莓由于其遗传背景不同，生物学 

特性不尽相同，扦插育苗成活差异明显。据廖优江等 

研究 ，纯黑莓品种 ‘Hull’绿枝扦插成活率超过了 

90％。本研究的两个品种 ‘Young’和‘Boysen’为黑 

莓与红树莓的杂交品种，绿枝扦插成活率与红树莓接 

近，这与张志勤 的研究基本吻合。 

(3)黑莓的繁殖方法很多  ̈ J，有绿枝扦插、硬 

枝扦插 、压条繁殖等，但各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绿 

枝扦插虽然繁殖系数高，但需要较好的条件如全光照 

喷雾系统等，且插条生根后，还需移栽，费工费时。硬 

枝扦插可以利用冬天修剪下来的枝条，缺点是生根时 

间太长，圃地难于管理。顶端压条较简单，易掌握，且 

成活率高，只要时间和方法适宜，一般每株可繁苗 2O 
一 40株，2～3 a生植株最多可育苗 100多株；不足之 

处是占地面积大，生根后苗木难以寻找且对于一些直 

立型品种很难操作。因此对于黑莓优良品种的繁殖， 

在新品种推广初期，种苗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应以绿 

枝扦插为主，同时进行硬枝扦插和压条繁殖；当新品 

种具有一定数量，应以压条繁殖为主，可以进行硬枝 

扦插，一般不用绿枝扦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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