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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与树莓品种在南京地区的物候期观测 

贾静波，吴文龙 ，闾连-E，李维林 

( 国 学墓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南京2100l4) 
摘 要 ：通过定株、定期对 14个黑莓、树莓品种的物候期进行观察，基本掌握 了各品种在南京地区的物候期和各 

生育期维持的时间，为其优良品种的推广利用提供 了依据。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品种黑莓与树莓各物候期存在差 

异，总的来看，黑莓品种一般在2月中下旬萌芽，3—4月展叶，4月中下旬至5月中下旬开花，花期平均(28．67± 

5．98)d，5月坐果，果实6月上旬至7月上中旬成熟，果熟期(28．78,4-6．44)d；树莓品种多集中在3月上中旬萌芽，4 

月下旬至5月上旬开花，果实5月下旬至6月下旬成熟。 

关键词 ：黑莓；树莓；物候期 

Investigation Oil Phenophase of Blackberry and Raspberry in Nanjing Area／／JIA Jing—bo，WU Wen—long，̈ 

Lian—fei，LI Wei—lin 

Abstract：Based on investigation on fixed plants and phases of t4 varieties of blackberry and raspberry，the phenophase and 

development periods were obtaine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xtension of fine varieties in Nanjing area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enophase were different between varieties of blackberry and raspberry．Generally，the blackberry varie— 

ties were sprouted from early ten days to middle of Feb，leaf expansion from Mar to Apr，flowered from middle ten days of 

Apr to last ten days of May．The average florescence was 28．67 days(±5．98)，the fruits were set during May and the 

fruit mature wasfrom early ten days of Jun to middle of Jul，lasted 28．78 days(±6．44)．While most of raspberries were 

sprouted from early ten days to middle of Mar，flowered from last ten days of Apr to early ten days of May，and the fruit ma— 

ture was from last ten days ofMay to Jun． 

Key words：Blackberry；Raspberry；Pheno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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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与树莓(Rubus idaeus L)为当 

今世界小浆果类果树的重要成员，其鲜果及其加工产 

品深受消费者喜爱。黑莓与树莓原产北美、欧洲，江苏 

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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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与利用研究，已先后引进 30余个品种 J。在早期引 

进的品种中优选出了‘Hull’、‘Chester’优良品种 J，在 

南京市溧水郊县的丘陵地区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已 

形成3 000余 hm 的黑莓种植基地，取得了明显的社 

会、生态与经济效益。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对引进的黑莓、树莓品种进行了一系列的引种与栽 

培试验 J，为各品种能否在南京地区推广以及高效 

栽培技术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物候期是植物在 1 a 

中随着季节气候变化而进行器官形成生理机能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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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被称为生物气候学时期 。本文对近年来 

引进的黑莓与树莓品种物候期的观察结果进行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品种及其来源 

共调查了14个品种。其中黑莓 9个品种，分别为 

‘Choctaw’、‘Navaho’、‘Young’、‘Brazos’、‘Coman— 

che’、‘Boysen’、‘Marion’、‘Triple Crown’和 ‘Black— 

butte’；树莓 5个品种，分别为‘Reveille’、‘Taylor’、 

‘Tulameen’、‘Bristol’和‘Willamette’。这 l4个品种 

先后从美国农业部柯互利斯种质保存中心引进，定植 

于南京中山植物园黑莓树莓品种资源圃内。 

1．2 观察地点概况 

观察地点为南京中山植物园黑莓树莓品种资源 

圃，试验地位于北纬 31。14 ～32。37 、东经 118。22 ～ 

119。14 ，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l4．7℃，极端最高气温 41．0 (1988年)，极端 

最低 温度 一23．4~C(1969年 )。年 平均 降雨 量 

1 000．4mm，降水主要集中在 6N9月，占全年降雨量 

的59．2％。无霜期 237 d。黑莓、树莓的原主产区美 

国俄勒冈州，位于美国喀斯喀特山脉，年降雨量 800— 

1 O00mm，1月平均气温 一1．4～1．4c【=，7月平均气温 

17～24cIC，与江苏南京气候相似。 

1．3 观察方法 

黑莓物候期分为萌动期、萌芽期、绽叶期、展叶 

期、现蕾期、开花期、坐果期、果熟期和落叶期等9个 

时期，各物候期的特征及划分标准参照苹果、梨等物 

候期观察标准 ’ 并加以改进。 

萌动期：芽体膨大。芽的鳞片开始分离，侧面显 

露淡色的线形和角形，从鳞片之间的空隙可以看出芽 

的浅色部分。 

萌芽期：全树 25％左右的芽露出绿色叶尖。有 

鳞片的芽鳞片裂开，芽的上部现出新鲜颜色的尖端或 

形成新的苞片而伸长。 

绽叶期：小叶露出并伸长但未展平之前。 

展叶期：分始期和盛期进行观测记录。始期—— 

观测树上有个别枝条上的芽出现第 1批平展的叶片 

时为展叶始期；盛期——观测树上有半数枝条上的小 

叶完全平展。 

现蕾期：全树25％的顶花序可用肉眼看到。一般以 

芽开放露出花蕾、花序长度约达3．3 emEt~的日期为准。 

开花期：分始期、盛期和末期进行观测记录。始 

期——观测树上 5％开花；盛期——观测树上25％的 

花蕾展开花瓣；末期——观测树上 95％的花己开放。 

坐果期：观测树上5％的花托上长出小果为坐果 

始期，25％为盛期。 

果实成熟期：全树5％的果实成熟至95％的果实 

成熟期间为果实成熟期。 

落叶期：全树有 5％叶片变黄脱落至95％的叶片 

落尽。落叶是指秋冬季的自然脱落，而不是因干旱或 

病虫害的危害落叶。落叶期分始期和末期分别进行 

观测记载。始期——观测树上秋季开始有脱落变色 

的叶片；末期——树上的叶子几乎全部脱落。 

从萌动至现蕾，一般每3天观察 1次，花期和果 

熟期1天观察 1次。定点观察备标记植株的萌芽、展 

叶、现蕾、开花、果熟以及落叶等主要物候期。 

2 观察结果 

2．1 萌动、萌芽期 

萌动与萌芽期的观测结果见表 1。 

表 1 14个品种的萌动与萌芽物候期观察结果 ／月一日 

由表 1可见，黑莓多数品种在 2月初至 2月下 旬萌动，2月下旬至 3月上旬萌芽，品种间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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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早 的有 ‘Brazos’、‘Choctaw’、‘Young’和 ‘C0一 

manche’等 4品种 ，迟 的有 ‘Navaho’和 ‘Triple 

Crown’品种。萌动期持续 时间为 17-20 d，‘Nava— 

ho’较长，达26 d。萌芽期在品种间存在较大差异，最 

长的是 ‘Comanche’和 ‘Marion’品种，分别有28 d和 

25 d，其他品种为13～15 d。树莓的萌动、萌芽物候期 

开始的时间比黑莓约晚20 d，结束时间与黑莓物候迟 

应 用 硼 奔  

的品种相近。 

2．2 绽叶、展叶期 

绽叶、展叶期也是既衔接又重叠的2个物候期。 

由表 2可见，黑莓绽叶期多数品种在 3月上旬至 3月 

下旬，展叶期在3月下旬至5月上旬，品种间差异大。 

绽叶期持续时间较短，展叶期较长，品种间也存在很 

大的差距。树莓这2个时期也较黑莓晚。 

表 2 14个品种的绽叶与展叶物候期观察结果 ／月一日 

2．3 现蕾期 

黑莓多数品种在 3月底、4月初至4月底、5月初 

现蕾，持续的时间30 d左右，只有‘Triple Crown’品种 

明显比其他品种迟，时间在4月下旬至5月中旬。具 

体观察结果见表3。 

表 3 14个品种的现蕾物候期观察结果 ／月一日 

2。4 开花期 

由表4可见，黑莓各品种间花期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可分为早、中、晚 3个类型，早花品种开花期在 4 

月中旬 至 5月 中旬，有 ‘Choctaw’、‘Young’、 

林业科技开发 2009年第23卷第2期 

‘Brazos’、‘Comanche’、‘Boysen’、‘Matin’和 ‘Black 

Butte’；中花品种开花期在4月底至5月底，有‘Nava— 

ho’；晚花品种有 ‘Triple Crown’，开花期在 5月中旬 

至 6月上旬。早花品种比中花品种早开花约 15d，中 

花品种比晚花品种也约早开花15 d。黑莓的花期长 

短为30 d左右，但品种间存在差异，最长的是‘Boys- 

en’和‘Black Butte’，达35 d，最短的是 ‘Comanche’ 

和‘Triple Crown’，分别只有19 d和2l d。树莓开花物 

候期与黑莓相近，开花持续的时间比黑莓要短一些。 

表 4 14个品种开花物候期观察结果 ／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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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坐果期 

黑莓、树莓多数品种的坐果期在 4月底、5月初 

至 5月底、6月初，品种间存在显著差异，‘Triple 

Crown’比多数品种约迟 1个月。坐果持续的时间差 

距也大，最长 的‘Brazos’品种为 36d，最短的 ‘Tu． 

1ameen’品种只有11 d(表 5)。 

表 5 14个品种坐果期物候观察结果 ／月一日 

2．6 果 实成熟期 

黑莓、树莓各品种的果实成熟期如表 6。根据果 

实成熟期的早晚，可以将黑莓、树莓分为早、中、晚熟 

3种类型的品种，其 中早熟品种有‘Young’、‘Boys— 
en ’

、
‘Choctow’、‘Marion’、‘Blackbutte’、‘Brazos’； 

中熟品种有‘Navaho’；晚熟品种有‘Triple Crown’，与 

花期顺序基本一致。果实成熟的时间在品种间存在 

显著差异，最长的‘Navaho’品种达41 d。树莓果实 

成熟的时间较黑莓要长一些。 

表 6 14个品种的果实成熟期观察结果 ／月一日 

2．7 落叶期 

黑莓、树莓在南京地区落叶不明显，一般从 l2月 

：32 

份开始，可以一直延续到 2月中下旬，有些品种(如 

‘Kiowa’)几乎与常绿树种相似。 

3 结 论 

(1)萌芽与开花期多数黑莓品种早于树莓，而果 

实成熟期多数树莓品种早于黑莓 ，因此黑莓品种的果 

实发育期长于树莓。总的来看，黑莓品种一般在2月 

中下旬萌芽，3—4月展叶，4月中下旬至 5月中下旬 

开花，花期大约持续 1个月，5月坐果，果实6月上旬 

至7月上中旬成熟。树莓品种多集中在 3月上中旬 

萌芽，4月下旬至5月上旬开花，果实 5月下旬至 6 

月下旬成熟。 

(2)黑莓的花期平均为(28．67±5．98)d，品种间 

差异大，最长品种‘Boysen’为35 d，最短品种‘Coman． 

che’仅为19 d。树莓花期较 短，平均为 (28．67± 

5．98)d，最长品种‘Reveille’为26 d，最短品种 ‘Tu． 

1ameen’仅为10 d。 

(3)黑莓果实成熟期平均为(28．78±6．44)d，品 

种间差异大，最长的品种是‘Navaho’为40 d，果实成 

熟期最短的品种是 ‘Triple Crown’和‘Young’，只有 

23 d；树莓果实成熟期平均为(31．60±5．50)d，品种 

问差异大，果实成熟期最长 的品种是 ‘Reveille’为 

39 d，果实成熟期短的品种有‘Bristol’为24 d。 

(4)在南京地区，黑莓大多数品种表现出了较强 

的适应性，长势好，可以大面积推广；树莓大多数品种 

不太适应南京地区的夏季炎热多雨的气候，长势较 

差，需通过设施保护栽培才有可能在生产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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