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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摇 为了研究黑莓的生长发育规律,指导黑莓的栽培管理与加工利用,在黑莓果实发育期,选用优良品种

Boysen,采用随机标记和定期取样的方法,按照相关测定标准,调查果实不同发育时间的质量和主要营养物质的含量。
结果显示:果实质量、可滴定酸、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累积量变化曲线为单 S 形,累积速率变化曲线为双 S 形;还原

糖、总糖和花色苷的累积量和累积速率的变化曲线都为单 S 形。 经统计分析发现:在果实发育的最后 10 d,果实质量

和主要营养物质的累积量均在 50%以上,说明黑莓果实质量和主要营养物质的积累主要集中在果实发育的后期。
关键词:摇 黑莓; 果实发育; 果实营养

中图分类号:摇 S663. 2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摇 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摇 1000鄄4440(2011)01鄄0146鄄06

Fruit development and fruit nutrition content changes of blackberry
boy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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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bstract:摇 The blackberry cultivar Boysen was chosen to stud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gularity of blackberry
fruit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of blackberry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fruits were marked randomly and sample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fruit weight and mai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were determined during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 The
change of cumulants of fruit weight, titratable acid, vitamin C and vitamin E were shown as single S curve, while those of
accumulation rates were shown as double S curve. The change of cumulants and accumulation rates of reducing sugar, total
sugar and total anthocyanin were all shown as single S curv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cumulants of fruit
weight and mai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in the last ten days accounted for over 50% of the total cumulants. It indicated the
accumulation of fruit weight and nutritional components mostly happened during late developm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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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黑莓(Rubus spp. )原产于北美,已有 100 多年的

栽培历史,其小浆果营养丰富,色泽艳丽,风味独特,
深受欧美消费者喜爱[1]。 目前全世界黑莓种植面积

约 20 000 hm2,年产量1郾 5伊105 t,欧美地区占 80%以

上[2]。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1986 年开始

黑莓的引种利用研究[3鄄4],已优选出数个黑莓品种在

中国南方丘陵山地推广种植[5鄄6] ,目前栽培面积达

到了4 000 hm2以上,其中品种 Boysen 具有成熟期

早、果实大、风味好、香气浓郁等优点,被认为是目

前中国引进的黑莓中综合品质最好的品种[6鄄8] 。
为了给黑莓栽培与加工利用提供理论依据,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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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等[9]和吴文龙等[10]分别开展了黑莓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的研究。 本试验对黑莓果实发育期浆果的

生长规律及其主要营养成分的形成与变化规律进行

研究,为黑莓的高产优质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 Boysen 于 2000 年从美国农业部柯互

利斯种质保存中心(National clonal germplasm reposi鄄
tory, US agriculture department)引进,2006 年春定植

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黑莓科技示范果

园,生长良好。
1. 2摇 试验方法

2008 年 5 月,在 Boysen 坐果期,随机标记刚刚

谢花后的幼果 400 个。 从当天开始,每 3 d 取 1 次

样,每次随机取果 20 个。 调查果实质量,测定果

实中总糖、还原糖、总酸、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总

花色苷等营养物质的含量,直至果实成熟。 测定

方法:用感量为 1 mg 的电子天平(HX1201T 型)称
量果实质量;直接滴定法[11]( ZD鄄2 自动电位滴定

仪) 测定总糖含量;兰鄄艾农 ( Lan鄄 Eynon) 法[12]

(ZD鄄2 自动电位滴定仪)测定还原糖含量;电位滴

定法[13](ZD鄄2 自动电位滴定仪)测定可滴定酸含

量;2,6鄄二氯靛酚测定法[14]( ZD鄄2 自动电位滴定

仪)测定维生素 C 含量;分光光度计法[15] ( TU鄄
18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维生素 E 含量;
pH 示差法[16鄄18] ( TU鄄18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测定总花色苷含量。
1. 3摇 数据处理

果实中营养物质的质量(M)计算公式为M=m伊
C,式中,m 表示单果质量,C 表示该营养物质的含

量。 果实质量或单果中某营养成分质量的增长速率

(V)计算公式为 V=(Mi-Mi-1) / 3,式中,Mi 为第 i 次
测量值,Mi-1为第 i-1 次测量值,i 为 1 ~ 11 的自然

数,3 为相邻 2 次测量间隔的天数。 采用 Excel 2003
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计算与分析,并用 Excel
2003 分析软件绘制黑莓果实在发育过程中果实质

量与营养物质的动态变化曲线图。

2摇 结 果

2. 1摇 果实质量的变化规律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指鲜果,下同)

质量和果实质量增长速率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1,图
2)。 由图 1 可以看出,果实质量在发育前期至中

期,即果实发育期的前 70% 左右的时间(坐果后

0 ~ 21 d),增长平缓,发育期的后 30%左右的时间,
增长较快,直至果实成熟。 结果显示,果实发育期为

30 d,果实质量由坐果时的 0郾 084 g 增加到果实成熟

时的 7郾 134 g,增长了 83郾 93 倍,其中最后 9 d 累积

的质量占总量的 64郾 35% 。
果实质量增长速率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的最

初 3 d,果实质量增长速率最低,只有 0郾 064 g / d;4 ~
6 d 显著增加,比最初 3 d 增加了 1郾 27 倍;然后略有

下降,并稳定在 0郾 100 g / d上下;然后缓慢上升,21 ~
27 d 迅速上升,最后 3 d 增长速率缓慢上升并达到

最大值 0郾 618 g / d(图 2)。 在整个果实发育期,果实

质量的平均增长速率为 0郾 235 g / d。

图 1摇 黑莓 Boysen 果实质量的变化曲线

Fig. 1摇 The change curve of fruit weight of blackberry Boysen

图 2摇 黑莓 Boysen 果实生长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 2摇 The change curve of growth rate of blackberry Boysen

2. 2摇 果实中还原糖与总糖变化规律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还原糖和总糖含

量与质量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3、图 4)。 由图 3、图 4
可见,果实还原糖、总糖含量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

0 ~ 15 d,还原糖和总糖含量分别稳定在2. 30% ~
2郾 40%和 2. 50% ~2郾 60% ;15 ~ 21 d 果实还原糖和

总糖含量分别只增加了 0郾 39%和 0郾 81% ;21 d 后至

果实成熟的 9 d 时间内分别增加了 3郾 4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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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 90% ,是前 21 d 增加量的 8郾 77 倍和 6郾 05 倍;果实

成熟时还原糖和总糖含量分别达到最大值 6郾 44%
和 8郾 22% 。

图 3摇 黑莓 Boysen 果实还原糖含量与质量的变化曲线

Fig. 3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reducing sugar content and weight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图 4摇 黑莓 Boysen 果实总糖含量与质量的变化曲线

Fig. 4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total sugar content and weight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摇 摇 单个果实还原糖和总糖质量的变化规律为:坐
果后 0 ~ 15 d,单果还原糖和总糖质量分别只增加

了 36郾 200 mg 和 38郾 711 mg;坐果后15 ~ 21 d 的 6 d
时间内,分别增加了 38郾 617 mg 和 45郾 900 mg,超过

前 15 d 的增加量;21 d 后至果实成熟的 9 d 时间内,
分别增加了 382郾 260 mg 和 499郾 413 mg,分别是前

21 d 增加量的 5郾 11 倍和 5郾 90 倍。 整个果实发育

期,单果还原糖和总糖质量分别由坐果时的 2郾 065
mg 和 2郾 211 mg,增加到果实成熟时的 459郾 142 mg
和 586郾 300 mg,增长了 221郾 39 倍和 264郾 23 倍,其中

最后 9 d 的累积量占总量的 83郾 25%和 85郾 18% (图
3、图 4)。
摇 摇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累

积速率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5)。 由图 5 可见,果实

还原糖和总糖累积速率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 0 ~
15 d 累积速率最低,稳定在2. 000 ~ 3郾 000 mg / d;

16 ~ 21 d 累积速率缓慢增加,21 d 累积速率快速增

加,到果实成熟时分别达到最大值 61郾 561 mg / d和
91郾 990 mg / d。 在整个果实发育期,果实还原糖和总

糖累积的平均速率分别为 15郾 236 mg / d和 19郾 469
mg / d。

图 5摇 黑莓 Boysen 果实还原糖与总糖累积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 5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reducing and total sugar accumu鄄
lation rates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2. 3摇 果实中可滴定酸变化规律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可滴定酸含量与

质量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6)。 由图 6 可见,果实可

滴定酸含量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0 ~ 12 d 可滴定

酸含量缓慢增加,由 0郾 58% 增加至 0郾 89% ,只增加

了 0郾 31% ; 12 ~ 21 d 增长迅速, 9 天内增加了

1郾 74% ,增加幅度是前 12 d 的 5郾 61 倍;24 d 达到最

大值 2郾 74% ,最后 6 d 又迅速下降,果实成熟时可滴

定酸含量为 1郾 87% 。
果实可滴定酸质量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0 ~ 12

d 单果可滴定酸质量只增加了 10郾 930 mg;12 ~ 27 d
增加了 119郾 371 mg,增加幅度是前 12 d 的 10郾 92
倍。 整个果实发育期,单果可滴定酸质量由坐果时

的 0郾 490 mg,增加到果实成熟时的 133郾 567 mg,增
长了 271郾 50 倍,其中最后 9 d 的累积量占总量的

49郾 95% (图 6)。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可滴定酸累积速

率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7)。 由图 7 可见,果实可滴

定酸累积速率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的最初 3 d,累
积速率最低,只有 0郾 394 mg / d,然后缓慢增加;12 ~
27 d 累积速率较快,达到最大值 11郾 885 mg / d;果实

成熟前 3 d 累积速率又急剧下降到 0郾 926 mg / d。 在

整个果实发育期,果实可滴定酸累积的平均速率为

4郾 436 mg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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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黑莓 Boysen 果实可滴定酸含量与质量的变化曲线

Fig. 6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titratable acid content and weight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图 7摇 黑莓 Boysen 果实可滴定酸累积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 7摇 The change curve of titratable acid accumulation rate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2. 4摇 果实中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变化规律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维生素 C 和维

生素 E 含量与质量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8、图 9)。
果实维生素 C 含量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 0 ~ 18 d,
果实维生素 C 含量只增加了 11郾 66 滋g / g;18 d 后至

果实成熟的 12 d 内,增加了 29郾 22 滋g / g,是前 18 d
增加量的 2郾 51 倍;果实成熟时含量达到最大值

77郾 24 滋g / g(图 8)。 果实维生素 E 含量的变化规律

为:坐果后 0 ~ 12 d,果实维生素 E 含量基本保持在

13郾 50 滋g / g左右,12 d 后果实维生素 E 含量持续增

长,直至果实成熟达到最大值 27郾 35 滋g / g,约增长 1
倍(图 9)。

果实维生素 C 质量的变化规律为:坐果后 0 ~
18 d,单果维生素 C 质量只增加了 93. 360 滋g;18 d
后迅速增长,12 d 内增加了 454郾 604 滋g,是前 18 d
增加量的 4. 87 倍。 在整个发育期,单果维生素 C 质

量由坐果时的 3郾 053 滋g,增加到果实成熟时的

551郾 018 滋g,增长了 179郾 48 倍,其中最后 9 d 的累积

量占总量的 74郾 77%(图 8)。 果实维生素 E 质量的变

化规律为:坐果后 0 ~21 d 单果维生素 E 质量只增加

了 48郾 148 滋g;21 d 后增长较快,9 d 内增加了 145郾 826
滋g,是前 21 d 增加量的 3郾 03 倍。 整个果实发育期,
单果维生素 E 质量由坐果时的 1郾 130 滋g,增加到果实

成熟时的 195郾 103 滋g,增长了 171郾 65 倍,其中最后 9
d 的累积量占总量的 74郾 74%(图 9)。

图 8摇 黑莓 Boysen 果实 VC含量与质量的变化曲线

Fig. 8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vitamin C content and weight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图 9摇 黑莓 Boysen 果实 VE含量与质量的变化曲线

Fig. 9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vitamin E content and weight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摇 摇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维生素 C 和维

生素 E 累积的速率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10)。 由图

10 可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累积速率曲线基本一

致,其变化规律为:在最初的 6 d 有一个小峰,随后

的 12 d 从缓慢降低到缓慢增加,在这 18 d 里两者的

累积速率都较低,分别为 2郾 760 ~ 7郾 735 滋g / d 和

0郾 855 ~ 3郾 626 滋g / d,接着两者的累积速率增加较

快,直至果实成熟时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65郾 982
滋g / d和 23郾 378 滋g / d。 在整个果实发育期,果实维

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累积的平均速率分别为 18郾 265
mg / d和 6郾 466 mg / d。
2. 5摇 果实总花色苷的变化规律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总花色苷含量、
质量和果实总花色苷累积速率绘制其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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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摇 黑莓 Boysen 果实 VC和 VE累积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 10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vitamin C and E accumulation
rates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11、图 12)。 由图 11 可见,果实总花色苷含量的变

化规律为:坐果后 0 ~ 18 d 果实为青绿色,无花色苷

物质; 21 ~ 24 d 果实总花色苷含量由 44郾 79 mg / kg
增加至 127郾 17 mg / kg,只增加了 82郾 38 mg / kg;果实

成熟前 6 d 时间里,花色苷含量迅速增长,果实成熟

时含量达最大值 907郾 55 mg / kg,短短 9 d 增长了

19郾 26 倍。 果实总花色苷质量的变化规律与其含量

一致,但变化幅度更大。 具体为:坐果后21 ~ 24 d
单果总花色苷质量由 0郾 114 mg 增加至 0郾 442 mg,只
增加了 0郾 328 mg;果实成熟前 6 d 时间里,单果总花

色苷质量迅速增加,果实成熟时达最大值 6郾 474
mg,短短 9 d 增长了 55郾 84 倍。 其中最后 9 d 的累

积量占总量的 98郾 24% 。
在果实成熟前 9 d 才检测到花色苷,总花色苷

累积速率的变化规律较为简单。 具体为:在形成花

色苷的最初 3 d,累积速率非常小, 只有 0郾 038
mg / d,随后 6 d 迅速上升,果实成熟时达到最大值

1郾 141 mg / d。

图 11摇 黑莓 Boysen 果实总花色苷含量与质量的变化曲线

Fig. 11摇 The change curves of anthocyanin content and weight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图 12摇 黑莓 Boysen 果实总花色苷累积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 12摇 The change curve of anthocyanin accumulation rate of
blackberry Boysen fruit

3摇 讨 论

黑莓品种 Boysen 的果实发育期为 30 d,果实质

量在果实发育的前期和中期增长缓慢,后期增长较

快,后期的增长速率是前期和中期的 4 ~ 5 倍。 从果

实生长曲线来看,质量的变化呈单 S 曲线,增长速率

的变化呈双 S 曲线。 果实质量的变化曲线与彭少兵

等[19]研究的树莓和黑莓,谢鸣等[20] 研究的杨梅及

张传来等[21]研究的金光杏梅果实的生长曲线一致,
也与张小红等[22]调查的草莓果实纵、横径的生长曲

线一致。 曲泽洲等[23] 认为核果类果树果实的生长

曲线为双 S 曲线,这可能与果实的发育时间长短有

关。 如 Carlos 等[24]研究结果表明:蓝莓早熟品种 O忆
Neal 的生长曲线为单 S 形,晚熟品种 Cape fear 和

Herbert 则为双 S 形。
果实的还原糖和总糖在果实发育的前半期较低,

基本保持不变,后半期开始增长并且速率逐渐加快,
直至果实成熟,两者的累积量曲线均为单 S 曲线;可
滴定酸在果实发育的前期增长缓慢,含量在中期增长

迅速,末期又大幅度减低,质量中后期快速增加,临近

成熟时增加平缓,累积量的变化呈单 S 曲线,累积速

率的变化呈双 S 曲线;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在果实

发育的前期,基本保持不变或增长缓慢,中后期由缓

慢增长到快速增长,直至果实成熟,累积量的变化呈

单 S 曲线,累积速率的变化呈双 S 曲线。 李莉等[25]

对 2 个草莓品种果实发育期主要营养物质的动态变

化进行了研究,其果实糖、酸含量的变化规律与我们

的结果相似,维生素 C 含量的变化规律有 1 个品种与

我们的结果相似,另一个品种明显不一致,说明不同

品种营养物质的动态变化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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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成熟果实为紫红色或紫黑色,是由于含有

丰富的花色苷类物质[16,18,26鄄27]。 花色苷在果实发育

后期才形成,变化规律较为简单。 在花色苷形成的

最初几天,其含量和累积量(质量)都很小,随后含

量和质量快速增加,直至果实成熟。 钱皆兵等[28] 研

究杨梅果实品质形成时发现,杨梅的花色苷形成较

早,但前期、中期含量很低,后期迅速增长至果实成

熟,与黑莓情况基本一致。 累积量曲线都为单 S 曲

线,但形状差异很大。
对果实发育期营养成分的动态变化,多数人研

究的是营养物质含量的动态变化,而对其质量累积

情况研究很少。 作者认为,在弄清楚果实营养物质

含量动态变化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果实营养物质质

量的变化规律,更有利于我们掌握果实生长发育规

律和果实品质的形成过程。
综合调查数据和以上的分析结果,黑莓果实质

量和主要营养物质的积累主要集中在果实发育的后

期,即最后 10 d 左右。 在这最后 10 d 内,有机酸的

累积量占总量的 50%左右,果实质量的累积量占总

量的 60%以上,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累积量占总

量的 70% 以上,还原糖和总糖的累积量占总量的

80%以上,花色苷累积量几乎是全部。 因此,Boysen
品种黑莓在果实发育的最后 10 d,即 6 月上中旬,这
段时间的外部环境包括肥水管理、天气情况(温度、
光照、雨量和雨日等)对果实产量和果实品质的形

成影响很大。 在农业生产上,果实成熟前最后 10 d
的栽培管理尤为重要,还要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以
提高黑莓果实的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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