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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果实发育及其糖酸累积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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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黑莓 品种 Boysen和 Kiowa果 实发育特 点及果 实糖 酸累积量进行 了研 究。结果 表明 ：黑莓 果实 的发 

育分为迅速生长期、生长停滞期和成熟期3个阶段。迅速生长期占果实发育时问的 15％～20％，果实迅速膨 

大，平均果径增长较快，糖酸缓慢累积，糖酸 比变化较小或有所升高；生长停滞期 占果实发育时间的50％～ 

60％，果重和平均果径增长缓慢，还原糖和总糖累积速率降低，可滴定酸累积速率迅速上升，糖酸比降低， 

Ki0wa果实可滴定酸的累积主要在这个阶段；成熟期占果实发育时间的20％ ～30％，果重增长迅速，还原糖和 

总糖累积速率迅速上升，是果实糖累积的重要阶段，可滴定酸累积速率也迅速升高，糖酸比升高，Boysen果实 

可滴定 酸的累积主要在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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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racters of fruit development of two cultivated blackberry cuhivars Boysen and Kiowa 

were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lackbeny fruit development was divided into the three stages 

of rapid growth stage，stationary growth stage and mature growth stage．Rapid growth stage oceapied 

1 5％一 20％ development duration，during which fruit average diameter increased quickly．sugar and 

acid accumulated slowly，sugar acid ratio stagnated or increased；Stationary growth stage occupied 

50％一 60％ development duration，during which fruit weight and average diameter increased slowly．the 

accumulation rate of reducing and total sugar decreased，and that of titratable acid increased quickly， 

sugar acid ratio decreased，the titratable acid aecunmlation of Kiowa fruit was mainly in this stage．Ma— 

ture growth stage occupied 20％一 30％ development duration．during which fruit weight and the accumu— 

lation rate of reducing and total sugar acid increased quickly and sugar acid ratio increased quickly．M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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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growth stage is the main stage of sugar accumulation in fruit，and it is also the main titratable acid 

accumulation stage of Boysen fruit． 

Key words：blackberry；fruit；total sugar；reducing sugar；titratable acid 

黑莓(Rubus spp．)是第三代小果类果树 的重 

要成员，在北美已有 100多年的栽培历史l_】j。其 

果实柔嫩多汁，酸甜爽 口，风味独特 ，色泽艳丽_2 J， 

其鲜食和加工产品受到欧美消费者的青睐，近年 

来也逐渐被国内消费者所接受。 

糖酸含量是影 响果实风味的一个重要指标 ， 

糖类和有机酸类物质的转化是果实生长发育过程 

中物质转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研究表明糖类 

和酸类物质在果实生长期 的积 累是果实生理成熟 

的基础 3̈ J。因此，了解黑莓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 

糖酸的变化规律，有利于弄清黑莓果实生长发育 

的特点及果实风味形成的内在原因，为黑莓品种 

的选育和栽培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Boysen(R．ursinus×R．idaeus L．)是黑莓与 

树莓的杂交品种，具有成熟期早、果实大、风味好、 

香气浓郁等优点，被认为是引进的综合品质最好 

的品种【4 ；Kiowa是果实最大的黑莓品种，具有 

适应性广 、生 长势强、产量 高、品质 优 良等特 

点_5 J。本研究的观察材料为这 2个品种的四年 

生植株，定植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黑 

莓品种园，常规栽培管理条件，生长状况良好。 

1．2 调查方法 

在黑莓座果期，随机选择当天刚座果的果实 

(Boysen品种为 2009年 5月 5日，Kiowa品种为 

2009年 5月 6日)，Boysen品种随机标记 600个 

果，Kiowa品种随机标记 1 000个果。从 当天开 

始，每 3 d取 1次样，前 3次每品种随机取果 50 

个 ，以后每品种随机取果 30个 ，分别测定果重 、果 

径、可滴定酸、总糖和还原糖，直至果实成熟。果 

重(mg)：用 感量 为 1 mg的电子天平 称量 ；果 径 

(mm)：包括果实的纵径和横径，用感量为0．01 mm 

的数显游标卡尺测量；可滴定酸含量测定采用电 

位滴定法[ ；总糖含量测定采用直接滴定法[8 3；还 

原糖含量测定采用直接滴定法l8 J。 

1．3 数据处理 

=  D ×D ，式 中 的 为平 均果 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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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纵径 ，D 为横径 。 

M：m x C。其中 表示单果中糖或酸的累 

积量，m表示单果重，C表示糖或酸的含量。 

：
丝 

，其 中 表示果重 、平均果茎及 

糖酸的生长或累积速率， 为第 i次测量值， 

一  为第 i一1次测量值，i为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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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分析，并用 Excel 2003分析软件绘制黑莓果实生 

长及糖酸累积的变化曲线。 

2 结果与分析 

2．1 果重和果径的变化规律 

Boysen和 Kiowa果实发育期的长短不 同，Boy． 

sen果实发育期较短，为 30 d，Kiowa果实发育期较 

长，为39 d。由图 1可见，黑莓果实的生长发育分 

为 3个阶段。第 1阶段 为迅速生长期 ，持续时问 

较短 ，2个 品种均为 6 d。此 阶段从 座果开始 ，果 

实迅速膨大，生长迅速，果重和平均果径增长较 

快。此阶段 Boysen品种的果重和果径的平均生 

长速率分别为 73．18 mg／d和 8．80 mm／d。Kiowa 

品 种 果 重 和 果 径 的 平 均 生 长 速 率 分 别 为 

156．39 mg／d和 l2。57 mm／d，均大于 Boysen品种， 

这是由品种的特性决定的。这一阶段结束时 Boy． 

sen和 Kiowa果实平均果径分别达到果实成熟时 

的 42．O％和 50．8％，但是 果重 只达到成 熟 时的 

9．9％和 12．0％。由此可知，黑莓果实体积的增大 

为迅速生长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黑莓果实生长的第 2阶段为生长停滞期，持 

续时间最长，Boysen为 15 d，Kiowa为 24 d，分别 占 

整个果实发育时间的 50．0％和 61．5％，果实生长 

速率较为平稳 ，是果实生长的主要 阶段。此阶段 

Boysen的 果 重 增 长 迅 速，平 均 生 长 速 率 为 

78．09 mg／d，略高于迅速生长期 ，果径的平均生长 

速率为3．74 mm／d，显著降低，仅为迅速生长期的 

42％。Kiowa果重和果径的平均生长速率均低于 

迅速生长期 ，分别为 96．85 mg／d和 2．11 mm／d，仅 

为前者的61％和 l7％，这个阶段 Boysen和 Ki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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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平均果径的实际增长仅占成熟时果实大小的 重的23．6％和24．7％。 

29．2％和21．6％，果重的实际增长仅占成熟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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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 莓果实发 育过 程中果重 和平均果径的变化 规律 

Fig．1．Variation of blackberry fruit weight and average diameter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黑莓果实生长的第 3阶段为成熟期，Boysen 低[ 。本研究发现 Boysen和 Kiowa果实在座果 

和 Kiowa皆为、9 d，是果实第 2次迅速生长的时 时，还 原 糖 占总糖 的 比例 分 别 为 73．3％ 和 

期。此期果重和果实大小的生长速率迅速升高， 59．0％，而在果实成熟后，2个品种还原糖占总糖 

Boysen和 Kiowa的果重在此阶段的平均生长速率 的比例分别达到 88．4％和 95．1％。由此可知，糖 

分别为 366．74 mg／d和 659．30 mg／d，分别为生长 类物质在黑莓果实发育期的变化，是一个从非还 

停滞期的4．7和 6．8倍，平均果径在此阶段的平 原糖到小分子还原糖的过程。 

均生长速率分别为 6．15 mm／d和 7．19 mm／d，也 快速生长期黑莓果实的还原糖和总糖累积速 

达到生长停滞期的 1．7和 3．4倍。这个阶段 Boy一 率较高。此阶段 Boysen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的平 

sen和 Kiowa平均果径的实际增长仅占到成熟时 均累积速率分别为 2．83 Ing／d和 4．22 Ing／d(图 

果实大小的 28．8％和 27．6％，而果重的实际增长 2)，Kiowa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的平均累积速率分别 

达到成熟时果重的 66．5％和 63．2％，说 明果重的 为 4．76 mg／d和 5．28 mg／d。2个品种果实总糖的 

迅速增长为成熟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累积速率均大于还原糖，且 Kiowa果实还原糖和 

2．2 果实还原糖和总糖含量的变化 总糖的累积速率均大于 Bovsen，这 与此阶段 Kiowa 

黑莓果实成熟之后的糖类物质主要为还原 果实较 Boysen果实生长迅速的结果一致。 

糖，如果糖、葡萄糖，而蔗糖等非还原糖的含量很 

葺 
删 宕 

圣 篱雪 {盘 襄墓 
鋈喜 

t／d 

— —  一 Boysen． ———·—一 Kiowa 

图2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总糖和还原糖的累积规律 

Fig．2．Variation of cumulant of blackberry fruit total and reducing sugar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生长停滞期 Boysen和 Kiowa果实还原糖和总 最明显，还原糖和总糖的平均累积速率分别为 

糖的累积速率迅速下降。其中 Boysen果实下降 0．28 mg／d和 0．65 mg／d，仅 为 迅 速 生 长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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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和 15．4％。Kiowa果实还原糖 和总糖 的平 

均累积速率分别为 1．68 mg／d和 2．34 mg／d，仅为 

迅速生长期的 35．4％和44．3％。此阶段 2个 品种 

还原糖累积速率较迅速生长期下降的幅度均大于 

总糖，此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生长停滞期结束 

时 Boysen果实还原糖 和总糖 的累积 量仅达到成 

熟时还原糖和总糖总量 的 7．9％和 11．2％；Kiowa 

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的累积量仅达到成熟时果实还 

原糖和总糖总量 的 12．8％和 16．2％，说 明前 2个 

阶段不是果实还原糖和总糖 累积的主要阶段。 

成熟期黑莓果实的还原糖和总糖累积速率成 

倍增加。Kiowa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的平均累积速 

率分别为 59．5 mg／a和 60．1 mg／d，分别为生长停 

滞期的35．3倍和25．7倍，Boysen果实还原糖和总 

糖在此阶段的平均累积速率分别为 32．7 mg／d和 

35．7 mg／d，分别为生长停滞期的 115．0倍和54．8 

倍，累积速率增长的幅度均较 Kiowa品种明显。 

成熟期 Boysen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的实际累积量 

分别达 到果 实成 熟 时总量 的 92．1％和 88．8％ ， 

Kiowa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的实 际累积量分别达到 

果实成熟时总量的 87．1％和 83．8％，说明此阶段 

是黑莓果实还原糖和总糖累积非常重要的阶段。 

2．3 果实可滴定酸的变化规律 

在黑莓果实发育的整个过程中，果实可滴定 

酸的累积速率持续增高(图3)。迅速生长期 Boy． 

sen和 Kiowa果实可滴定酸的平均累积速率最低， 

分别 为 0．35 mg／d和 0．81 mg／d，进 人生 长停 滞 

期，果实可滴定酸的累积速率迅速升高，分别达到 

迅速生长期的 5．6倍(Boysen)和 3．5倍(Kiowa)， 

此阶段 Kiowa果实可滴定酸的实际累积量达到果 

实成熟 时的 64．3％，由此可知生 长停滞期 是 

Kiowa果实可滴定酸累积 的重要 阶段 。而 Boysen 

果实在生长停滞期可滴定酸的实际累积量仅为果 

实成熟时的 29．4％。成熟期 Kiowa果实可滴定酸 

在前 6 d累积速率较高，而最后 3 d可滴定酸的累 

积速率为负值(一8．89 mg／d)，这可能是由于有机 

酸类物质转化为糖或花色苷等原因引起的。成熟 

期 Boysen果实可滴定酸的累积速率较前 2个阶段 

迅速升高，平均累积速率为 7．42 mg／d，达到生长 

停滞期的 3．8倍，此阶段是 Boysen果实可滴定酸 

累积的重要阶段，可滴定酸的实际累积量达到果 

实成熟时可滴定酸总量的67．7％。 

根据果实发育过程 中 2个品种果实总糖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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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酸含量计算糖酸比，绘制变化图(图 4)。糖 

酸比在果实发育初期较高，Boysen为 6．80，Kiowa 

为 6．93，快速生长期时 Kiowa果实糖酸比缓慢下 

降，而 Boysen果实糖酸比在前 3 d缓慢上升，3～ 

6 d则迅速升高至 10．68，达到果实初期的 1．6倍， 

这主要是由于可滴定酸含量的迅速降低所引起 

的；在生长停滞期，2个品种果实糖酸比均持续下 

降，但下降速率逐渐变小；进入成熟期，果实糖酸 

比逐渐上升，且上升速率在果实发育最后 3 d达 

到最高值，果实成熟时，Kiowa糖酸比达到 6．19， 

接近果实发育初期的值，Boysen果实糖酸比达到 

3．67，仅为果实发育初期的 54％，这可能是由于 

Boysen和 Kiowa果实成熟时，与糖酸代谢相关的 

酶活性不同的缘故_l。。。 

0 6 12 l8 24 3O 36 

t／d 

— —  》一 Boysen~ ——_|●一 Kiowa 

图 3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可滴定酸的累积规律 

Fig．3．Variation of cumulant of blackberry fruit total 

acid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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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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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糖酸比的变化规律 

Fig．4．Variation of sugar acid ratio of blackberry fruit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3 结 论 

不同品种黑莓果实发育期的长短不同，Boy- 

Sell果实发育期较短(30 d)，Kiowa果实发育期较 

加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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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39 d)。果实生长发育分为 3个阶段：第 1阶 

段为迅速生长期 ，持续时间较短 ，只占整个果实发 

育时间的 l5％～20％，此 阶段果实的生长主要表 

现在体积的膨大上，果实糖酸等营养物质逐渐累 

积，还原糖和总糖的累积速率较可滴定酸高，糖酸 

比变化不大(Kiowa)或有所升高(Boysen)；第 2阶 

段为生长停滞期，这一阶段持续时间长，占整个果 

实发育时间的 50％ ～60％，此阶段果实生长缓 

慢，果重和平均果径增长较少，还原糖和总糖的累 

积速率较快速生长期有所下降，可滴定酸累积速 

率则迅速升高，糖酸比下降，这是果实生长和糖酸 

类物质累积的一个主要阶段 ，Kiowa果实可滴定酸 

的累积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果实生长第 3阶段 为 

成熟期 ，占整个果实发育 时间的 20％ ～30％(略 

长于迅速生长期)，此阶段果实的生长主要表现为 

果重的增加 ，还原糖和总糖的累积也是这个 阶段 

的特点之一，累积量达到整个果实发育期糖累积 

量 的 83％ ～93％。成熟期是决定果实风味 的一 

个关键阶段，糖酸比在果实成熟期迅速升高，这一 

阶段也是 Boysen果实可滴定酸累积的重要阶段。 

依据黑莓品种 Boysen和 Kiowa果实生长发育 

期各阶段的特点，生产中应合理采取栽培技术和 

管理措施。在果实迅速生长期和生长停滞期，应 

提供充足的土壤水分、肥力和光照条件；果实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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