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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优良品种及其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李玮 ，赵慧芳 ，吴文龙 ，闾连飞 
(1．江苏省溧水县科技局，江苏南京 211200；2．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4) 

摘要 对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黑莓优 良品种的生物学特性、生产上推广栽培的优 良品种及其优质 高产栽培技术进行 了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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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Blackberry)是欧美国家从悬钩子属植物中经过人 

工育种培育出来的一种特色果树，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于1987年开始进行黑莓等的引种工作。首先引进了3 

个黑莓品种(Hull、Chester和 Dirksen)的种子，进行实生苗的 

选优工作。1988年又从美国引进了7个黑莓(树莓)品种 

(Hull、Chester、Dirksen、Black satin、Heritage、Titan和 Royaty) 

的扦插生根苗，通过 5年的实生选优和试种筛选，初步选出 

了 17一l3(实生优株)、Hull、Chester和Black satin共 4个品 

种(株系)，1990—1993年，对这4个品种(株系)进行了扩 

繁，并扩大了种植面积，经进一步观察研究，发现 Hull和 

Chester这2个品种在南京地区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丰产 

性，值得大面积推广，并与 1994年开始在溧水县白马镇进行 

推广种植。截至目前，溧水县白马镇已经成了全国最大的黑 

莓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近 2 000 hm ，年产量超过 10 000 t。 

随着这2个品种的大面积发展，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明 

显。首先，病虫害加重，过多的化学防制、农药残留严重影响 

了果品的质量；其次，这2个品种都集中在7月份成熟，适逢 

高温，农民采收的难度大，运输贮藏困难；第三，采收期过于 

集中，出现了初果和终果期加工企业“吃不饱”，盛果期“吃不 

下”的局面，常造成鲜果腐败变质，给农民和加工企业造成损 

失；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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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5年又从美 

国引进了 13个黑莓品种，经过几年的研究工作，又选出了适 

合江苏省溧水县栽培的4个品种：“宁植 3号”、“宁植8号”、 

“宁植10号”和“宁植 13号”，这4个品种与已推广的2个黑莓 

品种互补性强，且具有非常优良的性状，表现 出了较好的发展 

前景，目前这4个新品种在黑莓基地种植面积已超过60 hm 。 

1 黑莓优良品种的主要特征特性 

1．1 已推广的品种 

1．1．1 赫尔。1988年引入南京⋯，已推广 3 000 hm 以上。 

在南京地区表现为无刺。半直立，5月中旬至 6月初开花，6 

月下旬至7月底果实成熟，成熟期30 d左右。成熟果为紫黑 

色，圆柱形 ，果实大 ，平 均果长 2．54 em，果径 1．93(3m，果 重 

5．76±1．O0 g，最大果可达 15 g。果实昧酸甜，汁多，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6．5％～8．5％，品质优，在较好的栽培条件下，单 

株产量7．O kg左右，平均产量 15 000 kg／hm 左右，最高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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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500 kg／hm 以上，为极丰产品种。该品种喜光，生长旺盛， 

抗病虫能力强，耐旱。 

1．1．2 切斯特。1988年引入南京 J，已推广 1 200 hm 左 

右。在南京地区表现为无刺，半直立，直立性好于赫尔品种。 

5月下旬至6月上旬开花，6月中下旬至8月中旬果实成熟， 

成熟期40 d左右。成熟果为紫黑色，圆锥形，果实较大，平均 

果长 2．40 enl，果径 2．07 em，果重 5．12 g。果实味偏酸，汁 

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7．0％ ～8．5％，品质优。在较好的栽 

培条件下，单株产量6．5 kg左右，平均产量可达 l8 000 kg／hm2， 

为丰产稳产品种。该品种喜光，耐旱，生长势强。 

1．2 正在推广的优良新品种 

1．2．1 宁植 3号。2001年引入南京⋯，是目前重点推广品 

种。在南京地区表现为无刺蔓生，需搭架栽培。4月下旬至 

5月上旬开花，5月中旬至 6月中旬果实成熟，为特早熟品 

种，成熟期20 d左右。成熟果紫红色，果实大小中等，平均果 

长2．86 cm，果径1．91 C：m，果重5．0 g左右，最大果可达9．5 g 

以上。成熟鲜果口感好，树莓香味浓郁，有肉质感，籽少而 

小，可溶性固形物8．5％～10．0％。在较好的栽培条件下，丰 

产期单株产量3．5～4．0 kg，平均产量在12 000 kg／hⅡl2左右。 

该品种在南京的适应性较差，需要较好的土壤和肥水条件。 

1．2．2 宁植 8号。2001年引入南京⋯，是 目前重点推广品 

种，在南京地区表现为有刺蔓生，直立性差，需搭架栽培。4 

月下旬至5月上旬开花，5月下旬至6月下旬成熟，为早熟品 

种，成熟期25 d左右。成熟果紫红色，长圆型，果实大，平均 

果长2．55 CIll，果径2．08(3m，果重5．99 g左右，最大可达 15 g 

以上。成熟果实酸甜爽 口，树莓香味好 ，籽较大 ，含可溶性固 

形物 8％ ～10％。在较好的栽培条件下，单株产量 4．5 kg，亩 

产量在 12 000 kg／hm 左右，较丰产，适应性强。 

1．2．3 宁植 10号。2004年引入南京⋯，在南京地区表现为 

无刺半直立，需搭架栽培。5月中旬至6月初开花，6月下旬 

至8月上旬果实成熟，成熟期40 d左右。成熟果紫黑色，近 

圆形，果实大，属于大果型品种，平均果长2．67(3m，果径2．42 

(31'11，果重 6．0～6．5 g，成熟果 实酸甜爽 口，含可溶性 固形物 

8．5％ ～9．0％，在较好的栽培条件下，单株产量 6～8 kg。丰 

产期产量可超过18 000 kg／hm ，该品种适应性强，生长旺盛。 

1．2．4 宁植 13号。2006年引入南京 ，在南京地区表现为 

有刺半直立，需搭架栽培。5月中旬至6月初开花，6月下旬 

至8月上旬果实成熟，成熟期40 d以上。成熟果紫黑色，果 

实特大 ，平均果长 3．62 cm，果径 2．41 em，果重 12．0～13．0 g 

左右 ，最大果 28．27 g。成熟果实酸甜爽口，含可溶性固形物 

8．5％～9．O％，在较好的栽培条件下，单株产量6～8 kg，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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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产量可超过 18 000 kg／hm。。该品种适应性强，生长旺盛。 

2 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2．1 种植园的建立 

2．1．1 选地。黑莓园土壤质地以壤土或沙壤土最适宜，土 

壤 pH值5．0～8．0，但以6．0～6．5的微酸性最好，土壤含盐 

量应在0．1％以下，土层厚度最好超过50 cm，地下水位要低 

于100 cm。建园地冬季最低温需高于 一15℃，要求冬季 

7．2℃以下的低温在 700—750 h 。 

2．1．2 苗木。以1年生扦插苗为好，要求根系较多，苗木粗 

壮，无病虫害。如用当年顶端生根苗，应选用根系好，苗木较 

粗壮的植株。苗木 的大小要一致 ，大小苗要分开栽。苗木地 

径粗度要大于0．5 CIYI，苗木长度以20—40 cm为宜。 

2．1．3 种植沟(穴)与填充物。黑莓以开沟种植为最好，如 

果土壤质地好，可挖穴种植。种植沟(穴)以冬季(南京地区 

在12月至次年 1月)开挖最好，有利于土壤冻融，以改 良土 

壤通气性。种植沟的大小为宽 50 cm，深 40 cm；种植穴的大 

小为直径 50 cm，深44)am。黑莓为多年生植物，经济寿命 10 

～ 15年，冬季开好的种植沟或种植穴中应放入填充物(稻草 

等作物秸秆)，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物含量，改善土壤的结 

构 ]。用干稻草等作物秸杆3 000 kg／hm 左右。 

2．1．4 底肥。苗木种植时需施底肥，底肥以农家肥为好，用 

量7．5～12 m ／hm 。也可用适合无公害使用的N、P、K有效 

含量25％的有机复合肥750—900 kg／hm 。 

2．1．5 苗木定植。南京地区苗木种植的最佳时间为2月上 

旬至3月初。苗木种植的行株距因品种而异，小株型，可适 

当密植：(150～170)cm×(120～130)era；大株型，应适当稀 

植：(200～220)am×(130～150)am 。苗木种植的具体方 

法：开沟或挖穴最好在冬季进行，开沟或挖穴后应将填充物 

立即放人，并回土 1／2～2／3，种植时将底肥均匀施人沟或穴 

中，并与土混合，然后复土，栽苗时根系不能接触肥料，栽苗 

深度以将苗木根茎栽人土中为宜。栽苗后应浇足定根水，如 

遇干旱，还需复水2～3次。种植园应建立排灌系统，尤其是 

大面积建园。排灌系统根据地形地貌而定，一般纵横 50— 

100 m开 1排灌沟，沟宽和深以60～80 am为宜。 

2．1_6 搭架。架材最好用水泥桩，规格因品种而异，具体为 

小株型(6～8)am×(200～210)cm；大株型(7～9)cm× 

(220～230)cm。钢丝(铁丝)用 12～14号。支架间距为5～ 

6 nl；搭架的时间在定植后即可进行，最迟不迟于当年年底。 

一 般拉3道铁丝，第 1年拉2道铁丝，第 1道铁丝距离地面5o 

cm～60 cm，第2道铁丝距离第 1道铁丝50 cm；第 2年修剪绑 

架时再拉第3道铁丝，第3道铁丝距离第2道铁丝50 cm。 

2．2 常规管理 

2．2．1 中耕锄草与覆盖。根据草害情况而定，一般每年中 

耕锄草3～5次。有条件可用稻草等作物秸杆进行全园覆 

盖，厚度8～12 cm。覆盖的时间一般在早春，即2月中下旬至 

3月上旬。如覆盖可全年不用中耕锄草。 

2．2．2 施肥。①追肥：追肥原则是以速效肥为主，看苗施 

肥。旺长田，追施速效磷钾肥，少用氮肥；长势差的田块，追 

施速效氮肥，配合施用磷钾肥。追肥一般每年进行3次。第 

1次施肥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即萌芽后萌枝发生时，肥料 

以氮肥为主；第2次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即坐果后果实 

膨大期，应以氮磷肥或复合肥为主；第3次在8月份，即果实 

成熟以后(最好当年结果枝蔓已剪除并清理出园)，以复合肥 

为主。施肥的种类和数量：尿素 150 kg／hm ，磷酸二铵 300 

kg／hm ，硫酸钾 450～6OO kg／hm 。施用方法：沟施或穴施， 

肥料施入后要盖土，若土壤墒情差，追肥要结合浇水进行。 

②冬季施肥：冬季开沟施肥，开沟距离植株 60 cm以上，沟 

宽、沟深以20～30 am为宜。肥料应以农家肥为主，用量15．0 

— 22．5 m ／hm2
，或用 N、P、K有效含量25％的有机复合肥 

1 200～1 500 kg／hm 。 

2．2．3 抗旱与排涝。南京丘陵地区常常伏秋严重，因此须 

注意伏秋抗旱。一般干旱时，每 3～5 d灌溉 1次，每次灌溉 

应浇透，如覆盖可 10～15 d灌 1次。平原或低洼地应注意雨 

季(长江流域为梅雨季节)排涝，切勿长时间渍水。 

2．2．4 修剪与绑蔓。黑莓修剪与绑架包括夏季摘心、果后 

去除枯死枝蔓和冬季整形修剪3部分 ：①夏季摘心。黑莓 

通过夏季摘心，可以控制植株高度，促进侧枝生长。一般在 

初夏萌枝发生并快速生长的时期，当萌枝高度达到 1．0～1．2 

m时摘心。摘心后应将萌枝固定在铁丝上，以防暴风雨将萌 

枝折断。②果后去除枯死枝蔓。早熟品种在 6月下旬至 7 

月上旬进行，一般品种在8月上旬至8月下旬进行。从根部 

去除上一年所有萌枝和侧枝，枯死枝剪除后应清除出黑莓 

园，并将新枝蔓引绑上架。③冬季整形修剪：一般在 12月上 

旬至2月上旬进行，要点：a．将枯死枝、病虫危害枝剪除Ib． 

疏去细弱枝和过密枝；C．短截余下的健壮充实枝条；d．将修 

剪后的枝条均匀的绑于铁丝上，每个枝条都需分散开，切不 

可将多个枝条绑在一起。一般每株留粗壮枝条8～12个，平 

均长度 100～150 am。 

2．2．5 病虫害防治。 

2．2．5．1 病虫害的种类。黑莓的害虫很多，常常造成严重 

危害，而黑莓的病害较少，至今未发生重大危害。经多年调 

查，黑莓的害虫主要有3大类：金龟子类、鳞翅目类和蝽类。 

①金龟子类害虫的成虫食害黑莓幼嫩叶片、花、蕾和果实，严 

重的年份金龟子成虫可以将整片黑莓园的叶片吃光。其幼 

虫(蛴螬)啃食黑莓的根，影响植株生长，严重可导致植株死 

亡。经调查发现，危害黑莓的金龟子有 20余种，其中，东南 

大黑鳃金龟(Holotrichia Sauteri)、琉璃弧丽金龟(Popilliafla— 

vosellata)、铜绿丽金龟 (Anomala corpulenta)、深绿丽金龟 

(Anomala heydeni)、斑喙丽金龟(Adoretus tenuimaculatus)和 

斑青花金龟(Oxycetonia bealiae)等 6种对黑莓的危害较 

大 。②鳞翅目害虫共查获70余种，已鉴定出其中51种， 

大致可分为食叶、蛀果、吸果和蛀干4类。其中，棉褐带卷蛾 

．
(Adoxophyes orana)、黄刺蛾(Cnidocampa flavescens)、桑褐刺 

蛾(Setora postornata)、扁刺蛾(Thosea sinensi~)、梨剑纹夜蛾 

(Acronicta rumicis)、桥夜蛾(Anomis mesogona)、折带黄毒蛾 

(Euproctisfl~a)、桃蛀野螟(Dichocrocis punctifem )、桃白条 

紫斑螟(Calguia defigural~v)、小造桥夜蛾(Anomisflava)、石 

榴巾夜蛾(Dysgonia stuposa)、玫瑰巾夜蛾(Parallelia arctotae— 

nia)、鸟 嘴 壶 夜 蛾 (Oraesia excavata)、果 肖毛 翅 夜 蛾 

(Lagoptera no Dalman)等 14种对黑莓的危害较大。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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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黑莓的蝽类害虫有 19种，以其刺吸式口器危害黑莓，造 

成植株上嫩芽、幼叶枯死 ，新梢“破头疯 ”，幼嫩浆果呈畸形 ， 

成熟浆果汁液被吸，褪色白化。其中，斑须蝽(Dolycoris bac— 

c0m )、茶翅蝽(Halyomorpha picus)和绿盲蝽(Lygocor~(Ly— 

gus)lucorum)等 3种对黑莓的为害较大 。 

2．2．5．2 防治要点。应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 

植保方针，以改善黑莓园生态环境，加强栽培管理为基础，优 

先选用农业和生态调控措施，注意保护利用天敌，充分发挥 

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进行药剂防治时，应选用高效生物制 

剂和低毒化学农药，并注意轮换用药，改进施药技术，最大限 

度地降低农药用量。①农业与生态防治。清洁果园，结合冬 

剪，剪除病枝、虫枝，并集中烧毁或深埋，消灭在其中越冬的 

病虫；结合冬季翻地杀灭土中越冬的幼虫和蛹；在花果期人 

_[捕捉危害花和果实的金龟子，还可人工诱杀，即在黑莓的 

花果期，利用金龟子等害虫的趋光性，进行黑光灯引诱集中 

毒杀；可在园中养鸡放鸭，捕食害虫，黑莓园每亩养鸡 4～6 

只，即可很好的控制一些害虫，在金龟子大发生期间，早晨或 

傍晚在园中放鸭，可以捕食大量金龟子成虫。②保护利用天 

敌。蜘蛛是黑莓上蝽类害虫和鳞翅目害虫的主要捕食天敌， 

还有螳螂和鸟类。蜘蛛对蝽类若虫和鳞翅目成虫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寄生蜂对鳞翅 目幼虫常有控制作用，如桥夜蛾卯 

受松毛虫赤眼蜂、松毛虫黑卵蜂的寄生。此外，桥夜蛾幼虫 

期的绒茧蜂，折带黄毒蛾幼虫期的双色真径茧峰，茸莓蛾幼 

虫期的短翅悬茧姬蜂，梨剑纹夜蛾幼虫期的小腹茧蜂，及寄 

生多种鳞翅目害虫幼虫期的螟蛉悬茧姬蜂等对害虫的寄生 

率都很高，对幼虫的发生为害常有控制作用，应注意保护利 

用。③药剂防治。优先采用低毒农药，有限度地使用中毒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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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 ，比对照增产的有4个品种，产量由高到低依次是金 

刚石三号 >亚洲粉皇 F1>金刚石二号 >斯诺克 F1>亚太 

红石头(CK)。方差分析表明，各品种间差异达到 0．01极 

药，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和“三致”(致癌、致畸、致突 

变)农药。为了减少农药的污染 ，除了注意选用农药 品种外 ， 

还要严格控制农药的施用量，应在有效浓度范围内，尽量用 

低浓度进行防治，喷药次数要根据药剂的残效期和病虫害发 

生程度来定。不要随意提高用药剂量、浓度和次数，应从改 

进施药方法和喷药质量方面来提高药剂的防治效果。另外， 

在采果前20 d应停止喷洒农药，以保证果品中无残留或虽有 

少量残留但不超标 。 

2．2．6 果实采收。浆果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批采收 ，一般 2 

～ 3 d采收 1次。果实成熟 的最显著特征是浆果表面着色， 

果实表面逐渐转红，宁植 3号最后变成深红色 ，宁植 8号最 

后变成紫红色，其他品种变成紫黑色，并且有光泽。浆果的 

采收因用途、运输距离及条件而定，通常作鲜果销售在成熟度 

80％ ～90％时采收；运输距离远或做罐头时可在80％成熟时采 

收；当果实用于加工果酒、果汁、果酱时要充分成熟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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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水平。其中，金刚石三号、亚洲粉皇 F1、金刚石二号之 

间差异不显著，但金刚石三号、亚洲粉皇 F1与亚太红石 

(CK)和其他品种之间差异达0．01极显著水平。品种金刚 

石三号与红宝石(CK)差异达0．01极显著水平。 

表 3 各参试番茄品种的产量结果 

注 ：表中不同的大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0．01极显著、0．05显著水平。 

3 小结 

金刚石三号产量较高，植株较高且整齐度好。综合各 

品种的产量、商品外观、耐储运性等因素，金刚石三号、金 

刚石二号和斯诺克 Fl这 3个品种较好 ，适宜在遵义县大面 

积推广种植 。 

亚洲粉皇 F1为粉果，耐储运性差，但品质好，产量明显 

高于对照，为促使农产品供给多样化，根据本地区市场需 

求，可在遵义县小茴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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