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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方式对黑莓‘Kiowa’种子发芽的影响 

张眷红，胡淑英，吴文龙，闾连飞，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经济植物中心，南京 210014) 

摘 要 ：研究了7种不同化学药剂结合不同时间的低温层积处理后黑莓 ‘Kiowa’品种种子的萌发特性，探索打破 

种子休眠的有效方法。结果表明，对种皮具有软化或腐蚀作用的 NaC10、浓 H：s0 和 H2O2对黑莓种子发芽具有明 

显的促进效应，而GA3、PEG6000、KNO3、NaOH促进效果不明显，表明种皮障碍是影响其萌发的主要因素，而且以 

20％ NaC10的处理发芽率最高。低温层积时间越长越好 ，以90—120天为宜。以 NaC10处理并低温沙藏 90天的 

种子发芽试验表明，不同浓度NaC10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在萌发过程中均呈现先急剧增加再缓慢增加直至恒定的趋 

势，其中以培养20天时达到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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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ed germination property of blackberry(Rubus spp．)‘Kiowa’∥ZHANG Chun．hong，HU Shu． 

ying，WU Wen·long，LU Lian fei，LI Wei-lin 

Abstract：Seed germination property of blackberry cultivar‘Kiowa’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combinative treatment of seven 

chemicals and cold stratification in order to find an effective method of dorm ancy break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aC10， 

H2SO4 and H2O2，with the function of softening and(or)eroding seed coat，had obvious effect on promoting seed germina— 

tion．Comparatively，GA3，PEG6000，KNO3 and NaOH had little effects．It revealed that seed coat obstacle was the main 

reason to prevent germination of blackberry、seed．Th e treatment with 20％ NaC10 had the highest germination percentage 

(19％)．The longer time of c01d stratification was favorable to promote seed germination，and stratification for 90～120 d 

had better effect on seed germ ination than stratification for 30～60 d．The germ ination process of seed treated with NaC10 

combining with 90 d cold stratification showed that the germ ination rate presented a serial trend of rapid increase-slow in— 

crease·constant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10，and reached the peak at the time of 20 d cultivation． 

Key words：blackberry seeds；chemical treatment；cold stratification；germination rate；germination process 

Author’S address：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 

黑莓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新兴小浆果类果树，因 

其优异的风味和营养价值而受到市场欢迎，是“第三 

代果树”的重要成员之一⋯。黑莓栽培始于 19世纪 

初期，主要分布在北美洲 j。国内黑莓最早于 1986 

年由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引入_3 J，近年来 

在我国江浙一带迅速发展，面积不断扩大。我国黑莓 

栽培品种基本上是从国外引入，虽然具有良好的生产 

性状，但果实口味偏酸且在抗逆性方面一般不如我国 

野生种。我国悬钩子属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许多 

种类是悬钩子类果树育种的良好的种质材料，通过杂 

交育种手段利用我国野生资源培育优良黑莓品种是 
一 项亟待开展的工作。但 目前黑莓收获的种子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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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导致成苗率低，后代变异较大，严重地影响了后 

续品种选育工作。因此提高黑莓种子发芽率增加优 

株出现的频率具有重要意义。 

种子休眠是植物发育过程的一个正常生理现象， 

是植物对环境条件及季节性变化的生物学适应。但 

在果树生产上，若不能及时解除种子休眠，往往会出 

现发芽率低甚至隔年发芽的现象，严重影响正常育苗 

工作。果树种子休眠的原因有种(果)皮效应和胚效 

应L4]，依据种子产生休眠原因的多样性，解除种子休 

眠的方法也各异。解除种子休眠有物理法、化学试剂 

法、生物方法、综合法等，化学处理包括激素处理、无 

机化学药剂处理和有机化学药物处理 J。 

已经有研究表明，化学试剂 PEG6000溶液渗透 

处理 ]、赤霉酸(GA )溶液浸种 、硝酸钾(KNO，) 

溶液浸种[7]、过氧化氢(H O2)溶液浸种 、NaOH 、 

浓硫酸处理 o]和 NaC10处理  ̈等均对林木种子萌 

发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低温层积处理是 目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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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果树种子休眠、提高种子萌芽率的最常用、最有效 

的方法，适宜于被迫休眠和生理休眠的种子 。目 

前进行黑莓种子发芽试验的研究主要有利用化学试 

剂浓硫酸  ̈一 和次氯酸钙 处理种子以及机械损 

伤内果皮 等，且关于其萌发特性的研究报道也甚 

少。本实验利用多种化学试剂处理黑莓种子，并结合 

不同时间的低温沙藏层积处理，从种子吸水变化趋 

势、发芽率和发芽进程等方面对黑莓种子发芽特性进 

行研究，以期为提高其发芽率和遗传育种研究提供基 

础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材料为 2010年秋季黑莓品种 ‘Kiowa’2年 

生苗自然成熟的果实洗出的种子，从江苏省·中科院 

植物所苗圃采集。风干后储藏于4℃冰箱中，不定期 

通风透气，选择发育 良好的成熟种子，其干粒质量为 

3．960 g。种子处理及发芽试验分别于2010年 12月 

和201 1年春季进行，在江苏省·中科院植物所黑莓研 

究中心完成。 

1．2 方 法 

1．2．1 种子生活力测定 

TVC染色法，分别随机数取 100粒种子，2个重 

复，常温浸种 24 h，然后用手术刀片将种子沿纵轴剖 

开，保证种子的子叶、胚芽、胚轴和胚根不损坏。切后 

立即放入 0．1％3q'C染色液中，盖好盖子。放入 30~C 

恒温箱内黑暗条件染色24 h，然后在立体解剖镜下观 

察鉴定，根据胚染色情况测定其生活力。参考国家标 

准《林木种子检验规程》(DB33／178--2005)以及《种 

子四唑测定手册》，并且根据种子特点，对种子生活 

力测定判读。 

1．2．2 种子吸水特性观察 

测定方法参考孙跃春的方法 进行。取两份种 

子，每份50粒，一份割破种皮，另一份为完整种子，重 

复 3次。种子称量后放入烧杯中，添加 3倍(体积) 

于种子的蒸馏水，置于25℃的温水中浸泡。每4 h称 

量 1次，直至种子吸水至恒定质量以不同称量时间为 

横坐标，吸水前后不同时间点种子质量为纵坐标，绘 

制吸水变化曲线  ̈。 

1．2．3 化学试剂处理和层积时间对种子破眠的影响 

使用 药剂 有浓 H2SO4、GA3、H202、PEG6000、 

KNO 、NaOH、NaClO共7种。实验设置两组：一组实 

验对浓 H：SO 、GA，以及 H O 进行不同浓度、不同处 

理时间以及沙藏层积时间的3因子4水平 L (4 )正 

交实验(表 1)。以蒸馏水浸泡 24 h后的饱满种子作 

为对照(CK)。另外一组对 PEG6000、KNO 、NaOH、 

NaC10进行不同浓度、不同处理时间以及沙藏层积时 

间的3因子3水平 L。(3 )正交试验(表2)，以蒸馏水 

浸泡 12 h的饱满种子作为对照。以上每组处理每份 

100粒，3次重复。化学处理过的种子用 自来水漂 

洗干净 ，与湿沙搅拌均匀后放于4~C冰箱避光沙藏。 

浓 H SO 、GA 以及 H O：处理的种子分别于沙藏 

30、60、9O和 120天后用水冲洗干净，置于培养皿中 

湿透的双层滤纸上培养，温度 25℃，光暗交替(12 

h／12 h)。PEG6000、KNO3、NaOH、NaC10处理的种 

子于沙藏 30、60、90天后洗出种子进行培养和发芽 

实验。 

表 1 用浓 H2SO 、GA3和 H2O2处理种子的 L16(4 )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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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 PEC,6000、KNO3、NaOH、NaC10处理种子的 L9(3 )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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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种子发 芽率测定 

以胚根长度达种子长度的一半为种子萌发的标 

志，连续7天无萌发种子视为萌发结束。种子发芽过 

程中及时适量喷水，萌发过程中每隔 1天定时观察统 

计 1次。在发芽末期连续 3天发芽数平均不足供测 

种子总数的 l％时计算发芽率。萌发结束时统计全 

部种子萌发数和计算发芽率。发芽率 ：在测定时间 

内正常发芽的种子数／发芽测定种子数。对发芽率较 

高的处理计算出发芽率并绘出发芽进程曲线。 

1．2．5 数据 处理 

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Excel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黑莓种子的生活力与吸水特性 

利用 1TrC染色法对 Kiowa种子生活力进行了测 

定，3次判定结果的平均值为77．9l％，表明种子生活 

力总体良好。对刻破种皮和完整种子的吸水情况进 

行了比较，结果如图 1所示。从吸水 线图上可以看 

出，刻皮后种子吸水缓慢增加，在第 3个称量时间即 

浸泡8 h时达到恒定质量，此时种子较吸水前增加质 

量为0．0623 g(相对吸水前吸水率为35．55％)；而不 

刻皮种子在第 2个称量时间即浸泡 4 h时达到恒定 

质量，此时种子较吸水前增加质量为0．0577 g(相对 

吸水前吸水率为31．00％)。 

图1 刻内果皮和不刻内果皮黑莓种子在吸水 

进程中质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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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化学处理和沙藏时间对黑莓种子萌发的影响 

将不同处理的最终种子发芽结果统计在表 1和 

表 2中。 

所有化学药剂处理过的种子沙藏30天后进行培 

养，观察结束时包括对照处理在内均没有发芽。 

7个化学处理的种子沙藏 6O天后进行发芽试 

验，发现在培养的第 18天时，用4O g／L NaOH处理 3 

h的种子开始有 1粒发芽，第 40天结束观察时仅有 2 

粒发芽。在培养的第 21天时，用 10％ NaC10处理 1 

h的种子开始有 1粒发芽，第 40天结束观察时仅有 3 

粒发芽。在培养的第25天时，用4％H O2处理24 h 

的种子有 1粒发芽，第 4O天结束观察时也如此。沙 

藏60天的对照处理在观察过程中没有发芽现象。 

7个化学处理的种子沙藏 90天后，发芽的种子 

数明显增加。浓 H SO 处理的种子发芽最早，在培 

养的第 5天即发现有种子开始萌发。起始以 NaCIO 

处理的种子发芽数最多，3种浓度处理的种子均在第 

8天开始发芽。观察共进行了 45天。观察结束时， 

浓 H2sO 处理中仅有 49％浓度处理 10 rain(发芽率 

为 1％)和98％浓度处理60 rain(发芽率 5．33％)有 

种子发芽；GA，处理仅有 50 mg／L浓度处理 24 h和 

300 mg／L浓度处理 6 h有种子发芽，发芽率均为 

1％；H2O2处理仅有 0．5％ 浓度处理 24 h和4％ 浓 

度处理48 h时有种子发芽，发芽率均为 1％。另外一 

组中，PEG6000处理中仅有 10％ 浓度处理48 h的种 

子有发芽，发芽率 2．5％；KNO，处理中仅有 0．05 M 

浓度处理 48 h的种子有发芽，发芽率 1．67％；NaOH 

处理中有20 g／L浓度处理2 h和40g／L浓度处理 1 h 

的种子有发芽，发芽率分别为 1．5％和2％；NaC10的 

3种处理浓度下(5％浓度处理48 h、10％浓度处理24 

h、20％ 浓度处理 12 h)均有发芽，发芽率分别为 

4．33％、11％和 19％。第1组和第2组处理的对照在 

观察结束时平均发芽率均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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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浓 H SO 、GA3以及 H20：处理 的种子沙藏 

120天后进行发芽试验，观察 45天，结果发现所有处 

理均有发芽。浓 H sO 的4个浓度处理的发芽率分 

别为 1％、1％、1％和9．33％；GA，的4个浓度处理的 

发芽率分别为 1．67％、1％、1％和 2％；H20：的4个 

浓度处理的发芽率分别为2％、2．33％、1％和 1．5％。 

第 1组处理的对照在观察结束时平均发芽率为2％。 

2．3 NaCIO处理下种子发芽进程 

不同化学试剂处理中明显以低温沙藏 90天的 

NaCIO处理效果最好。为了探讨黑莓种子萌发的规 

律，进一步对 3种处理浓度的 NaCIO种子经低温沙 

藏90天后的发芽进程进行了观察。由图 2发现，从 

第 1个调查时间点(培养第 8天)观察到种子开始萌 

发起，种子发芽率均呈现先急剧增加再缓慢增加直至 

恒定的趋势，其中以第 7个调查时间点(培养第 20 

天)为较明显界限。尤其是浓度 20％ NaCIO处理的 

种子，相对于 5％ NaCIO和 l0％ NaClO处理的种子， 

除在第 7个调查时间点(培养第 20天)前外，此后其 

又有一个小幅增加的过程直至第 12个调查时间点 

(即培养第 30天)。对照处理种子在第 lO个调查时 

间点(培养第 26天)发芽率为 1％，此后保持不变直 

至观察结束。 

l 2 3 4 5 6 7 8 9 l0 ll lZ l3 l4 15 l6 l7 l8 l9 

时间点／d 

图2 不同浓度 NaC10处理下黑莓种子发芽进程 

3 结论与讨论 

3．1 关于黑莓种子发芽率 

关于黑莓种子发芽率的研究，已有的报道结论不 

尽一致。张玉平等 l纠研究发现用 98％浓 H：s0 处 

理黑莓种子的最佳时间为30～60 min，最适发芽温度 

为25～30％，可获得最高的发芽率为75％。龚娜 

等  ̈发现，经 98％浓 H：S0 处理 15 min，黑莓种子 

较易发芽，其发芽率最高可达 49．09％，潮湿低温处 

理对黑莓种子发芽没有作用。李靖等[1 研究发现， 

在黑莓种子胚根端和胚乳端剥离内果皮，在光培养和 

暗培养条件下发芽率均在40％和61％以上，不剥离 

的种子没有发芽，利用培养基培养法的所有种子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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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从综合效果来看，采用双层湿滤纸暗培养法是 

黑莓种子的理想发芽方法。本研究将化学药剂处理 

和低温层积相结合对黑莓 ‘Kiowa’品种的种子的发 

芽特性进行研究，在温度25~C、双层滤纸上进行光暗 

(12 h／12 h)培养，发现 NaCIO处理具有显著促进种 

子萌发的效果，但最高的发芽率也仅能达到 19％，从 

而说明黑莓种子萌发机理比较复杂。这是否与该品 

种基因型、或是需发掘更有效的化学试剂处理等有关 

难以定论，尚需细胞生物学、解剖学的证据进一步阐 

释。在空心莓亚属树莓上已有研究报道，采用不同化 

学处理对4种树莓种子进行处理，打破不同树莓种质 

种子休眠的方法因不同树莓类型而异 j。 

3．2 不同处理因素对黑莓种子发芽的影响和效应 

了解种子吸水进程可以间接了解种子萌发特性。 

不刻内果皮的黑莓种子在4 h内迅速吸水，吸水率达 

最大后便逐渐趋于稳定，而刻内果皮的种子达到恒定 

吸水量的吸水时间明显比不刻皮种子有所延长，且吸 

水量更多，种子吸水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有助于 

其萌发，从而间接说明果皮因素可能是影响种子萌发 

的限制因子。 

已有报道指出，H 0：和 GA。对种子萌发都有较 

好的促进效应，但两者机制不同  ̈，H 0：处理后可 

使种皮软化，促进种子贮藏物质快速转变为种子萌发 

所需的小分子物质，但浓度过大也会对胚有一定腐蚀 

作用，本试验中也发现高浓度 H 0 处理的发芽率低 

于低浓度处理。另外，GA 处理主要是利用打破种子 

休眠促进种子萌发，本研究则发现利用 GA 对种子 

萌发的效果并不明显，总体低于浓 H sO 和 H 0 处 

理，从而推测黑莓种子发芽的限制主导因素可能是种 

皮限制。这点在黑莓和树莓上已被一些研究所验证。 

李靖等  ̈研究发现，不经过低温沙藏处理，仅在黑莓 

种子胚根端和胚乳端剥离内果皮后均发现种子有很 

高的发芽率，不剥离的种子没有发芽，说明坚硬的内 

果皮本身可能是抑制种子萌发的原因。Nesme[19]报 

道树莓种子萌发困难主要是由于种皮的障碍，其种皮 

和胚乳层中分别存在酚类和酯类物质阻碍了对氧气 

和水分的吸收，采用刻痕的方法处理可使树莓种子萌 

发率达90％。李粤渤等 。。在研究树莓种子的萌发 

特性时，分别剥离种子内果皮、种皮、胚乳后，用培养 

皿培养，结果发现暴露一部分胚的种子在2周内萌发 

率均可达到 100％，内果皮、种皮及胚乳层均显著抑 

制种子的萌发，所采用的树莓试材种子均不存在胚性 

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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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研究中单独使用不同化学试剂对黑莓种子 

发芽率的影响效果来看，作用最好的是 NaCIO(最高 

达 19％)，不同浓度的处理均在培养的 20天前急剧 

增加，且高浓度 NaCIO处理的效果明显优于低浓度。 

其次，发芽效果较好的是 98％浓 H SO ，而PEG6000、 

KNO 、NaOH计3种试剂对黑莓种子发芽的促进效果 

不明显。利用 NaCIO和98％浓 H：SO 处理明显有助 

于种子萌发在树莓上已有报道。王菲等[2 研究发 

现，采用浓 H2SO 、NaCIO、浓 H2S0 与 NaClO混合对 

树莓种子萌发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两者混合处理效果 

最佳，种子萌发期主要集中在处理后 15—20天；单独 

使用 NaCIO处理的萌发时间、萌发一致性均优于单 

独使用浓 H：s0 处理。原因可能在于浓 H：s0 与 

NaCIO处理对种皮具有腐蚀和划伤作用，但浓 H s0 

使用不当很容易灼伤种子，因此浓 H sO 与 NaCIO 

的处理时间和浓度是打破种皮障碍、提高种子萌发率 

的关键，采用 NaCIO处理容易控制从而效果更好些。 

建议在黑莓种子发芽时采用 NaCIO处理或 NaCIO与 

浓 H2SO 联合处理。 

种子萌发是一个复杂的物化过程，低温冷层积可 

以有助于打破休眠。本研究中发现不同化学处理后 

的种子层积 30～60天几乎达不到打破休眠的效果， 

而层积90～120天方可达到较高发芽率，说明黑莓种 

子萌发存在一定的生理浅休眠。尽管试验中使用的 

几种不同处理种子方法结合低温层积均达到了打破 

休眠的目的，但实际上它们的作用主要还是以破损种 

果皮实现的。 

探索不同物种的最佳发芽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已有不同研究报道了不同因素对黑莓以及树莓等悬 

钩子属植物种子发芽的影响，目前用化学方法刺激种 

子萌发的技术发展较快，应用也较广泛。本研究比较 

了不同化学处理下黑莓 ‘Kiowa’品种种子萌发的效 

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但若要提高其萌发率，尚 

需对药剂浓度、浸种时间、层积时间等进行进一步的 

试验探索，为黑莓育种及生产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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