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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滨梅作为滩涂和荒地适种的多用途新经济植物 

王小敏，张春红，吴文龙，李维林，胡淑英 
(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江 苏 南京 210014) 

摘要：介绍滨梅的生物学特性及研究背景。基于滨梅的耐环境胁迫能力，根系发达，生长旺盛，花具有观赏价值，果 

实具有很好的食疗和保健价值，认为可将其作为低养护的景观灌木，恶劣环境绿化树种，高抗性砧木乖经济果树栽 

培。藉此，阐述其在中国的引种和繁殖，并展望了其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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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Beach Plum as a New M ultipurpose Crop for Coastal Beach 

and W aste land in China 

WANG Xiao-min，ZHANG Chun—hong，WU Wen—long，LI Wei-lin，HU Shu—ying 

(]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ach plum and research background．On base of 

beach plum characteristics which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resistance capacity，well·developed root system 

and vigorous growth，flowers with ornamental value，fruit with diet and health value，beach plum can be 

used as economic fruit tree i． e．，low maintenance landscape shrub，greening tree species for harsh en— 

vironment，high-resistant rootstock etc． Thereby，the introduction，breeding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beach plum in China have been introduced 

Key words：beach plum；environmental stress resistance capacity；low maintenance；high—resistant root— 

stock；economic fruit plants 

1研究背景 

滨梅(Prunus marhima Marshal1)是蔷薇科李属 

的一种 海滩沙生 灌木。原 产于美 国纽芬 兰 (New— 

foundland)到北卡罗莱那州 (North Carolina)的大西 

洋沿 岸 ，大 多 数居 群 分 布 于 北 方 的 马 萨诸 塞 州 

(Massachusetts)至南方的新 泽西州 (New Jersey)一 

带  ̈。滨梅花多而密 ，可用 于园林观赏绿化 ，因其 

植株分枝较多且呈低矮的灌木状 ，所 以可用来制作 

盆景 ；滨梅具有很强 的耐环境胁迫能力 ，可 以在 

缺乏灌溉 的情况下生长 良好 ，甚至可 以生长在贫瘠 

的沙地、盐地 、荒地和戈壁海滩上 ；滨梅具有发达的 

特殊根系，可以作为优良的砧木，改良接穗的耐环境 

胁迫能力 ；滨梅果实酸甜可 口，可加工成果冻 、果汁 

等一系列果品。滨梅既可保护环境 ，用于海岸沙滩 

等环境修复和沙丘固定，又可美化环境，还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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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果品、色素加工。因此，开发滨梅作为一种多用 

途新经济植物具有广阔的前景。 

有关滨梅 的研究与利用 已有 500多年 的历史 

了。可能是滨梅生长在海边的原因，所 以它最先是 

被欧洲探险家发现的。1524年 ，意大利探险家 Gio— 

vanni da Verrazano在现在的纽约州 (New York)南部 

发现 了一种西洋李子树(damson trees)，这是 目前为 

止有关滨梅被发现的最早记载 E 3]。1785年植物分 

类学家马歇尔 ·汉弗莱 (Humphrey Marshal1)第一次 

把滨梅命名 为“prunus maritima”，由于它像李子 一 

样开花多、结果好 ，而且生长在海边 ，所以现在普遍 

称其为滨梅或沙滩李 (beach plum) 。滨梅曾一度 

成为北大西洋沿岸一些地区食品加工业的主要原 

料 ，但直到最近 10年 ，滨梅的研究与利用才重新引 

起研究机构的追捧。目前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罗格斯 

大学、康奈尔大学 、新泽西植物资源中心 、马萨诸塞 

州大学 、私人苗圃和农场。就国内而言，南京大学最 

早引 进 了 滨 梅 (2001～2006)，并 进 行 了 相 关 

研究 。 

2生物学特性 

滨梅花呈 白色，花径约为 2 cm，常 2～5朵花成 

簇开放 。滨梅先 叶开花，花期 为每年 的 4～5月 

份。大部分滨梅都是 白花不育的，需要异花授粉才 

能坐果。一般来说，较小区域的相邻植株间不会出 

现杂交授粉。滨梅最常见的传粉者是野生蜜蜂，其 

次是大黄蜂 、饲养蜂和食蚜蝇 。栽种 2株 以上滨 

梅 可 以帮助授粉 ，有利 于坐果。滨梅单 叶互生 ， 

呈卵形至倒 卵圆形 ，长 2．5～3．8 cm，边缘锯齿状 ， 

叶上部暗绿色 ，背面光滑或有少量 的绒毛。滨梅可 

以长成大树 ，也可以长成冠幅达 3～5 m宽的低矮灌 

木  ̈。滨梅有许多倾斜的短枝 ，根可以纵向延伸并 

且萌发许多根蘖苗。 

滨梅 5月份 坐果，8—9月份 成熟 ，果径 为 

1．2～2．5 cm。滨梅果实颜色丰富多彩，有紫色、红 

色、深蓝 ，还有极少见的黄色。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为 9．4～29．0(Brix)，可滴定酸为 0．7％ ～3．2％ ，pH 

值为 3．1～4．1。果实具有可食性 ，较适宜加工。 

3 用途 

3．1作为低养护的景观灌木 

合理的施肥可以促进滨梅生长 、提高产量 ，但是 

灌溉和覆盖对滨梅的生长却无促进作用，这说明滨 

梅对水分要求不高，不像别的果树那样要定期浇水， 

也不必在夏季进行覆草保湿，节省了不少的人力物 

力，可以说是一种低碳型植物。灌溉 条件不利的地 

区种植滨梅应该是一种不错 的尝试 。滨 梅有一 

定 的耐寒性 ，可 以生长在盐土 、贫瘠和干旱 的土壤 

上，还可以作为很好 的装饰材料 。在阳光充足的地 

方滨梅生长旺盛 ，春季开出许多白色的花朵 ，花 团锦 

簇连成一片 ，具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只要简单地修 

剪徒长的枝条即可保持其优美的树形。目前滨梅还 

是一种野生或半栽培化 的植物，树形具有很强的可 

塑性 ，可 以 种 植 成 灌 木 或 培 养 成 任 何 需 要 的 

形状 。 

3．2作为耐环境压力树木 

研究 发 现，滨 梅 根 部 可产 生 灌 木 丛 生 菌 

(AMF)，这也 正是 它 能适 应不 利环 境 的 基础 。 

Rieger等 对李属几种植物 的耐旱能力进行 了 比 

较研究 ，结果发现，包括滨梅在内的一些李属的植物 

可被进一步开发成为商业耐旱品种。 

滨梅对高浓度盐有很 强的耐性。在 Rieger研 

究的几种李属植物里 ，最有潜力改善叶片对 Na 和 

C1一耐性 的就是滨 梅 了” 。它可 以在 0．6％ NaC1 

的条件下生长良好 。但是盐胁迫下 ，滨梅植株的 
一 些生理指标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如叶片中蛋 白 

和硝酸盐还原酶的含量 。此外 ，脯氨酸和丙二醛 的 

含量在 0．1％ ～0．3％ NaC1胁迫 下没有 明显 的改 

变，叶绿素含量在 0～0．5％ NaC1胁迫下也没有显 

著的变化。滨梅不仅可 以生长在沙土 中，只要排水 

条件良好，也可以在任何肥力的土壤中生长。贫瘠 

的土壤和恶劣的环境反而能促使滨梅更加茁 壮生 

长，只要有阳光就可以生长 、开花 、结果。 

3．3作为高抗-陛砧木 

滨梅有几个粗壮的侧根 ，侧根上有少量的须根。 

侧根可以从树干延伸到很远的距离。滨梅有一条很 

大的直根 ，这 使得植 株可 以深入 到地下很 深 的地 

方 。滨梅有如此发达的特殊根系，因此可作为高 

抗性 的优 良砧木改善接穗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江苏 

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已经做了滨梅嫁接李属其他植 

物亲和性的初步研究，而且已获得初步的成功，嫁接 

苗成活率可达 75％以上。 

3．4作为经济果树 

滨梅比普通的商业李 晚开花近 2个月，这在一 

定程度上证明了其是高需热量植物 ，而非高需冷量 

植物。晚开花晚结果 ，拓宽了李属植物春季赏花 、秋 

季采果的商业期；低需冷量可避免开花时遭遇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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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坐果率。这些应该是滨梅作为商业果树的额 

外馈赠了。 

滨梅果实富含维生素 A和可以降低胆固醇的 

果胶 ，具有很好的食疗和保健价值 ，可 以制作成 

美味的果酱、果冻和果酒。滨梅果实在整个生长期 

都含有很高的多酚类物质和酸 ，水溶性多酚类含量 

为 87～397 rag／100 g，这说 明滨梅可作 为具有抗氧 

化物质 的优 良原料 。美 国新英 格兰 (New Eng— 

land)、长岛(Long Island)和新泽西 (New Jersey)等 

海岸地区已经建立了区域性的市场，把收集的野生 

滨梅果实加工成高附加值的果酱和果冻，具有很大 

的开发潜力 。 

4在中国的引种和繁殖 

滨梅在 中国 的引种 和栽培 已经获得 成功⋯ 。 

宰学明等 研究 了滨梅在江苏(傅家边 、浦 口、金海 

农场)荒地植被恢复 中的积极作用 ，并且介绍 了快 

速繁殖的策略。关于滨梅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研 

究已有很多报道。方逵等 以滨梅种子为外植体 

建立了组织 培养无 菌体系 ，以改 良 MS(硝 酸铵减 

半 )培养基加入 0．02％活性炭和 10 mg／L 6一BA最 

适合种子萌发；叶片和不定芽最适培养基为 MS+ 

4．4 mg／L BA+0．5 mg／L IBA+10 g／L吐温 一20；瓶 

内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2 MS+0．2 mg／L NAA。付 

素静等 以滨梅当年生枝条为外植体建立了再生 

体系 ，结果显示 ，最适增殖培养基为 MS+1．0 mg／L 

6一BA+0．1 mg／L NAA，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2MS 

+0．5 mg／L IBA+0．2 mg／L NAA。闫道 良等 通 

过外加不同强度 (48～l15 kA／m)的电磁场处理滨 

梅茎段外植体 ，以促进其不定芽 的增殖，结果表 明， 

对滨梅外植体施 加强度为 97 kA／m 磁场 ，处 理 10 

min，显著地促进了不定芽的增殖 ，其增殖倍数是对 

照的 2．3倍。闫道 良等 通过瓶 内消除乙烯提 高 

了生根数量 ，却抑制了根的生长 ，这说明一定浓度的 

乙烯可促进滨梅根 的生长 ，但是高浓度 的乙烯诱导 

植物器官衰老，致使叶片变黄。 

5开发前景 

当前，有许多有利条件引种和发展滨梅 ：滨梅具 

有美化环境 、恢复植被 、滩涂适生和可作为优 良砧木 

等优 良特性 ，其果实又可加工成果汁、果酱 、果冻、糕 

点和果酒等 ；繁殖方法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中国引 

种也已成功 ；中国有许 多贫瘠的土地和废弃滩涂等 

American Prunus species[J]．Acta Horticulturae，200 1， 

557：181—187． 

[13]L．M．Wang，J．L．Chen，Z．H．Liang，H．Zhao，L．H． 

W ang， D．Xue， L．H．Guo．Responses of beach plum 

(Prunus maritima)seedlings to NaC1 stress using pot cul— 

ture experiments[J]．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 

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10，34(3)：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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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层层开展技术培训，加大对嫁接、育苗、栽培、 

病虫害防治、整形修剪等技术的培训，大量培养技术 

骨干，把技术普及到千家万户，目前特别要加大对核 

桃栽培、嫁接技术和集约化经营的培训力度。通过 

技术培训提高种植者的经营素质，大力推行核桃的 

综合性培育技术，依靠科技进步，结合生态环境的改 

善，走生态型、效益型的林果发展道路，以求达到繁 

荣经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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