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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溧水黑莓产业发展现状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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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黑莓的种植面积、鲜果价格、有效产量和加工利润的变化，介绍了南京市溧水县 2006～ 2010年黑莓产业 

的发展状况，肯定了科研院所和加工企业对溧水经济做出的积极贡献，黑莓发展至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同 

时也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 ，并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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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 (Blackberry)为蔷薇科悬钩子 属植 物，原 

产北美，是第 3代新兴小果类果树中的重要成员，其 

栽培已有百 年的历史 。黑莓作为一种特种经济果 

树 ，童期短 ，见效快，一般种植 当年即可成园，第 3年 

进入盛果期，经济效益显著，适于鲜食或加工成果 

汁、果酱、糖水罐头等。果实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E 

等抗衰老物质 ，在欧美很受消费者欢迎。1986年中 

国科学 院植 物研究 所 (江 苏南 京)首次从 美 国引 

入 ]，推广栽培面积逐年扩大。黑莓对土壤条件要 

求不高 ，适合在排水 良好的丘陵坡地上栽培 ]，是一 

种劳动密集型果树。由于欧美劳动力 比较昂贵，所 

以发展速度较慢 ，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而 

我国劳动力富足，低山丘陵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可以 

在这些地区大力发展，其产品在国际市场无疑会 占 

据价格优势。随着黑莓在国内影响力的提高，其产 

品在国内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溧水是江苏省南京市的近郊县，属丘陵山区，境 

内山丘起伏 ，低山丘陵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70 

以上 ，具有独特的农业资源优势 ，气候条件适宜多种 

经济林果生长，经过多年的引种试验 ，证实黑莓在这 
一 地区的适应很好 J。黑莓 自 1988年引种溧水至 

2005年，其产业一直稳固发展，成 为国内最大、亚洲 

第一种植规模的大县，黑莓产业也一度成为溧水县 

农业主导产业。但 2006年至今，因为受很多因素的 

影响，黑莓产业却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其发展也遭遇 

了很大的困境。任何一个产业在其发展的道路上都 

不会一帆风顺，如何让黑莓这一优势产业在溧水 的 

发展持久高效呢?本文深入剖析黑莓产业的发展现 

状，提出应对策略，对这一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有 

积极地推动作用 ，对其它新兴或优势产业 的发展也 

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l 溧水黑莓产业发展状况 

1．1 种植面积与鲜果价格的变化 

溧水黑莓的种植主要集 中在白马镇 ，2006年黑 

莓在 溧 水 低 山 丘 陵 地 区种 植 面 积 最 鼎 盛 时 达 

3333hm ，但由于有一部分幼年树，以及由于果实成 

熟季节集中，采收需要的劳动力不足等原因，实际采 

收用于销售 的面积 (即有效 面积)低于实际种 植面 

积，而且受价格浮动影响，每年的有效面积也不同。 

根据历年统计数据(图 1)显示 ，2006～2008年溧水 

黑莓的有效面积稳步增长，最高达 2600hm。，之后却 

一 直下降，截止到 2010年已下降了 56．41 (与 

2008年相比)。 

黑莓鲜果的价格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波动 

相对较大，行情最好的时候是 2006年 ，平均价格达 

5．4元／kg，最低峰却出现在栽种面积最多的 2008 

年和 2009年 ，仅有 1．2～2．o元／kg，之后因为市场 

需求不断增加而产量却下降了，价格呈现缓慢升高 

态势，2OlO年时最高已升到 4．0元／kg。根据价格 

走势，2011年、2012年有望超过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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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10溧水黑莓鲜果产量与加工利润 

黑莓在溧水的单产量相对比较稳定，因此有效 

产量受有效面积的影响加大，其变化趋势和有效面 

积相同(图 2)，2008年最 高达 19500t，2010年最低 

为 8500t。 

黑莓不耐贮藏，产品质量不稳定，加之受国际市 

场影响，加工企业的利润也出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2008年最低只有 3333元／t，之后因供不应求，利润 

则稳步增加，2O10年则恢复到 2006年的水平，随着 

国内、国际需求 的不断增加 ，加工利 润也会逐步提 

升。 

2 溧水黑莓产业发展的成效 

自黑莓引种到溧水以来，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 ，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政府也没有放弃努力 ， 

因此才成就了溧水黑莓产业在国内乃至世界的影响 

力。毋庸置疑，黑莓产业对溧水经济乃至江苏经济 

做 出了积极 的贡献 。 

2．1 壮大科研力量 

黑莓自1988年引入溧水，随着产业的不断扩 

大，科研力量也逐步壮大。现已发展成以江苏省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为首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金陵科技学院等多家科研院所积极参与 

的庞大的科研队伍。在黑莓种植基地基本形成了种 

植、加工与销售的黑莓产业，为当地农业种植结构的 

调整和农民增收作出了较大贡献。随着政府投入的 

不断增加，相信还会有更多、更有实力的科研机构加 

入到黑莓产业建设的行列。目前已成功申请省级和 

国家级资助项目40余项，申请专利 1O项，发表相关 

论文近 100篇 ，建设完成了“南京黑莓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江苏省溧水黑莓产业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江苏省服务平台)，为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与推广， 

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江苏省政府也肯定了这项工 

作，2011年 4月授予“黑莓优良品种及高效栽培和 

加工技术推广应用”项 目为“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 

二等奖。 

2．2 优选适栽品种 

1986年江苏省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将黑莓 

引入中国，经试种筛选，于 1994年开始在溧水推广 

具有适应性强、丰产、优质等性状的优良品种‘Hull’ 

和 ‘Chester’。2006～ 2007年 又 有 针 对 性 地 对 

‘Hull’、 ‘Chester’、 ‘Choctaw ’、 ‘Navaho’、 

‘Young’、‘Brazos’、‘Boysen’、‘Triple Crown’、 

‘Arapaho’、‘Kiowa’和 ‘Shawnee’等 11个黑莓 品 

种在南京的生长、结果性状进行了系统的观察与调 

查[3]，结果发现 ：‘Young’、‘Navaho’和 ‘Arapaho’ 

这 3个 品种不适于在南京地区(包括溧水)推广应 

用 。 

品种‘Choctaw’、‘Brazos’和 ‘Shawnee’在南 

京地 区生长、结实和果实品质等性状表现较好 ，基本 

与原产地相似；品种‘Triple Crown’在南京地区表 

现也较好 ，生 长势特强 ，果实大 ，甜度高，但产量较 

低 ，其表现比原产地差。这 4个品种 可以在南京及 

相近 区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推广应用。 

品种‘Hull’、‘Chester’和‘Kiowa’在南京地区 

生长 、结实和果实品质等性状表现极好 ，一些性状已 

超过原产地的表现。其 中‘Hull’和‘Chester’植株 

无刺，适应性强，果实中到大，具有高产、稳产的特 

点，品质优 良，目前在南京地 区的栽培面积 已超过 

3000hm ；‘Kiowa’为近年引进的品种 ，其生长势 、产 

量、果实大小 等多方 面超过 ‘Hull’和 ‘Chester’，缺 

点是枝条上刺多而强。这 3个品种是值得大力推广 

应用 的品种。 

‘Boysen’也是树莓与黑莓的杂交种，但在南京 

地区的适应性显著强于 ‘Young’。因为果实大 ，具 

有浓郁的树莓香味，品质特别优良，深受消费者的欢 

迎，鲜果是加工果汁、果酒等产 品的上好原料 ，因此 

该品种也是值得在生产中大力推广。 

2．3 催生一批企业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以黑莓为主要 

加工原料的本地企业有 5家，即南京新得力食品有 

限公司、南京宝生源食品有限公司、南京百汇食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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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南京金銮食 品有 限公司和南京新思维农业 

科技开发有 限公 司。新 得力公司现有年 产 3000 t 

原汁生产线和万吨饮料灌装线各 1条，500 t冷藏库 

一 廖 ；宝生源公司拥有一条年产 1000 t浓缩果浆生 

产性 ；酉汇公司现有冷库 2000 m ，库容 1500 t，年 

生产加工速冻果 1500 t；金銮和新思维公 司年生产 

加工速冻果 2000 t l4。几家企业以加工黑莓速冻果 

为主，目前已开发生产黑莓果酒、饮料、罐头、果酱等 

产品，年加工能力达 3万 t以上。 

2．4 推动农民增收 

黑莓价格最高的 2006年 ，溧水县产量 15000 t， 

仪此一项就带 动农 民增收 2700多万元 ；白马镇 有 

6000多户种植黑莓 ，已超过农业家庭 的 40 ，令镇 

黑莓收入 1900多万元 ，户均 3000多元；该镇石头寨 

村有 1000多户种植黑莓，全村黑莓收入 1000多万 

元，户均 10000多元。2007年石头寨村每户平均收 

入 1100元 ，2008年收入开始减少，到 2010年 ，因种 

植面积迅速减 少，每户黑 莓鲜果 的平均 收入也 有 

600元 。 

3 溧水黑莓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产品单一 ，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 

目前黑莓的主打产品是速冻果，精深加工不够 ， 

产品档次不高。而 90 以上的黑莓依赖 出口，主要 

产品就是速冻果，属 于初级加工 的原料，附加值较 

低 。而黑莓精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具有一定加工规模的加工企业起步也较晚，起点较 

低 ，资金和技术力量均比较薄弱。目前南京新得利 

食品有限公司开发的“秦骄”和“天娇”系列的黑莓饮 

料、罐头和果酒只是南京市名牌产品，知名度不高， 

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不高，更没有在国际市场 占有一 

席之地。黑莓主要出 口对象也仅为欧美 ，因此受欧 

美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特别是 2008年受全球金融 

危机的影响，导致出口滞销 ，而国内市场的 自我消化 

调节能力小足 ，造成黑莓烂市的状况，给种植户和企 

业造成巨大损失。 

3．2 种植规模扩大与企业发展不同步 

黑莓适应性较强，栽培管理技术要求不高，而且 

投入少、见效快、效益高，在价格一路攀升的情况下， 

造成农民的盲目扩大种植。而目前黑莓主栽品种的 

成熟期接近 ，采收期也仅为 40 d，鲜果 的货架期短 ， 

一 旦成熟必须采摘卖出，否则黑莓将会烂掉。 

黑莓的加工设备多为进口，价格昂贵，加工过程 

所需的人工、水电等费用较高，造成企业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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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黑莓采收、加工时效性强，大多集中在 6～7月份， 

因此企业每年只有 2个月的生产时间，大多数时间 

设备都处于闲置状态，而加工企业多为初级加工，且 

加_[-N⋯u力有限，加工 的利润又较低，因而加工企业的 

年产值并不高，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果子销售不出 

去， 业就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 ，风险很大 。又加之 

人才资金不足，限制了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抵御 

风险的能力 。一旦出现产量大于企业加工能力的局 

面，就会造成大批果子因无法及时处理而烂掉，最终 

受害的不仅仅是企业 ，还有农户，因此种植和加工一 

定要同步发展。 

3．3 环境污染严重，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淡薄 

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溧水县个别地 区工农业 

污染严重。如化工厂、电镀厂 、采石场和水泥厂等， 

严重污染 r水源和大气，不仅对黑莓植株生长造成 

伤害、影响坐果率 ，也使黑莓果 品的农药 、重金属等 

卫生指标超标，降低了黑莓鲜果的质量。 

由于黑莓种植分散经营 ，栽培管理水平不统一， 

部分农户产品安全意识淡薄，对农药的使用也缺乏 

科学的意识 ，因此极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而发达 

国家有严格的农药残 留限量标准 ，一旦 出口产品的 

农药残留超标，不仅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将 

来企业产 品的出 口也 带来 加大的影响。2007年 1 

月 26日，美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公布了经过修正的 

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名单，溧水县的南京百汇食品 

有限公司出口的黑莓速冻果甲胺磷农残超标。还有 

2个外 市、外省的食品加工企业在溧水县收购的黑 

莓 ，分别出现出口黑莓速冻果乐果和氯氰菊酯农残 

留超标 。这一事件一发生就对整个黑莓产业造成 

了致命的打击 ，也严重阻碍 了黑莓产业近几 年的健 

康发展。 

4 保持黑莓产业稳固长效发展的策略 

4．1 引进新品种，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溧水 目前 主栽 品 种是 ‘Hull’、‘Chester’和 

‘goysen’，这 3个栽 培 品种 均 适宜 加 工成 冻 果 ， 

‘Boysen’可用来加工果酱 ，因此加工专用栽培品种 

较少，需要从国外引进一品新品种，先筛选适宜溧水 

种植的品种，再有针对性的筛选适宜做鲜食、冻果、 

果酱、果酒等的专用品种，这样也有利于制定产品的 

生产技术标准。另外要引进筛选早、中、晚熟的黑莓 

品种 ，以搓开果子成熟的高峰期 ，给加工企业以加工 

周转的时间。 

初级加工的利润较低，企业获得的资金也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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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金支持就很难快速发展 ，因此开发新产品 ，特 

别是精深加工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是促进黑莓长 

效发展的必要手段。迎合消费者的喜好，开发不同 

品种 、不同质量 的产品。黑莓果实营养富 ，色彩艳 

丽，风味宜人 ，富含多酚类物质和花色苷色素 ，能有 

效地消除体内 自由基 ，具有很高的氧化活性 。因此 

可以研发具有美容保健功能 的黑莓功能饮料 ，提取 

花色苷，制作高端的食品加工专用果酱，生产既有营 

养有风味宜人的果酒 ，一旦产 品成功上市就可开拓 

试产，成为销售商稳固的货源供应地，既可增加利 

润，又可有效的规避风险。同时也要研发黑莓果渣 

的综合利用，如做饲料添加剂、提取种子油等，使黑 

莓果变成全身都是宝的高经济价值的水果 。 

黑莓主要销往北美和欧洲 ，北美需求量较大，且 

价格较高 ，但市场不稳定 ；欧洲需求量小 ，价格不高 ， 

但市场较稳。因此开拓 国际市场时，一定要稳抓欧 

洲市场不放松 ，开辟多 国市场。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 

要开拓国内市场 ，我国人 口众 多，消费群体较大 ，开 

发潜力巨大，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国人消费黑莓及其 

产品，这是稳定黑莓市场 的必经之路。 

4．2 完善运营机制，树立品牌意识 

任何产业的持久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运营机 

制。从种植源头到销售末端，每一步都必须协调统 
一

，因此一定要完善运营机制 ，建立统一协调的服务 

平台。充分发挥黑莓集团及黑莓协会的协调监督作 

用，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产品生产计划，再分级下达生 

产任务，注意产业分工 ，形成合理 、有序的竞争机制， 

这样就形成了稳 固的产业链 ，受市场波动较小。在 

发展过程 中，要防止价格垄断，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 

培训，通过合理方式建立企业与农户问的购销合作 

关系，做利益共同体。目前已成功运营的“科研+企 

业 +农户”的可继续发展壮大。 

产品的畅销要有 品牌作支撑 。占据市场 的 同 

时，要有效经营打造消费者信得过 的品牌。品牌能 

汇聚吸引各种资源的加入，凝聚力量，使得它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形成 良性循环效应。 

对黑莓龙头企业在金融贷款上给予重点支持，提高 

扩大企业的贮藏、加工和产品开发能力，大力扶持企 

业培育自己的品牌。 

4．3 实行规范化生产 ，严把产 品质量关 

市场开发、品牌建设 、产业链延长 ，都需要高质 

量的产品做基础，没有产品质量作基石，任何产品都 

不会稳固发展 。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对产品 

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国际市场更加注重农产 

品的质量问题 ，因此一定要按照无公害标准实行规 

范化生产 。 

首先种植地点一定要选择远离污染，选择优质 

无病虫害的种 苗。其次要增强农 户规范种植 的意 

识，加强科技植保队伍建设，建立黑莓联保小组，根 

据生产季节和病虫害发生情况 ，及时进行技术培训， 

对农药的使用严格把关，发挥协会 的强化监测管理 

功能 ，定期检查农户的生产记录，确保农药残留不超 

标。各级监督部门也要加 大检测力度，对于超标果 

子坚决不予收购。 

企业也要从黑莓果实的源头把关 ，和农户一方 

面要签收购订单，确保农户的收入，提高生产积极 

性，二要签订质量安全 承诺 书，制定 生产种植 跟踪 

卡，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的可查性 ，提高农户生产的责 

任性 ，提高产品质量 。 

4．4 加大科研投入 ，吸引外资 ，提升国际竞争力 

加大科研投入 ，依托各级科研院所 ，对制约黑莓 

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 问题进行攻关 ，提高产品质 

量，提升国际竞争力。重点抓好黑莓种质资源的引 

种繁育与加工利用 。积极 引进新品种 ，培育适宜溧 

水地区栽种的优 良品种 ，选育适宜不同加工途径的 

专一品种 ，研究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 ，创建配套的 

规范化生产技术体系 ，如黑莓采摘技术、贮藏技术 、 

深加技术以及综合利用技术等。加强新品种推广和 

技术培训力度，大力转化科研成果，支持 已有科研成 

果的中试和大面积示范推广工作 。积极发挥农业科 

技园区、龙头企业、推广示范园区以及黑莓协会等在 

黑莓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加工企业 ， 

是必须的途径 。有 了外资的投入企业才能进一步壮 

大 ，积极扶持加工企业引进 和利用先进 的技术和设 

备，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黑莓的综合利用，重点开发 

黑莓果酒、果酱等高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强的产品。 

牛产能力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才能快速提高 。同时 

还能吸引人才，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和品牌质量。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生产规范 

化程度不断提高 、精深加工产品的不断开发、以及企 

业的不断壮大，黑莓产业体系也会 日渐成熟，黑莓的 

市场会逐渐扩大，黑莓产业一定会迈入良性、高效发 

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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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场所，社会宣传也主要体现在少有的植树活动 

和一些媒体的宣传上。要促进我国林业事业的健康 

发展，必须重视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宣传教 

育 ，让社会办林业 、发展林业。保护森林人人有责， 

集社会力量防控有害生物，群防群治 。 

3．3 建立健全测防组织机构 

我省是林业有害生物重发 区，应进一步强化森 

防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测报队伍和测报体系的建 

设 ，以乡镇林业站为基础 ，设立村级森防员 ，省市地 

级配强人员，建设一支自下而上、贯穿到各个林片的 

测报网络；配备现代化设备，实施网络上报、汇集、反 

馈 ，为各级政府和广大林农提供科学 的、准确 的、及 

时的有害生物发生防治信息，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防 

控，“打小打早”，将防治成本减至最低。从重防治轻 

测报轻预防的怪圈中解脱出来。 

严谨实施化学防治 ，最大限度的保护好天敌 资 

源。为确保科学防控，应进行防治方案的专家论证， 

通过网络、媒体等公布于众。在搞好依法防治的同 

时，扶持防治公司、协会等组织 的发展 ，开展社会化 

防治服务，控制有害生物灾害发生 。 

3．4 加强外来林业有害生物检疫工作 ，防止危险性 

林业有害生物传入 

我省作为沿海开放省份 ，经济发展快 ，对外交流 

频繁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几率增加 ，防范任务加重 。 

如美国白蛾 、松材线虫病等危险性病虫 ，都是从 国外 

传入的，对农林牛产 、生态安全构成 了严重威胁 ，并 

且造成了重大损失。必须进一步加强外来林业有害 

生物检疫工作 ，加强检疫队伍素质、检疫检查站及其 

检疫检验仪器设施设备建设，加强外、内检疫的协调 

与合作，全面加强检疫检查力度，防止外来林业有害 

生物的出入传出，保证林业生产安全。 

3．5 加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研究 ，提高 

科学防控能力 

林业部门牵头，联合有关科学研究机构、教学单 

位 、协会组织 ，研究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 

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措施，制定科学的研究方案，形 

成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综合防治管理技术，推广应用 

于林业生产全过程。 

近几年，我国在森林有害生物防控中也重视从 

造林开始 ，把防治工作贯穿到选育抗性树种 、育苗、 

造林、抚育、采伐等各个环节，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地 

营造混交林、复层林 ，改善森林的生态环境，从而提 

高森林的抗病虫害能力，使我们的病虫害防控工作 

逐步走 上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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