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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 F1代杂交优株及其亲本果实营养品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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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评价黑莓杂交育种的效果，对初选出的21株 F，代杂交黑莓优株及其亲本的果实营养 品质进行 

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这些杂交优株综合超亲优势平均值为(117．63±97．40)％，超亲遗传效应较好的5株 

序号依次为7-10-6， l2，6-6-3，7-10-2和6-2．2，可重点作为进一步优质育种资源利用 的对象。在 21个 F．代 

优株中，5．8-l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高(13．10％)，5．8．2果实酸含量最低(0．56％)、固酸比最高(21．25)， 

7-10-6果实酸含量较低、固酸比较高，可作为鲜食品种种质进行培育和利用；6-2-2和2-9．1的果实总酸含量(分 

别为 1．78％和 1．39％)和总花色苷(分别为 151．09 mg／lOOg和 129．62 mg／lOOg)含量均较高，固酸比较低(分别 

为5．91和6．59)，可重点作为加工用途品种种质资源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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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Fruit nutrient characters of21 exce1．1ent F1 hybrids and theirparents were compared to evaluate 

the hetemtic effects of blackberry euhivars．The msults indicated that山e average integrative over-parents 

hetemsis value of21 hybrids was(117．63±97．4o)％．Among them five individual plants，7—10—6，4-4— 

12，6．6—3，7．10—2 and 6—2—2，successively showed the highest positive hetembeltiosis，which can be USed 

further as excellent breeding l~sources．From the performance of fruit nutrient characters of 21 FI hy- 

brids．three individual plants named as 5—8—1，5．8．2 and 7．10—6 could be cultivated and utilized as ex— 

cellent breeding i~$OUl'Ces for fresh use．Th e l~ason was that there Was the highest soluble solid content 

(ssc)(13．10％)in fruit of5—8—1，the lowest acid content(0．56％)and the hi ghest SSC and acid ratio 

(21．25)in fruit of5-8 2 and less acid content and thus higher SSC and acid ratio in fruit of7-10—6．Ad— 

ditionally．hybrid individuals 6．2—2 and 2-9．1 were detemained to be mainly utilized as processing 

germplasm in breeding as they both had relatively higher acid(1．78％ and1．39％ respectively)and an- 

thocyanin(151．09 mg／lOOg and 129．62 mg／lOOg respectively)content and lower SSC and acid ratio 

(5．91 and 6．59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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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原产北美，是从悬钩子属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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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开始黑莓引 

种与利用研究，在江苏各地区广泛推广种植，表现 

出较强的适应性和丰产性。黑莓果实柔软多汁， 

色泽艳丽，口感浓郁，风味独特，是一种在欧美深 

受消费者喜爱的功能性果品，具有非常强的抗氧 

化⋯、清除自由基[ 、抗癌[ 、抗突变l ]等作用。 

黑莓杂交育种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在黑莓引种栽培成功后陆续开展的一项工 

作[5-9] ，目前，通过芽变和无性繁殖的方法已 

经选育出 1个黑莓新品种——宁植 1号l10]。鉴 

于黑莓在我国发展主要以人工采收为主，无刺或 

少刺成为育种的首要目标，其次培育生长势强、果 

实大、产量高、鲜食或加工专用型等品种也是黑莓 

育种的主要目标，此外抗病虫害能力、早熟性、直 

立性等也是黑莓育种研究重点参考的指标。 

本研究以 6个黑莓优良品种为亲本进行杂交 

试验，得到 F 代杂交种子，播种后培育出了一批 

F。代杂交苗，通过植株生长与结果性状的表现， 

从中初选出21株杂交优株，通过对这 21株的枝 

蔓生长量、叶绿素含量、果实产量和果实大小等指 

标进行调查和分析，重点对果实的主要营养指标 

进行测定，比较优株间及其与亲本问营养品质特 

性的差异，旨在为黑莓杂交育种研究与进一步优 

株复选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008年黑莓杂交育种中初选出的21个 F1代 

优 良单 株 (表 1)和 Hull，Chester，Navaho，Triple 

Crown，Arapaho和 Kiowa 6个亲本品种完全成熟的 

浆果。 

1．2 方法 

杂交后代与 6个亲本种植于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试验苗圃。2011年 6 7月在果实 

成熟期采集 21个 F 代植株和 6个亲本植株完全 

成熟的浆果，经速冻后在 一l8℃贮藏，8～9月统 
一 测定各材料的营养成分。 

1．2．1 营养品质指标的测定 可溶性固形物 

(ssc)含量用 PLA．1糖度计测定；总酸(TA)含量 

用酸碱中和滴定法测定[n]；固酸比为 SSC／TA[12]： 

花色苷(ACY)含量用 pH示差法测定【妇J。 

1．2．2 杂交后代营养品质超亲遗传效应的评 

价 杂交后代营养品质超亲遗传效应的评价包括 

单个指标的评价和综合指标的评价。单个指标的 

评价：即对优株某个营养成分含量进行评价。将 

优株的营养指标分别与父母亲本比较，以高出父 

母亲本的百分率之和作为不同单株间比较的依据 

(简称超亲效应)。超亲优势 =[(F，一P】)／PI+ 

(Fl—P2)／P2]×100％，其中Fl表示杂交后代营养 

成分的含量，P 、P2分别表示父母亲本营养成分的 

含量；综合指标的评价：各个营养指标高出亲本百 

分率之和，即 SSC，TA，SSC／TA和 ACY 4个品质 

指标超亲效应之和，表示杂交优株果实品质的综 

合超亲优势，以此作为不同单株间杂交优势比较 

的依据。 

1．2．3 优良品质单株的确定 以杂交优株果实 

品质的综合超亲优势为主要依据，结合单个营养 

指标的超亲优势以及营养成分的绝对含量，确定 

出优良品质的单株，进行新品种选育或作为优 良 

种质资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营养指标的比较 

2．1．1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果实的可溶性固形 

物是指果实中可溶解于水的所有化合物的总称， 

主要为糖类物质以及少量的酸、维生素、矿物质 

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是影响果实风味的重要指 

标。由表 1可以看出，6个亲本黑莓果实的可溶 

性固形 物 含 量 为 7．77％ ～13．17％，平 均 为 

10．38％，差异较大(变异系数为 17．50％)；21个杂 

交优株果实 的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为 9．00％ ～ 

13．10％，平均为 10．89％，略高于亲本的平均含 

量，差异也较大(变异系数为 10．40％)。 

2．1．2 总酸含量 总酸(可滴定酸)含量也是影 

响果实风味的重要指标之一，黑莓果实中的有机 

酸主要包括异柠檬酸、苹果酸和酒石酸等[14]。被 

调查的 6个亲本品种黑莓果实的总酸含量为 

0．75％一1．69％(表 1)，平均为 1．06％，差异极大 

(变异系数为 3O．81％)；21株杂交优株果实的总 

酸含量为0．56％～1．78％，平均为 1．12％，略高于 

亲本 的 平 均 含 量，差 异 极 大 (变 异 系 数 为 

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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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固酸比 固酸比是指可溶性固形物(主 

要为糖类含量)与总酸含量的比值，它是影响果实 

风味的关键因子。由表 l可以看出，6个亲本品 

种黑莓果实 的固酸 比为 4．56一l4．30，平均为 

10．63，差异很大(变异系数为 33．62％)；21个 F1 

杂交优株果实的固酸比为 5．91 21．25，平均为 

1O．54，略低于亲本的平均含量，差异也很大(变异 

系数为 33．93％)。 

表 1 F1杂交优株及其亲本果实中主要营养物质的含量 

Table 1．Oontt~rlt of nutrients in fnJn of R hybrids and patents 

2．1．4 总花色苷含量 花色苷是黑莓果实的呈 

色物质，也是黑莓果实中具有营养保健价值的重 

要营养成分。被调查的 6个亲本果实中的总花色 

苷含量为 69．55～158．33 mg／100g(表 1)，平均为 

103．42 mg／100g，差异大(变异系数为 28．68％)；21 

个 F．杂交优株果实中的总花色苷含量为52．6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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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9 mg／100g，平均为100．89 mg／100g，略低于亲 

本的平均含量，差异也大(变异系数为 24．42％)。 

2．2 F1杂交优株果实品质的超亲遗传分析 

2．2．1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超亲优势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 21个 F，杂交优株中，有 19 

株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超亲优势表现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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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优势，2株表现为负向优势，超亲优势平均值为 

(3O．31-4-24．72)％。其中，杂交优株 7。10．2，3-4-7 

和4_4。l2的超亲优势约达到 70％，6—6．3，5 24和 

6—2—2的超亲优势约为50％。 

2．2．2 总酸含量的超亲优势 由表2可以看出， 

21个 F，杂交优株中有 9株果实总酸含量的超亲 

优势表现为正向优势，12株表现为负向优势，超 

亲优势平均值为(一3．12±42．37)％。其中，杂交 

优株5．8．1，6-2。2和 44—8的超亲优势 >60％，最 

高达 82．70％(5．8—1)。此外，总酸含量的降低有利 

于改善黑莓果实的加工品质，杂交优株4．4—10，5— 

8-2，7．10—6，06．10，1-11-1的超亲优势 <一4o％， 

最低达 一77．98％(44．10)。 

表 2 杂交优株果实品质的超亲优势 

Table 2．Over-parents heterosis of fnJ}【quality of I=1 tr／oads ％ 

2．2．3 固酸比的超亲优势 由表 2可以看出，在 

被调查的21个 F 杂交优株中，有 16株果实固酸 

比的超亲优势表现为正向优势，5株表现为负向 

优势，超亲优势平均值为(67．78±69．73)％。其 

中，杂交优株 7 10—6和 44．10的超亲优势达到 

200％以上，4_4—12，7．10—2，3-4．7，5—2-4和 5-8—2 

的超亲优势均在 100％以上；7．10 6和 44 1O固酸 

比的超亲优势主要是由其总酸含量的降低引起 

的，44—12，7—10．2和 34．7固酸比的超亲优势则 

是由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升高引起的。 

2．2．4 总花色苷含量的超亲优势 由表 2可以 

看出，在 21个 F1杂交优株中，有 l3株果实中总 

花色苷含量的超亲优势表现为正向优势，8株表 

现为负 向优势，超亲优势 平均值为 (22．66± 

56．24)％。其中，杂交优株 6．2．2，1-11．1和 6．8．1 

的超亲优势约为 100％，最高达 114．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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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7．10．6和 2．9．1的超亲优势约为 70％。花 

色苷含量超亲优势较高的优株其果实花色苷含量 

也较高，这是 4个品质指标中唯一超亲优势和绝 

对含量较为统一的指标。 

2。2．5 果实品质的综合超亲优势 将 21个 F． 

杂交优株果实营养品质的 4个指标(可溶性固形 

物、总酸、固酸比、总花色苷)的超亲优势相加即为 

杂交优株果实品质的综合超亲优势(表 2)。在 21 

个杂交优株中，有 l8株果实品质的综合超亲优势 

表现为正向优势，3株表现为负向优势，平均为 

(117．63±97．40)％，其 中杂 交优株 7—10—6，4． 

4—12，6-6．3，7—10 2和6-2—2的综合超亲优势都在 

200％以上，可以认为是本次杂交试验最成功的杂 

交后代，可以作为下一步育种研究的重要对象。 

此外，3_4—7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综合 

超亲优势较强；1—11—1果实的花色苷含量较高，综 

合超亲优势也较强。 

3 讨 论 

在黑莓果实营养品质指标中，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和总酸含量是影响风味的 2个重要指标，花 

色苷作为黑莓果实的功能性成分之一，也是一个 

重要的考察指标。一般来讲，鲜食的黑莓果实要 

求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而酸含量中等或偏低，固 

酸比高，花色苷含量高或较高，此时果实酸甜可 

口，风味浓，色泽艳，品质优。按此标准，21个杂 

交优株中5．．．．8 1，5—8—2和 7．10—6的果实符合鲜食 

的要求 ；用于加工的黑莓果实可以选择总酸和总 

花色苷含量较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中等的品种， 

杂交优株 6-2．2和2-9—1的果实总酸和总花色苷含 

量均较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偏低，固酸比较低， 

果实口感较酸，不适宜鲜食，是较适宜果品加工的 

优株。此外，黑莓果实的营养品质除与其品种本 

身的特性有关外，受气候环境、栽培管理措施等影 

响也较大[15]，本试验采用较好的栽培管理措施， 

试验材料晴天采收，选择成熟度较高、粒大、饱满、 

完整的果实，力求代表每株果实的最优品质。 

本研究选取的6个亲本是从国外引进的黑莓 

优良品种，除Kiowa枝蔓具刺外其余 5个品种均 

无刺。Kiowa果实大，适应性强，生长旺盛；Chester 

和 Hull适应性和抗病虫能力强，耐旱，产量高，是 

目前大面积推广品种，其中Chester果实花色苷含 

量高，营养价值高，Hull果实固酸 比高，风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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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r~o和 Triple Crown也是果实固形物含量高、 

风味甜的品种[9]26- 。由于亲本的杂合性较高且 

果实均具有较优的品质，因此杂种后代果实的品 

质能超出亲本的几率较小。鉴于此，笔者在将杂 

种后代果实品质同亲本比较时，采用超父本优势 

和超母本优势之和表示后代的超亲优势，并得出 

杂交后代果实综合超亲优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杂交后代同亲本果实品质差异的大小，可溶性固 

形物、酸、固酸比、花色苷含量高于亲本的百分率 

(超亲优势)越大，杂交所产生的正效应越大，表示 

后代的品质越优于亲本，因此杂交优株果实综合 

品质较好的依次为 7 10—6，4-4—12，6．6 3，7．10．2， 

6-2．2，1-11-1和 3_4．7。不过，由于从欧美引进黑 

莓果实风味浓郁，酸度较高，还未被国内的大部分 

消费者所接受，因此总酸含量的降低有利于改善 

黑莓果实的品质，在黑莓杂交育种时如果能培育 

出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酸含量略低、固酸比高的 

品种，也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如优株 5—8．1果实 

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高达 13．10％，总酸含量 

的超亲优势最强达 82．7％，固酸 比较高；优株 

5—8—2和7—10—6，果实总酸含量的超亲优势表现为 

较强的负向优势(一64．69％和 一57．86％)，是 2l 

株中固酸比最高的2株，因而这 3株在进一步育 

种研究中都是比较有应用潜力的优株。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黑莓杂交 F，代 21个初 

选优株中，5．8．1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高， 

固酸比较高；5．8．2果实酸含量最低，固酸比最高； 

7．10—6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中等，酸含量较低， 

固酸比较高；这 3个优株果实花色苷含量均处于 

中等水平，可以作为鲜食品种进行培育；6-2．2和 

2-9．1的果实总酸和总花色苷含量均较高，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偏低，固酸比较低，是作为加工品种选 

育的单株。同亲本比较，杂交优株果实综合品质 

超亲遗传最好 的依次为 7—10—6，44—12，6—6—3， 

7—10．2，6-2．2，1—11—1和 3_4．7。 

以上 10个杂交 F，优株在果实品质及其超亲 

遗传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黑莓品种选育的优良 

种质材料，再结合植株的生长势、适应性、枝蔓刺 

性状、产量和果实大小等性状的评价，有望从中选 

出符合育种目标的黑莓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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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显著地提高小鼠肝匀浆中 ALB与 rIP的含 

量(P<0．05)。 

总之，柽柳颗粒剂对乙醇所致的急性肝损伤 

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其为柽柳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奠定了理论基础。目前，已有柽柳所含化学成分 

和抗肿瘤萜类活性成分的研究报道[10-14]，而对柽 

柳保肝解酒的有效成分及详细机理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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