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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硬度变化规律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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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生产上表现优异的黑莓品种 Kiowa、Arapaho、Boysen、Chester、Hull为材料，在花后 3 d至成熟过程中对果实成熟
状况及硬度的动态变化进行了考查。结果显示，5个品种黑莓果实发育至成熟的全生育期均不同，但均从花后9 d开始形成小
核果，且以 Kiowa测得的硬度值较高( 7． 34 lb /mm2 )，其余品种差别不大。在果实发育与成熟过程中，Kiowa与 Boysen果实均
在各自(分别为花后 36 ～39 d和花后 21 ～24 d)果实开始转色成熟后硬度急速下降，且果实完全成熟时硬度值均为 0 lb /mm2。
Arapaho和 Chester的果实硬度变化总趋势一致，各自均在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一段时期保持稳定，在完全成熟时期又
急速下降，且 5个品种中以 Chester果实完全成熟时硬度值最大( 2． 69 lb /mm2 )。Hull品种果实硬度则呈升高 －下降 －升高 －
下降的双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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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Fruit Firmness of Different Blackberry
Cultivars during Development and Ri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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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3rd day after flowering ( DAF) to the maturation，the fruit ripening condition and changes in fruit firmness of
five blackberry cultivars ( Kiowa，Arapaho，Boysen，Chester and Hull)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se five cultivars had
distinct reproductive stages during fruit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However，they all began to form small aggregate fruit on 9 DAF，
and Kiowa had the highest ( 7． 34 lb /mm2 ) firmness value and the other four showed little difference． During fruit development and
ripening，fruit firmness of Kiowa and Boysen both showed the trend of rapid decline at their initial maturation stage ( 36 ～39 DAF and
21 ～24 DAF，respectively) ． At full maturation stage，fruit firmness value of these two cultivars was both 0 lb /mm2 ． Differently，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fruit firmness of Chester and Arapaho were similar in the fruit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process． Their firm-
ness value both reached maximum and then declined and kept stable after that with final rapid decrease． At full maturation stage，
Chester had the highest firmness value ( 2． 69 lb /mm2 ) among five blackberry cultivars． Fruit firmness of Hull showed a whole dynam-
ic trend of increase － decrease － increase － decrease． These results provided basis for further revealing fruit ripening and softening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of blackberry cultivars with different firmness 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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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 Rubus spp． ) 是蔷薇科( Rosaceae) 悬钩子属

( Rubus) 实心莓亚属( Eubatus) 的一种灌木，原产于北美，

是当今风靡欧美的第三代小果类果树的重要成员［1 －2］，

其果实为聚合果，营养丰富［3］。黑莓鲜果中还含有丰富

的花色苷色素和多酚类物质，不仅使黑莓果实及其产品

色彩丰富，而且还具有明目、抗氧化活性等药用价值，由

此可见黑莓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具有营养保健作用的新型

果品［4 －6］。

黑莓是一种典型的呼吸跃变型浆果，果实成熟期在

夏季 6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含水量大，果皮薄，组织娇嫩

且呼吸速率高，在常温下不耐储藏，易霉烂，怕挤压，常温

下保质期仅 1 ～2 d，易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所以黑莓

果实除少量用于鲜食外大部分制成速冻果实和制作果

汁、果酒、果酱、罐头、糕点等［7 －9］。

果实硬度是指果肉抗压力的强弱，可作为果实成熟

的判断标准之一，也是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10］。果实硬

度影响到果实供应期的长短、运输距离远近及经济效益

的提高，已成为限制黑莓产业发展的主要因子。培育硬

度大的品种及对黑莓果实硬度评价就显得尤其重要，而

目前国内外缺乏对黑莓果实硬度的系统研究。目前大多

果树关于果实硬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果实成熟后期及采

后的生理生化变化方面［11 －13］，关于黑莓果实成熟发育过

程及其硬度变化规律研究鲜有报道。研究比较不同黑莓

品种生长发育至成熟过程中硬度变化对其后期综合开发

利用有很大的意义。本实验以在生产上表现优异的 5 个

黑莓品种为实验材料，对其生长发育至成熟过程中的果

实硬度动态变化规律进行探讨，旨在结合黑莓果实生长

发育状况为其以后耐贮性改良和经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和生产实践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黑莓品种 Kiowa、Arapaho、Boysen、Ches-
ter 和 Hull。于 2012 年 5 月各品种黑莓开花盛期以黑莓

花蕾刚开始绽放还未授粉为依据开始随机挂花标记，从

花后 3 d 开始取样，之后每隔 2 d 取一次样。
1． 2 调查方法 取样后立即调查果实的颜色，测定果实

硬度。
果实色泽: 在果实发育过程中的果实颜色的转色面

积通过目测记录，每次调查 10 个果实。
果实硬度: 果实硬度用 FT －02 型水果硬度计( 意大

利产) 直径为 1 mm 的探头测定黑莓果实，由于黑莓果实

为聚合果，每次测定胴部小聚合果的硬度［14］作为果实硬

度。每个样品测 10 个外观和成熟度均一的果实，每个果

实重复 3 次，取最后平均值作为样品果实硬度值，以单位

面积( mm2 ) 上的受力情况( lb) 表示( lb /mm2 ) 。
1． 3 数据分析 运用 Excel 2003 分析软件完成数据汇

总、统计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品种黑莓果实的发育时间及其色泽的变化过

程 由表 1 可见，5 个品种黑莓果实发育的全生育期差

异较大，Kiowa 和 Chester 品种果实发育历时最长，果实

发育期均为 54 d，其次是 Hull 品种( 48 d) ，Boysen 和 A-
rapaho 均较短，分别是 36 d 和 39 d。5 个品种黑莓在果

实发育过程中果实颜色变化过程差异较大( 表 1) 。作为

两个果实发育成熟期最长的品种，Kiowa 品种绿果期( 前

期) 时间较长，花后 36 d 果实才开始转色，即由青绿色转

变成红色，直至转变成黑色，果实成熟; 相反，Chester 在

花后 12 d 就开始转色，但红果期历时最长，约 40 d，至花

后 54 d 果实才完全变成黑色，即果实成熟; Hull 品种黑

莓自花后 15 d 果实转色，红果期也较长，约红果 30 d 以

上才转变成黑色; Arapaho 品种黑莓绿果期也较短，花后

12 d 开始转色，红果期约25 d; Boysen 品种黑莓尽管果实

发育成熟期也较短，但绿果期较长，花后 24 d 才开始转

色，红果期果实发育过程历时最短。

表 1 不同黑莓品种果实生长发育至成熟过程中颜色变化情况

果实花后发
育天数 /d Kiowa Arapaho Boysen Chester Hull

3 青 青 青 青 青
6 青 青 青 青 青
9 青 青 青 青 青

12 青 2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青色

青 5%小核果变红，
其余由青转绿

青

15 青 60%小核果变红，
其余由青转绿

青 10%小核果变红，
其余由青转绿

3%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18 青 75%小核果变红，
其余由青转绿

青黄色 1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21 青 78%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青黄色 4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6%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24 青 8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青黄色

48%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8%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27 青 8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1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青黄色

5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1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30 青黄色 9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10%小核果变暗红，
其余为亮红色

5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12%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33 青黄色 9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80%小核果变暗红，
其余为亮红色

6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1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36 1%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青黄色

100%小核果变红 100%小核果变暗红，
完全成熟

7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2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39 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青黄色

100%小核果变黑，
完全成熟

9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2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42 1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青黄色

95%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35%小核果变酒红色，
20%成熟

45 40%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青黄色

98%小核果变红，
其余为绿色

55%小核果变酒红色，
65%成熟

48 10%小核果变黑，
其余为红色

20%小核果变酒红色，
5%成熟

100%小核果变黑，
完全成熟

51 70%小核果变黑，
其余为红色

60%小核果变酒红色，
40%成熟

54 100%小核果变黑，
完全成熟

100%小核果变黑，
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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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黑莓果实在生长发育至成熟过程中的硬度变化

在各品种果实发育成熟过程中，小核果均在花后 9 d 开

始形成，所以 5 个品种黑莓均在花后 9 d 开始测定硬度，

由图 1 可知，此时测得的硬度值以 Kiowa 果实最大( 7． 34
lb /mm2 ) ，其余 4 个品种较小且硬度值相似( 5． 5 lb /mm2

左右) 。各品种果实完全成熟时，Kiowa 和 Boysen 果实极

软，硬度值读数均为 0 lb。而 Arapaho、Chester 和 Hull 完

全成熟的果实硬度值均较大，且以 Chester 硬度值最大

( 2． 69 lb /mm2 ) 。
具体而言，自花后 9 ～ 18 d，Kiowa 硬度值逐渐增大，

之后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自花后36 ～39 d 果实开始

转色成熟后，硬度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直至花后 54 d 果

实完全成熟时硬度值变为 0 lb /mm2。Boysen 在一定程度

上与 Kiowa 相似，在花后 15 d 硬度达到最大值后维持到花

后 21 d，硬度值自花后 21 ～24 d Boysen 开始转色成熟之

后急速下降，直至果实完全成熟时硬度值为 0 lb /mm2。
Arapaho 和 Chester 品种的硬度变化也有一定相似

性。Arapaho 在花后 18 d 达到硬度最大值后开始下降，

在花后 21 ～33 d 内硬度变化较小，之后在完全成熟时急

速下降。Chester 果实硬度在花后 15 d 达到最大值后开

始下降，在花后 18 ～ 48 d 内硬度变化较小，之后在完全

成熟时急速下降。此外，Hull 果实硬度在花后 15 d 达到

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在 24 ～39 d 内硬度呈现先上升达到

最大值( 花后 30 d) 再开始平缓下降的趋势，在花后 39 d
之后开始急速下降直至完全成熟。

图 1 不同黑莓品种果实发育和成熟过程中硬度的变化

3 结论与讨论

果实硬度是果实商品性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越来

越受到果树生产者和育种者的重视。硬度大的果实一般

相应的可采收持续期及货架期长。但是因黑莓鲜果柔软

多汁，加之成熟期在夏季，极不耐贮藏和运输，给鲜果销

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果实硬度同贮运性成正相

关［15］，而关于黑莓果实硬度这方面的研究报道甚少，因

此研究不同黑莓品种生长发育至成熟过程中的果实硬度

的动态变化规律十分必要。
前人对黑莓不同成熟度果实的耐贮藏性进行比较

鉴定发现，整体上成熟度越低贮藏时间越长，完熟时

Chester 浆果硬度较好，9 成熟以上的完熟果常温下可贮

藏 3 d 不腐烂，贮藏的第 5 d 腐烂率超过 70%［16］。Boys-
en 品种 9 成熟以上的完熟果耐贮性较差，常温下仅能贮

藏 1 ～2 d，贮藏 2 d 时腐烂率超过 50%［17］。本研究得到

相似的结果，发现 Chester 果实完全成熟时硬度值最大，

而 Boysen 硬度为 0。
5 个黑莓品种果实发育和成熟过程中历时不同。但

均从花后 9 d 开始形成小核果且测得硬度值，并且在初

始时期 5 个品种黑莓的硬度值相差不大。随着发育进

程，5 个黑莓品种的硬度开始出现变化。总体看来，Boys-
en 和 Kiowa 的果实硬度动态变化有相似性，二者都是在

转熟的初始期之后硬度值开始急速下降直至为 0 lb /
mm2。Chester、Hull 和 Arapaho 的果实硬度动态变化有

相似性，三者都有一段硬度平稳期，这个时期内硬度值的

大小变化幅度平稳或者不变。这种变化特点除了物种类

型不同及品种特性所致以外，果实硬度的变化还受多种

生理因子、作物基因型、作物生长环境以及栽培农艺措施

等多方面影响［18 －20］，这些因素与果实硬度的高低关系密

切，对果实硬度的作用也非常复杂。
本实验不仅初步探讨了黑莓的果实硬度动态变化规

律，同时还对生产上表现优异的 5 个品种黑莓之间的硬

度动态变化规律进行了比较，希望可以对后期研究黑莓

果实的生产应用做出参考。罗静等［21］认为，番茄果实硬

度与果实大小、耐压力、果形指数、抗裂性等性状存在不

同程度的相关，本实验尚未在这些方面对不同黑莓品种

进行分析探讨，因此关于黑莓硬度变化规律还有待于进

一步多方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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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微生物在改善土壤肥力、改善根际环境、促进根系生物

和防治病害等方面均有一定的作用［13 －16］。土壤中三大

类微生物的比例是一个衡量土壤肥力的指标，土壤中细

菌、放线菌密度高，表明土壤肥力水平提高，真菌的数量

与土壤肥力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9］。结果显示，间种柱

花草的椰子根际细菌数量极显著高于对照，放线菌数量

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这表明间种柱花草有利于提高

椰园土壤肥力水平; 间种网麦旗草的椰子根际三大类群

微生物数量都显著小于对照，这表明间种网麦旗草对椰

园土壤肥力有一定的削弱作用; 其他牧草对根际微生物

的影响不大，因此，椰园间种牧草，以间种柱花草为主，这

既可充分利用椰园的空旷土地，增加经济效益，又可提高

椰园土壤肥力，促进椰子增产增收。网麦旗草不适宜椰

园间种。在试验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具有研究和应用潜力

的菌株，期望能为椰子专用微生物菌肥的开发及生防菌

的筛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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