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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花粉含水量与贮藏特性的研究 

王 J、敏，吴文龙，李维林 ，张春红，胡淑英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用硅胶对黑莓花粉进行干燥，发现干燥4 h时花粉的含水量降为 14．13％ ，生活力为39．16％ ，在该含水量下花 

粉的耐贮藏性最好，在 一20℃贮藏 120 d后，仍能保存 20．35％的花粉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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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oisture Content of Blackberry Pollen and Its Storag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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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Silica gel was used for the drying of blackberry pollen．It was found that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blackberry pollen 

decreased to 14．13％ ，and its viability reduced to 39．16％ after 4 hours’drying．Storability of blackberry pollen was the best un— 

der this condition．The pollen still retained the viability of 20．35％ after 120 days’storage at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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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属蔷薇科(Rasaceae)悬钩子属 

(Rubus)植物，为多年生灌木小浆果果树，黑莓果实酸 

甜可口，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大量维生素c、维生素 E、 

SOD等营养物质，能改善人体新陈代谢及增强免疫力， 

具有很高的营养和保健价值 。我国于20世纪80年 

代大面积栽培黑莓，品种几乎都由国外引进 ，引种后 

也存在生长适应性的问题 ，因此，培育适宜中国本 

土栽培的新 品种是推动我国黑莓产业发展 的重要途 

径。黑莓喜光，两性花，可以白花授粉，在南京一般在4 

月中旬至 6月初开花 ，品种间的花期间隔较长 ，因 

此，可以利用花粉贮藏进行杂交育种或解决花期不遇 

的问题。影响花粉寿命的关键因子是花粉含水量和贮 

藏温度，低温、干燥处理是长期保存 花粉 的必要条 

件 J。笔者研究了黑莓花粉含水量和贮藏特性，旨在 

为黑莓杂交育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花粉采 自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 

究所黑莓 Boysen植株。于盛花期(5月 10日)采集黑 

莓不同植株上含苞待放的花蕾，用镊子取下花药置于 

硫酸纸上铺开，使花粉在 自然状态下阴干，待花粉散落 

后，收集此新鲜花粉过 100目筛，装入医用小瓶(10 

mE)并抽真空，于4℃冰箱中保存备用。 

1．2 试验方法 

1．2．1 花粉的干燥 因黑莓新鲜花粉放在 45℃恒温 

箱中干燥时，花粉很容易变色失活，故改用放在干燥皿 

内用硅胶干燥的方法。称取 12份 0．05 g黑莓新鲜花 

粉，盛放于烘干至恒重的称量盒内，4份一组放在 3个 

相同规格的干燥器内，在室内自然条件下，待 2、4、6 h 

后随机取出1组，用其中3份测定花粉的含水量，剩余 

1份再分成 3小份，每份 0．01 g，放在洁净干燥的 1 mL 

离心管内，密封后用封 口袋包好备用。用烘干称重 

法 测定新鲜花粉及不同干燥时间的花粉含水量。 

1．2．2 新鲜花粉的贮藏 称取 3份0．01 g的新鲜花 

粉，放在洁净干燥的 1 mL离心管内，密封后再用封 口 

袋包好，分别贮藏在20、4、一10℃的温度条件下，分别 

测定贮藏 1、3、5、7、14 d的花粉活力。检测前用 20℃ 

水浴解冻约 15 min，用 TI'C法 测定花粉活力。 

1．2．3 干燥花粉的低温贮藏 取称好备用的不同干 

燥时间(不同含水量)的花粉，每种不同含水量的干燥 

花粉分别贮藏在 4、一1O、一20 cI=3种不同的温度条件 

下，分别测定贮藏0、3、5、~o．30．60、90、120 d时的花粉 

活力。检测前用40 c【=水浴解冻约15 min，用TFC法测 

定花粉活力。 

1．3 数据处理 应用 Excel软件对花粉含水量及其生 

活力进行统计分析。花粉生活力按下式计算 ： 

花粉生活力(％)=(1个视野中着色的花粉粒数／ 

1个视野中全部花粉粒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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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深代表高活力的花粉，着色浅代表低活力的 

花粉，不着色代表无活力的花粉。制取3个制片，每片 

观察2个视野，取6个视野的平均值代表花粉生活力。 

2 结果与分析 

2．1 干燥时间对黑莓花粉含水量和生活力的影响 

新采摘的黑莓花粉在 自然条件下阴干约 20 h，其含水 

量降为37．46％，生活力为68．02％；硅胶干燥 2 h后， 

花粉含水量迅速下降15．14％，生活力则下降23．79％； 

干燥 4 h后，花粉含水量 降到 14．13％，生活力 为 

39．16％；干燥6 h后，花粉的含水量降为 8．91％，而生 

活力则不到新鲜花粉的1／3(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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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干燥时间对黑莓花粉含水量和生活力的影响 

2．2 新鲜花粉的贮藏特性 由表 1可知 ，黑莓新鲜花 

粉(含水量37．46％)的耐贮性较差，2O℃条件下贮藏1 

d后，花粉的生活力即已不到新鲜花粉的1／2，贮藏 5 d 

后基本无生活力；4℃条件下最长可贮藏7 d，其生活力 

仅为5．41％；一10℃条件下花粉变黑，基本无生活力。 

表 1 贮藏温度对新鲜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 

2．3 干燥花粉的低温贮藏特性 含水量 22．32％黑莓 

花粉的生活力在3种温度条件下最长可贮藏30 d，保 

存4．73％的生活力。由图2可以看出花粉的生活力 10 

d内发生巨大变化，4℃贮藏的生活力下降最快；5 d内 
一 20℃贮藏的花粉生活力高于 一10℃贮藏的，5 d后 

则迅速下降而低于 一10 cI=贮藏的；10 d后，一10℃贮 

藏的花粉生活力缓慢下降，由11．35％降为4．73％。 

含水量为 14．13％的黑莓花粉即使在4 l℃贮藏的 

条件下，也能保存约60 d，在一10 qC和 一20℃下贮藏 

120 d时仍保存较高的生活力。由图3可知，3种温度 

下黑莓花粉的生活力在前 10 d均迅速下降，4℃贮藏 

的几乎呈直线状迅速下降；10 d后 4℃贮藏的花粉生 

活力继续大幅度下降，而 一10℃和 一20℃贮藏的则缓 

慢下降，一10℃下降速度稍快于 一20℃的；第 120天 

时，一1O℃贮藏的花粉生活力为 11．83％，而 一2O℃贮 

藏的花粉生活力为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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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贮藏温度对含水量 22．32％的黑莓 

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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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贮藏温度对含水量14．13％的黑莓 

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含水量 8．91％的黑莓花粉生活力的变化趋势基本 

与含水量 14．13％的花粉相似(图4)，只是贮藏5 d内， 
一 20℃下贮藏的花粉生活力下降快于 一10℃贮藏的； 

第 120天时，一10℃和 一20℃贮藏的花粉生活力较含 

水量 14．13％的花粉低，一10℃贮藏的花粉生活力为 

2．72％，而 一20℃贮藏的花粉生活力仅为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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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贮藏温度对含水量8．91％的黑莓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花粉的含水量和贮藏温度是影响其贮藏的重要因 

素。不 同植 物花 粉贮 藏的 最适 含 水量 和 温度 不 

同 。不同干燥方法对黑莓花粉生活力的影响也不 

同，试验中发现45℃下干燥 10 min，花粉含水量迅速 

下降，但大部分花粉也随之失活，这可能是因为花粉急 

剧脱水造成细胞膜被破坏和酶活力下降；黑莓花粉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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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胶干燥时间的延长，含水量缓慢下降。在一定含水 

量下，黑莓花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高含水率花粉的 

呼吸作用旺盛，消耗过多的养分，致使花粉很快失活； 

而过低的含水量可能会丧失大部分 自由水和部分束缚 

水，以至于花粉置于适宜条件时也很难恢复到原有状 

态，进而影响了花粉的活力 ；适宜含水量的花粉细胞内 

的代谢缓慢，减少了有机物质的消耗，从而延长花粉的 

贮藏寿命。黑莓花粉在硅胶干燥器内放置4 h后达到 

较适宜的含水量(14．13％)。 

低温保存是 目前较为常见的花粉贮藏方法，大多 

数植物低温下都可保持较长时间的生活力，花粉在低 

温环境下细胞 内的 自由水被固化 ，仅剩下不能被利用 

的液态束缚水，酶活力下降，各种代谢缓慢，花粉细胞 

处于“休眠”状态 ，有机质得到很好的保存，从而延 

长花粉的贮藏寿命。黑莓花粉在 一20℃贮藏 120 d 

后，仍能保存 20．35％的花粉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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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重均较高，丰产性好、抗病性强；这 2个品种作为特 

色、保健品种的发展潜力大，可大面积推广。中花 16 

号大粒型花生，平均单产排列第 3位 ，植株直立、叶色 

浓绿、迟熟、丰产性好、抗病性强。中花 15号也是大粒 

型花生 ，矮秆、直立、叶色浓绿，平均单产排列第 4位， 

中早熟种，丰产性好、抗病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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