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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杂交后代单株主要生长及结果性状的变异分析

吴文龙，张春红，王小敏，胡淑英，闾连飞，李维林①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江苏南京210014)

摘要：对黑莓(Rubus spp．)6个品种9个杂交组合(‘Chester’×‘Kiowa’、‘Kiowa’×‘Navaho’、‘Triple Crown’×

‘Kiowa’、‘Kiowa’×‘Hull’、‘Triple Crown’×‘Chester’、‘Arapaho’×‘Hull’、‘Navaho’×‘Kiowa’、‘Hull’×‘Kiowa’和

‘Kiowa’×‘Kiowa’)的131株后代实生苗的主要生长性状(包括刺密度、叶绿素相对含量、分枝数量、主枝和侧枝的

直径以及自然株高)和结实性状(包括结果株数、单株果穗数量、每穗果实数量和单株果实数量)进行了观测，并对

这些性状的变异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获得的131株杂交后代单株中，有92株具刺植株和121株结

果植株，具刺和结果植株的数量分别占后代总株数的70．23％和92．37％。131株杂交后代刺密度、分枝数量、主枝

直径、侧枝直径和自然株高的平均值分别为1．51 am～、15．43、1．31 em、0．74 am和61．07 cm，变异系数分别为

78．81％、52．69％、25．19％、20．27％和38．91％；121株杂交后代结果单株的果穗数量、每穗果实数量和单株果实数

量的平均值分别为27．05、4．92和145．98，变异系数分别为67．63％、50．83％和91．20％；在不同杂交组合间后代单

株的这些指标变异均较大，且与亲本相比，杂交后代的枝蔓生长量和结果数量退化明显且分离严重。杂交后代叶

片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的平均值为45．36，变异系数仅为1．46％，变异幅度较小且与亲本的差异不明显，说明黑

莓叶片叶绿素含量性状的遗传力较高且分离小。在无刺品种‘Triple Crown’与具刺品种‘Kiowa’杂交组合的40株

杂交后代单株中具刺单株比例达到90％，且其他具刺亲本杂交组合的后代也多数具刺，表明黑莓的刺性状为显性

遗传且具有数量遗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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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in growth traits(including thorn density，relative content of chlorophyll，branch

number．diameter of main and lateral branches．plant natural height)and fruiting traits(including
numbers of fruiting plant，fruit cluster per plant，fruit per cluster and fruit per plant)of 1 3 1 hybrid

progeny seedlings obtained from 9 eross combinations(‘Chester’×‘Kiowa’，‘Kiowa’×‘Navaho’，

‘Triple Crown’×‘Kiowa’，‘Kiowa’×‘Hull’，‘Triple Crown’×‘Chester’，‘Arapaho’×‘Hull’，

‘Navaho’×‘Kiowa’．‘Hull’×‘Kiowa’and‘Kiowa’×‘Kiowa’)of 6 cuhivars of blackberry(Rubus

spp．)were investigated．and variation status of these traits was comparatively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92 individuals with thorn and 1 2 1 individuals with fruit in 1 3 l hybrid progeny individuals．

accounting for 70．23％and 92．37％of total number of hybrid progenies．respectively．The average

values of thorn density，branch number，diameters of main and lateral branches and plant natural height

of 13l hybrid progeny individuals are 1．51 am～，15．43，1．31 em，0．74 ca and 61．07 am with the

variation eoefficients of 78．81％，52．69％，25．19％，20．27％and 38．91％，respectively，and the

average values of numbers of fruit cluster per plant．fruit per cluster and fruit per plant of 1 21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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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env fruiting individuals are 27．05，4．92 and 145．98 with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67．63％，

50．83％and 91．20％．respectively．There are bigger differences in these indexes of hybrid progeny

individuals among different cross combinations．and compared to their parents，branch growth lncrement

and fruiting number of hybrid progenies degenerate obviously and separate seriously．The average value of

relative content of chlorophyll(Spad)in leaf of hybrid progenies is 45．36 with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1．46％．the variation range is smaller and h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with their hybrid parents，indicating

that chlorophyll content trait of blackberry leaf has a higher heritability and a little genetic segregation．In

40 hybrid progenv individuals of cross combination of thornless cuhivar‘Triple Crown’with thorny

cultivar‘Kiowa’．the percentage of thorny individuals reaches 90％，and hybrid progeny individuals of

other cross combinations with thorny parents are mostly thorny，indicating that the thorn trait of

blackberry belongs to dominant inheritance and has a quantitative inheritanc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blackberry(Rubus spp．)；hybrid progeny；growth trait；fruiting trait；variation range；

thorny character

黑莓(Rubus spp．)作为重要的小浆果类果树，具

有营养丰富、色泽艳丽、风味独特的特点，深受广大消

费者喜爱。目前全球黑莓种植面积约2×104 hm2，年

产量约1．5×105 t¨。；而2007年中国的黑莓种植面积

达到3x103 hm2，年产量超过2．0×104 t。国外研究人

员对黑莓育种的研究已进行了近百年，特别是在近几

十年选育出了大量的黑莓新品种01-3]。1986年黑莓

被引入中国H。o，目前国内推广的栽培品种皆从美国

引进。随着国内黑莓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黑莓

种植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培育出适宜于国内栽培的品

种，因此，近几年来国内研究者开展了黑莓的杂交育

种、诱变育种以及分子育种工作∞。7 J。

为了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黑莓品种，江苏

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多年引种试验的基础

上开展了一系列与黑莓育种有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作者对2008年获得的黑莓杂交后代的生

长和结果等性状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其变异状况进

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黑莓适栽品种选育提供基础研

究数据。

1 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于2008年选择‘Hull’、‘Chester’、‘Navaho’、

‘Triple Crown’、‘Arapaho’和‘Kiowa’6个黑莓品种，

根据各品种的优缺点并以新品种的选育为目的，设计

了9个杂交组合：‘Chester’×‘Kiowa’、‘Kiowa’×

‘Navaho’、‘Triple Crown’×‘Kiowa’、‘Kiowa’×

‘Hull’、‘Triple Crown’×‘Chester’、‘Arapaho’×

‘Hull’、‘Navaho’×‘Kiowa’、‘Hull’×‘Kiowa’和

‘Kiowa’×‘Kiowa’。收获的杂交种子经化学处理、层

积、播种和培育，共获得131株杂交后代实生苗，定植

于南京中山植物园试验苗圃。

1．2方法

1．2．1 定植与管理 于2009年冬季开定植沟冻融

土壤，定植沟宽30 CB、深20 cm；2010年早春，按照行

距1．70 m、株距1．00 m定植杂种苗，定植前在沟底部

施人有机肥；定植时根据杂交组合以及植株是否具刺

进行分组；2010年冬季对其适度修剪并引绑上架。期

间对杂种苗进行较好的肥水条件管理，确保杂交后代

的生长与结实性状得到较好表现。

1．2．2生长性状调查于2010年9月份，每株随机

选择5片生长旺盛的功能叶片，用SPAD一501型叶绿

素仪(日本Konica Minoha公司)测定叶绿素相对含量

(Spad)。

在2010年秋冬季植株停止生长后逐株调查杂交

植株的分枝数量、主枝和侧枝的直径，且选择较为粗

壮的侧枝进行测量，一般每株测量3—4支。以此确

定杂种苗的枝蔓生长量。

在2010年秋冬季植株停止生长后测量植株在自

然状态下的枝蔓高度，即为杂种苗的自然株高。

在2010年秋冬季每株随机选3支枝蔓，每支枝

蔓选1个节间，i见0量节间长度并统计其上的刺数，计

算刺密度。

1．2．3 结实性状调查 于2011年5月底至6月初，

调查每株杂交苗的果穗数量。分别在植株的上、中、

下3部分随机调查25个果穗，统计每穗果实数量；果

穗数少于25个的植株则统计所有果穗。根据统计结

果计算平均单株果实数量，计算公式为：单株果实数

量=单株果穗数量X每穗果实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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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据处理

采用Excel 2010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和分析

2．1 黑莓不同品种杂交后代的主要生长性状分析

通过黑莓6个品种的9个杂交组合共获得131

株杂交后代实生苗，各杂交组合后代实生苗的主要生

长性状见表1。

2．1．1 刺性状差异在131株黑莓杂交后代中有92

株具刺、39株无刺，其中‘Triple Crown’×‘Chester’和

‘Arapaho’×‘Hull’杂交组合的双亲均无刺，其后代也

无刺；‘Kiowa’×‘Kiowa’为自交组合，其亲本具刺，其

后代则全部具刺；其余6个杂交组合，双亲各有一方

具刺，无论是正交还是反交，其部分杂交后代具刺，具

刺植株占70．23％(表1)。

表1黑莓6个品种9个杂交组合后代的主要生长性状比较(X±SD)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in growth traits of hybrid progenies from nine cross combinations of six cultivars of blackberry(Rubus spp．)(X*SD)

由表1可知：黑莓不同品种杂交组合的杂交后代

刺密度存在较大差异。品种‘Kiowa’自交后代刺密度

最大，为2．66 cm～；而‘Triple Crown’×‘Chester’及

‘Arapaho’×‘Hull’杂交后代则表现为无刺。同一杂

交组合不同后代单株(无刺组合除外)的刺密度差异

极大，其中，‘Chester’×‘Kiowa’杂交后代刺密度的变

异系数(31．31％)最小，‘Hull’×‘Kiowa’杂交后代刺

密度的变异系数超过100％。131株杂交后代植株的

刺密度平均值为1．51 cm～，变异系数达78．81％。以

品种‘Kiowa’为亲本的杂交组合有7个，其杂交后代

的刺性状均来源于亲本‘Kiowa’，作者的调查统计结

果显示该品种的刺密度平均为2．13 cm～，除了其自

交后代的刺密度大于亲本外，其他杂交组合后代的刺

密度均小于亲本。

2．1．2叶绿素相对含量差异黑莓不同品种杂交后

代实生苗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的平均值为

45．36，不同杂交组合后代问叶绿素相对含量差异很

小，变异系数仅为1．46％。同一杂交组合的不同后代

单株间叶绿素叶片相对含量差异较大，变异系数为

6．00％～17．51％，平均变异系数为10．41％；其中杂

交组合‘Kiowa’×‘Hull’后代单株间叶绿素相对含量

差异最小，杂交组合‘Hull’×‘Kiowa’后代单株间叶绿

素相对含量差异最大。6个杂交亲本叶片的叶绿素相

对含量(Spad)平均值为42．9～45．5旧J，与杂交后代

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差异较小。

2．1．3枝蔓生长性状差异在较好的土壤、气候和

栽培管理条件下，多数黑莓品种定植当年即达到较大

生长量，少数品种定植当年即可成园，因此，黑莓杂交

后代定植当年的年生长量在品种选育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由表1可见：黑莓不同品种杂交组合后代的平均

分枝数量为15．43支，其中，杂交组合‘Chester’×

‘Kiowa’后代的分枝数量最多，为22．86支；品种

‘Kiowa’自交后代的分枝数量最少，为10．92支。不

同杂交组合间后代分枝数量的差异较大，变异系数为

52．69％。同一杂交组合后代的分枝数量也有极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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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变异系数为37．55％～66．99％。

9个杂交组合后代的主枝和侧枝直径的平均值分

别为1．31和0．74 em，变异系数分别达到25．19％和

20．27％；同一杂交组合后代间的主枝和侧枝直径的

平均值也存在较大变异，但变异幅度明显小于其分枝

数量。

黑莓植株为灌木，直立性差，由于侧枝细长，几乎

所有黑莓品种都需搭架栽培，但在栽培实践中根据其

直立性的差异可将黑莓分成直立型、半直立型和蔓生

型3种类型旧j。黑莓定植的第1年主枝不明显，第2

年多数品种则会有粗壮的主枝(基生枝)1—3支，因

而，黑莓种植后第1年的自然株高可以初步反映该品

种直立性的差异。9个杂交组合后代自然株高的平均

值为61．07 em，变异系数为38．91％，说明不同杂交

组合间后代自然株高差异较大；杂交组合‘Kiowa’×

‘Navaho’后代的自然株高平均值最高，为98．21 em；

杂交组合‘Triple Crown’×‘Chester’后代的自然株高

平均值最低，为46．87 em。同一杂交组合后代间自然

株高的变异也很大，变异系数为26．06％～48．02％，

其中，‘Triple Crown’×‘Chester’后代的自然株高变异

系数最小，‘Chester’×‘Kiowa’后代的自然株高变异

系数最大。比较结果表明：杂交后代的自然株高与亲

本关系较大；6个亲本中，品种‘Triple Crown’的直立

性最差，在自然状态下近似蔓生，其后代的自然株高

相对较矮。

2．2黑莓不同品种杂交后代的主要结实性状分析

黑莓植株的产量构成包括植株的果穗数量、每穗

果实数量和果实质量3部分。供试的6个黑莓品种9

个杂交组合121株结果后代实生苗的主要结实性状

见表2。

表2黑莓6个品种9个杂交组合结果后代的主要结实性状比较(X±SD)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in fruiting trait of fruiting progenies from nine cross combinations of six cultivars of blackberry(Rubus spp．)(X±SD)

由表2可见：在131株杂交后代中有121株结

果，结果株数占总株数的92．37％；其中，品种

‘Kiowa’自交组合后代的结果株数百分率最低，为

76．00％；而其他杂交组合后代中未结果株数仅1～2

株。121株杂交后代的平均单株果穗数量为27．05

个，不同杂交组合间差异大，变异系数为67．63％。不

同杂交组合后代单株果穗数量差异及变异度均很大。

杂交组合‘Arapaho’×‘Hull’后代的单株果穗数量最

少，平均值为19．71个；杂交组合‘Navaho’×‘Kiowa’

后代的单株果穗数量最多，平均值为44．00个。杂交

组合‘Triple Crown’×‘Kiowa’后代的单株果穗数量变

异度最小，变异系数为42．12％；杂交组合‘Arapaho’×

‘Hull’后代单株果穗数量变异度最大，变异系数为

79．20％。

每穗果实数量是黑莓产量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相对于单株果穗数量受环境和植株大小的影响较

小，而与修剪轻重关系密切旧J。121株杂交后代平均

每穗果实数量为4．92个，变异系数为50．83％。不同

杂交组合后代每穗果实数量差异明显，品种‘Kiowa’

自交后代每穗果实数量最少，平均值仅为2．48个；杂

交组合‘Triple Crown’×‘Chester’后代的每穗果实数

量最多，平均值达到7．94个，是前者的3倍多。不同

杂交组合后代每穗果实数量的变异系数在13．10％～

55．63％，其中，杂交组合‘Kiowa’×‘Hull’后代每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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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数量的变异系数最小，而品种‘Kiowa’自交后代这

一指标的变异系数最大。

单株果实数量对产量影响更大。121株杂交后代

实生苗的平均单株果实数量为145．98个，株间差异

更大，变异系数达到91．20％。品种‘Kiowa’自交后

代的平均单株果实数量最少，仅80．16个；杂交组合

‘Chester’X‘Kiowa’后代平均单株果实数量最多，达

260．66个，是前者的3．25倍。不同杂交组合间后代

单株果实数量的变异度更大，变异系数为33．55％～

104．75％，其中杂交组合‘Triple Crown’×‘Kiowa’后

代单株果实数量的变异系数最小，而杂交组合

‘Kiowa’×‘Navaho’后代单株果实数量的变异系数则

最大。

从分析结果还可见：9个杂交组合中有4个杂交

组合的结果后代数量在lo株以下，4个杂交组合的结

果后代数量在10～20株之间，对这8个组合后代单

株结果数量的遗传变异进行分析没有统计学意义。

杂交组合‘Triple Crown’×‘Kiowa’杂交后代株数达到

40株，对该杂交组合后代单株结果数量进行遗传变异

分析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在杂交组合‘Triple

Crown’×‘Kiowa’的40株杂交后代中，单株结果数量

在100个以下的植株有22株，超过50％；单株结果数

量在101～200和201～300个问的杂交后代单株均

为7株，各占总数的17．50％；单株结果数量在301～

400个间的杂交后代单株为3株，占总数7．50％；单

株结果数量超过400个的杂交后代单株仅1株，占总

数2．50％。由此可见，黑莓杂交后代单株结果数量多

数很差，与其亲本相比这一性状高度退化且严重分

离，导致产量降低。

2．3黑莓杂交组合‘Triple Crown’X‘Kiowa’后代

单株刺密度的变异分析

根据表1的统计结果可见：黑莓不同品种杂交组

合的杂交后代刺密度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以杂交组

合‘Triple Crown’×‘Kiowa’为例对后代单株刺密度的

变异状况进行分析。

在杂交组合‘Triple Crown’×‘Kiowa’中，母本

‘Triple Crown’枝蔓无刺，父本‘Kiowa’枝蔓有刺，两

者的40株杂交后代中有4株无刺、36株具刺(表1)，

即其杂交后代单株90％具刺；而其他父本有刺、母本

无刺的杂交组合后代也多数具刺，说明具刺性状为显

性性状；在‘Kiowa’的后代中出现无刺植株，说明

‘Kiowa’的刺基因是杂合基因，存在隐性无刺基因。

在杂交组合‘Triple Crown’×‘Kiowa’的40株杂交后

代单株中刺密度也有明显差异，其变化状况见表3。

由表3可见：在40株杂交后代中，除无刺植株外，单

株刺密度最大达到3．99 cm～、最小为0．91 cm～，基本

呈连续变异，推测刺密度性状应该属于数量遗传性

状。绝大多数植株的刺密度为1．5～3．0 em～，刺密

度平均值为1．96 cm～，由此进一步说明具刺性状是

显性性状，具有较高的遗传力。

表3黑莓杂交组合‘Triple Crown’X‘Kiowa’杂交后代单株刺密度
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orn density of hybrid progeny individuals

of crll瞄combination of‘Triple Crown’X‘Kiowa’of blackberry

(Rubus spp．)

单株序号 刺密度／cm-1 单株序号 刺密度／cm。1
No．of Thorn No．of Thorn

individual density
individual

density

1 3．99 21 1．98

2 3．27 22 1．93

3 3．07 23 1．91

4 2．96 24 1．90

5 2．87 25 1．90

6 2．69 26 1．88

7 2．67 27 1．82

8 2．63 28 1．82

9 2．41 29 1．77

10 2．39 30 1．76

11 2．37 31 1．69

12 2．34 32 1．66

13 2．33 33 1．53

14 2．31 34 1．28

15 2．26 35 1．24

16 2．24 36 0．9l

17 2．17 37 0．00

18 2．13 38 0．00

19 2．12 39 0．00

20 2．oo 40 0．00

3 讨 论

蔷薇科(Rosaceae)悬钩子属(Rubus L．)植物普遍

具刺。在生产中，人们为了田问栽培管理的方便，选

育出无刺、少刺或弱刺类型的黑莓栽培品种，且培育

无刺、少刺或弱刺类型也是黑莓育种的主要目标。供

试的6个黑莓品种9个杂交组合中有6个杂交组合

为无刺品种与有刺品种的杂交组合，且有刺亲本均为

品种‘Kiowa’。品种‘Kiowa’是目前由美国阿肯色州

推出的果实最大的黑莓品种¨0。，其果实质量是多数

品种的2倍以上，且适应性、生长势和产量等性状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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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优良，缺点是枝蔓具刺，因此，作者期望通过杂交

选育保持‘Kiowa’品种的优良性状，克服其具刺缺点。

从黑莓有刺品种‘Kiowa’与无刺品种的6个杂交组合

的82株杂交后代单株中获得了15株无刺单株，据此

推测扩大育种规模有可能获得性状优良的无刺黑莓

类型。悬钩子属植物的刺性状是多基因控制的显性

性状，在育种过程中较难克服，必须利用分子育种和

诱变育种等多种技术进行综合研究。在本研究中，2

个无刺杂交组合的后代中也包含少量有刺后代，但因

为生长势太弱，未能成苗。而作者在1986年至1994

年利用无刺黑莓品种‘HuH’实生苗进行育种时，其杂

交后代中也包含了33．7％有刺单株¨1I，表明黑莓刺

性状的遗传复杂性。此外，在本研究中，品种‘Kiowa’

的自交后代单株全部具刺，进一步说明黑莓的刺性状

是显性遗传。

黑莓杂交后代叶片的叶绿素相对含量与亲本差

异较小，说明叶绿素含量性状的遗传力较高，几乎无

退化现象。同一杂交组合的不同后代单株叶绿素相

对含量的变异系数也较小，说明杂交后代的叶绿素含

量性状虽然有变异，但变异度小于其他性状。黑莓杂

交后代枝蔓生长量的大小说明其适应性和生长势的

强弱，而结实数量的多少则决定了产量的高低。从本

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黑莓杂交后代的枝蔓生长量怫1和

结实数量远¨21小于其亲本，杂交后代中劣株多、退化

严重，很难得到优良单株；而从同一杂交组合后代不

同单株间的差异来看，生长量和结实数量的变异系数

都很大，杂交后代严重分离，从中可以获得极端单株，

据此推测加大育种规模有可能选育出黑莓优良品种。

分析结果表明：黑莓的刺性状为显性遗传，杂交

后代的表现具有数量遗传特征；通过杂交育种，利用

无刺黑莓品种对有刺黑莓品种进行改良是可行的；叶

色(叶绿素相对含量)能得到较为稳定的遗传，遗传力

较高，分离较小；黑莓杂交后代植株的枝蔓生长量和

结实数量远小于其亲本，且分离严重。建议在进行黑

莓杂交育种时扩大杂交组合的数量以及亲本的数量

和规模，以获得更多的杂交后代，以利于黑莓优良单

株和优良新品种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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