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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 Hull、Chester果实生长及品质形成 
过程的分析 

赵慧芳, 吴文龙*, 李维林, 闾连飞, 姚  蓓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 南京  210014) 

摘  要: 目的  研究 Hull、Chester 黑莓果实生长发育及品质形成规律。方法  通过随机标记和定期取样的方

法, 对不同发育期 Hull、Cheste黑莓果实的形态指标(横经、纵径、果重)和品质指标(总糖、还原糖、总酸、总

多酚、总花色苷含量及 DPPH·清除 IC50)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黑莓 Hull 和 Chester果实生长发育期分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为快速生长期, 持续 9~12 d, 果实迅速膨大, 各营养物质含量下降。第二阶段为缓慢生长期, 持

续时间最长, 达 24 d, 除总酸含量迅速升高外, 其余形态和品质指标变化较小。第三阶段为成熟期, 持续时间

最短, 仅为 6~9 d, 果重迅速增加, 花色苷含量迅速升高, 还原糖和总糖含量升高, 总酸和总多酚含量下降, 是

果重累积和果实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结论  黑莓 Hull、Chester果实生长呈单“S”型曲线, 生长发育期 42~45 d, 

成熟期是果实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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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ruit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forming behaviors of two kinds of 
blackberry (Rubus spp.) cultivars 

ZHAO Hui-Fang, WU Wen-Long*, LI Wei-Lin, LV Lian-Fei, YAO Bei 

(Institute of Botany (Nanjing Botanical Garden, Mem. Sun Yet-sen), 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fruit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forming behaviors of two kinds of 

blackberry cultivars Hull and Chester. Methods  Morphological and quality indicators of blackberry fruit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were analyzed comparatively by random marking and periodic sampling methods. 

Results  Blackberry fruit development was divided into 3 stages of rapid growth stage, stationary growth 

stage and mature growth stage. Rapid growth stage sustained 9 to 12 d, during which fruit average diameter 

increased quickly and all quality indicators decreased. Stationary growth stage sustained 24 d, during which 

fruit morphological and quality indicators changed slightly except total acid content increased quickly. Mature 

growth stage sustained only 6 to 9 d, during which fruit weight and anthocyanin content increased quickly, 
reducing sugar and total sugar content increased and total acid and polyphenol content decreased. Mature 

growth stage was the critical stage of fruit weight accumulation and quality forming. Conclusion  Blackberry 

fruits growth is shown as single “S” curve which sustains 42 to 45 d. Mature growth stage is the critical st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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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 quality 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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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蔷薇科(Rosaceae)悬钩子属(Rubus L.)植物黑莓

(Rubus spp.)原产北美[1], 在欧美有 100多年的栽培历

史, 从 1986 年引入我国, 在南方丘陵山地推广种植
[2-4], 也有近 30年的引种利用研究基础。黑莓果实色

泽艳丽、柔软多汁、风味独特,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5]、

清除自由基[6]、抗癌[7]等作用。 

黑莓果实品种繁多, 种类丰富, 不同品种果实

的成熟时间不同, 发育期长短不一, 果实品质差异也

较大, 笔者课题组前期曾对黑莓 Boysen、Kiowa、

Arapaho、Chester品种的生长发育动态进行过研究报

道。Hull和 Chester是优选出的已在江苏丘陵山地推

广种植的两个半直立无刺黑莓品种, 具有果实大、硬

度高、甜度高、产量高等优点[1,3], 表现出了较强的适

应性和丰产性。黑莓 Hull和 Chester果实发育期较长, 

从座果到浆果成熟需要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8], 本文

报道了这两个品种果实生长及品质形成规律。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试剂与仪器 

实验材料: 黑莓 Hull和 Chester品种 4年生植株

的果实, 植株定植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位于溧水县的黑莓实验基地, 常规栽培管理条件, 生

长状况良好。 

试剂: DPPH标准品(纯度＞90%, Sigma 公司); 

Folin–Ciocalteu’s试剂(2N, Sigma公司); 没食子酸(纯

度≥98.5,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碳酸钠(纯

度≥99.8%,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纯

度≥99.7%,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仪器: EX–200A 型电子天平(慈溪天东衡器厂); 

TU–18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

限公司); PL–5–B 型低速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

厂); KQ-100DE 数控超声波清洗仪(昆山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 

2.2  实验方法 

在 Hull和 Chester品种座果期, 各品种随机选择

该苗圃同一天(分别为 5月 11日和 5月 13日)座果的

800个果实进行标记, 从当天开始, 每 3 d取一次样, 

前 3 次每品种随机取果 50 个, 以后每品种随机取果

30 个, 直至果实成熟(果实完全紫黑色, 柔软多汁)时

结束。样品采集后测定鲜果重和果径, 然后放入保鲜

袋密封, 随后置于-18 ℃冰箱速冻成单粒冻果保存, 

样品采集结束后统一进行品质指标的测定。 

2.2.1  形态指标的测定 

每个处理测定 20个果实果重、横经和纵径。 

果重(mg): 用感量为 1 mg的电子天平称量。 

果径(mm): 用读数精确为 0.01 mm 的数显游标

卡尺测量果实的纵径和横径, 根据公式(1)计算平均

果径:  

d = 3 2 ld                   (1) 

其中 d 表示平均果径; d表示横径; l表示纵径。 

2.2.2  品质指标的测定 

将样品微波解冻后打浆, 取果浆 5 g, 加入 35 

mL纯净水, 40 ℃超声提取 60 min, 超声功率 180 W, 

提取后 4500 r/min离心 5 min, 取上清液以纯净水定

容至 50 mL即为样品液。每个处理重复测定 3次。 

(1)总糖、还原糖含量(%): 直接滴定法测定[9]。 

(2)可滴定酸含量(以柠檬酸计%): 电位滴定法。

准确称取超声提取离心后的上清液 30.000 g, 用 0.1 

mol/L NaOH滴定到 pH 8.00~8.10为终点, 计算果实

可滴定酸含量[10]。 

(3)总多酚含量[11]: 0.2 mL样品液, 用 0.8 mL水

稀释, 加入 5 mL 0.2 mol/L Folin-Ciocalteu’s 试剂, 

混匀, 再加入 4 mL 7.5% (m:V) 饱和碳酸钠溶液。

20 ℃下放置 2 h后, 测定 765 nm下吸光度。用浓度

为 100、200、300、400 mg/L的没食子酸做标准曲线。

总多酚含量(以没食子酸计)按公式(2)计算:  

TP (mg/100 g)= C×V/(1000×m) ×100%    (2) 
其中: C为没食子酸浓度, mg/L; V为提取液的总

体积, mL; m为取样量, g。 

(4)总花色苷含量采用 pH 示差法测定[12]: 用移

液管吸取上述准备好的样品液 2~4 mL, 分别用 pH 

1.00和 pH 4.50的缓冲液稀释至 20 mL, 混匀, 以缓

冲液做空白, 分别在 510 nm 和 700 nm 处测定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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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按公式(4)计算总花色苷含量(以矢车菊-3-葡萄糖

苷计):  

510 700 pH1.00 510 700 pH4.50( ) ( )   A A A A A  

10
100

1

  
 


A MW DFACY


        (4) 

式中: ACY为总花色苷含量, mg/100 g; MW为矢车菊
-3-葡萄糖苷的摩尔分子质量(MW= 449.2); DF为稀释
因子 ; 为矢车菊 -3-葡萄糖苷的摩尔消光系数 (= 

26900)。 

(5)DPPH清除能力测定: 吸取 200 μL 样品液, 

加入 2.80 mL DPPH标准溶液, 避光保存 40 min后测

定 517 nm下的吸光度值, 根据公式(5)计算自由基清

除率[13]。 

自由基清除率(%)=
( )

[1 ] 100%


 i j

C

A A
A

   (5) 

式中: AC: 200 μL无水乙醇加 2.80 mL DPPH溶液在

517 nm下的吸光度;  

Ai: 200 μL 样品液加 2.80 mL DPPH溶液在 517 

nm下的吸光度;  

Aj: 200 μL 样品液加 2.80 mL 无水乙醇溶液在

517 nm下的吸光度。 

根据不同浓度样品对 DPPH清除率的曲线, 计

算该反应体系(200 μL样品液+2.80 mL DPPH标准溶

液)下 DPPH原始质量浓度减少至 50%时所需要样品

的浓度即 EC50(g/Lfw)。 

3  结果与分析 

3.1  果重和果径的变化规律 

黑莓Hull和Chester果实的生长从座果到果实成

熟分别历时 42 d和 45 d, 果实的生长经历快-慢-快 3

个阶段, 生长期内 Hull和 Chester果重和平均果径的

变化动态见图 1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 第一阶段快速生长期(座果至

9~12 d)持续时间较短, 果实发育快, 果实迅速膨大, 

Hull和 Chester品种平均果径的增长量分别占到整个

发育期的 61.8%和 56.2%, 果重的增长也较为迅速。

第二阶段缓慢生长期(12~36 d)持续时间较长, 果实

的生长较为缓慢 , 平均果径的增长量不到总量的

20%(Hull17.3%, Chester19.1%), 果重的增长也仅为

总量的 20%~25%。第三阶段成熟期(36 d至果实成熟)

时间最短, 为果实的第二个迅速增长阶段, 尤其体现

在果重的增长上, Hull 和 Chester 品种果重的增长量

分别占到整个发育期的 57.0%和 63.7%。从果重和果

径的增长速率上也可以看出, 果重的增长速率第三

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平均果径的增长速率

第一阶段＞第三阶段＞第二阶段。可见快速生长期最

显著的特点为果实体积的膨大, 成熟期最显著的特

点体现在果重的增加上。 

 
 

 
 
 

图 1  生长发育期内黑莓果重和平均果径的变化 

Fig. 1  Variation of fruit weight and average diameter of 
blackberry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3.2  还原糖、总糖和可滴定酸含量的变化 

糖和酸的含量是黑莓果实品质的两个重要指标, 

它们直接关系到果实口感上的酸甜度, 糖含量通过

直接滴定法测定了还原糖和总糖含量两个指标, 糖

酸含量的变化动态分别见图 2、3所示。 

 
 

 
 
 

图 2  Hull果实发育期糖酸含量的变化 

Fig. 2  Variation of content of total acid, total sugar, and 
reducing sugar of Hull fruit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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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hester果实发育期糖酸含量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of content of total acid, total sugar, and 
reducing sugar of Chester fruit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从图 2、图 3 可以看出 , 黑莓果实的还原糖

和总糖含量在座果时最高 , 第一、二生长阶段持

续下降 , 第一阶段迅速降低 , 第二阶段缓慢降

低 , 第三阶段迅速上升 , 至果实成熟时还原糖

和总糖含量接近坐果时的水平。可滴定酸含量的

变化在整个果实发育期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S”

型曲线 , 上升和下降的速率较为恒定 , 果实成熟

时可滴定酸含量同坐果时较为接近 , 从曲线上也

可以看出 , 第二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为总酸含

量的增加。  

3.3  总多酚、总花色苷和 DPPH清除 EC50的变化 

多酚是广泛存在于植物根、茎、花、叶、果实中

的次生代谢产物, 黑莓果实多酚中包含颜色艳丽的

花色苷成分, 在果实接近成熟期时才开始形成, 本实

验对发育期内果实的总多酚和总花色苷含量进行了

测定, 并对果实提取液的 DPPH·清除率进行了测定, 

结果见表 1。 

 
 

表 1  生长发育期内黑莓果实总多酚、总花色苷含量和 DPPH•清除能力的变化 
Table 1  Variation of polyphenol and anthocyanin content and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blackberry fruit 

during development period 

发育期/d 
Hull Chester 

总多酚含量 mg/g 总花色苷含量 mg/100 g EC50 g/Lfw 总多酚含量 mg/g 总花色苷含量 mg/100 g EC50 g/Lfw

0 35.921 - 0.899 45.702 - 1.319 

3 23.693 - 1.788 21.642 - 1.996 

6 14.420 - 2.924 12.477 - 3.198 

9 10.845 - 2.841 15.374 - 3.068 

12 9.190 - 4.153 9.662 - 4.676 

15 7.055 - 6.177 6.589 - 5.364 

18 6.678 - 6.081 6.617 - 3.596 

21 5.982 - 6.919 6.148 - 4.820 

24 6.207 - 5.593 5.057 - 5.446 

27 5.268 - 7.834 3.930 - 9.620 

30 3.909 3.69 11.685 3.369 4.28 12.744 

33 3.913 4.02 11.385 3.658 5.50 12.772 

36 3.542 9.76 13.048 3.382 10.22 14.540 

39 2.634 15.66 20.953 2.832 14.69 17.957 

42 1.915 40.78 50.861 2.383 24.67 23.446 

45 - - - 2.225 94.42 3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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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 生长发育期内两个品种果实的

总多酚含量随着果实的成熟持续下降, 座果时 Hull

和 Chester果实的总多酚含量最高分别达 35.92 mg/g

和 45.70 mg/g, 至果实成熟则分别降至 1.92 mg/g和

2.23 mg/g; 从座果到果实成熟, 两个品种的 DPPH•

清除 EC50 从 1 g/Lfw左右升高至 30~50 g/Lfw。黑莓

果实的花色苷成分从果实发育的第二阶段缓慢生长

期末开始形成, 到第三阶段成熟期花色苷含量的增

长速率逐渐升高, 尤其是果实成熟的最后 3 d, Hull和

Chester 品种的总花色苷含量分别从 15.66 mg/100 g

和 24.67 mg/100 g 升高至 40.78 mg/100 g 和 94.42 

mg/100 g, 可见成熟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即为花色苷

含量的升高及果实颜色的加深。 

4  结论与讨论 

黑莓 Hull和 Chester果实生长发育期为 42~45 d, 

分为 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快速生长期, 持续 9~12 d, 

第二阶段为缓慢生长期, 持续时间最长, 达 24 d, 第

三阶段为成熟期, 持续时间最短, 仅为 6~9 d。 

快速生长期最显著的特点即为果实的迅速膨大, 

同时果重增加也较为明显, 还原糖、总糖、总酸以及

总多酚含量迅速降低,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也迅速

降低; 缓慢生长期最显著的特点为可滴定酸含量的

迅速升高, 该阶段果径和果重增加较为缓慢, 还原

糖、总糖和总多酚含量缓慢降低, 花色苷在该阶段末

开始形成,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变化较小; 成熟期

最显著的特点为果重的迅速增长及花色苷含量的升

高, 该阶段果实持续膨大, 还原糖和总糖含量迅速升

高, 总酸和总多酚含量迅速下降, DPPH 自由基清除

能力迅速降低, 是果实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对比本

文对黑莓 Boysen和 Kiowa品种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

可以发现[14,15], 不同品种黑莓成熟时间不同, 发育期

长短不一, 但在本实验基地的栽培条件下, 黑莓果实

生长和品质形成规律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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