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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黑莓品种“卡依娃”“赫尔”“宁植１号”及野生悬钩子“高粱泡”和粗叶悬钩子为试验材

料，以９８％Ｈ２ＳＯ４和２０％ＮａＣｌＯ为处理试剂开展种子萌发试验。结果表明，悬钩子类种子发芽特

性各异，实践中应根据不同种类的种子选择相应的处理方法，“卡依娃”种子以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７５

～９０ｍｉｎ为宜，“赫尔”种子以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１２０ｍｉｎ或以２０％ ＮａＣｌＯ处理８～１６ｈ为宜，“宁植

１号”种子以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９０ｍｉｎ或以２０％ ＮａＣｌＯ处理４ｈ为宜，“高粱泡”和粗叶悬钩子种子

不宜用 Ｈ２ＳＯ４和 ＮａＣｌＯ处理，其他悬钩子类植物应当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探索各自适宜的促

进种子发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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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钩子属（犚狌犫狌狊Ｌ．）为蔷薇科的大属，

其中的黑莓和树莓是重要的小浆果类果树。

悬钩子类植物种皮较厚，导致种子萌发困

难［１２］，较低的种子萌发率和成苗率大大降低

了悬钩子类果树实生选种和杂交育种的效

率。关于黑莓、树莓及野生悬钩子种子打破

休眠和提高发芽率的研究已有一些报道，主

要集中于利用化学试剂浓硫酸［１６］、次氯酸

钙［４］和次氯酸钠［１，６］处理种子以及机械损伤

内果皮［２，７８］等，有人认为浓硫酸与次氯酸钠

的处理时间和浓度是打破种皮障碍、提高种

子萌发率的关键［１］，打破种子休眠的方法因

不同种质类型而异［８］。本研究利用浓硫酸与

次氯酸钠对５种表现优良的悬钩子种质材料

的沙藏种子进行不同时间处理，以期筛选出

较好的种子处理方法，提高发芽率和成苗率，

为后续育种工作克服障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材料为夏季成熟的黑莓品种“卡依

娃”（Ｋｉｏｗａ）“赫尔”（Ｈｕｌｌ）和“宁植１号”及

秋季成熟的野生种类“高粱泡”（犚狌犫狌狊犾犪犿

犫犲狉狋犻犪狀狌狊Ｓｅｒ．ｅｘＤＣ．）和粗叶悬钩子（犚．

犪犾犮犲犪犲犳狅犾犻狌狊Ｐｏｉｒ．）自然完全成熟果实的种

子。分别于２０１３年夏季和秋季采集成熟果

实，洗出种子，自然风干后于４℃低温放置，

从１１月开始进行药剂处理，然后沙藏。

１２　方法

供试药剂为９８％Ｈ２ＳＯ４和２０％ＮａＣｌＯ。

浓 Ｈ２ＳＯ４处理分别浸泡２５ｍｉｎ、５０ｍｉｎ、７５

ｍｉｎ、９０ｍｉｎ和１２０ｍｉｎ ，蒸馏水浸泡１２０

ｍｉｎ为对照；ＮａＣｌＯ处理浸泡４ｈ、８ｈ、１６ｈ、

２０ｈ和２４ｈ，蒸馏水浸泡２４ｈ为对照。每

份材料１００粒种子，重复３次。处理后的种

子反复冲洗后，与湿沙搅拌均匀置于室内避

光沙藏，９０ｄ 后同时播种，用 泥炭土 ∶

蛭石∶园土＝１∶１∶１的基质经高温灭菌后

铺于穴盘，将种子播于穴盘后用０．５ｃｍ厚湿

沙浅层覆盖，搭架覆遮阳网，定期浇水和观

察。以悬钩子植物第一片锯齿形真叶展开作

为其种子发芽的标志，连续７ｄ观察无发芽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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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视为发芽结束。萌发结束时统计各处理

材料种子的萌发数，并计算发芽率。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处理和分析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浓犎２犛犗４处理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悬钩子类种子的出苗情

况见表１。各材料中粗叶悬钩子播种后出苗

最快，历时２１ｄ；黑莓品种卡依娃和赫尔出苗

较慢，历时３０ｄ；高粱泡和宁植１号出苗均历

时２６ｄ左右。对照材料中（Ｈ２Ｏ浸泡１２０

ｍｉｎ），黑莓栽培品种的种子均未出苗，而野

生种类粗叶悬钩子和高粱泡却表现了一定的

出苗率，尤其是前者出苗率高达１９．３３％。

浓 Ｈ２ＳＯ４处理后，随处理时间的延长，黑莓

品种表现了发芽率提高的趋势，而野生种类

表现了发芽率降低的趋势，直至不发芽。试

验数据显示，黑莓卡依娃品种以浓 Ｈ２ＳＯ４处

理７５～９０ｍｉｎ可促进种子萌发，但萌芽率也

仅为１．００％～１．３３％；赫尔品种以浓 Ｈ２ＳＯ４

处理１２０ｍｉｎ可大大促进种子萌发，发芽率

可达２１％；宁植１号品种以浓Ｈ２ＳＯ４处理９０

ｍｉｎ可促进种子萌发，发芽率能提高到

１１．００％。浓 Ｈ２ＳＯ４处理对野生悬钩子的种

子萌发具有抑制作用。

表１　浓Ｈ２ＳＯ４处理对悬钩子类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

处理时间／ｍｉｎ 卡依娃 赫尔 宁植１号 高粱泡 粗叶悬钩子

１２０（对照） ０．００ｂＢ ０．００ｄＥ １．００ｃＣ ２．３３ａＡ １９．３３ａＡ

２５ ０．６７ａｂＡＢ ３．６７ｄＤＥ ３．６７ｃＢＣ ０．６７ｂＡＢ ９．００ｂＢ

５０ ０．００ｂＢ １８．６７ａＡＢ ７．６７ｂＡＢ １．００ｂＡＢ １．３３ｃＣ

７５ １．３３ａＡ ９．３３ｃＣＤ ３．３３ｃＢＣ ０．６７ｂＡＢ １．００ｃＣ

９０ １．００ａＡＢ １５．６７ｂＢＣ １１．００ａＡ ０．３３ｂＢ １．００ｃＣ

１２０ ０．００ｂＢ ２１．００ａＡ ７．００ｂＡＢ ０．００ｂＢ ０．００ｃＣ

注：不同小写字母间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间表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表２同。

２２　 犖犪犆犾犗处理对悬钩子类种子萌发的

影响

２０％ＮａＣｌＯ处理悬钩子类种子的出苗

情况见表２。各材料播种后出苗的时间与

９８％浓 Ｈ２ＳＯ４处理完全相同。对照材料中

（Ｈ２Ｏ浸泡２４ｈ），除黑莓品种卡依娃未见出

苗外，其他４种材料的种子有不同程度的发

芽，且 仍 以 粗 叶 悬 钩 子 出 苗 率 较 高

（１３．３３％）。ＮａＣｌＯ处理对黑莓品种卡依娃

和高粱泡种子萌发的影响不显著，不能改变

它们发芽率极低甚至不发芽的状况；对黑莓

品种赫尔和宁植１号种子萌发有一定促进作

用，但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促进作用减弱；对

粗叶悬钩子种子萌发有抑制作用，处理超过

８ｈ后种子几乎不萌发。试验数据显示，黑

莓品种卡依娃、高粱泡和粗叶悬钩子种子不

宜用 ＮａＣｌＯ处理，宁植１号以 ＮａＣｌＯ处理

时应以４ｈ左右为宜，赫尔以ＮａＣｌＯ处理时

应以８～１６ｈ为宜。

表２　ＮａＣｌＯ处理对悬钩子类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

处理时间／ｈ 卡依娃 赫尔 宁植１号 高粱泡 粗叶悬钩子

２４（对照） ０．００ａＡ ０．３３ｄＣ １．６７ｃＢＣ ０．３３ａＡ １３．３３ａＡ

４ ０．００ａＡ ８．６７ｂＡＢ ６．６７ａＡ １．００ａＡ １１．００ａＡ

８ １．００ａＡ １３．３３ａＡ ４．００ｂＡＢ ０．３３ａＡ ２．６７ｂＢ

１６ ０．００ａＡ １１．００ａｂＡ １．００ｃＢＣ １．００ａＡ ０．００ｂＢ

２０ ０．００ａＡ ５．００ｃＢＣ ０．６７ｃＣ ０．６７ａＡ ０．００ｂＢ

２４ ０．００ａＡ ４．００ｃＢＣ ０．６７ｃＣ ０．３３ａＡ ０．３３ｂＢ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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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很多研究已证实，９８％ Ｈ２ＳＯ４
［３５］和

２０％ＮａＣｌＯ
［１，６］处理可以有效提高悬钩子类

植物种子的出苗率，这些研究也主要集中于

观察器皿中种子的萌发情况，且两种药剂适

用于不同种质材料，处理的时间也需要具体

筛选［９］。本研究对黑莓品种卡依娃、赫尔和

宁植１号及野生类型的“高粱泡”和粗叶悬钩

子在９８％Ｈ２ＳＯ４和２０％ＮａＣｌＯ不同时间处

理后沙藏３个月的种子的自然出苗率进行了

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这两种药剂总体上表现

了促进黑莓种子发芽、抑制野生悬钩子种子

萌发的趋势，且不同药剂及其不同处理时间

对不同种类的种子萌发的影响情况各不相

同。两种药剂对黑莓品种赫尔和宁植１号种

子出苗均具有明显促进效应，赫尔经９８％Ｈ２

ＳＯ４处理１２０ｍｉｎ和２０％ＮａＣｌＯ处理８ｈ出

苗率分别可达２１．００％和１３．３３％，宁植１号

经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９０ｍｉｎ和２０％ＮａＣｌＯ处

理４ｈ出苗率分别可达１１．００％和６．６７％，

表明不同种子适合的药剂最佳处理时间不

同，且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效果优于２０％ Ｎａ

ＣｌＯ，这在其他黑莓和树莓种子发芽试验中

也已得到证实［１０］。

野生悬钩子类型高粱泡在各种处理下的

出苗率均较低，表明促进其种子发芽的条件

仍需进一步探索。粗叶悬钩子在非经药剂处

理的自然发芽条件下具有较高的出苗率，而

经药剂处理后种子出苗率反而下降，且随处

理时间增长而下降，直至完全不发芽，可能是

由于它们的种皮较薄，药剂处理对种子造成

了伤害。两种药剂对黑莓品种卡依娃种子萌

发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照和药剂处理的出

苗率均极低，与之前利用器皿观察两种药剂

处理可以提高卡依娃发芽率的结论不同，可

能是由试验条件的差异引起的。已有研究发

现，不同悬钩子种子的发芽特性不仅与种皮

特性有关，也与培养室条件、基因型及采收季

节［１１］以及种子风干时间有关［１２］。

促进悬钩子属植物种子萌发、提高成苗

率对于黑莓和树莓的育种工作至关重要。针

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５种悬钩子类植物可以

得出结论，促进种子发芽成苗的方法为黑莓

品种卡依娃种子以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７５～９０

ｍｉｎ，赫尔种子以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１２０ｍｉｎ

或以２０％ ＮａＣｌＯ处理８～１６ｈ，宁植１号种

子以９８％Ｈ２ＳＯ４处理９０ｍｉｎ或以２０％ Ｎａ

ＣｌＯ处理４ｈ，野生种类高粱泡和粗叶悬钩子

种子不宜用 Ｈ２ＳＯ４和ＮａＣｌＯ处理。悬钩子

类种子的萌发应当在实践中具体探索各自适

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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