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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生长发育的影响 

杨海燕，吴文龙，李维林 ，闾连飞，卫云丽，董珊珊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0014) 

摘 要：以生产上表现优异的赫尔(Hul1)和卡伊娃(Kiowa)黑莓品种为试验材料，在大田栽培条件下进行不同施肥 

水平的处理，3次施肥结束后进行相关生理指标的测定。结果表明：随着施肥量的增加，Hull品种叶片叶绿素含量、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先升后降，在 L：施肥水平达到峰值，超氧阴离子自由基(02一·)产生速率、 

过氧化氢(H：0：)和丙二醛(MDA)含量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均有所下降，可溶性蛋白含量在各施肥水平下变化不明显； 

Kiowa品种叶绿素含量在 L2施肥水平有所增加，在其他施肥水平变化不明显，02一·、H2O2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变化不明 

显，MDA含量和SOD活性有所下降，POD活性随着施肥量增加先升后降，在 L2施肥水平达到峰值。结论认为，Hllll较 

Kiowa肥效显著，但2个品种均在L2施肥水平表现出较旺盛的生理活动，2个品种的最佳施肥水平是k水平，即每株每次 

追肥的用量为60 g尿素和60 g磷酸二氢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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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 Application Rates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Blackberry 

YANG Hai—yan，WU Wen—long，LI Wei—lin‘，LV Lian—fei，WEI Yun—li，DONG Sh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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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 blackberry cuhivars‘Hull’and ‘Kiowa’as experimental material，proceeding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 

ments test in field cultivation，measuring the related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after 3 fertilization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cen- 

trations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and activities of superexide dismutase(SOD)and peroxidase(POD)in‘Hull'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and reached the peak value in L2 treatment，The contents of hydrogen peroxide(H202)and malondialde- 

hyde(MDA)and the generation rate of O2一 decreased progressively，while no significant change was observed in soluble pro· 

teins．There were also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02一 ，H202 and soluble proteins in the leaves of‘Kiowa’，the content of Chlo- 

rophyR pigm ents in‘Kiowa’changed slightly as the concentration increased，except for a few increase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L2 

treatment．MDA content an d SOD activity slishfly declined under the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 ents，POD activity increased as 

the fertilization content increasing，reaching the peak value in L2 treatment．Th 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ertilizer efficiency of 

‘Hull’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Kiowa’，but both ‘Hull’an d ‘Kiowa’showed a strong physiological activity in L2 

treatment，and the optimum fertilizer applying level was in L2 treatment，the amount of fertilizer were 60 g urea an d 60 g potassi- 

um dihydregen phosphate p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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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是第 3代小果类果树的重要成 

员 ，在北美已有 100多年的栽培历史，其果实柔嫩多 

汁，酸甜爽口，营养丰富，适宜加工成酒类、饮料及其 

他各种食品，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黑莓适 

应性强，生长快 ，结果早，产量高 ，由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于 1986年引种 ，已选育 出数个优 良 

品种在中国南方丘陵山地推广种植，栽培面积目前已 

达到4000 hm 以上 J。合理施肥是获得果树高产的 

有效措施，不同的施肥水平对黑莓的营养生长有很大 

影响。本研究对不同黑莓品种在不同施肥水平下的 

生理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江苏地区黑莓栽培 

管理中肥料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赫尔(Hul1)和卡伊娃(Kiowa)品种黑莓种植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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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溧水试验基地 ，为两年生 

结果树。uV一754型分光光度计。所有试剂均为分 

析纯。 

1．2 方法 

1．2．1 施肥方法 本试验是在基肥使用基础上开展 

的追肥试验。在早春黑莓种植园统一施用有机复合 

肥[(有机质含量 ≥45％，(N+P O +K：0)≥5％)] 

500 g，无机复合肥(N 15％、P 15％、K 15％)100 g，距 

离植株 40～50 cm开沟深 20～30 cm施入。追肥在黑 

莓生长季节开花结果的关键时期分 3次进行，时间为 

3月 15日、4月 15日和 5月 15日。试验设 3个处 

理，施肥水平分别为 L。：30 g尿素+30 g磷酸二氢钾 ； 

L2：60 g尿素+60 g磷酸二氢钾；L3：90 g尿素+90 g 

磷酸二氢钾；以不施肥为对照(CK)。每处理设 5株 

定点观测 ，取均值。试验地条件相同，各试验树管理 

水平一致。3次施肥结束 15 d后，取叶片进行相关指 

标的测定。 

1．2．2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称取 0．2 g叶片，用 80％ 

丙酮研磨成匀浆，4 cI=下 8000 r／min离心 10 r／min， 

用丙酮定容至 8 mL，分别测定 470、663和 645 nm处 

的吸光值 ，根据公式计算叶绿素含量 J。 

1．2．3 超氧 阴离子 自由基 (O 一·)产生速率的测定 

取0．5 mL样品粗酶液 ，加入 1 mL 1 mmol／L盐酸羟 

胺和 0．5 mL 50 mmol／L磷酸缓冲液(pH 7．8)，混匀 ， 

25℃下保温 1 h，然后再加入 1 mL 7 mmol／L 一萘胺 

和 1 mL 17 mmol／L对氨基苯磺酸 ，摇匀 ，25℃下保温 

20 min，测定 530 nm处 的吸光值 ，根 据公式 计算 

O：一·的产生速率 。 

1．2．4 丙二醛(MDA)含量的测定 取 1．0 g叶片 ，用 

10％三氯乙酸溶液研磨，4℃下 4000 r／min离心 10 

min，定容至6 mL，取 2 mL上清液 ，加入 0．6％硫代巴 

比妥酸(TBA)溶液 2 mL，混匀后沸水浴反应 15 min， 

迅速冷却并离心，取其上清液，分别测定532、600和 

450 nm处的吸光值 ，根据公式计算 blDA含量 。 

1．2．5 过氧化氢(H：O )含量的测定 过氧化氢(H： 

O )含量采用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购买的 H 

O 试剂盒进行测定，采用一般分光光度法。 

1．2．6 可溶性蛋 白含量的测定 取 2 mL考马斯亮 

蓝G一250溶液，加入0．5 mL样品粗酶液，混匀，反应 

10 min后测定595 iflm处的吸光值，根据标准曲线计 

算蛋白质含量 。 

1，2．7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的测定 SOD活 

性的测定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 ，称取 1．0 g叶片， 

用 50 mmol／L的磷酸缓冲液(pH 7．8)研磨，4℃下 

10000 r／min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进行酶活性分析 ， 

以每毫升反应液中 SOD抑制率达 50％时所对应的 

SOD量作为 1个酶活力单位。 

1．2．8 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测定 POD活性的 

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 ，吸取 1 mL样品粗酶液 ，加入 

3 mL反应液，混匀后在 470 iflm处测定其吸光值 ，每 

隔30 s读数 1次，以每分钟吸光度的变化0．01作为1 

个酶活力单位。 

1．2．9 统计分析 用 Excel 2003分析软件进行数据 

汇总、统计与分析，用 Duncan检验进行显著性分析 

(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含量的高低直接反映植物光合能力 的强 

弱。从表 1可以看出，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Hull品种 

总的叶绿素含量是逐渐上升的，均显著高于对照，虽 

然在 处理水平上有所下 降但仍 比对照增 加 

28．05％，叶绿素 a(Chla)和叶绿素 b(Chlb)的变化趋 

势与总量的变化趋势一致；Kiowa品种的总叶绿素含 

量变化 趋势不大，L 处理水平 与对 照相 比增加 了 

10．02％，其他水平无显著差异，Chla和 Chlb的变化 

趋势与总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表 1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注：l司列字母相I司表不差异不显著，不I司则表不差异显著。 

下同。 

2．2 不 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 o：一·产生速率和 

H：o：含量的影响 

O 一·和 H O：是代谢过程中产生 的主要活性氧 

自由基 ，对膜脂具有较强的氧化作用。从图 1可以看 

出，O：一·产生速率和 H 0 含量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均 

有所下降，其 中 Hull与 Kiowa相 比下降较为 明显， 

O 一·产生速率和 H：O 含量在 L 处理水平分别降为 

对照的77．02％和59．45％，表明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植株生长旺盛、抗性增强。 

2．3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 MI)A含量的影响 

NDA是植物膜脂过氧化产物。从图 2可以看 

出，MDA含量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均有所下降，其中 

Hull与 Kiowa相比下降较为明显，MDA含量在 IJ3施 

肥水平降为对照的 71．05％，表明合理施肥能够使植 

株生长旺盛，并延缓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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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 o 一 

施肥水平 

图 2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 MDA含量的影响 

2．4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 的 

影响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高低直接反映了黑莓植株体 

内生理活动的旺盛程度。从图 3可 以看出，在 L，和 

L，处理水平下 Hull品种的可溶性蛋白含量与对照相 

比无显著变化，在 L。处理水平下略有所下降，比对照 

下降了 8．71％；Kiowa品种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在各处 

理水平下与对照相比均无显著变化。 

2．5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 SOD和 POD活性的 

施H巴水半 

· 产生速率和 H：o：含量的影响 

影响 

SOD将 0：一·快速歧化为 H：O：和 0：，POD主要 

负责清除细胞质和质膜的 H O 。从图 4可以看 出， 

随着施肥水平的增加 ，Hull叶片的 SOD和 POD活性 

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在 L 处理水平下达到峰 

值，分别为对照的115．78％和 154．55％；Kiowa品种的 

SOD活性与对照相 比均有所下降，POD活性呈现先 

升后降的趋势，在 L：处理水平下达到峰值，为对照的 

188．89％ 

施肥水平 

图 3 不同施肥水平对黑莓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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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氮素是叶绿素的主要组成成分 ，不断增加的氮素 

含量具有促进植物叶片叶绿素合成的作用 ⋯。本研 

究发现，随着施肥量的提高，Hull品种的叶绿素含量 

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 L 处理水平下叶绿素含量低 

于 L：处理水平 ，叶片叶绿素含量的下降可能是 由于 

过多的氮素加快了新叶的萌发速率，导致叶片栅栏组 

织发育 不 良，成熟 叶片生长 因此受 到了一定 的限 

制 。。。Kiowa品种叶绿素含量在不同施肥水平下变 

化不是很明显，但在 L 处理水平下，叶绿素含量有所 

升高，单从叶绿素水平来讲，L：处理水平是较适宜的 

施肥量。 

O：一·和 H：O：是植物光合、呼吸等代谢过程中产 

生的主要的活性氧自由基，大量积累会引发膜脂的过 

氧化  ̈。试验结果表 明，O 一·产生速率和 H O 含 

量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均有所下降，肥料的使用使得黑 

莓启动了其 自身的抗逆防御系统，但品种间存在差 

异。Hull品种在 L 处理水平下，0：一·产生速率和 H： 

O 含量达到最低水平 ，而 Kiowa品种在该处理水平下 

4  3  2  0  

．Ⅲ吕)门星 I1]／料 0 

5  4  3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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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的生产速率无显著变化。作为是膜脂过氧化的 

主要产物，MDA在植物体内的含量间接反映了细胞 

受损伤 的程度D2]。Hull与 Kiowa相 比 MDA含量下 

降较为明显，这可能与 Hull品种叶片 SOD和POD酶 

活性的上升有关。SOD和 POD是抗氧化系统中重要 

的保护酶类，SOD主要催化 O 一·发生歧化反应，生 

成氧化性较弱的H：O：，H O 在POD作用下被还原为 

H：0̈  ，从而抑制了0：一·和H：0：的积累，降低了其 

对植株的毒害作用。这同时也表明合理施肥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提高黑莓植株叶片酶活性，增强黑莓的抗 

逆性。此外 ，对玉米的施肥研究表明  ̈，合理施肥能 

够提高叶片的 SOD活性 ；对大豆 的施肥研究也表 

明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施肥量，其 SOD和POD活 

性均有所增加 ，有利于提高大豆抵抗逆境的能力。 

综上所述，提高施肥量能够促进黑莓的生长发 

育，提高黑莓的叶绿素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降低自 

由基水平，但是黑莓对肥料的需求有一定的限量，过 

多施肥会对植株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黑莓的 

肥料的使用一定要适量。在本研究中，黑莓 2个品种 

的最佳施肥水平是 L：水平，即每株每次追肥的用量 

为 60 g尿素和 60 g磷酸二氢钾。但是需要指 出的 

是，本研究仅为一年的试验结果 ，且对前期基肥的施 

用对后期肥料施用的影响未考虑 ，因此所得出的结论 

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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