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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圆齿野鸦椿茎段继代繁殖或种子继代繁殖的幼嫩叶片为材料进行组培育苗试验，建立叶片植株再生和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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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齿野鸦椿（踟ｃ叩梳如砒娥Ｈａｙａｔａ）属省沽油科野鸦椿属，别名花溴木，树高达６

ｍ，枝无毛，暗红

色，花期４—５月份，果熟期９—１０月份ｎ】，树皮可制栲胶【２］，根或根皮、花和干果均可供药用，种子含脂肪
油２５％一３０％，可制皂，是我国特有的乡土观赏树种．圆齿野鸦椿种皮坚硬致密，透水透气性差，种子还存
在着深度休眠、发芽率低、育苗时间长（需２ ａ）、播种繁殖比较困难等问题口１．目前，圆齿野鸦椿利用扦插

繁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终成苗的不多，最多只有２２％生根成苗，且营养体、刀具及土壤传递给后代
的病毒很难消除，而组织培养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在试验过程中，圆齿野鸦椿的种子外壳坚硬、细小，很
难获得完整的胚体；若以茎段为材料，由于茎段芽与茎之间有个分层，导致消毒很难进行，造成污染率高，
且取材受时间限制，培养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玻璃化、褐化等现象．因此，本试验利用圆齿野鸦椿茎段
继代繁殖或种子继代繁殖的幼嫩叶片为材料进行组织培养，以获得再生植株．组织培养育苗时间短，不受
季节变化的影响，可在任何季节在较短的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的苗木，为珍贵乡土树种的大面积种植和开发
利用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ｌ一０６

修回日期：２００９一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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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材料

以圆齿野鸦椿茎段繁殖或种子播种形成的繁殖材料在继代转接过程中去除的无菌幼嫩叶片为诱导材
料，由福建邵武市锦溪天成苗木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方法
１．２．１

培养基的配制基本培养基为ＷＰＭ或１／２ＷＰＭ，附加２０ ｇ·Ｌ。１蔗糖、７．５ ｇ·Ｌ。１琼脂，ｐＨ ５．８；植

物生长调节剂为Ｎ。一异戊烯基腺嘌呤（２ｉｐ）、ＮＡＡ、ＩＢＡ；附加物为活性炭．
１．２．２培养条件接种材料的培养条件：温度（２５±２）℃，光照时间１２ ｈ·ｄ一，光照度１２００—２０００ ｋ．
１．２．３

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叶片诱导愈伤组织影响的试验取大小切成１．５

ｃｍ×１．５

ｃｍ、无污染

的叶片进行诱导培养，以ＷＰＭ为基本培养基，配制一组含有２ｉｐ和Ｎ从的培养基，配比的２ｉｐ含量分别为
Ｏ．５、１．Ｏ、１．５、２．０ ｍｇ‘Ｌ～，Ｎ从含量分别为０．１、Ｏ．５、１．０ ｍｇ·Ｌ～，每个处理接ｌＯ瓶、重复３次，每瓶接外
植体３个．
１．２．４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丛生芽诱导影响的试验将萌发的诱导芽切成０．５ ｃｍ的小块，转接在
附加不同含量２ｉｐ（Ｏ．５、１．０、１．５

ｍｇ·Ｌ＿１）、Ｎ从（０．１、Ｏ．３、０．５ ｍｇ·Ｌ。１）的聊Ｍ培养基上．每个处理接１０

瓶、重复３次，每瓶接种５个芽，培养３０ ｄ后调查丛生芽的诱导情况．
１．２．５

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芽增殖影响的试验

为了选择适合叶片增殖培养的培养基，对２ｉｐ

（ｏ．５、１．ｏ、２．Ｏ ｍｇ·Ｌ。１）、ＮＡＡ（ｏ．１、０．３、０．５ ＩＩｌｇ－Ｌ‘１）的不同组合进行筛选．每个处理接ｌｏ瓶、重复３次，
每瓶接外植体３个．
１．２．６

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根诱导影响的试验

当丛生芽长至２ ｃｍ高时，将芽分割成单株，转接

到不同的生根培养基上．每种处理接１０瓶、重复３次，每瓶接５株，４０ ｄ后统计生根情况．
１．３数据分析

所有处理均重复３次，取平均值．采用ＤＰＳ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叶片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用２ｉｐ和ＮＡＡ配比的培养基培养ｌ周左右叶片开始卷曲，４周后叶片切口开始膨大，并逐渐形成黄绿
色的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在前期的生长速度缓慢，５周后愈伤组织的生长速度开始加快，部分开始分化出
小芽（表１）．
表１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叶片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１
’Ｉ铀ｌｅ

ｌ

１ｒｈｅ胡‰ｔ８ ０ｆ ｈｏｍｏ他ｋｉｎｄｓ蚰ｄ ｌｅｖｅｌｓ册ｌｅａｆ ｃ８１１ｕ８

１’基本培养基为ｗＰＭ，添加２０ ｇ·Ｌ’１蔗糖、７．５ ｇ·Ｌ‘１琼脂，ｐＨ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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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可以看出，在培养基中添加２ｉｐ和Ｎ从，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为３８．６％一９５．７％，诱导率最
高时，不定芽绿色健壮，并有芽点．同一生长调节剂不同含量诱导的效果不同，在供试含量范围内诱导率与
生长调节剂的含量呈正比，但当生长调节剂的含量达到一定量时，诱导率变化不大，不定芽还可能出现芽
点或呈淡绿色．可见，叶片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为ｗＰＭ＋１．ｏ ｍｇ·Ｌ。２ｉｐ“．０ ｍｇ·Ｌ一１ Ｎ从＋２０
ｇ·Ｌ“蔗糖＋７．５ ｇ·Ｌ。１琼脂，愈伤组织诱导效果好（图１Ａ、１Ｂ）．

Ａ：离体叶肉栅栏组织直接脱分化产生的不定芽；Ｂ：愈伤组织产生的不定芽；ｃ：叶片表皮细胞脱分化后形成的胚状体；Ｄ：叶细胞
建立的植物体细胞快速无性繁殖体系；Ｅ：叶肉栅栏组织脱分化、胚状体、愈伤组织形成的丛生芽；Ｆ：长根后的芽苗．
图ｌ
Ｆｉｇ．１

圆齿野鸦椿芽的诱导、增殖和生根效果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ｍｌｉｆｅｒ鲥ｏｎ蛐ｄ咖ｔｉｎｇ ０ｆ Ｅ ｂｎｚ５眦

从表２可以看出，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有显著影响．除１．ｏ
０．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组合与１．０

ｍｇ·Ｌ－１

２ｉｐ＋１．０

ｍｇ·Ｌ．１

ｍｇ·Ｌ。１ ２ｉｐ＋

ＮＡＡ组合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外，其他组合

间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ＪＰ＜０．０１），而后者的诱导率高，成本更低，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果．
表２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叶片愈伤组织诱导效应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ｄ蚰ｃｅ明ａｌｙｓｉ８ ｏｆ畦圮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８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ｏｎｅ ｋｉｎｄｓ锄ｄ ｌｅｖｃｌｅ

ｏｎ

ｌｅａｆ ｃａｌｌｕｓ

２．２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将愈伤组织块或丛生芽块分切后转接到添加不同含量２ｉｐ和ＮＡＡ的固体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可
得到大量的不定芽（表３）．一般一个月可继代１次，继代时间相隔太长（大于５周），基部出现褐化，严重的
导致死亡，不利于进一步增殖．培养基单独使用生长激素，缺少细胞分裂素，不利于丛生芽的增殖．丛生芽
增殖系数随２ｉｐ和ＮＡＡ含量的增加而加大，２ｉｐ含量为１．５ ｍｇ·Ｌ一，ＮＡＡ含量为Ｏ．３ ｚｌｌｇ·Ｌ。１时，增殖系
数达３．５．但随生长调节剂含量的增加，丛生芽分化增多开始变细显弱．可见，２ｉｐ的含量不宜太高，１．ｏ
·Ｌ＿１ ２ｉｐ＋Ｏ．５ ｍｇ·Ｌ－１
７．５

ＮＡＡ最为合适，ｗＰＭ＋１．Ｏ ｍｇ·Ｌ“２ｉｐ＋０．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２０

ＩＩｌｇ

ｇ·Ｌ－１蔗糖＋

ｇ·Ｌ一琼脂为最佳继代培养基，芽的生长情况较好（图ｌＣ、ｌＤ）．
在增殖培养的过程中，连续多代使用高含量的生长调节剂，容易引起分化芽的变异和玻璃化，不利于

分化芽下一步的壮苗和生根培养．多代培养达到５代以后，最好使用低含量生长调节剂或不添加生长调节
剂与高含量生长调节剂隔代交替培养的办法，避免分化芽变异或常璃化．

从表４可以看出，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丛生芽的诱导存在极显著差异（尸＜０．０１）．１．Ｏ ｍｇ·Ｌ。１
２ｉｐ＋Ｏ．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组合与１．０ Ｉｌｌｇ·Ｌ－１ ２ｉｐ＋Ｏ．３ ｍｇ·Ｌ“ＮＡＡ、１．５ ｍｇ·Ｌ＿２ｉｐ＋Ｏ．１ ｍｇ·Ｌ．１ Ｎ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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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ｍｇ．Ｌ一１ ２ｉｐ＋Ｏ．３ ｍｇ·Ｌ‘１

水平（Ｐ＞０．０５），但均与Ｏ．５
．Ｌ‘１

２ｉｐ＋ｏ．５

ｍｇ．Ｌ’１

Ｎ从、１．５

ｍｇ·Ｌ“Ｎ从组合两两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
ｌＩｌｇ‘Ｌ“Ｎ从、Ｏ－５ ｒＩｌｇ
ｍｇ·Ｌ－１ Ｎ从组合达显著水平（Ｐ＜ｏ．０５）．

Ｉｌｌｇ·Ｌ’１ ２ｉｐ＋Ｏ．５

ｍｇ·Ｌ。１ ２ｉｐ＋０．１ ｍｇ·Ｌ－１ ＮＡＡ、０．５ ｍｇ·Ｌ－１ ２ｉｐ＋Ｏ．３

Ｎ从、１．ｏ

ｍｇ·Ｌ．１

２ｉｐ＋ｏ．Ｉ

表３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３．ｎ地ｅ‰ｔ ａｆ ｈ沂Ｈ烈他ｋｉｎｄ８强ｄ ｌ竹毛ｌｓ ｉｍｌｕｃｉｎｇ删哩嫩ｐｌｅ ｓｈ∞协
＿———－＿———－——●——－————＿——ｌ——－—＿——－——＿——————－－————－＿－—●—●ｌ＿＿—－＿——＿－＿—一

Ｔ８ｂｌｃ

ｏｎ

——岩塑业生毛－一
—————五＿—————————ｉ瓦＿———一

调徽植
体数

丛篙殖

芽的生长情况
才列王Ｋ嘱仉

倍数

０．５

Ｏ．３

５０

１．７

芽长势一般，生长慢，丛生芽少

０．５

０．５

５０

２．０

芽壮实，抽生快。丛生芽少

１．０

０．１

５Ｑ

２．２

芽壮实，抽生快，丛生芽少

１．Ｏ

Ｏ．３

５０

３．０

芽壮实．抽生快。丛生芽少

１．Ｏ

０．５

５０

３．２

芽壮实，抽生快，丛生芽多

１．５

Ｏ．１

５Ｄ

３．４

芽细弱，抽生快，丛生芽多

１．５

Ｏ．３

５０

３．５

芽细弱，抽生快，丛生芽多

！：兰
茎塑塑：垫皇堡：垫生茎玺
竺
！：！
＿－——＿●——●—＿—＿——Ｉ＿—●＿——＿——●＿＿—－＿－＿－●——＿——－＿－＿＿－＿●＿＿＿－－—＿●●————●—－——＿＿ｌ＿＿———＿＿－—————————————————————一——
ｌ一

一

ｌ’基本培养基为ｗＰＭ，添加２０ ｇ·Ｌ‘１蔗糖、７．５ ｇ·Ｌ“琼脂，ｐＨ ５．８·

表４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丛生芽诱导效应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ｄ咖ｅ

ｍ矗ｌｙｓｉ８ ０ｆ

平方和

变异来源

自由度

１．５６０

处理内

ｔｈｅ航ｔ ０ｆ ｈａ懒ｃ ｋｉｎｄ８明ｄ ｌ州ｅ１８

ｏｎ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ｍｕ嫩ｐｋ ８ｈｏｏｔｓ
，

均方

Ｐ

０．∞７

１８

！里！！ｊ一————ｊ堕——————————————————————————————————一

篁銮墨

２．３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芽增殖的影响

表５表明：随着生长调节剂含量的增加，芽的增殖倍数也增大；但含量太低，芽的长势不好，影响分化
芽的正常生长．可见，ＷＰＭ＋２．Ｏ

１１１９·Ｌ一１ ２ｉｐ＋Ｏ．３ ｍｇ·Ｌ－１ ＮＡＡ＋２０

ｇ·Ｌ－１蔗糖＋７．５ ｇ·Ｌ．１琼脂是最

佳培养基，芽可得到最佳的增殖效果，生长状态好（图１Ｅ）．
表Ｓ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芽增殖的影响¨
ＴＩ眦ｅ５

ｅｍ斌０ｆｈ唧硼ｅ ｋｉｎｄ昌∞ｄ

Ｔｈｃ

生长调节剂／（ｍｇ·Ｌ—１）

１盯ｅｌｓ∞ｂＩｌｄ脚ｌｔｊｐｌｉｃ砒ｉ”
增殖倍数

一个月后分化芽的生长势

０．５

０．３

Ｏ．８

大部分出现芽。长势弱

Ｏ．５

０．５

１．３

少量出现芽，芽稍绿

１．０

Ｏ．１

１．６

少量出现芽，芽稍绿

１．Ｏ

０．３

２．０

芽健壮，浓绿，长势弱

１．Ｏ

Ｏ．５

２．３

芽健壮，浓绿，长势弱

２．０

Ｏ．１

２．６

芽健壮，浓绿，生长正常

２．０

０．３

３．０

芽健壮，浓绿。生长正常

２．０

０．５

２．８

芽健壮，浓绿，生长正常

”基本培养基为ｗＰＭ，添加２０ ｇ．Ｌ－１蔗糖、７．５ ｇ·Ｌ’１琼脂．ｐＨ ５．８．

从表６可以看出，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芽增殖的影响差异极显著．２．Ｏ
Ｌ一１

ＮＡＡ组合与２．０

ｍｇ‘Ｌ－１ ２ｉｐ＋０．３ ｍｇ‘

Ｎ从组合的差异不显著（尸＞Ｏ．０５），但与其他处理问的差
２ｉｐ＋０．３ Ｉｎｇ·Ｌ一１ Ｎ从组合的增殖倍数更高，这进一步证实了上

ｍｇ·Ｌ一１ ２ｉｐ＋Ｏ．５ ｍｇ·Ｌ一１

异达显著水平（尸＜０．０５），２．Ｏ

ＩＩｌｇ·Ｌ一１

述结果．
２．４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根诱导的影响

表７表明：试管苗在ｌ／２ｗＰＭ固体培养基中，生长调节剂配比含量不同，生根效果也不同；同一生长
调节剂不同含量，生根数和根长也不相同，基本上随着生长调节剂含量的增加，根数变多，但达到一定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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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Ｌ’１ ＩＢＡ＋０．１ ｍｇ·Ｌ一１

时则变化不大．０．５

ＮＡＡ、０．５ ＩＩｌｇ·Ｌ一１ ＩＢＡ＋０．５ ｍｇ·Ｌ一１
ｌｌｌｇ·Ｌ一１

Ｎ从＋２０

ＮＡＡ组合的生根数没有０．５

·２６ｌ·

ｌＩｌｇ·Ｌ一１ ＩＢＡ＋Ｏ．３ ＩＩｌｇ·Ｌ一１

Ｎ从组合高，但根长得长．可见，１／２ＷｐＭ＋０．５

ｍｇ·Ｌ一１ ＩＢＡ＋０．１

ｇ·Ｌ。蔗糖＋７．５ ｇ·Ｌ一１琼脂是最佳培养基，生根效果较理想（图ｌＦ）．
表６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芽增殖效应的方差分析

仙ｌｃ

６

Ｖａｒｉ吼ｃｃ肌丑ｌｙｓｉｓ ０ｆ砸缸０ｆ ｈｏｍｏ∞ｋｉｎｄｓ ｍｄ ｌ∞ｅ１８

生长调节剂（ｍｇ·Ｌ。１）
调查株数

Ｎ从

ＩＢＡ

”基本培养基为ｌ／２ｗＰＭ，添加２０

ｇ“＿１蔗糖、７．５

ｏｎ

ｂｕｄ眦ｌｔｉｐｌｉｃ碰叩

生根数

根长／锄

ｇ·Ｌ“琼脂，ｐＨ ５．８．

由表８可以看出，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根长和生根数均产生显著影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不
同培养基对根长的影响存在着差异，０．５

ｍｇ·Ｌ。ＩＢＡ＋０．１ ｎｌｇ·Ｌ－１

（Ｐ＜０．０５）；不同培养基的生根数也不同，除Ｏ．５
ＮＡＡ和０．５

ＩＢＡ＋０．３ ｌｎｇ·Ｌ－１

ｍｇ·Ｌ－１ ＩＢＡ＋０．１

ｌＩｌｇ·Ｌ＿ＩＢＡ＋Ｏ．５ ｌｌｌｇ·Ｌ－１

Ｎ从组合与其他组合问的差异显著
ｍｇ·Ｌｑ Ｎ从组合与Ｏ．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组合间的差异不显著外（Ｐ＞Ｏ．０５），与其

他组合间的差异均显著（Ｐ＜Ｏ．０５）．
表８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对试管苗生根效应的方差分析
’ｒ丑ｂｌｅ ８

ｖｌ瞳ｉａｎｃｅ船ａｌｙ８ｉｓ ０ｆ ｅ如ｃｔ ０ｆ ｈｏｍｍ舱“ｎｄｓ肌ｄｌ胛ｅ１８佣ｓｈｏｏｔｍＤｔｉｎｇ ０ｆｔｈｅ ｐＬ叫ｎｅｔ

２．５试管苗的移栽
当圆齿野鸦椿试管苗长至３—４ ｃｍ高，叶片数５—７片，根数３—５条，长２—３ ｃｍ时。就可进行移栽．
移栽前将培养物移放在自然条件下室内炼苗３—５ ｄ，将长好根的瓶盖打开炼苗２—３ ｄ，让试管苗逐步适应
外界环境．试管苗从培养瓶中取出后洗去根部培养基，移人蛭石和腐殖土（１：２）混合的基质中，保湿遮阴，
成活率可达９０％以上．

３结论与讨论
（１）目前，对于圆齿野鸦椿的繁殖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扦插繁殖虽然可
以通过枝条扦插形成愈伤组织，但最终成苗的数量不多，最多只有２２％生根成苗，成活后的长势和干形与
实生苗不相上下，且通过营养体、刀具及土壤传递给后代的病毒很难被消除，不断累积，导致病毒病越来越
严重．种子繁殖虽有可能排除病毒病，但存在深度休眠，发芽率低，育苗时间长且后代易产生分化、无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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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母本优良性状的缺点．利用种子或茎段进行组织培养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成活率只有２０％，取材受时
间限制（只能在每年的１１月份至翌年的１月份），种子外壳坚硬、细小，要取得完整的胚很困难．茎段芽与

茎之间有个分层导致消毒很难进行，污染率高，玻璃化、褐化现象也难以消除．而以茎段繁殖或种子播种形
成的叶片作为繁殖材料避免了根状茎内含微生物过多而不易消毒、污染率高等缺点，消毒过程也不会直接

伤害外植体，因此在组织培养中非常合适作为外植体¨】．目前对黄桐＂Ｊ、猕猴桃１６］、芳樟＂Ｊ、曼地亚红豆
杉悼。等植物的组织培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对圆齿野鸦椿叶片再生植株的研究尚未涉及．

（２）圆齿野鸦椿愈伤组织的形成和生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含量配比是诱导愈
伤组织的主要因素．Ｃｈａｂａｎｅ

ｅｔ

ａｌ∽ｏ用海枣叶片原生质成功诱导出生长良好的愈伤组织．研究表明，从叶片

中诱导愈伤组织是进行植株再生的基本方法【１ ０｜，具有易于繁殖、生长同步、培养条件可以控制等优点．本
试验结果表明，ｗＰＭ＋２．０

ｍｇ·Ｌ．１ ２ｉｐ＋０．３ ｍｇ·Ｌ－１ ＮＡＡ＋２０

ｍｇ·Ｌ－１蔗糖＋７．５ ｍｇ·Ｌ－１琼脂是叶片

外植体增殖的最佳培养基，芽可得到最佳的增殖效果，生长状态好．
（３）不同生长调节剂的生根效果不同．同一生长调节剂不同含量，生根数和根长也不相同，基本上随
着含量的增加，根数变多，但达到一定量时则变化不大．１／２ｗＰＭ＋０．５
２０

ｍｇ·Ｌ。ＩＢＡ＋Ｏ．１ ｍｇ·Ｌ‘１

Ｎ从＋

ｍｇ·Ｌ叫蔗糖＋７．５ ｍｇ·Ｌ一琼脂是根诱导效果较佳的培养基，生根率达９６％．

（４）圆齿野鸦椿试管苗的移栽基质必须选用透水、透气性强的材料，选用蛭石和腐殖土（１：２）的混合
基质．移栽前先移放在自然条件下室内炼苗３—５ ｄ，将长好根的瓶盖打开炼苗２—３ ｄ，让试管苗逐步适应
外界环境，提高移栽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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