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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无菌繁殖体系的建立、继代快速繁殖、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分化、试管苗的生根培养及其移栽驯化等方面 

综述了黑莓和树莓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并论述 了组织培养技术在黑莓和树莓脱毒快繁、基 因工程育种和诱变育种 

方 面的应 用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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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和树莓(R．idaeus L．)是蔷薇 

科(Rosaceae)悬钩子属(Rubus L．)多年生浆果类果 

树 ⋯，其果实营养丰富，富含糖、有机酸及多种维生 

素，有防衰老和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功效，尤其是过氧 

化物歧化酶(SOD)含量为水果之最_2 J，因此受到欧 

美等国家的普遍欢迎，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黑莓和 

树莓在栽培中一般采用扦插、压条、分株和根蘖等无 

性繁殖方法，但长期的田间无性繁殖，使病毒积累，危 

害加重，导致产量下降，品质变劣，给生产造成重大的 

经济损失。通过组织培养 ，可以对植株进行脱毒复 

壮，保持植物的优 良特性和性状，防止品种过快退 

化 I4 J。组织培养法还具有繁殖周期短、繁殖快、繁 

殖系数高、节省空间等优点。因此，对黑莓和树莓的 

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研究，迅速提供大量优质苗木，是 

保证其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措施。 

1 黑莓和树莓的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早在 1934年，Stoutemyer V T等 已开始了树 

莓组织培养的研究，到了20世纪 70年代，国外已建 

立了一套完整的枝条离体繁殖技术_8 ]，并成功得到 

了子叶分化植株  ̈。我国黑莓和树莓栽培历史较 

短，有关组织培养的研究报道较少，主要集中在对引 

进的优 良黑莓和树 莓品种 的最适 培养基 成分 的 

探索上。 

1．1 无菌繁殖系的建立 

1．1．1 外植体的选择与灭菌 

(1)外植体的选择。黑莓和树莓组织培养常用 

的外植体有茎尖 、茎段、叶片、胚、子叶、原生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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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丛林  ̈用黑莓和红树莓幼嫩程度不同的茎段作 

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结果发现选用中部半 

木质化的茎段为外植体存活率最高，褐化率最低。 

徐桂娟等  ̈以黑树莓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 

织培养试验，结果发现选用半木质化的茎段作外植 

体 ，成活率达 82．8％，明显高于嫩梢和未木质化的 

茎段。李从玉等  ̈用美国黑莓 ‘Hull’的叶片作为 

外植体，成功培育出了完整的植株。徐娥等  ̈以树 

莓的茎尖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筛选出了各培养 

阶段适宜的培养基。Cantoni等 对 ‘Hull’进行组 

织培养研究 ，通过胚状体发生途径获得 了再生植 

株，并发现起源于同一胚的再生植株在形态方面存 

在差异。Mezzetti等l16]1999年采用树莓品种 ‘Au． 

tumn Bliss’(2n=2x=14)和黑莓品种 ‘Hull’(2n= 

4x=28)的叶片和悬浮细胞建立了有效的原生质分 

离和培养程序 ，并在不同的植物生长激素的调节下 

培养出了完整的植株。 

(2)外植体的灭菌。消毒灭菌中可用的灭菌剂 

种类有多种，如 HgC1 、酒精、次氯酸钠、次氯酸钙、双 

氧水、溴水 、硝酸银、吐温 一2O等。黑莓和树莓组织 

培养中一般选用的灭菌剂为酒精和 HgC1 ，但也有用 

其他消毒剂的，如 Gonzalez等 用 3种浆果(黑莓、 

树莓、蓝莓)的带芽茎段作为组织培养的外植体时， 

所采用的消毒灭菌程序为：外植体先在 70％酒精和 

1％吐温 一20中处理 30 S，然后在 0．1％的苯菌灵 

(benomy1)中浸泡 15 min，0．5％次氯酸钠中表面消毒 

20 ra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次。贺立恒 研究了 

0．1％HgC1 不同的消毒时间对红树莓和黑莓腋芽存 

活及萌发的影响，结果显示 ：在红树莓和黑莓茎尖组 

织培养快速繁殖体系的建立过程中，0．1％HgC1，对 

腋芽最适的消毒时间为 8 min左右。袁艺等 叫以 

黑莓和树莓茎段作为外植体时，消毒灭菌的具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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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用自来水将外植体表面冲洗干净，在超净工作 

台上置于 70％酒精 中表 面消毒 30 S，再用 0．1％ 

HgC1 消毒 8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5次，然后 

接种。 

1．1．2 培养基的选择 

培养基的种类、成分直接影响到培养材料的生长 

发育，是植物组织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组织培 

养中所选的外植体不同，所用的培养基类型也不同， 

必须选择合适的培养基。自1937年 White建立了第 
一 个植物组织培养的培养基以来，很多学者对培养基 

成分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目前植物组织培养最 

常用的培养基有 MS、B5、White、N6、SH、WPM、Ander． 

SOn等。黑莓和树莓是双子叶植物，初代培养基一般 

选用 MS，并附加不同浓度的6一BA和 NAA或 IAA。 

董丽芬等 以树莓芽作为外植体，在 MS、1／2 

MS、WPM、Anderson 4种基本培养基中培养 40 d后， 

筛选出最佳基本培养基为 MS，芽分化率达 90．48％。 

贺立恒 副以黑莓和树莓的茎段作为外植体，研究发 

现树莓和黑莓的最佳初代培养基分别为 MS+1．0 

mg／L 6-BA+0．05 mg／L NAA和 MS+1．0 mg／L 6一 

BA+0．1 mg／L NAA，适宜外植体腋芽分化的蔗糖浓 

度分别为 25 L和 30 L。蒋小满等 以黑莓茎 

尖和带芽茎段为外植体，筛选出最佳初代培养基为 

MS+1．0 mg／L 6一BA+0．1 mg／L IAA，芽分化率达 

93％。孙廷等 选用优良的红、黑树莓的顶芽为外 

植体，剥取茎尖接种于 MS+0．2 mg／L 6一BA+0．3 

mg／L NAA+0．5 mg／L GA3+3．0％蔗糖的培养基上， 

可诱导出再生植株。唐中彦l24 以树莓茎尖、茎段为 

试材，进行组织培养快繁研究，发现在 MS+2 mg／L 

KT+0．2 mg／L NAA培养基中诱导茎尖生长和茎段 

侧芽 萌发，诱 导率较 高，在 98％ 以上。Bobrowski 

等 以‘Ebano’、‘Tupi’、‘Guarany’等的带芽茎段为 

外植体，选用 5种初代培养基，分别为 A MS+2．0 

mg／L 6-BA．B MS+2．0 mg／L 6=BA+0．1 mg／L NAA 

+0．5 mg／L GA3，C MS+1．0 mg／L 6-BA，D MS+1．0 

mg／L 6-BA+0．1 mg／L NAA+0．5 mg／L GA3，E MS 

(不加任何生长调节剂)。结果显示培养基 A和 c对 

所有品种均具有较高的芽诱导率，同时发现添加 0．1 

mg／L NAA和0．5 mg／L GA，并不能提高芽诱导率。 

Pasqual等 也发现：添加6一BA、NAA和GA 3种生 

长调节剂的基本培养基与只添加 6一BA和 NAA 2种 

生长调节剂 的基本培养基相 比，具有较低 的芽诱 

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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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培养条件 

植物组织培养中外界环境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条件包括光照、温度、湿度、培养基酸碱度、气体 

成分等方面。一般来说黑莓和树莓在培养温度为 25 
～ 28℃，光照强度为1 400～2 500 lx，光照时间为 10 
～ 15 h／d，相对湿度为40％ ～80％，培养基 pH为5．8 

的条件下均可生长。 

蒋小满等 用黑莓茎尖和带芽茎段作为组织培 

养的外植体时，其不同培养阶段的培养条件均为培养 

温度 25±2℃，光强1 500～2 000 lx，光照 14 h／d。安 

伟 在研究 pH值及光照条件对树莓叶片离体再生 

影响时，发现 pH值显著影响树莓叶片的再生频率， 

同时对叶片平均再生芽数也有显著影响，光照强度对 

于诱导愈伤组织及不定芽产生的时间、再生频率及叶 

片平均再生芽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得出树莓叶 

片离体再生的适宜条件为偏酸性培养基、中等光照强 

度(2 0001x)。Meng R G等 在用黑莓 ‘Marion’的 

叶片和叶柄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时，所采用的 

培养条件是先暗培养 7d，然后转到光照强度为 50 

~mol／(113_ ·s)、16 h／d的条件下培养，培养温度均为 

23±2~C。 

1．1．g 褐 变 

褐变是植物组织培养中常见的现象，在组织培养 

时，当外植体或培养物被切割和接种时，损伤的切面 

细胞中酚类物质被多酚氧化酶氧化成醌，醌会逐渐扩 

散到培养基中，抑制其他酶的活性，毒害整个组织，严 

重时导致外植体死亡，难以建立无性繁殖体系，限制 

其组培快繁及遗传转化的进行。笔者在黑莓和树莓 

的组织培养研究中也发现个别品种存在褐化现象。 

为此，我们需要消除或减少组培过程中外植体 的 

褐化。 

消除或减少外植体的褐化，可以通过多种方法： 

(1)选择适宜的外植体。我们在黑莓‘Kiowa’的初代 

培养研究中发现，其 1a生枝条越靠近顶端的茎段褐 

化越重，2—3 d内即褐化死亡。Bonga J M等 认为 

外植体越小，切面与体积的比率越大，褐变程度越重， 

即外植体或培养材料越大，褐变越轻。(2)加入抗氧 

化剂或吸附剂。一般常用的抗氧化剂有抗坏血酸、聚 

乙烯吡咯烷酮、硫代硫酸钠、有机酸、氨基酸、活性炭 

等。徐桂娟等  ̈在以黑树莓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 

织培养研究时，在其启动培养基中加入了1．0 geL的 

V ，有效地减少了褐化。黄霞等 发现活性炭与V 

配合使用可有效地防止香蕉茎尖培养中外植体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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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3)对外植体进行预处理。为降低切割对细胞 

造成的伤害，用于切割的解剖刀必须尽可能的锋利， 

解剖刀的消毒不能过分灼烧，否则会使刀刃变钝 。 

有些果树的外植体在 5℃下低温预处理一段时间有 

助于减轻褐化。(4)连续转移外植体。对于新接种 

的外植体，将其很快转移到新鲜培养基上 2—3次，在 

某些情况下可以减轻褐化，这段时间外植体的切口愈 

合，外渗停止 。 

1．2 继代增殖培养 

在初代培养基础上，获得的芽、苗数量有限，不能 

充分发挥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优势，需经继代繁殖以 

获取大量增殖材料。在植物组织培养中，激素的种类 

和浓度是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用 

量较少，但却起着重要和明显的调节作用 。不同 

的激素相互作用，具有重叠和互补的效应 。 

在黑莓和树莓继代增殖过程中常用的生长素类 

激素有 NAA、IBA，细胞分裂素类激素有 6一BA、KT、 

zT。蒋小满等 研究发现 MS+1．0 mg／L 6一BA+ 

0．05—0．2 mg／L NAA适合黑莓‘Karvar’试管苗的增 

殖，增殖系数可达 8倍。和加卫等 将初代培养长 

至2～3 em的未污染芽体转接到 9种不同6一BA和 

NAA组合的增殖培养基中，结果显示：培养基 MS+ 

1．0 mg／L 6-BA+0．2 mg／L NAA是无刺黑莓品种工 

厂化育苗较适宜的增殖培养基 ，增殖系数可达 6．0， 

芽长势好且健壮。唐中彦 在研究不同浓度的 KT 

(0．5、1．0、1．5、2．0 mg／L)刺激芽分化时发现，过高 

的分裂素刺激芽的不断分化，但却不利于芽的生长； 

而过低的分裂素又造成芽的分化率过低，不利于其繁 

殖；只有在分裂素浓度适当(KT：1．0 mg／L)，同时适 

合其分化和生长时，才是最有利于植物组织培养，繁 

殖系数在5～6倍。贺立恒  ̈通过不同激素配比的 

增殖培养试验，筛选出红树莓和黑莓的最佳分化、生 

长培养基分别为 MS+1．0 mg／L 6一BA+0．5 mg／L 

IBA和 1／2MS+1．0 m#L 6-BA+0．05mg／L NAA。 

另外继代培养的周期和次数也会对增殖率产生 
一 定影响。贺立恒  ̈研究发现红树莓以40 d、黑莓 

以30 d为一个继代周期最佳，增殖倍数分别可达4．2 

和6．8，且丛生芽壮，叶色浓绿，叶片大；继代周期过 

长，虽然生长量可达到最大，但丛生芽出现拥挤、徒长 

现象，苗弱，不利于壮苗；周期过短，材料生长处于最 

佳时期，但培养基的量尚多，不适合转接。同时还发 

现红树莓和黑莓在继代培养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驯化 

现象，以30 d为一个周期连续继代 5次后，红树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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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倍数可由2．5倍增至 7．0倍，黑莓增殖倍数可由 

6．8倍增至 11．4倍。 

1．3 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 

在植物愈伤组织培养中，生长调节剂起着传递遗 

传物质的脱分化、再分化等发育信号的作用，它是诱 

导愈伤组织产生和分化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只有将各 

种生长调节剂合理使用，才能适应外植体对激素的特 

定要求，充分发挥激素的调节作用，诱导愈伤组织的 

产生并达到分化 ” 。 

黑莓和树莓组织培养过程中诱导愈伤组织产生 

和分化的生长调节剂主要有 6一BA、2，4一D、NAA、 

TDZ、IBA、ZT，诱导愈伤组织所选用的外植体一般为 

无菌苗的叶片。Popescu A N等 以树莓叶片作为 

外植体，研究愈伤组织的再生率，发现在 2，4一D为 

2．2 mmol／L，且6一BA为 13．3 mmoL／L时再生率可以 

达到 100％。吴延军等 以黑莓 ‘Hull’多次继代的 

试管苗叶片为外植体，诱导形成不定芽，并进一步形 

成再生植株，结果显示：在 MS+2．0 m#L TDZ的培 

养基中，叶片不定芽最高分化频率达 93．7％ (不定 

芽／外植体 =6．52)。安伟 在研究植物生长调节剂 

在树莓‘Boysen’和‘Willamette’叶片离体再生中的作 

用时，发现再生培养基中需同时具有细胞分裂素类物 

质和生长素类物质，单独使用 6一BA未能使供试品种 

诱导出芽，附加适宜的生长素可诱导芽的再生，且使 

用 IBA获得的再生效果比2，4一D要好很多。 

另外，基因型组培苗的苗龄、叶片接种方向和部 

位、蔗糖浓度、基本培养基、pH值、光照条件等都会对 

黑莓和树莓叶片的离体再生产生一定的影响。Turk B 

A等 和Mcnicol R J等 均发现，在 20℃、光照强 

度为40 ixmol／(In ·s)的培养条件下，黑莓和树莓的 

再生率及单个叶片可再生的不定芽数，均高于 25％、 

光照强度为40 p~mol／(m ·s)或80~moL／(Ill ·S)的培 

养条件。Johanne C C等 研究发现，树莓叶片在基 

本培养基 MS和 N6上的培养效果好于 1／2 MS、An— 

derson和 WPM。 

1．4 试管苗生根培养 

黑莓和树莓在试管苗生根培养 中，一般用 1／2 

MS作为基本培养基，常用的生长素有 NAA、IAA、 

IBA，培养条件与初代和继代的培养条件相同。 

王丽玲 研究 MS、1／2 MS、2／3 MS和 3／4 MS 4 

种生根培养基对黑莓和树莓不同品种生根的影响，结 

果表明：从试管苗的生根率和生根苗的生长状况来 

看，1／2 MS培养基的效果最好。蒋小满等 通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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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同基本培养基和激素对黑莓 ‘Karvar’试管苗生 

根的影响，筛选出了适合其生根的最佳培养基为 1／2 

MS+0。1 mg／L IBA和 1／2 MS+0．05 mg／L NAA，生 

根率均可达 100％。张雅文等 研究 IBA、NAA、2，4 
一 D 3种生长激素的不同浓度水平对树莓生根的影 

响，得出三因素对生根影响的主次关系为 NAA>IBA 

>2，4一D，最佳水平组合为 1．0 mg／L IBA+0．2 mg／L 

NAA。贺立恒  ̈通过对不同激素配比的生根培养试 

验，研究筛选出了红树莓、黑莓的最佳生根培养基分 

另0为 1／2 MS+3．0 mg／L IAA和 1／2 MS+1．0 mg／L 

IBA。Bobrowski V L等 研究发现黑莓不同基因型 

诱导生根的结果差异较大，不同品种所要求的生根条 

件不完全一样。 

1．5 试管苗的驯化移栽 

组织培养快速繁殖过程的最后一关是试管苗的 

移栽，由于快繁的目的是快速出苗，因此移栽成活也 

是重要的环节。 

薛陈心等 对欧洲黑莓‘Thornfree’在移栽前实 

施的炼苗程序为：将生根苗的瓶塞打开，开瓶炼苗 3 

d，然后用镊子小心地将苗取出，用清水把根上的培养 

基冲洗干净，植于单一基质蛭石(经多菌灵灭菌)中， 

移进温室小拱棚，保持湿度 80％ ～90％，温度 23— 

25℃，3 d后逐渐开棚通风，7 d后喷1次营养液，以后 

每隔 l4天喷 1次营养液，通常蛭石干后浇清水，60 d 

后移人大田。蒋小满等 研究 6种不同移栽基质对 

黑莓苗移栽成活的影响，结果得出移栽的黑莓苗在园 

土、珍珠岩、蚯蚓粪为 1：1：1比例构成的移栽基质中 

长势最好，其成活率达到96．9％。 

2 组织培养在黑莓和树莓上的应用及展望 

植物组织培养研究领域的形成，不仅丰富了植物 

科学的基础理论，而且还在实际应用中表现了巨大的 

价值，显示了其无穷魅力。植物组织培养 目前已成为 

现代生物技术中应用较广泛的技术，在植物育种、建 

立无病毒株系、快速繁殖无性系、次生代谢产物生产 

及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已在农业、工业、林 

业、医药业等领域展现出诱人的前景 。 

2．1 脱毒快繁 

黑莓和树莓的推广种植与产业化开发前景广阔， 

但黑莓和树莓易受病毒侵染，传统繁殖方法繁殖系数 

低、周期长、速度慢、出苗率不高、优良性状难以长期 

保存、品种容易退化，难以满足当前我国大量优质苗 

木的需求，制约着黑莓和树莓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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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养，不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优质苗 

木，而且通过采用热处理或茎尖培养或二者结合脱 

毒，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标准无毒苗木_4 ，从而实 

现黑莓和树莓的脱毒快繁。 

代汉萍等 钊以美国22号、澳洲红、黄树莓 3个 

树莓品种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通过诱导茎尖萌 

发、茎尖扩繁 、生根、炼苗移栽的步骤，1a内繁育树 

莓成苗 7万株。贺立恒  ̈以美国红树莓‘Heritage’ 

和黑莓‘Shawnee’为试材，研究了红树莓与黑莓茎 

尖脱毒快繁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工厂化育苗 

的具体方法。通过最佳外植体的引入、基本培养基 

的选择、培养基激素组合的筛选、二次微茎尖结合 

热处理脱毒技术的操作，以及脱毒苗生根与移栽的 

优化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利用初始培养、继 

代培养、生根培养、脱毒 以及移栽适应性试验等环 

节 ，进行红树莓与黑莓工厂化育苗的技术方案与优 

化措施。通过研究试验，提出了红树莓和黑莓初培 

的最佳取样模式和方法，筛选出了红树莓、黑莓脱 

毒苗的最佳生长、分化与生根培养基，应用二次微 

茎尖脱毒结合热处理的脱毒方法，对美 国红树莓 

‘Heritage’和黑莓 ‘Shawnee’栽培中发现的两种病 

毒进行了有效的脱除，经特异性 ELISA检测显示病 

毒脱除彻底，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提高脱毒苗炼 

苗和移栽成活率的方法。 

2．2 育 种 

我国黑莓和树莓野生资源丰富，但是长期以来未 

得到很好的研究、开发与利用，许多潜在优良种类尚 

处于野生阶段。我国原有黑莓和树莓栽培品种单一， 

果子较小。目前，栽培上的大部分品种都是从国外引 

进的，如 ‘Dirksen’、‘Navaho’、‘Choctaw’、‘Hull’、 

‘Chester’、‘Black Satin’、‘Willamette’、‘Young’、 

‘Boysen’、‘Black Butte’、‘Arapaho’等 。虽然这 

些品种均具有果大、早熟丰产、品质优良等优点，但是 

其抗病性、抗旱性、耐涝性等不如我国野生种，因此在 

资源研究及引种试验的基础上，选育我国自己的优良 

品种，对于我国黑莓和树莓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2．2．1 诱变育种 

诱变与组织培养技术相结合进行育种，是近年来 

兴起的一项很有前途的研究项 目。离体诱变技术具 

有诱变频率高、范围广、分离快、易稳定等特点，而且 

可以在原有遗传基因不变的情况下，在分子水平上使 

植物出现有用性状的变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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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37年，Blakeslee和 Avery发现秋水仙素 

诱导细胞染色体加倍的效果后，人们开始不断改进和 

拓展诱变方法。现在人工诱导多倍体的方法很多，相 

对比较成熟的有物理方法(辐射、离心、温度剧变和 

反复割伤等)、化学方法(常见的化学诱变剂有秋水 

仙素、奈嵌戊烷、富明农、萘乙烷、异生长素、甲苯磺硫 

苯胺基苯汞和 N 0等)和生物方法(体细胞杂交法和 

胚乳培养法)等，获得的多倍体植物也已经超过 1000 

种 ，且许多品种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并取得了巨大 

的成果。目前诱变育种已广泛应用到果树育种上，已 

成为创造果树新种质的一个有效途径。刘庆忠等 

用皇家嘎拉苹果的离体新梢叶片作为诱导材料，叶片 

外植体在含有 0～200 mg／L秋水仙碱的液体再生培 

养基中培养 5 d后，再转移到不含有秋水仙碱的再生 

培养基中培养，获得四倍体植株。张淑爱等 将带 

根试管苗扦插在含有秋水仙素(0．4％ ～0．6％)的改 

良B5培养基中，或者将试管苗的单芽茎段在秋水仙 

素溶液中浸泡后再扦插于不含秋水仙素的改 良培养 

基中，均获得了四倍体植株。当前，在国内还没有关 

于黑莓和树莓多倍体研究方面的报道，经过诱导产生 

的黑莓和树莓多倍体植株有何种表现，是否在生长速 

度、遗传品质、抗逆性能等方面得到提高或改善，是否 

能够产生新的黑莓和树莓变种，从而丰富黑莓和树莓 

种类或者扩大黑莓和树莓的种植和栽培的范围，这所 

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由于黑莓和树莓在遗传 

上具有高度的杂合性，因此将诱变技术与组织培养技 

术相结合，参考其他果树在诱变育种方面的成功经 

验，对黑莓和树莓育种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获 

得大量的突变体，从而筛选出优 良新品种，而且可以 

缩短育种年限。 

2．2．2 基因工程育种 

黑莓和树莓在遗传上具有高度的杂合性，杂交后 

代会产生复杂多样的分离，因此把许多优良性状集中 

在一个品种上非常困难。虽然黑莓和树莓抗病虫能 

力强，但在栽培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病虫害， 

对黑莓和树莓的产量和品质产生一定的影响。黑莓 

和树莓果实营养丰富，易被人体吸收，具有很高的营 

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但是黑莓和树莓的果实不耐贮 

藏，果实成熟时快速软化，这就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和 

组织培养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进行改良，有针对性 

地引入特定的基因，从而获得具有优良性状的转基因 

植株。黑莓和树莓一旦获得转基因品种，而且目的基 

因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表达，就可以通过组织培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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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繁殖。由于不通过有性繁殖，后代性状保持一 

致，其遗传稳定性较好，这样就为黑莓和树莓的育种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1994年，Mathews等成功地将 

S一腺苷甲硫氨酸酶基因导入树莓，该酶能催化 S一 

腺苷甲硫氨酸(SAM)水解而使乙酰辅酶 A羧化酶 

(ACC)和乙烯的水平下降，从而调节树莓果实的成 

熟 。Mezzetti B等 于 2002年和 2004年相继 

使用含双元载体 pBinl9的农杆菌菌株 GV2260，携带 

nptII和 DefH9一iaaM基因，转化树莓品种‘Ruby’，获 

得了‘Ruby’的GM(genetically modified)植株，转：基因 

植株中 DefH9一iaaM基因的表达增加了单个花序的 

座果率(果实数 目)和单株的成花数，果实重量、：果实 

数 目，最终增加 了树莓的产量，且不降低果实的含 

糖量。 

3 结 语 

综上所述 ，借助组织培养这一手段，我们不仅可 

以建立黑莓和树莓的再生系统，探讨出一套成本低、 

效率高的工厂化育苗技术，快速大量地向市场提供种 

质优良的黑莓和树莓苗木，而且可以促进黑莓和树莓 

新品种的选育，获得大量的具有更好经济价值和社会 

效益的改良品种，推动黑莓和树莓产业更快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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