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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品种‘Triple Crown’快繁技术体系 

建立和叶片植株再生 

李海燕，王小敏，李维林，吴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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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S为基本培养基，以黑莓品种‘Triple Crown’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研究了不同取材时间对外植体培 

养的影响，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激素、不同光照度对‘Triple Crown’生长和增殖的影响，筛选出‘Triple Crown’组织培 

养各阶段适宜的培养条件和培养基。结果表明，黑莓品种‘Triple Crown ’最佳取材时间为每年的5月和9月，初代 

培养时只需添加6-BA即可满足外植体萌发和生长的需要；最佳继代培养条件为以MS作为基本培养基添加1．5 

mg／L 6-BA、0．1 mg／L NAA，光照度2 000—3 000 lx；试管苗叶片再生不定芽的最佳条件为 MS+0．1 ms／L TDZ；最 

佳生根培养基为 1／2 Ms+0．5 mg／L NAA；生根苗在 ±： 珠 ： =4：3：2的移栽基质中生长5O天后，成活率为 

7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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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for blackberry eultivar‘Triple 

Crown’／／LI Hai．yan，WANG Xiao—min，LI Wei．1in，wu Wen．1ong 

Abstract：With MS as the basic medium，the stem segments with auxiliary buds of‘Triple Crown’as explants，the opti- 

mum mediums of thee stages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ampling time on initial eul· 

ture，different hormones and illumination intensity on shoot proliferation and growth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sampling time Was May and September；in the stage of germination and gro~h of explants，the explants could 

growed well on MS medium with only 6-BA：the optimum medium for proliferation was MS+1．5 mg／L 6-BA+0．1 mg／L 

NAA，with the highest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when the illumination intensity was 2 000～3 000 lx；leaves welt~cultured on 

MS with 0．1 mg／L thidiazuron(TDZ)producing a higher regeneration frequency with sh~ts／leaf as explant；the optimum 

medium for rooting was 1／2MS +0．50 mg／L NAA；the 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was 73．33％ on peat soil，perlite and 

sand at the rate of4：3：2 after 5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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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是多年生浆果类果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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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于1986年开始黑莓的引种利用研究 。 

黑莓品种‘Triple Crown’是 1996年由美国农业部推 

出的杂交品种，是最新的无刺黑莓品种，因风味佳、产 

量高和生长势强而得名。成熟果紫黑色，近圆形，果 

实大且硬度较好，有利于运输，但种子大而硬。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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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生长势特强，但结实较差，无效果多，产量中 

等，可以在瘠薄的丘陵山地推广种植‘。 。 

在生产中，扦插和压条等传统繁殖手段，繁殖系 

数低、速度慢，对黑莓进行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获 

得大量生长均匀一致、品质优良的健壮苗木。迄今为 

止，对于黑莓不同品种的组织培养国内外时有报道， 

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但对 于黑莓品种 

‘Triple Crown’的组培快繁技术尚未见报道。本试验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利用 ‘Triple Crown’的茎段进 

行离体培养和快速繁殖，筛选出 ‘Triple Crown’离体 

培养和快速繁殖各个阶段的培养基，建立了 ‘Triple 

Crown’的再生体系，以期为大规模工厂化生产黑莓 

优良品种苗木提供技术支持，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 

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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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材料取自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苗 

圃，为黑莓品种‘Triple Crown’的带腋芽茎段。 

1．2 方 法 

1．2．1 材料的处理 

选择晴天下午，剪取 ‘Triple Crown’1年生枝条， 

自来水冲洗后，剪成长1．0～2．0 cm、带 1个腋芽的茎 

段。加少量洗衣粉浸泡5 min，再用流水冲洗45 min， 

转人超净工作台进行后期消毒。先用酒精消毒45 s， 

无菌水冲洗3—4次，再用 HgCl 浸泡8 min，无菌水冲 

洗3-4次。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水分，修剪后接种到含 

25 g／L蔗糖和5．9 g／L琼脂的MS培养基中(pH 5．8)。 

1．2．2 接 种 

将灭过菌的外植体切成1．0～2．0 cm长单芽茎 

段，接种到添加0．5 mg／L 6一BA的 MS启动培养基 

上，待腋芽萌发展叶后从基部切下转接于继代增殖培 

养基中，新芽苗分化后，选取较壮芽苗接种于生根培 

养基中诱导生根，继而将生根苗炼苗、移栽。 

所选用 的基本培养基 为 MS和 1／2 MS，添加 

25 g／L蔗糖和5．9 g／L琼脂，pH值为5．8，附加不同浓 

度的生长调节物质。培养条件：温度为(25±2)oC， 

培养室内空气相对湿度为70％左右，光照强度为 

2 000—3 000 lx，每日光照15 h。 

1．2．3 数据 处理 

采用 Excel 2007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差异显 

著性分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污染率(％)=(污染的外植体数 ÷接种的外植 

体总数)×100； 

萌芽率(％)=(萌发腋芽的外植体数 ÷接种的 

外植体数)×100； 

增殖系数 =总增殖芽个数 ÷总接种芽个数； 

平均芽长 =总分化芽长 ÷总分化芽个数 ； 

生根率(％)=(生根的芽个数 ÷总接种芽个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接种时期对‘Triple Crown’初代培养的影响 

在消毒条件相同的情况下，‘Triple Crown’的初 

代培养，顶端未木质化的茎段、中部半木质化的茎段 

和下部完全木质化的茎段三者相比，顶端未木质化的 

茎段褐化率较高，萌发率极低；下部完全木质化的茎 

段虽然褐化率有所降低，但污染率高，萌发时问较晚； 

中部半木质化的茎段萌发快，生长迅速，褐化率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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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率相对较低，总体效果最好。由表 1可以看出， 

‘Triple Crown’在 9月份和 5月份取材时，污染率最 

低(13．33％)，以 9月份效果较好，外植体萌芽率最 

高(80．00％)，褐化程度较轻，但外植体萌发较慢。 

由于 5月份外植体较幼嫩，所以可以适当缩短消毒时 

间，从而增加萌发率，降低褐化程度；7月份外植体萌 

芽率较高、褐化程度轻；由于 6月份雨量比较多，所 

以外植体污染率高。因此，5月份和9月份是 ‘Triple 

Crown’组织培养的最佳取材时期。 

表 1 不同取材时期对黑莓初代培养的影响 

注 ：“★”和“☆”代表褐化程度 ，“☆”代表的程度是 “★”的一半 。 

2．2 继代培养中各影响因子的筛选 

2．2．1 细胞分裂素的筛选 

从表2可以看出，细胞分裂素的种类和浓度主要 

影响着组培苗的增殖，相同质量浓度的 6一BA和 KT 

促进芽增殖的效果不同，6-BA的效果明显好于 KT。 

黑莓品种 ‘Triple Crown’在 6一BA质量浓度为 

1．0、1．5和2．0 mg／L的 3个处理组中，以6一BA质量 

浓度为2．0 mg／L时，增殖系数最高(5．50)，显著高于 

其他2个处理，但平均芽长却最小，同时实验中还发 

现组培苗玻璃化；6一BA质量浓度为1．0 mg／L处理与 

质量浓度为1．5 m#L的处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 

KT质量浓度为1．0、1．5和2．0 mg／L的3个处理组中， 

芽的增殖系数均极显著低于6-BA处理，不能满足快 

速繁殖的需要，因此不适合作为诱导黑莓芽增殖的细 

胞分裂素。因此，综合上述结果后认为，黑莓品种 

‘Triple Crown’不定芽的继代增殖选择 6一BA作为细 

胞分裂素，质量浓度应低于1．5 mg／L。 

表2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黑莓品种‘Triple Crown’ 

芽增殖培养的影响 

2．2．2 生长素的筛选 

由表3可以看出，生长素的种类和浓度主要影响 

着组培苗的生长，相同质量浓度的 NAA和 IBA促进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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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增殖的效果不同。 

在 NAA质量浓度为0．3、0．5和1．0 mg／L的3个 

处理组中，随着 NAA质量浓度的提高，增殖系数逐渐 

升高，但没有显著差异，平均芽长均逐渐降低；NAA 

质量浓度为O．3 mg／L时，平均芽长均最高，与质量浓度 

为0．5和1．0 mg／L的2个处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 

IBA质量浓度为0．3、0．5和1．0 mg／L的3个处理组中， 

增殖系数差异均不显著，在浓度为0．5和0．3 mg／L时， 

平均芽长均低于相同浓度的 NAA。因此，综合上述结 

果后认为，黑莓品种‘Triple Crown’不定芽的继代增殖 

可选择 NAA作为生长素，质量浓度应低于O．5 mg／L。 

表3 不同生长素对黑莓品种‘Triple Crown’芽生长的影响 

2．2．3 不同光照度对 ‘Triple Crown’生长的影响 

光强度是影响组培苗光合作用和生长的内在因 

素。由表4可以看出，光照度对于不定芽的增殖系数 

影响较大，对平均芽长无显著影响，在光照度为 

2 000 Ix时增殖系数最高，平均芽长较长，不定芽长势 

好。因此，综合上述结果认为，一定的光照有利于黑 

莓组培苗的生长，光照度太低会引起组培苗徒长和畸 

形，光照度太高会使组培苗玻璃化，因此，黑莓品种 

‘Triple Crown’组培苗生长适宜的光照度为2 000～ 

3 000 lx。 

表4 光照度对黑莓品种‘Triple Crown’芽生长的影响 

2．2．4 ‘Triple Crown’正交试验 筛选增殖条件 

由表5可以看出，黑莓品种‘Triple Crown’正交 

组合的9个处理中，以处理 6(3／4MS、1．5 mg／L 6一 

BA、0．1 mg／L NAA)的增值系数最高，为2．589，平均 

芽长为1．333 cm；以处理 2芽最长，平均1．511 cin，增 

值系数2．389。由极差分析得到的因素内水平 R值 

的大小，说明该因素对实验结果影响的程度。实验中 

3个因素对不定芽增值系数影响的主次关系为6一BA 

>NAA>基本培养基，对平均芽长影响的主次关系为 

基本培养基 >NAA>6一BA。根据各因素水平值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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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确定有利于不定芽增殖系数提高的培养基组合为 

MS、1．5 mg／L 6一BA、0．1 mg／L NAA；有利于提高平 

均芽长的培养基组合为 MS、0．3 mg／L 6一BA、0．3 

mg／L NAA。说明6一BA主要影响不定芽的增殖系 

数，基本培养基主要影响不定芽的平均芽长。因此， 

综合考虑，以增殖系数为主要参考指标，黑莓品种 

‘Triple Crown’最终选择 MS作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1．5 mg／L 6一BA和0．1 mg／L NAA。 

表5 黑莓品种‘Triple Crown’ (3 )正交实验结果分析 

2．3 TDZ对‘Triple Crown’试管苗叶片不定芽诱导 

的影 响 

将‘Triple Crown’的组培苗带叶柄的幼嫩叶片作 

为诱导材料，且叶片背面靠近培养基，接种到含有不 

同浓度 TDZ的 MS培养基中，具体结果见表6。 

表6 不同浓度的 TDZ对 ‘Triple Crown’ 

叶片不定芽再生的影响 

当TDZ浓度为0．1 mg／L时，‘Triple Crown’的出 

愈率最高，达到100％，不定芽诱导率和芽叶比均最 

高，TDZ浓度为0．005、0．5和1．1 ms／L时，叶片只产生 

愈伤组织，均未再生不定芽。‘Triple Crown ’组培苗 

的叶片在培养7天后叶边缘开始产生愈伤，叶柄处最 

先分化出不定芽，但无愈伤，叶柄基部比叶边缘更易 

分化出不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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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和移栽驯化 

在 1／2 MS培养基中，添加不同质量浓度 NAA对 

‘Triple Crown’生根诱导的影响的结果见表 7。对于 

黑莓品种 ‘Triple Crown’，随着 NAA质量浓度的提 

高，生根率和平均生根数均逐渐增加，当 NAA质量浓 

度为0．5和1．0 mg／L时，生根率均可达到100％，平均 

生根数分别为7．37条和8．4条。实验中还发现，当 

NAA质量浓度为0．5 mg／L时，生根苗健壮、叶色浓 

绿、根最长。因此，综合考虑认为，高浓度 NAA有利 

于黑莓品种‘Triple Crown’的试管苗生根，最适质量 

浓度为0．5 mg／L。 

将‘Triple Crown’的生根苗移栽到 炭土： 珠岩： 

=4：3：2的基质中，10天后开始长新叶，5O天后统 

计成活率为73．33％，植株生长健壮，叶色浓绿。 

表 7 不同浓度 NAA对黑莓品种‘Triple Crown’ 

生根诱导的影响 

往 ：“☆”越多代表根长越长。 

3 结 语 

建立无菌培养体系，是植物组织培养的首要步 

骤。植物组织培养或规模化生产的成功，除了人为提 

供的培养基要适宜外，所选用的外植体取材季节也很 

重要，其中微生物污染是导致试管材料死亡的最主要 

原因  ̈。黑莓品种‘Triple Crown’组织培养外植体 

的取材季节对培养效果有显著影响，主要影响外植体 

的污染率。以茎段为外植体，于不同时期取材进行培 

养，发现5月份和9月份取材外植体污染率低，生长 

健壮。6月份由于雨量较多，7—8月份由于温度较 

高，外植体污染率均较高，所 以 5月份和 9月份是 

‘Triple Crown’组织培养的较佳取材时期。 

植物愈伤组织培养是指在人工培养基上诱导植 

物外植体产生一团无序生长的薄壁细胞及对其培养 

的技术。植物的各种器官及组织经培养都可产生愈 

伤组织，并能不断继代繁殖；当外界条件满足时，愈伤 

组织可以再分化成为芽和根的分生组织，并由其发育 

成完整植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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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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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愈伤组织的产生并达到分化  ̈H 。Sandhya G 

等  ̈在研究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激素对黑莓叶片产生 

愈伤和再生不定芽的影响时发现，TDZ浓度为0．02 

mg／L时效果最好，叶柄基部最早产生不定芽。笔者 

以黑莓品种‘Triple Crown’组培苗刻伤叶片为诱导材 

料，研究不同浓度 TDZ对黑莓叶片再生的影响，结果 

是最佳 TDZ浓度为0．1 mg／L。 

综上所述，本试验筛选 出的黑莓品种 ‘Triple 

Crown’最佳组培快繁体系为：初代培养基 MS(含 

25 g／L蔗糖和5．9 g／L琼脂，pH 5．8)+6一BA 0．50 

mg／L；继代培养基 MS(含 25 g／L蔗糖和5．9 g／L琼 

脂，pH 5．8)+6-BA 1．50 mg／L+NAA 0．10 mg／L； 

生根培养基 1／2 MS(含20 g／L蔗糖和5．9 g／L琼脂， 

pH 5．8)+NAA 0．50 mg／L，并置于光照度2 000～ 

3 000 lx、温度(25±2)oC、空气相对湿度约70％的培 

养室内培养。生根苗在 炭土： 珠岩： =4：3：2的 

移栽基质中生长 50天后，成活率为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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