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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树莓杂交品种 Boysen 的组培快繁体系建立 
 

王小敏，李海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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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黑莓树莓杂交品种‘Boysen’的组培快繁体系，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以带芽茎段为外植体，

采用单因素和正交试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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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en’生长和增殖的影响，筛选‘Boysen’组织培养各阶段适宜的培养基。结果表明，‘Boysen’最佳取材时间为每年

的 4 至 5 月，初代培养时只需添加 0.5 mg·L-1 6-BA 即可满足外植体萌发和生长的需要；最佳继代增殖培养基为 MS+ 
1.5 mg·L-1 6-BA + 0.1 mg·L-1 NAA，光照度 3 000 lx；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2 MS + 0.05 mg·L-1 NAA，获得的生根组

培苗的移栽成活率可达 100%。 
关键词：Boysen; 茎段; 组培快繁 
中图分类号：S6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1)02−0222−05 

 
Establishment of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for blackberry×raspberry cultivar ‘Boysen’ 
 

WANG Xiao-min, LI Hai-yan, LI Wei-lin, WU Wen-long 
(Nanjing Botanical Garden Mem. Sun Yat-Sen,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Abstract: The culture mediums for three stages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Boysen’ were op-

timized,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ampling time on initial culture, different hormones and illumination intensi-
ties on the shoot proliferation and growth were studied through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with MS 
as the basic medium, using the stem segments with auxiliary buds of ‘Boysen’ as expl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optimal for sampling in April and May; in the stage of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explants, the optimum me-
dium is MS + 0.5 or 1.0 mg·L-1 6-BA; the optimum medium for proliferation is MS + 1.5 mg·L-16-BA + 0.1 
mg·L-1NAA with the highest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when the illumination intensity is 3 000 lx; the optimum 
medium for rooting is 1/2 MS+0.01-0.05 mg·L-1 NAA; the 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i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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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和树莓是同属于悬钩子属的两类浆果类果

树，‘Boysen’品种由美国人罗道夫·宝森（Rudolf 
Boysen）通过黑莓和树莓杂交育成，在美国南部广

泛种植，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2001 年从

美国农业部柯互利斯种质保存中心将该品种引入南

京。‘Boysen’成熟果紫红色，长圆形，果实大，酸

甜爽口，浆果具有丰富、宜人的芳香，是做果酒的

好原料[1-2]，在南京等地表现出了非常好的适应性和

丰产性，果实较大，被认为是引进的黑莓品种中综

合品质最好的品种，最大的特点是早熟与优质，是

目前在江苏等地推广的首选品种之一。本研究对 
‘Boysen’的茎段进行离体培养和快速繁殖，以期建

立其组培快繁再生体系，从而可以达到在短时间内

提供大量优质苗木，保证其规模化发展，并为采用

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手段对其进行遗传育种工作，

为其建立良好的受体系统奠定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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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Boysen’ 品种的带腋芽茎段，取自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苗圃。试验于 2008
年 4～9 月进行。 
1.2  方法 
1.2.1  初代培养  取 ‘Boysen’1 年生枝条，剪成长

1.0 ～ 2.0 cm、带一个腋芽的茎段，加少量洗衣粉

浸泡 5 min，再用流水冲洗 45 min，转入超净工作

台进行后期消毒，先用 70%酒精消毒 45 s，无菌水

冲洗 3～4 次，再用 HgC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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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蔗糖的 MS 培养基中。 
不同取材时期对‘Boysen’初代培养的影响。取

‘Boysen’不同生长期的 1 年生带腋芽茎段，修剪、

消毒，接种到 MS+6-BA 0.5 mg·L-1 中，15 d 后统计

存活率、污染率。 
6-BA 浓度对‘Boysen’初代培养的影响。在初代

培养的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6-BA，于接种 15 d
后统计萌发率，接种 30 d 后测量芽长、统计增殖系

数。 
1.2.2  继代增殖培养  不同细胞分裂素、生长素对

‘Boysen’增殖的影响。选择‘Boysen’继代培养的健壮

植株，接种到分别添加不同浓度 6-BA、KT、NAA
和 IBA 的 MS 培养基中，30 d 后观察芽的生长情况，

并统计增殖系数，测量芽长。 
光照度对 ‘Boysen’增殖培养的影响。选择

‘Boysen’继代培养的健壮植株，接种到含 1.0 mg·L-1 

6-BA 和 0.5 mg·L-1 NAA 的 MS 培养基中，置于不

同光照度下培养，30 d 后观察芽的生长情况，并统

计增殖系数，测量芽长。 
正交试验设计筛选 ‘Boysen’最佳增殖条件。设

计以基本培养基类型（MS、3/4 MS、1/2 MS）、6-BA
浓度（0.3、1.0、1.5 mg·L-1）和 NAA 浓度（0.1、

0.3、0.5 mg·L-1）为主要因素的 L9(34)正交试验，选

择经初代培养一段时间后长势较好且无污染的

‘Boysen’植株，接种到 9 组培养基中，20 d 后观察

组培苗的生长情况，并统计增殖系数，同时测量芽

长。 
1.2.3  瓶内生根  将‘Boysen’继代培养基中长势较

好的芽，从基部切下，分成单一的芽转入含 20 g·L-1

蔗糖的 1/2 MS 生根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NAA，30 d 后统计生根情况。 
以上各培养基均添加 5.9 g·L-1 琼脂，pH 为 5.8。

培养室温度 25℃±2℃、空气相对湿度约 70%，光照

时间 15 h·d-1，无特殊说明光照度均为 3 000 lx。每

处理接种 5 瓶，每瓶 3 个芽，重复 3 次。 
1.3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2007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差异显

著性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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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活率(%)=（未污染的萌发腋芽的外植体数/

未污染的外植体数）× 100；增殖系数 = 总芽数/接
种芽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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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代培养 
2.1.1  不同取材时期对‘Boysen’初代培养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大田取材，相同的消毒条件下，

‘Boysen’在 5 月份取材时，污染率最低，为 16.67%，

褐化程度最轻，外植体萌发较快，萌发率较高；4
月份外植体萌发快，萌芽率最高、褐化程度相对较

轻；6~7 月份取材的外植体污染率较高，可能是由

于‘Boysen’直立性差，枝条长且大部分匍匐生长，

加之南京雨水比较多，容易造成枝条严重污染；8~9
月时枝条大多木质化，致使褐化严重。因此，4~5
月份是 ‘Boysen’组织培养的最佳取材时期。 

 

表 1  不同取材时期对‘Boysen’初代培养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sampling time on the primary culture of ‘Boysen’ 

接种时间 
Date 

污染率/% 
Contamination rate 

萌芽率/% 
Sprouting rate 

褐化程度 
Degree of browning 

04-30 23.33 63.33 ★☆ 
05-25 16.67 53.33 ★ 
06-11 50.00 50.00 ★★☆ 
07-14 80.00 40.00 ★★ 
08-18 20.00 33.33 ★★☆ 
09-10 33.33 46.67 ★★ 

注： “★或☆”越多代表褐化越严重; ‘☆’代表的程度是‘★’的一半。 
Notes: “★ or ☆”number stands for the degree of browning;  the degree of ‘☆’ is half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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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6-BA 浓度对‘Boysen’初代培养的影响  由

表 2 可以看出，不同浓度的 6-BA 对‘Boysen’外植体

初代芽诱导的影响不同。随着 6-BA 浓度的增加，

新芽的平均长度逐渐降低，说明高浓度的 6-BA 不

利于新芽的伸长生长。在不添加激素的条件下，外

植体也能萌发，且萌发快，每个茎段只长出一个新

芽，新芽的平均长度极显著高于添加 6-BA 的处理；

在 6-BA 的浓度为 1.0 mg·L-1 时，外植体的增殖系数

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为 4.25，但新芽的平均芽长

并不高，芽稍弱，不利于芽的继代转接；在 6-BA
的浓度为 0.5 mg·L-1 时，外植体萌发新芽的增殖系

数和平均芽长均较高，且新芽萌动快，长势好；在

6-BA 的浓度为 1.5 mg·L-1 时，外植体萌发的新芽长

势较差，叶片展开较慢，叶色发黄，出现轻微玻璃

化。因此，综合考虑，‘Boysen’外植体初代培养最

佳的 6-BA 浓度为 0.5 mg·L-1。 
 

表 2  6-BA 浓度对‘Boysen’初代培养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BA on the primary culture of ‘Boysen’ 

6-BA 质量浓度/mg·L-1 

Concentration 
存活率/% 

Survival rate 
增殖系数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平均芽长/cm 

Average length of bud 
0.0 70.00 1.00 dD 3.07 aA 
0.5 66.67 3.43 bB 2.08 bB 
1.0 77.77 4.25 aA 1.74 cC 
1.5 70.00 2.66 cC 1.07 dD 

注：同一列中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α = 0.05 和 α = 0.01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下同。 
Note: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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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以看出，细胞

分裂素的种类和浓度主要影响组培苗的增殖，相同

质量浓度的 6-BA 和 KT 影响芽增殖的效果不同，

6-BA 的促进效果明显好于 KT。 
 

表 3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Boysen’芽增殖培养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the kinds and concentrations of cytokinin 
on the proliferation culture of ‘Boysen’ 

激素 
Hormone 

质量浓度/mg·L-1 

Concentration 

增殖系数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平均芽长/cm
Average length

of bud 
1.0 3.50 aA 2.50 aA 
1.5 3.30 aAB 2.40 abAB 6-BA 
2.0 3.00 bB 1.78 cB 
1.0 2.10 cC 2.07 bcAB 
1.5 1.80 dC 2.37 abAB KT 
2.0 1.70 dC 2.00 bcAB 

 
‘Boysen’在 6-BA 质量浓度为 1.0 mg·L-1和 1.5 

mg·L-1 处理间的增殖系数和平均芽长没有显著差

异，均与 2.0 mg·L-1 的处理存在显著差异。在 KT
质量浓度为 1.0、1.5 和 2.0 mg·L-1的 3 个处理中，

芽的增殖系数均极显著低于 6-BA 的处理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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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艳波等[3]研究结果也表明，

BA 处理下侧芽萌发后，使增殖效果大大加强，在

培养基中加入 BA 对提高黑莓的瓶内增殖速度是有

必要的。因此，在‘Boysen’组培的继代增殖中，应

选择 6-BA 作为细胞分裂素，且质量浓度应低于 1.5 
mg·L-1。 
2.2.2  生长素的筛选  由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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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芽增殖的效果不同。 
 

表 4  不同生长素对‘Boysen’芽生长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the kinds and concentrations of auxin on 
the proliferation culture of ‘Boysen’ 

激素 
Hormone

质量浓度/mg·L-1

Concentration 

增殖系数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平均芽长/cm
Average length

of bud 
0.3 1.77bB 4.66aA 
0.5 2.59aA 3.31bB NAA 
1.0 1.94bB 3.19bcB 
0.3 1.75 bB 3.13bcB 
0.5 2.00bB 2.88cB IBA 
1.0 1.86bB 3.10bcB 

 
‘Boysen’在 NAA 质量浓度为 0.5 mg·L-1 时，增

殖系数最高，与浓度为 0.3 和 1.0 mg·L-1 的 2 个处理

存在极显著差异；在 NAA 质量浓度为 0.3 mg·L-1

时平均芽长均最大，与浓度为 0.5 和 1.0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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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 3 个处理中，‘Boysen’的增殖系

数和平均芽长差异均不显著，在相同浓度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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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长均低于 NAA。因此，‘Boysen’不定芽的继代增

殖，选择 NAA 作为生长素，且 NAA 的质量浓度应

低于 0.5 mg·L-1。 
2.2.3  光照度对‘Boysen’增殖培养的影响  光强

度是影响组培苗光合作用和生长的内在因素。由图

1 可以看出，‘Boysen’在光照度为 2 000 和 3 000 lx
时，不定芽的增殖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光照度，且当

光照度为 3 000 lx 时，增殖系数和平均芽长均最高，

植株生长健壮；光照度为 0 lx 时，虽然增殖系数较

高，但组培苗出现严重的徒长、畸形现象，不利于

不定芽的生长。因此，‘Boysen’组培苗增殖培养适

宜的光照度为 3 000 lx。 
 

 
 

图 1  光照度对‘Boysen’增殖培养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illumination intensities on proliferation 
culture of ‘Boysen’ 

 

 
 

图 2  不同浓度 NAA 对‘Boysen’生根诱导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A in me-

dium on the rooting of ‘Boysen’ 
 
2.2.4  ‘Boysen’正交试验筛选最佳增殖条件  由

正交试验结果可知，3 个因素对‘Boysen’不定芽增殖

系数影响的主次关系为 6-BA >基本培养基>NAA，

对平均芽长影响的主次关系为基本培养基> NAA> 
6-BA。根据各因素水平 K 值的大小，确定有利于不

定芽增殖系数提高的最优水平组合为 MS+ 1.5 

mg·L-1 6-BA + 0.1 mg·L-1 NAA；有利于提高平均芽

长的最优水平组合为 MS+0.3 mg·L-1 6-BA+0.3 
mg·L-1 NAA。6-BA 主要影响不定芽的增殖系数的

提高，对不定芽平均芽长的影响小；NAA 主要影响

不定芽的伸长生长，对增殖系数的影响较小；基本

培养基既有利于不定芽的增殖系数的提高又有利于

平均芽长增加。综合考虑，‘Boysen’组培的最佳增

殖培养基为 MS+1.5 mg·L-1 6-BA+0.1 mg·L-1 NAA。 
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在 1/2 MS 培养基中，低浓度的 NAA 较有利于

试管苗生根，当 NAA 浓度为 0.01 mg·L-1 时，试管

苗的平均生根数极显著高于其它处理，根长最长；

当 NAA 浓度为 0.05 mg·L-1 时，试管苗的生根率达

到 100%，平均生根数和根长均较大，植株整体长

势好。当 NAA 浓度为 1.00 mg·L-1 时，试管苗虽然

生根率较高，但基部严重愈伤化，根较短。因此，

综合考虑认为，低浓度 NAA 有利于‘Boysen’的试管

苗生根，浓度以 0.05 mg·L-1 为宜。 
将‘Boysen’生根的试管苗，打开瓶盖，在实验

室条件下炼苗 3-5 d，再移到温室内炼苗 5-7 d，然

后从瓶中取出，洗净根部培养基，移栽到泥炭土∶

沙=1∶1 基质中，前期搭塑料薄膜小拱棚保湿，后

期逐渐通风并增加光照。移栽苗生长 50 d 后成活率

可达 100%。 

3  小结与讨论 

污染和褐化是黑莓初代培养必须解决的问题，

选择适宜的外植体，不仅可以降低污染和褐化率，

还可以提高存活率，为继代增殖提供较多的材料。

外植体的木质化程度影响外植体的褐化[4]。植物生

长调节物质是培养基中的关键物质，也是提高离体

再生频率的重要因素。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比例

决定着发育的细胞类型，不同激素及其浓度会诱导

产生不同的形态发生过程[5]。对大量的植物组织培

养研究表明，器官发生过程中，激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很复杂，细胞分裂素有利于芽的分化和增殖[6-7]，

生长素有利于芽的伸长生长和根的分化，二者结合

使用，配比合适，既有利于芽的分化和增殖，又有

利于芽的伸长生长。在黑莓、树莓和悬钩子类植物

的组培中常用 6-BA 和 NAA 的组合，如蒋小满等[8]

研 究 发 现 MS+1.0 mg·L-1 6-BA+0.05~0.2 
mg·L-1NAA 适合黑莓‘Karvar’试管苗的增殖；贺立

恒[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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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BA + 0.5 mg·L-1 IBA 和 1/2MS + 1.0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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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 + 0.05 mg·L-1 NAA；黄苏珍等[10]以 MS + 1.0 
mg·L-1 6-BA + 0.5 mg·L-1 为地被悬钩子的增殖培养

基。 
本试验发现，在初代培养时即使培养基中不添

加激素，腋芽也能很快萌动，主要原因是采取枝条

一般集中在春、夏两季，此时枝条内部的激素比率

很高，所以添加激素种类及其数量合适与否对其影

响不很明显。但试验结果表明，加入适量浓度的

6-BA（0.5 mg·L-1）更有利于初代培养。在增殖培养

中，通过研究基本培养基、6-BA 和 NAA 对不定芽

增殖生长的影响，发现高盐培养基有利于不定芽的

增殖和分化，6-BA 主要影响不定芽的增殖，NAA
主要影响不定芽的伸长生长，最佳继代培养条件为

MS（含 25 g·L-1 蔗糖）+1.50 mg·L-1 6-BA + 0.10 
mg·L-1 NAA，光照度为 3 000 lx。在生根实验中，

用 NAA 诱导组培苗生根，发现生根速度较快，当

NAA 浓度为 0.05 mg·L-1 时，生出的根粗长，移栽

成活率高。 
综上所述，本试验筛选出的‘Boysen’ 品种最佳

组培快繁体系为：初代培养基：MS（含 25 g·L-1蔗

糖）+0.50 mg·L-1 6-BA；最佳取材时间为 4~5 月；

继代培养基：MS（含 25 g·L-1 蔗糖）+ 1.50 mg·L-1 
6-BA + 0.10 mg·L-1 NAA；生根培养基：1/2 MS（含

20 g·L-1 蔗糖）+ 0.05 mg·L-1 NAA；培养条件为光照

度 3 000 lx、温度 25℃±2℃、空气相对湿度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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