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扩大优树种子育苗 

花椒的单性结实特性 (即不经过授粉受精， 

果实和种子都能发育，而且种子具有发芽能力 ，属于 

无融合生殖，无融合生殖率为25％)，使花椒实生苗 

的性状分离较小，其亲本的优良性状可更多地遗传给 

后代。利用这一特性，将从刺椒优树上采收的种子全 

部扩大繁殖，培育优树苗木，使其参与大面积的刺椒 

栽培中，从面上提高刺椒栽培的良种化率。 

4．4 建刺椒优树种子园 

为了扩大刺椒优树种子的生产量，应选择适宜地 

点，分品系建优树种子园 J，用普通刺椒苗作砧木， 

将从优树上采集接穗进行嫁接  ̈，每个优树品系集 

中建0．5 hm 左右，为分品系批量生产种子创造条件。 

4．5 开展杂交育种，培育花椒新品种 

努力与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将刺椒的优良特 

性及刺椒单株选优的情况介绍出去，力求合作开展花 

椒杂交育种，将刺椒优树作为亲本参与其中，以培育 

出更加优良的花椒新品种，提高花椒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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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品种‘Black Butte’的组织培养 

胡淑英，王小敏，吴文龙 ，李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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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黑莓品种‘Black Butte’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结果表明，基本培养基的成分、激素 

种类和浓度对‘Black Butte’不定芽增殖和生长均有显著影响。综合分析认为，较适基本培养基是添加0．05 mmol／L 

铁盐的Ms培养基，较适增殖培养基为Ms+O．05 mmol／L铁盐+0．5 mg／L 6-BA+0．3 mg／L IBA，较适生根培养基 

为1／2 MS+0．05 mmol／L铁 盐 +O．01 mg／L NAA。 

关键词 ：黑莓；‘Black Butte’；组织培养；基本培养基；激素 

Tissue culture of a blackberry cultivar‘Black Butte’／／HU Shu—ying，WANG Xiao—ming，WU Wen．1ong，LI 

Wei．1in 

Abstract：The stem segments with auxiliary buds of‘Black Butte’were cultured as expla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hormone and concentrations of minimal medium on shoot proliferation and growth were 

significant．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optimum medium for growth of explants was MS+0．05 mmol／L molysite
．the opti． 

mum medium for proliferation was MS+0．05 mmol／L molysite+0．5 mg／L 6-BA +0．3 mg／L IBA
． the optimum medium 

for rooting of transferring plantlets was 1／2 MS+0．05 mmol／L molysite+0．01 mg／L NAA
． 

Key words：blackberry；‘Black Butte’；tissue culture；minimal medium；horm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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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是多年生浆果类果树，果实营 

养丰富，富含糖、有机酸及多种维生素，过氧化物歧化 

酶(SOD)含量为水果之最，有抗衰老和提高人体免疫 

力等功效 卜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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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开始黑莓的引种和利用研究 ，已优选出数 

个黑莓品种并在中国南方丘陵山地推广种植，其中黑 

莓品种‘Black Butte’具有果实大、果期早等优点 ]， 

为选育早熟及果实大品种提供良好的育种材料。在 

黑莓生产过程中，多采用扦插和压条等传统繁殖手 

段，繁殖系数低且繁殖速度慢。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可 

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生长均匀一致的健壮苗木，因 

此，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黑莓不同品种的组织培养技 

术和条件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圳，但 

黑莓品种‘Black Butte’的组织培养及相关研究尚未 

见报道。笔者在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 

‘Black Butte’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并对培 

养基成分和激素种类、浓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建立了 

‘Black Butte’的再生体系，以期为黑莓优良品种苗木 

的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并希望为‘Black 

Butte’的品种改良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黑莓品种 ‘Black Butte’，种植于江苏省·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黑莓品种资源圃。 

1．2 方 法 

1．2．1 试验的基本条件 

本试验取材在5—6月黑莓的生长季节进行。培 

养基蔗糖浓度均为 25 g／L，琼脂浓度为5．5 L，pH 

5．8；培养基在1．05 MPa(121 oC)条件下灭菌 15 min， 

灭菌后的培养基平放于工作台上，冷却备用；培养条 

件为温度25~C，光照时间15．．h／d，光照度3 000 lx 7-8]。 

1．2．2 初代培养与继代培养 

选择晴天上午 10时左右，剪取 1年生半木质化 

枝条，自来水冲洗10 min后，剪成长2～3 cm、带 1个 

腋芽的茎段。加少量洗衣粉浸泡12 min，再用 自来水 

冲洗45～60 min。转入超净工作台用75％的酒精浸 

泡45～60 S。无 菌水 冲洗 3—4次，然后用0．1％ 

HgC1 浸泡6 min。无菌水冲洗3～4次，用吸水纸吸干 

表层水分。茎段两头切去少许，留长1．5～2．0 cm，接 

种到添加0．5 mg／L 6-BA的MS培养基中，每个试管 

接种1个茎段。40天后，不定芽长出，从基部切下， 

分成单一的芽苗，接种到添加0．5 mg／L 6一BA和0．3 

mg／L NAA的Ms继代培养基中进行继代培养。 

1．2．3 不定芽增殖与生长试验 

1．2．3．1 基本培养基的筛选 

选择继代培养的健壮植株，从基部切下，分成单 

一 的芽苗，接种到添加0．5 mg／L 6一BA和0．3 mg／L 

1O8 

NAA 的 MS、MS+0．05 mmoL／L铁 盐、MS+0．1 

mmol／L铁盐、WPM、WPM+0．1 mmol／L铁盐的基本 

培养基中。每种处理接种 8瓶，每瓶接种 4个材料， 

重复 3次。MS培养基本身含有0．1 mmol／L铁盐，试 

验中的铁盐由 EDTANa 和 FeSO 配制而成。4O天 

后观察组培苗的生长情况，统计芽数，测量芽长，并计 

算增殖系数和平均芽长。 

1．2．3．2 不同激素浓度的单因素试验 

选择继代培养的健壮植株，从基部切下，分成单 
一 的芽苗，接种到添加不同浓度 6一BA、KT、TDZ、 

NAA、IBA的 MS+0．05 mmol／L铁盐的基本培养基 

中。每种激素设置3个浓度，其中6一BA、TDZ和 KT 

的浓度为0．2 mg／L、0．5 mg／L、1．0 mg／L；NAA和 IBA 

的浓度为0．2 mg／L、0．3 mg／L、0．5 mg／L，共 15个处 

理。4O天后观察组培苗的生长情况，统计芽数，测量 

芽长，并计算增殖系数和平均芽长。 

1．2．3．3 正交试验 

选用L。(3 )正交表进行试验设计，以筛选适合 

不定芽增殖和生长的较适条件。试验因素和水平分 

别为基本培养基(MS、MS+0．05 mmol／L铁盐、MS+ 

0．1 mmol／L铁盐)、6一BA(0．2 mg／L、0．5 mg／L、1．0 

mg／L)、IBA(0．2 mg／L、0．3 mg／L、0．5 mg／L)。接种 

材料为继代培养的不定芽，每处理接种 8瓶，每瓶 4 

个材料，重复 3次。40天后观察组培苗的生长情况， 

统计芽数，测量芽长，并计算增殖系数和平均芽长。 

1．2．4 组培苗生根试验 

将继代培养基中长势较好的不定芽转人生根培 

养基中，基本培养基为1／2MS+0．05 mmol／L铁盐，添 

加不 同浓度 的 NAA(0．01 mg／L、0．05 mg／L、0．1 

mg／L)、IBA(0．01 mg／L、0．05 mg／L、0．1 mg／L)。15 

天、30天、45天后分别统计生根情况。 

1．2．5 数 据 处理 

增殖系数、平均芽长和生根率的计算公式分别 

为：增殖系数 =增殖芽总数／接种芽总数；平均芽长 = 

分化芽总长／分化芽总数；生根率 =(生根芽数／接种 

芽总数)×100％。用 Excel 2003软件对试验数据进 

行统计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培养基的筛选 

由表 1可见，不同基本培养基对‘Black Butte’的 

不定芽增殖和生长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Ms中增加 

铁盐浓度的2个处理均有利于不定芽的增殖和生长， 

而 WPM 却反之；MS中添加高浓度 的铁盐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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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l／L)虽有利于芽的增殖，但不定芽生长后期会出 

现枯死现象；虽然WPM培养基中增殖系数显著高于 

添加低浓度铁盐(0．05 mmol／L)的 MS培养基，但平 

均芽长较短，且不定芽比较细弱，不利于后续的生根 

壮苗。因此，‘Black Butte’增殖培养的较适基本培养 

基为添加0．05 mmol／L铁盐的 MS培养基。 

表 1 不同基本培养基配方对不定芽增殖培养的影响 

注：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不在0．05和0．01水平上差 

异显著，下同。 

2．2 激素种类的筛选 

2．2．1 细胞分裂素的筛选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不定芽增殖培养的影响结果 

见表2。 

表2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不定芽增殖培养的影响 

处理 ／( I)／( ．I)／( -1) 数 ／c献
a 

况 

正常 

正常 

轻微玻璃化 

轻微玻璃化 

玻璃化严重 

玻璃化非常严重 

健壮 

健壮 

健壮 

由表 2可以看出，添加 TDZ培养基中增殖系数 

高于6一BA和 KT，但不定芽玻璃化现象严重，因此 

TDZ不能用于‘Black Butte’的增殖培养；相同浓度的 

6-BA与 KT相比，6-BA对不定芽增殖的促进效果明 

显优于 KT；随着 6一BA浓度的增加，增殖系数呈现先 

增大再降低的趋势，而平均芽长却一直降低，高浓度 

的6-BA不仅抑制不定芽的生长，还造成不定芽出现 

玻璃化。这与李海燕等 黑莓品种‘Chester’离体培 

养的结果一致。因此，‘Black Butte’不定芽的继代增 

殖可选择 6一BA作为细胞分裂素，且浓度应控制在 

0．5 mg~L左右。 

2．2．2 生长素的筛选 

由表3可见，添加 IBA培养基中增殖系数和平均 

芽长高于NAA(处理 1除外)，表明IBA对不定芽生 

长的促进效果明显优于 NAA。当 NAA的浓度为0．2 

mg／L时，不定芽的平均芽长最长，也极显著高于其他 

几个处理，但试验中发现，当用 NAA时，不定芽容易 

秣业科技开|c 2011年第25卷第5期 

技 市 开 发  

出现黄叶现象，而且长势也较弱，浓度稍高，不定芽就 

出现枯死现象，所以 NAA不适合黑莓的生长培养。 

在 IBA添加量为0．2、0．3和0．5 mg／L的 3组培养基 

中，平均芽长差异极显著，当IBA的浓度为0．3 mg／L 

时，平均芽长最长，优势最明显。因此，‘Black Butte’ 

不定芽的继代增殖可选择 IBA作为生长素，且浓度 

应控制在0．3 mg／L左右。 

表3 不同生长素对不定芽增殖培养的影响 

2．3 不同基本培养基与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定芽 

再生的影响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 ‘Black Butte’不定芽的增殖 

和生长的影响很大。从表4中的极差 R和R 分别可 

以看出，影响‘Black Butte’不定芽的增殖的因子由大 

到小依次是基本培养基 >6一BA>IBA，影响‘Black 

Butte’不定芽的平均芽长的因子由大到小依次是基 

本培养基 >IBA>6一BA。基本培养基对于黑莓不定 

芽的增殖和生长取 MS+0．05 mmol／L铁盐为最好；6一 

BA对于增殖系数以0．5 mgJL最好，以不定芽的平均 

芽长为主要参考指标可选0．3 mg／L作为IBA较适的 

添加浓度；因此综 合考 虑，最终选 择 MS+0．05 

mmol／L铁盐作为基本培养基并添加0．5 mg／L 6-BA 

和0．3 mg／L IBA为较适增殖培养基。 

2．g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由表5可以看出，相同浓度的IBA与 NAA相比， 

IBA对不定芽生根的促进效果明显优于 NAA。但在 

试验中观察到，用 IBA的培养基，根是从不定芽的切 

口处直接产生，根长但较细，表面光滑，侧根少，而用 

NAA的培养基，根是从 NAA诱导产生愈伤上产生， 

这样的根长度适中且粗，生长健壮，侧根多，利于后面 

的移栽。所以综合考虑，NAA比 IBA更适合‘Black 

Butte’的生根培养。在添加不同浓度 NAA的培养基 

中，45天后组培苗均100％生根，平均根数和根长差 

异显著，其中添加0．01 mg／L NAA的处理中的组培苗 

生根最多最长，随着NAA浓度的增加，平均根数和根 

长均降低。综合分析认为，‘Black Butte’组培苗的较 

适生根培养基为1／2 MS+0．05 mmol／L铁盐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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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l mg／L。 

表 4 L。(3 )正交试验结果 

处理 基本培养基 ，(m6-
．

B A

／mg L )／(／ L_1) 11／ cm

长 

l ’ ‘J l n埋 。 ‘】 烈 l 

表5 不同浓度 IBA对试管苗生根诱导的影响 

3 讨 论 

已有研究  ̈“ 表明，培养基中的铁盐用量从 1 

倍 MS铁盐(0．1 mmol／L)提高到2倍(0．2 mmol／L)， 

能显著提高越橘初代培养的成活率。在对 ‘Black 

Butte’的组培试验中发现，适当提高 MS中铁盐浓度 

对黑莓不定芽生长也有很大促进作用。在 MS培养 

基中(含有0．1 mmol／L铁盐)黑莓不定芽的叶片出现 

失绿现象，当铁盐浓度从0．1 mmol／L提高到0．15 

mmol／L时，黑莓不定芽的叶片失绿现象消失，但铁盐 

浓度进一步增加时，黑莓的不定芽叶片的叶边缘出现 

红棕色，并伴有枯死现象，所以适合 ‘Black Butte’的 

基本培养基是 MS添加0．05 mmol／L铁盐。 

TDZ在对 ‘Black Butte’不定芽的增殖系数上虽 

有显著的优势，但不定芽容易出现玻璃化、生长不正 

常、后期长势弱等不良现象，所以TDZ不适合黑莓的 

增殖培养。许多研究发现 ，在诱导不定芽增殖生 

长中，6一BA比KT更加有效，KT在本试验的浓度范 

围内对不定芽的增殖效果不明显，增殖系数太小，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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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则可以有效的促进不定芽的增殖，增殖系数是 

KT的2倍。郎贤波 在研究细胞分裂素对丰满红 

树莓组培苗增殖的影响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因 

此，6-BA是‘Black Butte’不定芽诱导的较适细胞分 

裂素。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不定芽生长过程中，生长素 

起着重要作用。本试验研究发现，NAA和 IBA在促 

进黑莓不定芽的生长上都有很好的作用，但通过不定 

芽的生长情况来看，IBA更适合作为‘Black Butte’不 

定芽诱导的生长素。在诱导‘Black Butte’生根试验 

中发现，NAA、IBA诱导 ‘Black Butte’不定芽的生根 

率都达到了100％，但 IBA诱导的根细长，表面光滑， 

侧根少；NAA诱导生根虽然慢，但根长势粗壮，长度 

适中，侧根也较多，因此，NAA为‘Black Butte’不定 

芽生根的较适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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