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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paho"黑莓叶片与叶柄愈伤组织的诱导 

王鲁北，张春红，王小敏，胡淑英，李维林，吴文龙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210014) 

摘 要：以黑莓品种“Arapaho”无菌苗的叶片、叶柄为外植体，研究了植物生长调节剂、基本培养基 

和光照条件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Ms培养基中单加 NAA、2，4一D、6-BA或者 

TDZ，都可以使黑莓“Arapaho”的叶片、叶柄产生愈伤组织，但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其浓度不同，使 

出愈时间、愈伤组织诱导率以及愈伤组织大小和形态等有差异；基本培养基类型和光照时间长短对 

黑莓叶片、叶柄愈伤诱导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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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of Callus from Leaf and Petiole of Blackberry 

W ANG Lu—bei，ZHANG Chun-hong，W ang Xiao—min，Hu Shu—ying，LI W ei—lin， 

W U W en-long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 ing 210014，China) 

Abstract：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using leaves and petioles of blackberry ‘Arapaho’as explants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dark treatments and basic media on callus induc— 

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lli were induced from leaf and petiole explants on M S media supple— 

mented with NAA。2，4一D．TDZ or 6-B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induction periods，induction 

rates，sizes and shapes of calli，depending  on hormones and their concentrations．No significant var— 

iation was found on callus induction from leaf and petiole explants of blackberry under dark treat— 

ments and different basic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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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 Rubus spp．是多年生浆果类果树l1 ，果实 

为聚合果，营养丰富，富含糖、果酸及多种维生素，有 

延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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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是近年来国内 

外兴起的第三代水果之一[22，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黑莓适应性强，耐旱耐瘠，结果早，见效快，具有广阔 

的开发前景，是开发利用中国中南部低山丘陵的极 

好经济树种之一l3一。黑莓原产北美 ，中国于 2O世纪 

80年代开始引种利用研究[4 ，目前在南方很多区域 

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和种植l_5 。近年来，我国在黑 

莓的引种、选育、栽培、繁殖、食用及药用价值产品的 

研发和利用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发展速度较 

快_s]。“Arapaho”由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 1992年推 

出，杂交 品种，谱系：(Ark 550× Cherokee)×Ark一 

883E ]
。 2004年 在 美 国 国 家 基 因组 资 源 中 心 

(NCGR)，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USDA ARS)的 

Hummer Kim博士帮助下，该品种引入南京。该品 

种直立，无刺，生长势较好。 

关于黑莓和树莓的组织培养研究，2o世纪 7o 

年代国外已有报道，包括愈伤组织诱导l1 、茎尖 

及腋芽分化 。。 ]。离体培养条件下产生的愈伤细 

胞具有再分化的潜能[1 。愈伤组织培养具有多种 

用途，一方面可用于研究植物生长发育及分化的机 

制 、遗传变异规律，另一方面可用于细胞培养筛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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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业、医药生产上有用的无性系，或用于原生质 

体培养中的原生质体来源等 。茎尖、茎段、顶芽、 

种子、胚、子叶、胚轴、真叶等都可以作为外植体产生 

愈伤组织 。叶片、叶柄取材方便又不损坏植株， 

受时间季节限制较少，还可大量取材，因而离体叶 

片、叶柄培养在植物器官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 】̈ 。 

国内对黑莓愈伤组织诱导的研究很少，尤其是以叶 

柄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诱导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试验以黑莓叶片、叶柄为外植体，研究了黑莓愈伤 

组织诱导的各种影响因子。 

1 材料与方法 

黑莓品种“Arapaho”无菌苗的叶片和叶柄，取 

自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织培养实验室。 

取叶龄 30~40天的黑莓组培苗中部第 2～5片叶， 

剪去叶尖及叶缘，留 2～3 mrn叶柄，作为接种材料。 

另将叶柄剪成 1 ctn左右的小段作为接种材料。接 

种时，使叶片背面接触培养基。以下所有试验，培养 

基 中蔗糖浓度25 g／I 。琼脂浓度 5．6 g／ I ．pH值 5．8 

～ 6．0．培养 温 度 为 25 C，光 照强 度 1 500～ 

2 000 lx，光照周期 14小时／天。除作特殊说明外， 

接种后均先暗培养 2周后再进行光照培养。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影响：以 MS为基本培养基， 

设不同浓度生长素类物质(NAA、2，4一I))、细胞分裂 

素类物质(6-BA或者 TDZ)单独或组合使用。每处 

理每材料各接种 20个．重复 3次。接种培养 28天 

后观察、记录诱导结果。 

培 养基 的影 响：基 本培 养 基 分 别 为 MS、 

1／2MS、WPM，均添加 I'DZ 1．0 mg／I 。每处理每材 

料各接种 2O个，重复 3次。接种培养 28天后，观 

察、记录诱导结果。 

光照的影响：培养基为 MS+TDZ 1．0 mg／I 。 

暗处理时间分别设 0天、1-i天和 28天。每处理每 

材料各接种 2O个，重复 3次。接种培养 28犬后 ，观 

察、记录诱导结果。 

数据处理：将数据输入 Excel中，用方差分析软 

件进行差异 著性分析。愈伤组织诱导率( )一 

(形成愈伤组织的外植体个数／外植体总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影响 

2．1．1 生长素类物质单用 在对照不添加任何植 

物生长调节剂的 MS培养基 h，黑莓叶片没有愈伤 

组织形成，叶柄可以形成愈伤组织，但是诱导率低 

(17．42％)，并且增殖极缓慢甚至无增殖。与对照 

(空白)相比，NAA或 2，4一D显著有助于诱导黑莓叶 

片、叶柄产生愈伤组织，但是两者的诱导效果不同。 

2，4-D浓度为0．1 mg／L时，叶片、叶柄的愈伤组织诱 

导率即达到 90 以上，与 NAA 0．5 mg／1 的效果相 

当；当 2，4-D达0．5 mg／I 及 NAA达1．0 mg／I 时， 

叶片、叶柄的愈伤组织诱导率都可达到 100 ，愈伤 

组织量以 2，4一D的较多(见表 1)。说明，2，4一D的诱 

导效应比NAA强。 

观察发现，添加 2，4-D时，叶片、叶柄均在培养 

647天后出现愈伤组织，且增殖很快，在培养 15～ 

16天后产出大量愈伤组织。添加 NAA时，叶片、叶 

柄在培养 7～9天后 出现愈伤组织，在培养 21天后 

增殖出较多愈伤组织。NAA浓度为 0．1 mg／I 和 

0．5 mg／I 时，叶片和叶柄在培养过程中有根形成 。 

根有的从愈伤组织上发生，有的从外植体切口处发 

生，产生的根比较粗壮，并深入培养基(见图 1一a、b)。 

2，4-D诱导的叶片愈伤组织表面有呈浅绿色或者白 

色的纤细的气生根(见图 1一c)。NAA诱导的愈伤组 

织呈浅绿色，结构致密(见图 1-e、f)；2，4一D诱导的愈 

伤组织呈乳白色或浅绿色，结构松散，极易散落开 

(见图 1-c、d)。 

2．1．2 细胞分裂素类物质单用 6 BA和 TDZ均 

可诱导黑莓叶片、叶柄产生愈伤组织，并以 TDZ的 

诱导效应更强。随着培养基中 6-BA浓度的增大， 

愈伤组织诱导率及愈伤组织生长量变化表现为先增 

后减，在浓度为 2．0～3．0 mg／L时出现峰值。最高 

诱导率为 87 左右。随着培养基中TDZ浓度的增 

大，黑莓叶片、叶柄愈伤组织的诱导率逐渐增大，在 

1．0 mg／I 时诱导率即达 100 (见表 1)。 

观察发现．附加 6 BA，叶柄在培养 9～1O天后 

出现愈伤组织．叶片在培养 12～1't天后出现愈伤组 

织，增殖缓慢 ，诱导的叶片、叶柄愈伤组织呈黄绿色 

或者绿色。半透明。颗粒状，结构致密(见图 l g、h)。 

在 TDZ诱导下，叶片、叶柄均在培养 6～7天后出现 

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呈绿色，瘤状，半透明，结构致 

密，增殖较快(见图 1_．、j)。 

2．1．3 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类物质合用 6 BA 

1．0 mg／I 与 2，4 D 0．2 mg，／L组合时叶片愈伤组织 

诱 导率为 88．24 ，比 6 BA单用时的最高诱导率稍 

高。6 BA与 NAA合用时黑莓叶片、叶衲愈伤组织 

诱 导率，明显比各 自单用时低。这说明在诱 导黑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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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叶柄形成愈伤组织时。6-BA与 NAA间可能 

有相互抑制的作用 ，不宜合用。TDZ与 NAA或者 

2，4-D合用时的黑莓叶片、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率，与 

各自单用时相比，无明显增加，甚至还有所下降，如 

NAA 0．8 mg／L+TDZ 0．5 mg／L的诱导率就不及 

TDZ 0．5 mg／L(见表 1和表 2)。 

观察发现 ，6-BA与 2，4-D合用时产生的愈伤组 

织的形态 ，与单用 2，4-D时相似；TDZ与 NAA或者 

2，4-D合用时产生的愈伤组织的形态，与单用 TDZ 

时相似。由此推测，黑莓叶片、叶柄在形成愈伤组织 

时，可能对 TDZ最敏感，其次是 2，4-D，再其次是 

NAA，最后是 6-BA。 

表 1不同生长素类及细胞分裂素类物质单用对黑莓叶片和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注：NAA和2，4-D为生长素类物质，6-BA和 TDZ为细胞分裂素物质；愈伤组织生长量一列，“一”表示无，“+”个 

数多少表示生长量多少；同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20．05)。 

综上所述，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组合使用对黑 

莓叶片、叶柄愈伤组织的形成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诱导黑莓叶片、叶柄愈伤组织时，单用 TDZ、 

2，4一D、NAA或者 6 BA即可。另外，对比黑莓叶柄 

和叶片在不添加及添加低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时的 

愈伤组织诱导情况(见表 1)，可以认为叶柄更容易 

产生愈伤组织。 

2．2 培养基类型对黑莓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在添加 TDZ 1．0 mg／L的基本培养基 MS、 

1／2MS和 WPM上，黑莓叶片、叶柄均可以形成愈伤 

组织，并且诱导率均为 100 0 o，愈伤组织形态等也无 

表 2 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组合对黑莓 
叶片和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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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下一步的试验证实。 

本试验 中发现，黑莓叶柄出愈比叶片快 2～3 

天，较易形成愈伤组织 ，与番木瓜[21]相似。这可能 

是叶柄中维管束比较发达的缘故。本试验中，带一 

小段叶柄的黑莓叶片，主脉及叶片四周切 口都可以 

形成愈伤组织，但是主脉切 口处形成的愈伤块比较 

大，这与红掌叶片培养的结果类似。吕复兵等的研 

究表明，红掌叶柄两端形成的愈伤组织难以进一步 

生长分化；叶片四周切口处形成的愈伤生长缓慢，分 

化诱导时间长；叶片主脉切口处形成的愈伤生长较 

快，分化培养更容易[2 。这种分化能力的差异是否 

会在黑莓上出现，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有研究表 明，光照环境对剑麻|2 、橄榄l2 -、中 

国樱桃l2朝愈伤组织的诱导有明显影响。本试验结 

果表明，光照环境对于黑莓愈伤组织诱导无明显影 

响，但是无光照时产生的愈伤组织颜色发白，与冬 

枣 2̈ ]相似。基本培养基对黑莓叶片、叶柄愈伤组织 

诱导无明显影响，MS、1／2MS和WPM 均可用。 

绝大多数植物在利用组培技术进行植株再生时 

都是先经过愈伤组织阶段_1 。但是有人研究发现， 

MS+TDZ 0．02 mg／I 可以使黑莓“Black Satin”的 

叶片不经过愈伤阶段而直接形成芽，而且频率高达 

91．7 l2 ；MS+TDZ 2．0 mg／L可以使黑莓“Hull” 

叶片再生芽频率达到 93．7 ．不定芽在叶片褶皱或 

者叶片形成的愈伤组织上发生一 。本试验中，黑莓 

“Arapaho”的叶片在培养中没有发生 以上两种现 

象。这说明黑莓不同基因型问的再生情况迥异。对 

黑莓“Arapaho”愈伤组织进行分化培养，高频率再 

生不定芽，这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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