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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梅 组 培 苗 玻 璃 化 成 因 及 其 克 服 技 术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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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滨梅Prunusmaritima Marshal1茎段为外植体，研究了培养基和培养条件对滨梅组培苗 

玻璃化现象的影响，探索滨梅组培苗的最佳培养方法。结果表明，导致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的主要因 

素是培养基中的TDZ、蔗糖和琼脂浓度以及培养温度和光照时间，其中由正交试验结果显示，影响 

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的因子由大到小依次是 TDZ浓度>培养温度>蔗糖浓度>光照时间>琼脂浓 

度，综合各试验结果，最后筛选出克服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的最优培养条件为TDZ浓度为0．5 mg／ 

L，蔗糖浓度为 3 ，琼脂浓度为 0．6 ，培养温度为 25℃，光照时间为 12～16小时／天 (3 000 lx)， 

在此条件下滨梅组培苗的繁殖系数较高，玻璃化率较低，植株生长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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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M ethods of Vitrification in 

Tissue Culture of Beach Plum (Prunus maritima Marshal1) 
HU Suying，ZHANG Chunhong，W ang Xiaomin，WU Wenlong and LI W ei1in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ming 210014) 

Abst ct：Stem segments of beach plum (Prunus maritima Marshal1)were cuhured in MS medium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medium and condition on vitrification of plantle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vitrification of beach plum plantlets were concentrations of 

TDZ，sucrose and agar in the culture medium，also culture temperature and photoperiod．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act factors on vitrification of plantlets in descend- 

ing order is TDZ concentration~ culture temperature~ sucrose concentration~ illumination time~ 

agar concentration．Based on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tests，we concluded that the optimized 

culture condition was at TDZ concentration of 0．5 mg／L，sucrose concentration of 3 ，agar concen- 

tration of 0．6 ，temperature at 25℃，and irradiation time of 12~16 h／d(3 000 lx)．This condi— 

tion delivered higher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of plantlets．the lower vitrification rate and the stron— 

ger growth of plant． 

Key words：Prunus maritima Marshall；tissue culture；vitrification；influence factor 

滨梅 Prunus maritima Marshall又名海滨李、 

沙李，肩蔷薇科李属，原产美国东北部北大西洋沿 

岸，主要分布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州、特拉华州和新 

泽西州等地，是目前研究发现的最耐盐碱的木本果 

树[1]。．南京大学最早(2001年)从美国特拉华大学 

引进滨梅l_2]，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如宰学明等研究了 

滨梅在江苏(傅家边、浦口、金海农场)荒地植被恢复 

中的积极作用及 AM 真菌对 NaCI胁迫下滨梅苗生 

长和营养元素吸收的影响_3 ]。滨梅作为一种果树， 

可采取与其他果树一样的繁殖方式，如种子、扦插、 

压条、嫁接和组织培养。组培方式与其他繁殖方式 

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如具备需要的原材料少，可在短 

期内快速获得大量生长均匀、遗传性状相同的健壮 

苗木等优点。近年来 ，有关滨梅组织培养和快速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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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研究已有很多报道[5。]。组培苗的玻璃化现象 

是组培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玻璃化 

苗的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异常，分化能力低，在快速 

繁殖过程中难以增殖，也难以生根成苗，因此严重影 

响苗木的生产Ⅲ8 。组培苗的玻璃化最早由De— 

bergh于 1981年首次提出_】 ，至今有关植物培养中 

玻璃化的原因和防止措施的研究报道很多，并积累 

了许多数据和经验_】 “]，但有关滨梅组培苗的报道 

还没有。本研究开展了影响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的单 

因子及正交试验，通过筛选最佳培养条件来克服滨 

梅组培苗玻璃化的问题，以期为滨梅高效组织培养 

提供技术参考。 

著性分析。 

正交试验：由单因素试验结果，定因素和水平， 

用正 交设 计 助 手 软件 ⅡV3．1设 计 正 交 试 验 

k (5 )，总共 16个处理 ，每个处理接种 3O个外植 

体，重复 3次。培养 3O天后，统计不定芽的增殖数 

量及玻璃化率。正交试验结果用 Excel 2007软件 

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然后由正交设计 助手软件 

1I V3．1进行分析。 

增殖系数一培养 3O天后的有效苗总数／接种苗 

数(有效苗指苗的高度>O．5 em的试管苗) 

玻璃化率( )：培养 3O天后的玻璃化苗总数／ 

培养 3O天后的有效苗总数×100[ ]。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滨梅种植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试 

验苗圃，选择 5—6月晴天上午 1O时左右剪取当年 

生半木质化枝条作为外植体材料。将剪取的枝条经 

75 酒精消毒(45~60秒)、0．1 HgC12消毒处理 

(5～6分钟)后，接种到添加 TDZ(N-苯基一N’1，2， 

3一噻二唑一5一脲)1．0 mg／L的MS培养基中，在温度 

(25±2)℃、空气相对湿度约 7O 、光照度 3 000 

lx、光照时间 15小时／天的条件下培养 4周l4]，选取 

健壮的不定芽接种到 MS+ZT(玉米素)0．5 mg／L 

+NAA(萘乙酸)O．2 mg／L的培养基中进行第一次 

继代培养，为后续试验准备材料。 

单因素试验：以TDZ浓度(0．3、0．5、1．0、1．5、 

2．0 mg／I )、蔗糖浓度(2．0、2．5、3、4、5 g／L)、琼脂浓 

度(O．5、0．55、0．6、0．65、0．7 )、培养温度(20、25、 

28、30、35℃)和光照时间(8、12、16、2O、24小时／天) 

为试验因子，设置试验。每个处理接种 30个外植 

体，重复3次。分别于接种后第一周、第二周、第三 

周和第四周统计不定芽玻璃化株数，培养3o天后， 

观察和统计不定芽的长势、增殖数量及玻璃化率。 

用 Excel 2007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和差异显 

2．1 TDZ浓度的影响 选择第一次继代培养 25 

天的健壮试管苗，接种在添加 2．5Ko蔗糖和 0．56 

琼脂的 MS培养基 中，在 NAA 0．2 mg／L的基础 

上，附加不同浓度TDZ，置于温度 25℃、光照 15小 

时／天(3 000 Ix)的条件下培养 ，3O天后观察统计组 

培苗玻璃化率和繁殖系数。试验结果看出，当 TDZ 

浓度高于 0．5 mg／L时，滨梅组培苗在培养 1周后 

就开始出现玻璃化现象，随着浓度的增加，组培苗增 

殖系数提高，玻璃化率也增高；在 TDZ浓度为 1．0 

mg／I 时，玻璃化率达16．67 ，显著高于低浓度的 

TDZ处理；在 TDZ浓度为 0．5 mg／I 时，组培苗增 

殖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不定芽只是出现轻微的 

玻璃化。因此在滨梅组培过程中，TDZ的浓度应控 

制在 0．5 mg／L左右(见表 1)。 

2．2 蔗糖浓度的影响 选择第一次继代培养25天 

的健壮试管苗，接种在添加 TDZ 0．5 mg／r．、NAA 

0．2 mg／L和0．56 琼脂的MS培养基中，附加不同 

浓度蔗糖，置于温度 25℃、光照 15 4,tW 天(3 ooo 

lx)条件下培养，3o天后观察统计不同浓度噍糖对 

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结果显示，当蔗糖 
． 

表 1 TDZ浓度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 

注：表中所有数据均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O．05)。表2至表 5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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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低于2．5 时，滨梅组培苗培养一周后就开始 

出现玻璃化现象，且玻璃化率较高；当蔗糖浓度增加 

化率相对较低；当蔗糖浓度高于 3．O 时，组培苗基 

本没有玻璃化现象，但增殖系数较低。因此，在滨梅 

至 3．0 时，滨梅新分化植株健壮，丛生芽多，玻璃 组培过程中蔗糖浓度应该控制在 3．O％(见表 2)。 

表 2 蔗糖浓度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 

2．3 琼脂浓度的影响 选择第一次继代培养 25天 

的健壮试管苗，接种在添加 TDZ 0．5 mg／L、NAA 

0．2 mg／L和 2．5Voo蔗糖的 MS培养基中，附加不同 

浓度的琼 脂，置 于温度 25。C、光 照 15小时／天 

(3 000 lx)的条件下进行培养 ，3O天后观察统计不 

同浓度琼脂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结果 

表明，随着琼脂浓度的增加 ，滨梅组培苗的玻璃化率 

明显降低。当琼脂浓度为0．6 时，滨梅组培苗的 

增殖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达到 5．87，且没有发 

现玻璃化植株；当琼脂浓度低于0．6 时，滨梅组培 

苗培养一周就开始出现玻璃化现象，新生组织呈水 

浸状，叶片缩短肥厚，玻璃化现象随浓度降低而逐渐 

严重，玻璃 化率可达 13．33 ；当琼脂 浓度 高于 

0．6 时，未出现玻璃化现象，但是繁殖系数较低 。 

因此在滨梅组培过程 中，琼脂 的浓度应该控制在 

0．6 左右(见表 3)。 

表 3 琼脂浓度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 

琼脂浓度 接种数 
|％ ．f 

玻璃化株数／株 

7天 14天 21天 28天 
增殖系数 玻璃化率／ 植株长势 

O．5O 

O．55 

O．6O 

O．65 

o．70 

3O 

30 

3O 

3O 

30 

1．1 

o．o 

o．o 

o．o 

o．o 

3．1 

1．3 

o．o 

o．o 

O．O 

1O．2 

2．6 

o．o 

o．o 

o．o 

2O．1 

5．2 

o．o 

o．o 

o．o 

5．O3c 

5．24b 

5．87a 

4．97c 

4．02d 

玻璃化严重 

轻微玻璃化 

正常 

正常 

正常 

2．4 培养温度的影响 选择第一次继代培养 25天 

的健壮试管苗，接种在添加 TDZ 0．5 mg／L、NAA 

0．2 mg／L、2．5 蔗糖和 0．56 琼脂的 MS培养基 

中，设置不 同培养温度，在光照 15小 时／天(3 000 

1x)的条件下进行培养，3O天后观察统计不同培养 

温度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 

当培养温度为2O℃时。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率最低， 

基本没有发现玻璃化植株，但试管苗长势不好，叶片 

发黄；当培养温度为25℃时，增殖系数最高，且不定 

芽只表现为轻微的玻璃化，玻璃化率也较低；以后随 

着培养温度的升高，组培苗玻璃化率显著升高，且增 

殖系数降低；超过 35℃时组培苗不能正常生长。因 

此，在滨梅组培过程中，培养温度应该控制在 25℃ 

左右(见表 4)。 

～  表 4 培养温度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 

a b  

弘 驺 c c c ． ．O O O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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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光照时间的影响 选择第一次继代培养 25天 

的健壮试管苗，接种在添加 TDZ 0．5 mg／L、NAA 

0．2 mg／L、2．5 蔗糖和 0．56 琼脂的 MS培养基 

中，设置不同光照时间(3 000 Ix)，置于温度 25℃下 

培养，3O天后观察统计不同光照时间对滨梅组培苗 

玻璃化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光照时间大于16 

小时／天或小于 12小时／天时，组培苗的玻璃化率较 

高，生长受阻；光照时间为 12小时／天时，组培苗的 

玻璃化率最低，基本没有发现玻璃化植株，且增殖系 

数较高；当光照时间为 16小时／天时，增殖系数最 

高，玻璃化率较低。因此在滨梅组培过程中，光照时 

间应该控制在 12~16小时／天(见表 5)。 

表 5 光照时间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 

2．6 正交试验 利用[L s(5 )]正交设计试验研究 

了TDZ浓度、蔗糖浓度、琼脂浓度、培养温度和光照 

时间等 5种因素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 

从极差尺J和RI1分别可以看出，影响滨梅组培苗 

玻璃化的因子由大到小依次为 TDZ浓度>培养温 

度>蔗糖浓度>光照时间>琼脂浓度，影响滨梅不 

定芽增殖的因子由大到小依次为 TDZ浓度 >培养 

温度>琼脂浓度>蔗糖浓度>光照时间。综合考 

虑，在 TDZ浓度为 0．5 mg／L、蔗糖浓度为 3 、琼脂 

浓度为 0．6 、培养温度为 25℃、光照时间为 12～ 

16小时／天(3 000 lx)的情况下，为滨梅组培培养的 

最佳条件(见表 6)。 

表 6 各个单因子正交试验 L1e(5 )对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 

注：1～16个处理是由前面的单因素试验结果得来的水平，然后用正交设计助手软件II V3．1进行设计。R I、 
RⅡ代表两个极差，指在某个因素下均值的最大值减去均值的最小值，通过极差比较分析各因素的影响大小。 



第5期 胡淑英，等：滨梅组培苗玻璃化成因及其克服技术研究 41 

3 结论与讨论 

工厂化育苗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植物组织培养技 

术，而组培苗的玻璃化现象在组织培养中普遍存在， 

是植物组培技术的极大障碍_1 。本研究发现，在滨 

梅组培过程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其玻璃化现象的发 

生，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选 

择最佳的培养条件，降低组培苗的玻璃化率。 

从培养基条件看，影响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的因 

素包括培养基中的TDZ、蔗糖、琼脂浓度等。TDZ 

浓度较低 (< 0．5 mg／L)时，有利于不定芽分 化， 

TDZ浓度较高(>O．5 mg／L)时，玻璃化现象较为严 

重，这可能是由于高浓度的TDZ刺激细胞快速分 

裂，导致新生不定芽过多，营养供应不足_】 。蔗糖 

可为植物提供碳源和能源，还可以维持培养基中的 

渗透压_】 。当蔗糖浓度低于 3 时，植物体细胞同 

外界培养基中的渗透不平衡可能使培养基中的碳素 

供应不足，从而导致组培苗的玻璃化。本研究中当 

蔗糖浓度为 3 时，玻璃化植株率较低(3．3 0／)，说 

明碳素含量适宜，滨梅体外体内渗透平衡，新陈代谢 

进程好；当蔗糖浓度增加，碳源过剩，不利于不定芽 

的分化，增殖率反而降低。琼脂作为凝固剂能影响 

培养体系的水分状况，从而影响组培苗的玻璃 

化E18-19]。琼脂浓度较低 (5．5％)时 ，培养基中水分 

过多，影响试管苗的生长和分化，导致严重的玻璃化 

现象发生；琼脂浓度过高(8 )时，培养基内水分少， 

将影响植物对营养和矿物质的吸收，也影响组培苗 

的生长。影响滨梅组培苗玻璃化的环境因素主要有 

培养温度和光照周期。组培苗生长期间，要求有足 

够的气体交换和适宜的温度，高温加快了不定芽的 

生长速度，这时培养瓶 内外的气体交换不能满足组 

培苗的生长需求 ，从而产生玻璃化苗现象。光照周 

期主要是影响了培养瓶内小环境的气体、温度平衡， 

从而引起玻璃化植株的产生[a a]。 

从正交试验看，试验设计的 5个因素对滨梅玻 

璃化现象都有影响，但各个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有 
一 定差异。影响滨梅玻璃化现象的因子由大到小依 

次为TDZ浓度>培养温度>蔗糖浓度>光照时间 

>琼脂浓度。 

综合本试验结果，并考虑培养成本等因素，确定 

滨梅组织培养的优化条件为：MS基本培养，添加 

TDZ 0．5 mg／L、NAA 0．2 mg／L，培养基 中蔗糖浓 

度为 3．10 、琼脂浓度为0．6 ，并于25℃、光照 12 

～ 16小时／天(3 000 Ix)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在此 

条件下，滨梅组培苗的增殖系数较高，玻璃化率较 

低，试管苗长势正常并且健壮。 

参 考 文 献 

[1] Wang Xiao-min，Wu Wen-long，Li Wei—lin，et a1．De— 
velop beach plum as a new multipurpose crop for 

coastal beach in China[J]．Advanced Materials Re— 
search，2012(524)：2118—2121 

[2] 闫道良，王 光，方 逵，等．耐盐果树滨梅的引种及 

开发利用[J]．林业科技开发，2006，20(5)：67—69 
[3] Xueming Zai，Pei Qin，Shuwen Wan，et a1．The appli— 

cation of beach plum (Prunus maritima)to waste— 

land vegetation recovery in Jiangsu Province，China： 

Seedling cloning and transplantation_J]．Ecological 
engineering．2009(35)：591—596 

[4] 宰学明，张焕仕，钦 佩．AM真菌对 NaC1胁迫下滨 
梅苗生长和营养元素吸收的影 响[J]．中国南方果 
树，2013，42(1)：25-28 

[5] 闫道良，王 光，方 逵，等．滨梅的组织培养和快速 
繁殖[J]．植物生理学通讯，2006，42(5)：921 

[6] 付素静，史骥清，陈建芳，等．滨梅的快繁技术和组培 
苗生产简报[J]．繁殖技术，2007(1)：191—192 

[7] 胡淑英，王小敏，张春红，等．滨梅茎段组织培养研究 

口]．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2，39(5)：816—820 
[8] 叶添谋．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的常见技术难题研究 

进展[J]．韶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1(3)： 
84—9O 

[9] 杨丽琴，李 瑞 ，王 俊，等．植物组织培养的三大难 
题[J]．北方园艺，2008(4)：104—107 

[1O]蔡祖国，符树根 ，黄宝祥，等．植物组织培养中玻璃化 
现象的研究进展[J]．江西林业科技，2005(2)：35—38 

[11]P Debergh，Y Harbaoui，R Lemeur．Masspropagati0n 
of globe artiehoke (Cynaraseolymus)：Evaluation of 

different hypothesis to overeome vitrifi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ee to water potential[J]．Physieal 
Plant，1981(53)：181—187 

[12]Sonriza M R，Lilian F P．In Votro Shoot Vitrification 
(Hyperhydricity)in Shallot(Allium cepavar．grag— 

gregatum)FJ]．Philipp J Crop Sei，1997，22(1)：14-22 
[13]WillY D，Saskia R A simple technique to overcome 

vitrification in Gypsophila paniculata L [J]．Plant 
Cell，Tissue and Organ Culture，1989(19)：181—188 

[14]Kevers C，Prat R，Gaspar Vitrification of carnation 
in vitro：Changes in cell wall mechanical properties， 

cellulose and lignin content[J]．Plant Growth Regu— 
lation，1987(5)：59—66 

[15]王小敏，李维林 ，赵志强，等．不同培养条件对薄荷试 
管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j]．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 
2006，15(3)：51—54 

[16]李娅莉，张 健 ，潘远智．观赏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玻 
璃化现象与解决措施进展[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04，22(3)：278-281 

[17]黄宇翔．无病毒香石竹(Dianthus caryophyllus L)组 
培玻璃化控制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05 

[18]邹恩强，杜希华，李成刚，等．影响苹果砧木 M9组培 

苗玻璃化的因素与改善措施 [J]．山东林业科技， 
2010(5)：26-30 

[19]李 娜，陶承光，王 平，等．色素万寿菊试管苗玻璃 
化现象及防止研究[J]．北方园艺，2013(4)：108—110 

(责任编辑：王新娟；英文编辑：董朝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