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1, 38(2): 255-258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OI]CNKI: 34－1162/S.20110303.0952.014

绒毛狼尾草幼穗的愈伤组织诱导与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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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绒毛狼尾草幼嫩花穗为材料，研究了培养基种类和 2,4-D 对愈伤组织诱导以及 6-BA 对分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MS 较 N6 培养基适合绒毛狼尾草的组织培养。在附加 3 mg·L-1 2,4-D 的 MS 培养基中愈伤组织诱导率最
高，达到 100%。分化培养基以附加 1.0 mg·L-1 6-BA 的 MS 培养基为最佳，分化率为 44.0%。在 1/2MS 培养基中附
加 0.5 mg·L-1 NAA 和 0.3 mg·L-1 活性炭进行生根培养，根系生长健壮，生根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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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us induction and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young spike of Pennisetum setaceum
MIAO Shan, FAN Ji-hong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442)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media types and concentration of 2,4-D on callus-induction with young spike of
Pennisetum setaceum, and some concentrations of 6-BA on callus differentiat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 shows
MS is the optimal medium on callus-induction. The callus induction rate reached its maximum of 100% at MS
media with 3 mg·L-1 2,4-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media with 1.0 mg·L-1 6-BA, the optimum differentiation rate
was achieved at 44.0%, and in the 1/2 MS media plus 0.5 mg·L-1 NAA and 0.3 mg·L-1 activated charcoal, root
generation rate reache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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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狼尾 草(Pennisetum setaceum（Forssk.）
Chiov.)为禾本科狼尾草属多年生植物，原产于北非。
茎直立，株高 120～170 cm。绒毛狼尾草喜光，耐
高温，耐寒性强，不耐荫蔽，对土壤适应性强，可
生长于各种黏土、砂土、酸性或弱碱性的土壤[1]。
绒毛狼尾草具有较强的耐旱、耐瘠薄能力，而且生
长健壮，养护管护简单、具有景观效果自然质朴等
特性，因此很受园艺学家和园林设计师的青睐，应
用数量有逐年迅速增加的趋势[2]。我国目前对绒毛
狼尾草已经在资源引进和配置应用方面开展了一些
工作，如武菊英[3]评价了包括绒毛狼尾草在内的 5
种狼尾草属植物在北京地区的适应性、观赏性和它
们的主要繁殖方法。绒毛狼尾草分蘖能力较强，在
生产上主要采用分株繁殖。而有关组织培养方面的
研究在国内尚未见相关的报道。基于此，作者以绒

毛狼尾草的幼嫩花序做为外植体，对绒毛狼尾草的
愈伤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进行了探索，可为绒毛狼
尾草生物技术育种和组培育苗提供技术平台。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 1~2.5 cm 长的花穗，由北京农林科
学院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提供。
1.2 培养基
1.2.1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以 MS+30 g·L-1 蔗糖
+7% 琼脂和 N6+50 g·L-1 蔗糖+10%琼脂作为基本培
养基，pH5.8。添加不同浓度的 2,4-D，配方如下：
A0：MS；A1：MS+1 mg·L-1 2,4-D；A2：MS+3
mg·L-1 2,4-D；A3：MS+5 mg·L-1 2,4-D；B0：N6；
B1：N6+1 mg·L-1 2,4-D；B2：N6+3 mg·L-1 2,4-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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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N6+5 mg·L-1 2,4-D。
1.2.2 分化培养基 C0：MS；C1：MS+0.1 mg·L-1
6-BA；C2：MS+0.5 mg·L-1 6-BA；C3：MS+1.0 mg·L-1
6-BA；C4：MS+2.0 mg·L-1 6-BA。
1.2.3 生根培养基 D1：1/2MS + 0.5 mg·L-1 NAA+
0.3 mg·L-1 活性炭；D2：1/2MS+0.5 mg·L-1 IBA+0.3
mg·L-1 活性炭。
1.3 研究方法
1.3.1 外植体处理 试验于 2010 年 6 月至 9 月
进行。选取以孕育花穗的植株，剪取植株上半部，
去掉叶片后，保留 5 cm 左右包含幼穗的茎鞘切段，
用自来水冲洗后，放入加了适量洗洁精的溶液中，
不断震荡清洗 15 min，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在
无菌条件下用 70%酒精浸渍 1 min，无菌水冲洗 2
遍，再放入 0.1%升汞溶液中处理 10 min，最后用无
菌水冲洗 6 次。在无菌操作台上，将叶鞘剥去，取
出花穗，切成 2~3 mm 的小段。
1.3.2 愈伤组织诱导 在无菌操作台上，将已切好
的花穗小段接种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每瓶接
种 2～3 个外植体。愈伤组织的诱导在 25℃±1℃黑
暗条件下进行，每隔 1 周观察和记录愈伤组织的生

图 1 接种 5 d 后花穗上形成愈伤组织
Figure 1 Callus induced from young
spike after inoculation for 5
days

培养基
Medium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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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情况。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愈伤组织数/接种
外植体总数)×100%。
1.3.3 分化培养 选择胚性较好(外观呈淡黄色，质
地较紧密)的愈伤组织接种到分化培养基上进行分
化培养。观察愈伤组织的分化情况并统计出现的芽
点数。培养条件:16 h 光照，8 h 暗照,光强度 1 500~
2 000 lx,温度为 25℃±1℃。40 d 后统计出苗率，出
苗率=(出苗的愈伤数/愈伤总数)×100%。
1.3.4
生根培养 将分化出的无根小苗转入生根
培养基中诱导生根。每个组合 10 个重复。培养条件：
16 h 光照，8 h 暗照，光强度 1 500~2 000 lx，温度
为 25℃±1℃。20 d 后统计出根情况。最后将形成
的完整植株移栽入花盆。

结果与分析

2

不同培养基对花穗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接种后 5 d，即可观察到培养基中部分花穗开始
膨大，出现乳白色至淡黄色愈伤组织（图 1）。10 d
以后，在诱导出的愈伤组织上可以观察到绿色的芽
点，随后分化出绿色的小芽（图 2 和图 3）。25 d 后
统计愈伤组织的数量和诱导率，结果见表 1。
2.1

图 2

接种 10 d 后愈伤组织上出现绿
色芽点
Figure 2 Green shoot-buds induced on
callus after inoculation for
10 days

图 3 愈伤组织上出现绿色的小芽
Figure 3 Green shoot formation from
callus

表 1 不同浓度 2,4-D 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2,4-D on callus induction
外植体数/个
愈伤组织/块
诱导率/%
Number of explants
Callus number
Percentage of callus
35
0
0

A1

34

17

50

A2

35

35

100

A3

30

21

70

B0

35

0

0

B1

30

15

50

B2

30

29

96.7

B3

30

2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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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2,4-D 对花穗愈伤组织的诱
导至关重要。A0~A2 培养基随着 2,4-D 浓度从 0 到 3
mg·L-1 的逐步增加，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也从 0 上升
到 100%，但当 2,4-D 浓度提高到 5 mg·L-1 时（A3
培养基），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反而下降为 70%。以
N6 为基本培养基的愈伤组织诱导情况也基本一样，
当 2,4-D 浓度达到 3 mg·L-1 时（B2 培养基），愈伤组
织诱导率达到最高值为 96.7%，随后随着 2,4-D 浓
度的进一步提高，愈伤组织诱导率呈下降趋势。因
此，2,4-D 浓度为 3 mg·L-1 时有利于绒毛狼尾草花穗
愈伤组织的诱导。
N6 培养基主要应用在水稻等禾本科植物的组
织培养[4-5]，从本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绒毛狼尾草
幼嫩花穗在添加了 2,4-D 的 MS 和 N6 两种基本培养
基上都能诱导出愈伤组织，且 MS 培养基上的诱导
率稍微高一些。这与孙敬三[6]的研究结果相同。
2.2 不同浓度 6-BA 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将诱导培养基上产生的愈伤组织接种到分化培
养基中。25 d 后统计不定芽分化情况。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a on callus differentiations
愈伤组织/块
出苗的愈伤数/块
出苗率/%
培养基
Callus
Number of
Germination
Medium
number
Germinated explants
rate
C0
25
0
0
C1

30

8

26.6

C2
C3

24

8

33.3

25

11

44.0

C4

25

10

40.0

图 4 在不添加激素的 MS 培养基上死亡的愈伤组织
Figure 4 Dead shoots on MS media without hormone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不添加激素的 C0 培养基上
培养的愈伤组织，即使在愈伤组织诱导阶段已分化
出小芽了，但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小芽也逐渐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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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死亡（图 4）。当 6-BA 的浓度从 0.1 mg·L-1 升至
1.0 mg·L-1 ，不定芽的分化率也随之增加，达到
44.0%。当 6-BA 浓度进一步增加到 2.0 mg·L-1 时，
分化率却略有下降。因此，6-BA 浓度过高将抑制愈
伤组织的不定芽分化。本试验结果表明，MS+1.0
mg·L-1 6-BA 有利于不定芽的分化。
2.3 不定芽生根及再生植株的移栽
将分化培养基上产生的 2~3 cm 长的不定芽剪
切下来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中，1 周后即可观察到小
芽基部开始产生不定根。25 d 后 D1 培养基中每个不
定芽基部均产生 4~5 条健壮的不定根，长度 4 cm 左
右，生根率达到 100%。D2 培养基的生根率略低些，
为 75%，且根系较细弱，长 2~3 cm。30 d 后打开瓶
盖进行室内炼苗，3~4 d 后移栽至盛有营养土（草
炭∶蛭石=2∶1）的小花盆中，放入温室中栽培，
成活率达 95%以上。

3

小结与讨论

花穗作为外殖体进行组织培养，在很多禾本科
植物上都进行过研究[7-10]，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前
人的研究结果表明，2,4-D 是诱导愈伤组织较为有
效的植物激素，最佳浓度因不同的植物种类而有差
异[11-14]。本试验采用绒毛狼尾草的花穗作为外殖体，
在 MS+3 mg·L-1 2,4-D 的培养基上进行培养，诱导率
达到了 100%，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是
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后，不定芽的分化率和成
苗率相对较低，最高的为 MS+1.0 mg·L-1 6-BA 培养
基，成苗率为 44.0%，而且每个愈伤组织上形成的
不定芽个数较少，一般 3~5 个。这与愈伤组织的质
量有很大关系。杨爱芳等[8-9]研究表明，花穗的发育
阶段、不同部位都能对愈伤组织的质量产生很大的
影响，于小花分化前的幼穗，产生的愈伤组织质量
越好，产生的不定芽数量较多且健壮。在本试验中，
长度＜1 cm 的花穗，形成的愈伤组织质量越高，分
化能力越强，能形成较多的丛生芽。而在较老的花
穗上(＞2 cm）形成的愈伤组织质量较差，容易产生
不定根和毛状结构，但不分化或只产生少量不定芽。
因此采用花穗作为外殖体时，尽量选取 1 cm 以下小
花还未完全发育的花穗。另一方面，培养基成分也
很大程度影响愈伤组织的形成和分化[15]。张艺等[16]
的研究结果表明，单独使用 2,4-D 或其它植物生长
调节剂时，形成的愈伤组织胚性不高，难于再生，
而添加了 KT、ABA 等激素，则可以有效提高愈伤
组织的胚性，从而提高植株的再生能力。因此，在
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适当调节诱导与分化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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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素种类，找到更适合绒毛狼尾草花穗培养的培
养基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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