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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愈伤诱导及不同儿茶素含量细胞系筛选
刘亚军 1，王正荣 2，王 婕 1，杨冬青 3，郭丽丽 1，孙美莲 3，王云生 1，高丽萍 1*，夏 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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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树组织培养是开展茶树次生代谢及调控研究重要的研究平台。在建立茶树愈伤组织培养体系的基础上，
开展了茶树含不同儿茶素含量的细胞系筛选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H、S 和 B 3 种诱导培养基中，只有 B 培养基
适合于诱导生长迅速、组织疏松、质地均一且具有一定儿茶素合成能力的愈伤组织。从外植体方面考虑，种子诱导出
的愈伤组织具有较强的植株再生能力；幼茎和叶片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其生长速度快、组织疏松，但再生能力弱。在
此基础上，采用目视法和二分法，结合 HPLC 分析，对 B 培养基诱导的细胞系“yunjing63Y”进行了筛选，得到含不
同儿茶素含量的细胞系“yunjing63Y”和“yunjing63X”
。分析结果显示，细胞系“yunjing63Y”和“yunjing63X”的
儿茶素组分与鲜叶相似，且二者儿茶素含量（干重）差异较大，前者为 7.77 mg·g-1，后者为 0.13 mg·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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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uction of tea callus and screening for tea cell line containing different catechin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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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llus culture of tea plant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regulation and metabolism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in the tea plant. This research carried out the work in screening for tea cell lines containing
different catechin contents based on the callus culture of the tea pla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H, S and B
induction mediums, only B medium was fitted for inducing and screening callus which were quickly grown,
loosely organized, even textured and produced a good amount of catechins. Callus induced from tender stems and
leaves grew quickly and loosely, but its regeneration ability to plants was weak. Cell lines “yunjing63Y”, “yunjing63X” with different catechin contents were obtained by the visual method, dichotomy, and HPLC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techin components in the two cell lines we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fresh tea leaves, but
the catechin contents in cell lines “yunjing63Y”and “yunjing63X” differed obviously. The catechin contents (DW)
of the former was 7.77 mg·g-1, and the latter was 0.13 mg·g-1.
Key words: tea plant (Camellia sinensis); callus culture; catechins; cell lines
植物类黄酮的合成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光照[1]、温度[2]、环境胁迫[3]等因素均会影响到茶树
中的酚类物质的合成。利用茶树个体研究酚类物质
的生物合成代谢受到诸多限制因素影响，无疑茶愈

伤组织和细胞悬浮培养体系已成为研究茶树次生代
谢的良好平台。筛选出含不同儿茶素含量及组分的
茶细胞系是这种良好平台最终建立的前提。
常见的含特殊物质细胞系的筛选手段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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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寻找一种有效易行的特殊物检测手段是筛选体系
建立的基础。对于有颜色的特殊物，通常采用直接
目视法筛选高产细胞系[4]，如含花青素、萘醌、类
胡萝卜素、叶绿素等物质的愈伤组织或细胞系，其
颜色的深浅表明了内含物含量的变化。Yamamoto
等在筛选具有高产和稳产花青素细胞系过程中，利
用目视法挑选颜色较深的愈伤组织继代培养，这样
反复筛选了近 30 代，在第 23 代之后细胞块的色素
含量平均值保持稳定,并比原细胞株含量高 7 倍[5]。
吴蕴祺等利用二分法结合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HPLC),对红豆杉愈伤组织中的紫杉醇高产细胞系
进行筛选，获得了一个紫杉醇高产细胞系 Ts-19 ,其
紫杉醇含量达细胞干重的 4.0%[6]。
但茶树儿茶素是无色的，无法通过肉眼直接进
行茶细胞系的识别筛选，只能采取间接的方法。本
文在建立茶树愈伤组织培养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二
分法，结合香草醛盐酸显色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开展了茶树含不同儿茶素含量及组分的细胞系筛选
方法的研究，为开展茶树儿茶素合成代谢及调控研
究建立了良好平台。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验所用茶树(Camellia sinensis ( L. ))材料均来
自安徽农业大学大杨店农业园。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1.2.1 主要试剂 2,4-二氯苯氧乙酸(2,4-D)、激动
素(KT)、吲哚丁酸(IBA)购自 sigma 公司；香草醛购
自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儿茶素(C)、(+)没食子儿茶素(GC)、(-)-表儿茶素(EC)、表没食子儿
茶 素 (EGC) 、 (-)- 表 没 食 子 儿 茶 素 没 食 子 酸 酯
(EGCG)、(-)-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CG)购自上海融
禾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纯度>98％。甲醇、
乙腈、乙酸购自美国 Tedia 公司，色谱级;其他试剂
均为分析纯。
1.2.2 主要仪器 WATERS600 紫外检测器高效液
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BECKM centrifuge
高速离心机(美国 BECKMAN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茶愈伤组织诱导与继代培养 选取茶树云南
大叶种、农抗早、舒茶早、龙井 43 的幼叶、幼茎和
种子为外植体。在超净工作台上，先后用 70%的乙
醇和 0.1% HgCl2 浸泡消毒，将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
养基上诱导茶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分别为 B 培养
基：pH5.5 的 B5+0.5 mg·L-1 2,4-D+0.1 mg·L-1 KT+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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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 蔗 糖 ； S 培 养 基 ： pH5.5 的 B5+2.0 mg·L-1
2,4-D+0.5 mg·L-1 KT+3% 蔗糖；H 培养基: pH5.5 的
MS+10 mg·L-1 IBA+2 mg·L-1 KT +3% (w/v)蔗糖。培
养条件：温度 25℃；暗培养；21 d 为一个培养周期。
茶树愈伤组织液体悬浮培养条件：将诱导出且
稳定继代的茶树愈伤组织切成直接约 0.5 cm 的大
小，按 1:10（g/v）加入液体培养液，黑暗下 25℃、
转速 120 r·min-1 摇床中培养。培养初期，每 7 d 更
换一次培养液，不断提出老化和长势不好的愈伤，
继代 4～5 次后，改为 21 d 继代 1 次。其他条件与
固体培养相同。
1.3.2 愈伤组织筛选 在茶愈伤组织继代培养过程
中，采取目视法对愈伤组织进行初筛，按照不同生
长类型、不同颜色、不同质地挑选，分别进行继代
扩大培养。
在获得不同茶愈伤组织的基础上，在培养过程
中利用二分法，结合 1% (w/v)香草醛盐酸试剂活体
快速显色法，对愈伤组织进行复筛，即可筛选出不
同儿茶素含量的愈伤组织，具体操作如图 1。在超
净工作台上将细胞团逐一编号后用手术刀一分为
二，取其中一半细胞团放入事先装有 5 mL 1%香草
醛盐酸试剂试管中，显色 10 min。将显色不同深浅
愈伤组织对应的另一半愈伤组织分别接种，继续培
养。如此反复，以筛选不同儿茶素含量的愈伤组织。

Figure 1

图 1 二分法筛选富含儿茶素愈伤组织
Screening for cell lines with high catechin contents
by dichotomy

1.3.3 儿茶素提取及其检测 取愈伤组织 3 g 或茶
树(云南大叶种)初展的叶片 0.5 g，加少许石英砂，
液氮研磨至粉碎，加 3 mL 95%乙醇研磨，4000 g
离心，吸取上清液，沉淀加 3 mL 95%乙醇，再次离
心。此法重复 3 次，最后 95%乙醇定容至 10 mL。
将上述得到的 10 mL 乙醇溶液，蒸干去除乙醇，再
用热水溶解，再用等量乙酸乙酯萃取 3 次，取有机
相浓缩干燥，用 1 mL 甲醇定容。得到的样品用孔
径为 0.45 µm 有机膜过滤，得儿茶素提取液，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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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检测儿茶素种类和含量。
HPLC 色谱条件：色谱泵，Waters 600；控制仪，
Waters 600；色谱柱，Phenomenex Synergi 4u Fusion
250 mm×4.6 mm；检测器：UV Waters 2487；灵敏
度：0.01；检测波长：280 nm；流速：1.0 mL·min-1；
进样量：5 μL；每一试样进样之前，以流动相平衡
15 min。采用梯度洗脱条件 A 相：1%乙酸，B 相：
色谱纯乙腈，洗脱梯度为前 20 min 内 B 相由 10%
到 13%；20 min 到 40 min B 相由 13%到 30%。以儿
茶素标准品制作标准曲线定量计算儿茶素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茶愈伤组织儿茶素合成积累影响
不同培养基会影响到茶愈伤组织的生长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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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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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茶素合成能力，在 H、S 和 B 培养基上均能诱导
出茶树愈伤组织，但愈伤组织生长状态和愈伤组织
儿茶素含量与组份差别较大（表 1 和图 2）。在 H 固
体培养基生长的愈伤组织，生长速度慢，儿茶素含
量相对较低，儿茶素总含量（干重）只有 0.034
mg·g-1，且儿茶素只检出非酯型儿茶素 GC、C、EC
和 EGC；在 S 固体培养基上生长的愈伤组织，生长
速度慢，但儿茶素合成类型和各种儿茶素相对含量
与鲜叶内儿茶素相近，含量相对较高，儿茶素总含
量（干重）约为 8.221 mg·g-1；只有在 B 固体培养
基上诱导的茶愈伤组织，生长速度快，组织疏松，
较容易获得均一的愈伤组织，且具备一定的儿茶素
合成能力，愈伤组织儿茶素总含量（干重）约为 4.112
mg·g-1 。

表 1 不同培养基诱导的茶愈伤组织的特性
Table 1 Characters of tea callus induced from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s
愈伤组织特性
儿茶素类型
Characters of callus
Catechin type
浅黄、生长速度缓慢、见光转绿
GC，C，EC，EGC

儿茶素含量/mg·g-1
Content (DW)
0.034±0.018

S

浅黄、生长速度缓慢、见光转绿

GC，C，EC，EGC，ECG，EGCG

8.221±2.311

B

浅白、生长速度快、见光不转绿

GC，C，EC，EGC，ECG，EGCG

4.112±1.374

香草醛盐酸染色显示具有一定的儿茶素合成能力
(图 4)。图 5 结果显示，由茶树茎和叶诱导的愈伤
组织“yunjing63”，呈淡黄色，质地均一，生长旺盛；
但细胞照光后不能再生；香草醛盐酸染色显示具有
较强的儿茶素合成能力；HPLC 分析显示，此类愈
伤组织积累的儿茶素主要有 EGCG 和 ECG，其次是
EC、EGC、C，与鲜叶中的儿茶素组成类型相近，
总儿茶素含量（干重）为 5.02 mg·g-1(表 2)。

图 2 不同培养基(H, S, B)培养的愈伤组织中儿茶素分析
Figure 2 Assay of catechins in tea callus induced with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s (H, S, B) by HPLC

不同外植体对茶愈伤组织儿茶素合成积累影响
由不同外植体诱导出的愈伤组织类型也不尽相
同，且儿茶素含量差异较大。图 3 结果显示，由茶
树种子诱导出的愈伤组织“NKZ79”，其质地不均一，
呈不规则突起生长且生长迅速；植株再生能力较强，
愈伤组织稳定性好，可以稳定继代 4 年之久(图略)；
2.2

A. 黑 暗 下 由 农 抗 早 种 子 诱 导 出 的 茶 树 愈 伤 组 织
“NKZ79”; B.光照诱导 5 周后形成的不定芽; C.芽诱导后培养
2 个月的茶树小苗
A. callus induced from seeds of Camellia sinensis (L.) O.
Kuntze. var. sinensis cultivar nongkangzao in darkness; B. buds
induced from “NKZ79”callus after five days’ illumination; C.
tea seedlings cultured for two months after induction of bud
图 3 基于 NKZ79 愈伤组织的茶树植株再生体系
Figure 3 Regeneration system of tea plant based on “NKZ79”
c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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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B 为香草醛盐酸染色前和染色后的NKZ79 愈伤组织
A and B: “NKZ79”callus before and after staining with
vanillin-HCL
图 4 “NKZ79”愈伤组织的香草醛盐酸显色
Figure 4 “NKZ79”callus staining with vanillin-HCL

A 和 C: 细胞系 yunjing63Y 香草醛盐酸染色前后; B
和 D: 细胞系 yunjing63X 香草醛盐酸染色前后
A and C: Cell lines “yunjing63Y” before and after staining with vanillin-HCL; B and D: Cell lines “yunjing63X” before and after staining with vanillin-HCL
图 5 “yunjing63X”和“yunjing63Y”细胞系香草醛盐酸染
色前后
Figure 5 The “yunjing63 X” and “yunjing63 Y” cell line
before and after staining with vanillin-HCL

不同儿茶素含量的愈伤组织筛选
在获得上述长势较好，且具有儿茶素合成能力
的愈伤组织“yunjing63”的基础上，通过目视法，进
一步将长势和颜色上有明显差异的愈伤组织分开，
2.3

结合香草醛盐酸试剂活体快速显色法，对愈伤组织
进行复筛，筛选出具有明显儿茶素含量差异的茶愈
伤组织，“yunjing63X”和“yunjing63Y” (图 5)。从外
形上看，“yunjing63X”细胞颜色发白，松散，而
“yunjing63Y”颜色发黄，略紧；“yunjing63X”细胞的
悬 浮 性 较 好 ( 图 6) 。 HPLC 分 析 表 明 ( 表 2) ，
“yunjing63Y”的总儿茶素含量（干重）是 7.77 mg·g-1，
“yunjing63Y”总儿茶素含量（干重）仅为 0.13 mg·g-1，
前者较后者高出近 59 倍。从儿茶素组成类型来看，
两种细胞系均含有鲜叶主要的 5 种儿茶素，但 “云
茎 63Y”中总儿茶素含量中 EGCG、ECG、EGC、
C 和 EC 的含量分别是“云茎 63X”中含量的 112、
58、14、17 和 72 倍。

A.固体培养基培养的“yunjing63X”和“yunjing63Y”细胞
系形态; B.液体培养基培养的“yunjing63X”和“yunjing63Y”
细胞系形态; C.“yunjing63X”细胞系中儿茶素组成类型; D.
“yunjing63Y”细胞系中儿茶素组成类型
A.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yunjing 63X” and “yunjing 63Y”cell lines cultured on solid medium; B.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yunjing 63X” and “yunjing 63Y”cell lines cultured
in liquid medium; C. catechin components in “yunjing 63X” cell
lines; D. catechin components in “yunjing 63Y”cell lines
图 6 “yunjing63X”和“yunjing63Y”细胞系形态、儿茶素组
成类型
Figure 6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catechin components
in “yunjing 63X” and “yunjing 63Y”cell lines

表 2 “yunjing63X”和“yunjing63Y”细胞系中儿茶素含量（干重）
Table 2 Catechin contents (DW) in “yunjing63X” and “yunjing63Y”cell lines
细胞系 Cell line
Yunjing63(筛选母本)
Yunjing63X
Yunjing63Y
鲜叶 Freshleaf

3

ECG
1.10
0.03
1.75
14.79

EGCG
2.90
0.04
4.51
32.64

讨论

植物组织培养包括器官培养、组织培养、胚培
养、茎尖培养、花药培养、细胞培养等类型。已在
快速繁殖、脱毒、单倍体育种、种质资源保存、在
次生代谢产物等方面得到广泛运用[7-8]。愈伤组织诱

EC
0.52
0.01
0.72
10.39

C
0.28
0.03
0.51
1.47

EGC
0.21
0.02
0.28
6.84

mg·g-1
总量 Content
5.02
0.13
7.77
66.13

导是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关键一环，它的作用是使
植物外植体脱分化形成分生能力强的愈伤，以便于
在进一步的培养中，形成新植株。
愈伤组织诱导体系的建立，为次生代谢研究奠
定坚实基础。细胞培养物已被证明能产生许多有用
的次生代谢物，包括生物碱、糖苷、萜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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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精、植物杀虫剂等[9]。Lu 研究了不同诱导子对人
参皂苷合成的影响，在人参的悬浮培养过程中加入
茉莉酮酸酯，人参皂甙含量为对照的 28 倍[10]。Linus
研究了不同生长素对桔叶鸡眼藤悬浮细胞积累蒽醌
(AQ)影响[11]，指出在添加 1 mol·L-1 NAA 的 B5 培养
基中，能产生大量蒽醌(AQ)。而在培养基中加入 l
mg·L-1 2,4-D 时，没有 AQ 产生。
不同的外植体诱导出的愈伤组织类型和次生代
谢能力往往差异较大。不同来源的东北红豆杉
(Taxus cuspidata)愈伤组织，芽愈伤生长最快，叶最
慢，但叶愈伤组织中紫杉醇含量最高，是芽或茎愈
伤组织 3 倍[12]。以银杏的不同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
其诱导率高低顺序依次为子叶、叶片、茎段[13]。陈
学森等报道，银杏叶、茎、根来源的愈伤组织黄酮
含量分别为 1.5%、1.0%和 0.3%[14]。王黎等报道根
诱导形成的软紫草愈伤组织色素含量较子叶诱导愈
伤高 13 倍[15]。
在茶树组织培养过程中，不同的组织器官几乎
都可以诱导出愈伤组织，但是各种材料诱导出的愈
伤组织时间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幼嫩的材料比成
熟的材料更容易诱导出愈伤组织，同时幼嫩组织诱
导出的愈伤增殖也更活跃[16]。本研究过程中发现茶
愈伤组织幼嫩的茎和叶在 B 培养基上诱导出的愈伤
组织类型较为相似，无明显差别，多酚合成能力较
强，具有合成酯型儿茶素的能力。但由种子诱导出
的茶愈伤组织与叶茎诱导出的愈伤差别较大，表现
为细胞长势好，细胞团不均一，植株再生能力强，
但儿茶素合成能力有限。
不同的培养基成分对诱导愈伤组织类型影响较
大，即使在同一培养基上使用同一类型外植体，诱
导出的愈伤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愈伤组
织潜在的变异。这种变异在组织培养过程中是非常
普遍的，可能和外植体类型[17]、继代时间[18]、培养
基激素[19]有关。有人认为外植体细胞中已经积累了
遗传变异，细胞分裂能力较强的分生组织比高度分
化的组织器官诱导出的愈伤组变异要少[17]。Fras 等
认为愈伤组织变异与外植体基因型有关[20]，也有研
究表明愈伤组织的变异率随继代次数增多和培养时
间的延长而增加[18]。另外，培养基中加入 2,4-D、
6-BA 也会引起染色体变异[19]。笔者发现茶树愈伤
组织诱导和长期继代过程中，愈伤组织变异时有发
生。本实验在 B 培养基上以茶树品种云南大叶种的
嫩茎诱导出了具有较强儿茶素很成能力的愈伤组织
“yunjing63”。该愈伤组织在长期的继代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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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细胞系的分化特定，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努
力成功筛选出两种儿茶素积累有明显差别的
“yunjing63X”和“yunjing63Y”细胞系，但不断
变异的细胞系为筛选出优良细胞系的保存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如何降低或减缓细胞系的变异，如何有
效保存筛选的细胞系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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