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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蕙兰原球茎增殖、分化与离体保存的研究
胡燕梅 1 ，方中明 2* ，郭云贵 2，夏景波 3
(1. 江汉大学期刊社，武汉 43005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武汉 430415；
3. 暨南大学生物科技学院发育与再生生物学系，广州 510632)
摘

要：以大花蕙兰原球茎为材料，从培养时间、基本培养基、糖浓度、培养方式及切割方式 5 个方面探讨了

原球茎增殖、分化及离体保存的问题。结果表明，2 个月内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原球茎增殖与分化越显著，但培
养 2 个月后，原球茎增殖不明显，分化却持续增加；1/2MS 基本培养基利于原球茎增殖与分化，而 3MS 基本培养
基利于原球茎保存；糖浓度的高低对原球茎增殖与分化影响显著，20 g·L-1 蔗糖适于原球茎保存，50 g·L-1 蔗糖适于
原球茎增殖，而原球茎分化成苗应选用 30 g·L-1 白糖；在 3 种培养方式中，固体培养利于原球茎分化，液体振荡培
养利于原球茎增殖，液体静置培养利于原球茎离体保存；片状切割法利于原球茎增殖与分化，整体剥离接种法利于
原球茎保存。即以 2.0 mg·L-1 6-BA +0.1 mg·L-1 NAA 为激素组合时，以片状切割法接种原球茎于 1/2MS+50 g·L-1 蔗
糖的培养基中并以液体振荡方式培养时利于原球茎增殖；以片状切割法接种原球茎于 1/2MS+30 g·L-1 白糖的培养基
添中并以固体方式培养时利于原球茎分化成试管苗；以整体剥离法接种原球茎于 3MS+20 g·L -1 蔗糖培养基中并以
液体静置方式培养时利于原球茎保存。上述结论为大花蕙兰试管苗快速繁殖与离体保存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大花蕙兰；原球茎；增殖与分化；离体保存；褐变
中图分类号：S6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6)01006706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vitro
of Cymbidium hybridum protocorm-lik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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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protocorm-like body (PLB) of Cymbidium hybridum, the effects of culture time, basic
medium, sugar concentration, cultivation form, and cutting way on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vitro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B proliferated and differentiated in two months culture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being more effective after two months culture. Half-strength MS medium was beneficial
to PLB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hile 3 MS medium was favorable to PLB preservation. Sucrose at 20
g·L-1 was good for PLB preservation, while 50 g·L-1 sucrose was suitable for PLB proliferation. Sucrose at 30
g·L-1 was effective for PLB differentiation. Solid culture had an obvious effect for PLB differentiation, while liquid culture was good for PLB proliferation. PLB conservation in vitro could use static liquid culture. The
sheet-cutting method was suitable for PLB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whole-peeling method was
good for PLB preservation. The best PLB proliferation condition was 1/2 MS+50 g·L-1 sucrose +2.0 mg·L-1 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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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g·L-1 NAA in liquid culture with the sheet-cutting method. The best PLB differentiation condition was 1/2
MS+ 30 g·L-1 sugar in solid culture with the sheet-cutting method. The best PLB conservation condition was 3
MS+ 20 g·L-1 sucrose in liquid culture with the whole peeling method. It indicated that this method is effective for
rapid propag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ymbidium hybridum in vitro.
Key words: Cymbidium hybridum; protocorm-like body(PLB);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conservation
in vitro; browning
近年来，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大花蕙兰种苗

为 2.0 mg·L-1 6-BA +0.1 mg·L-1 NAA +30 g·L-1 蔗糖

规模化生产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 [1-3]，但培养过程中
由于技术还不成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原球茎

+2 g·L-1 活性炭+100 mL·L-1 椰乳+7 g·L-1 琼脂（pH
为 5.8±0.2）
，液体培养基附加物为 2.0 mg·L-1 6-BA

增殖、分化与离体保存是种苗快速生产的关键环
节[4-8]。在实际生产中要求快速获得种苗时则要求原

+0.1 mg·L-1 NAA+30 g·L-1 蔗糖+2 g·L-1 活性炭+100
mL·L-1 椰乳（pH 为 5.8±0.2）
。液体振荡培养条件

球茎快速增殖与分化，但种苗生产暂停时则需要原
球茎能更长时间地离体保存。本试验中笔者探讨了

为 90 r·min-1，每 10 d 转接 1 次。

培养时间、无机盐浓度、糖浓度、培养方式以及切
割方式 5 个方面对原球茎增殖、分化及离体保存的
影响，为大花蕙兰快繁及工厂化育苗提供一定技术
依据。

1.1 供试材料
大花蕙兰原球茎由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细胞工程
实验室提供。试验选取生长状况一致的原球茎作为
接种材料，将原球茎切成大小均匀直径约 3 mm 的
小块接入培养基中，培养温度为(25±2)℃，光照强
度 1000～2000 lx，光照周期为每日 12 h。
1.2 试验设计
1.2.1 培养时间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以

MS+2.0 mg·L-1 6-BA +NAA 0.1 mg·L-1+30 g·L-1 蔗
糖+7 g·L-1 琼脂+2 g·L-1 活性炭+100 mL·L-1 椰乳（pH
为 5.8±0.2）为培养基，分别记录原球茎培养 15 d、
30 d、45 d、60 d 和 75 d 后的试验结果。
基本培养基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基本培养基设置 5 个处理，即 1/4MS、1/2MS、MS、
2MS 和 3MS。附加物为 2.0 mg·L-1 6-BA +0.1 mg·L-1
-1

将

原球茎采用 5 种不同的切割方式进行切割，即横切、
竖切、片状切割、整体剥离、
“十”字切割。培养基
同 1.2.1。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设计中各处理组初始接种数均为 50 块原
球茎，培养 60 d 后统计有效接种数及其增殖率及增

1 材料与方法

1.2.2

1.2.5 切割方式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1

-1

NAA+30 g·L 蔗糖+7 g·L 琼脂+2 g·L 活性炭+100
mL·L-1 椰乳（pH 为 5.8±0.2）
。
1.2.3 糖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设置 20、

30、40 和 50 g·L-1 蔗糖，30 g·L-1 白砂糖 5 个处理。
培养基为 MS 基本培养基，
附加物为 2.0 mg·L-1 6-BA
+0.1 mg·L-1 NAA+7 g·L-1 琼脂+2 g·L-1 活性炭+100
mL·L-1 椰乳（pH 为 5.8±0.2）
。
1.2.4 培养方式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设

置固体培养，液体静置培养，液体振荡培养 3 种培
养方式。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固体培养基附加物

殖系数、分化率及分化系数、生根系数及褐变率。
有效接种数指原球茎经培养后未污染的接种数
（块）
。
原球茎增殖率/%=（原球茎发生增殖了的接种
数/有效接种数)×100%。
原球茎的增殖系数是以每个原球茎经培养 60 d
后所形成的原球茎个数的平均值（以 3 mm 左右的
原球茎小块为标准进行统计）
。
原球茎分化率/%=（原球茎分化出苗的接种数/
有效接种数)×100%。
分化系数指每个原球茎经培养 60 d 后原球茎上
分化出苗的总数的平均值（苗长≥1cm）
。
褐变率/%）=原球茎发生了褐变的接种数/有效
接种数×100%。
生根系数指每个原球茎经培养 60 d 后原球茎上
分化出苗长出的根总数的平均值（根长≥1cm）
。
采用 Excel 2003 对数据进行处理，
采用 Spss13.0
软件中完全随机单因素试验方差分析邓肯氏新复极
差法(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评估各试验处理
间差异显著性。文中各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同列数据中 不同英文 字母表 示数据间 差异显著
（P＜0.05）
。

2 结果与分析
2.1 培养时间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原球茎长势有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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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发现，刚接入的原球茎在第 1 周内并无
明显变化，10 d 后原球茎的切割面周边逐渐有淡黄

化的芽生根明显，此时原球茎增殖率和分化率均达
到 100%。培养至 60 d 时，原球茎增殖速度放缓，

色颗粒状原球茎形成；培养 15 d 后原球茎切割面已
被新长出的原球茎覆盖，并且有成团生长的趋势，

芽苗生长速度加快。继续培养至 75 d 观察，原球茎
增殖现象不明显，但丛生芽生长迅速，分化速度增

此时，因褐变死亡的原球茎块与增殖的原球茎块能
明显区分。至 30 d 时，颗粒状原球茎由淡黄色变为

快，根也迅速生长。不同培养时期原球茎生长状态
见图 1。统计试验结果见表 1。

绿色，原球茎团明显变大，呈桑葚状，表面有毛状
物长出。培养至 45 d 时，原球茎体积继续增大，分

（a）0 d；（b）10 d；（c）15 d；（d）20 d；（e）30 d；（f）45 d；（g）60 d；（h）75 d
图 1 培养不同时间后的原球茎生长状态
Figure 1 PLB growth state after various incubation times

培养时间/d
Culture time
15

表 1 培养时间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culture time on Cymbidium hybridum PLB culture
有效接种数/块
增殖系数
分化系数
Effective incubation number
Multiplication coefficient
Differentiation coefficient
50
0.86±0.21d
0±0d

生根系数
Rooting coefficient
0±0d

30

47

2.05±0.19c

0.90±0.56cd

0.67±0.22c

45

45

4.08±0.14b

1.62±0.61c

1.50±0.18c

60

41

4.59±0.17

a

b

2.50±0.07b

75

32

4.72±0.09a

4.08±0.28a

3.84±0.22a

基本培养基
Basic medium
1/4 MS

2.72±0.10

表 2 基本培养基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basic medium on Cymbidium Hybridum PLB culture
有效接种数/块
增殖系数
分化系数
Effective incubation number
Multiplication coefficient
Differentiation coefficient
42
5.23±0.13a
2.90±0.11b

生根系数
Rooting coefficient
2.56±0.07b

36

5.39±0.10a

3.20±.0.7a

3.00±0.09a

MS

45

4.59±0.17

b

c

2.50±0.07b

2MS

38

4.66±0.21b

2.60±0.05c

2.32±0.04c

36

c

d

2.47±0.06b

1/2 MS

3MS

糖类
Sugar

4.26±0.08

2.72±0.10
2.28±0.09

表 3 糖浓度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sugar concentration of Cymbidium Hybridum PLB culture
有效接种数/块
增殖系数
分化系数
Effective incubation
multiplication
differentiation
number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生根系数
Rooting
coefficient

安

70

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16 年

20 g·L-1 蔗糖 Sucrose

40

4.26±0.0 6d

2.38±0.04c

2.56±0.19a

30 g·L-1 蔗糖 Sucrose

41

4.47±0.05bc

2.63±0.10b

2.55±0.07a

40 g·L 蔗糖 Sucrose

36

cd

4.35±0.11

bc

2.68±0.10a

50 g·L-1 蔗糖 Sucrose

32

4.69±0.04a

2.80±0.10a

2.53±0.07a

39

b

a

2.63±0.08a

-1

-1

30 g·L 白砂糖 White sugar

4.55±0.08

2.51±0.05

2.88±0.05

由表 1 可知，培养初期，原球茎增殖速度缓慢，
增殖系数仅有 0.86，且无芽分化。培养至 30 d 时，

但培养 2 个月后，原球茎增殖已不再呈显著性上升，
而分化与生根仍呈现显著性增加趋势。说明若需获

原球茎增殖显著，原球茎增殖系数是培养 15 d 时的
2.38 倍，分化系数和生根系数仍保持较低。由 30 d

得大量原球茎，则培养时间应以 2 个月为适，但若
以获得试管苗为主，则原球茎需培养 2 个月以上才

培养至 45 d 时，原球茎增殖显著，原球茎增殖系数
是培养 30 d 时的 2.34 倍，原球茎分化系数和生根系

能获得较好的分化系数。
2.2 基本培养基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数也显著增加。而当继续培养至 60 d 时，原球茎增
殖速度减慢，增殖系数为培养 45 d 时的 1.13 倍，其

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同样的培养条件下，1/2MS
为基本培养基时原球茎增殖系数达到显著性最高，

分化系数和生根系数显著增加。当培养至 75 d 时，
原球茎增殖不明显，增殖系数仅为培养 60 d 时的

即 5.39，同时发现分化系数与生根系数同样达到显
著性最高。而 3MS 为基本培养基时，原球茎增殖系

1.03 倍，但是分化系数和生根系数却仍然呈显著性
增加，达到最高。考虑到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后期

数明显减小，其分化系数与生根系数也最低。
实验结果表明，低浓度的无机盐即 1/2MS 有利

污染增加，故在 2.2～2.5 试验中均以培养 60 d 时统
计试验结果。

于原球茎增殖，也利于原球茎分化；而高浓度的无
机盐即 3MS 虽不利于原球茎生长，但仍可维持原球

实验结果表明，培养 15 d 至 60 d 期间原球茎增
殖系数、分化系数、生根系数显著升高，表明原球

茎存活状态。在实际生产中若需离体保存原球茎可
考虑使用 3MS 为培养基质。

茎培养 2 个月内，随着培养时间延长增殖越明显，

(a)固体培养 Solid culture；(b)液体静置培养 Static liquid culture；(c)液体振荡培养 Rotating liquid culture
图 2 不同培养方式下的原球茎生长状况
Figure 2 PLB growth status in different culture conditions
表 4 培养方式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cultivation way on the culture of Cymbidium Hybridum PLB
有效接种数/块
增殖系数
分化系数
生根系数
培养方式
Effective incubation Multiplication Differentiation
Rooting
Cultivation form
number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固体培养 Solid cultue
42
4.49±0.15b
2.80±0.12a
2.53±0.08a
液体静置培养 Static liquid culture
液体振荡培养 Rotating liquid culture

36
45

2.14±0.05c
a

10.79±1.17

0±0c
0.73±0.07

0±0c
b

0.46±0.04

褐变率/%
Browning
percentage
18.33±0.59a
3.39±0.13c

b

8.84±0.04b

（a）片状切割培养的原球茎；（b）整体剥离培养的原球茎
（a）PLB growth status under sheet cutting way；(b) PLB
growth status under whole peeling way
图 3 两种切割方式下原球茎的生长状态
Figure 3 PLB growth status under two cutting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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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糖浓度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表 3 结果显示糖浓度的高低及种类对原球茎增

好，从经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原球茎分化成苗应
选用 30 g·L-1 白砂糖。

殖系数与分化系数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但对生根
系数无显著性差异。其中 50 g·L-1 蔗糖处理较其他

2.4 培养方式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原球茎在固体培养基上增殖较慢，个体较小，

处理在原球茎增殖与分化生长上达到显著性最高，
其增殖系数达到 4.69，分化系数达到 2.80。

颜色深绿，但分化试管苗效果好；液体振荡培养时
原球茎增殖速度快，个体较大，色泽浅黄绿色，出

实验结果表明，糖浓度的高低对大花蕙兰原球
茎增殖与分化有显著性影响，蔗糖浓度越高，越利

芽生根的情况明显很少；在液体静置培养时，原球
茎增殖缓慢，个体呈翠绿色，色泽介于固体培养与

于原球茎增殖与分化，而浓度越低，却利于原球茎
保存。即 20 g·L-1 蔗糖适于原球茎保存，50 g·L-1 蔗

液体振荡培养的原球茎之间，新生出的原球茎呈淡
黄色，几乎无出芽生根的情况。原球茎生长状态见

糖适于原球茎增殖，但白糖作为碳源效果表现良

图 2（a）～（c）
。统计数据见表 4。

表 5 切割方式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cutting way on the culture of Cymbidium Hybridum PLB
有效接种数/块
增殖系数
分化系数
生根系数
切割方式
Effective incubation Multiplication Differentiation
Rooting
Cutting way
number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横切 Cross cutting way
41
4.35±0.05c
2.80±0.09ab
2.62±0.10bc

褐变率/%
Browning
percentage
16.72±2.99c

竖切 Vertical cutting way

43

4.47±0.07c

2.65±0.04bc

2.74±0.11ab

17.65±2.18c

片状切割 Sheet cutting way

35

5.42±0.04a

2.93±0.05a

2.85±0.04a

48.48±3.77a

整体剥离 Whole peeling way

44

d

3.91±0.11

d

2.08±0.06

d

1.78±0.11

6.67±0.85d

“十”字切割“Cruciate”cutting way

40

4.62±0.04b

2.57±0.16c

2.53±0.65c

28.33±5.83b

从表 4 可以看出，液体振荡培养的原球茎增殖
系数显著性高于其他 2 组，达到 10.79，为固体培养

化系数与生根系数也分别达到 2.93 和 2.85，但其褐
变程度也显著性高于其他试验组，达到 48.48%。整

的 2.40 倍，但是其分化系数与生根系数却显著性低
于固体组。而固体培养原球茎分化系数与生根系数

体剥离接种 试验组褐 变程度 最低，褐 变率仅有
6.67%，但其增殖系数、分化系数和生根系数却要

显著性高于另外 2 个处理。液体静置培养原球茎增
殖缓慢，其分化系数与生根系数均为 0，且不易褐

显著性低于其他 4 个试验组。
实验结果表明，片状切割法利于原球茎的增殖

化。液体静置培养虽然不利于原球茎增殖，但是可
以很好地控制增殖和分化速度并保持较低的褐变

与分化，建议在试管苗快速生产过程中使用；原球
茎整体剥离接种培养不利于增殖与分化，且褐变最

率，所以液体静置培养原球茎可以用于原球茎的保
存。同时将液体静置培养的原球茎继续培养 4 个月

轻，可在原球茎离体保存中使用此法接种。

后仍能保持较低的增殖系数和分化系数，且褐化较
少，将此原球茎取出接种于固体培养基恢复正常培
养，仍能保持正常的增殖和分化效果（实验数据未
发表）
。
实验结果表明，液体振荡培养有利于原球茎增
殖，固体培养有利于原球茎分化成苗，而液体静置
培养却利于原球茎离体保存。
2.5 切割方式对大花蕙兰原球茎培养的影响
5 种切割方式的原球茎进行切割培养 60 d 后长
势差异较大，其中片状切割和整体剥离培养后的原
球茎长势见图 3（a）和图 3（b）
。由表 5 可以看出，
片状切割接种法对原球茎增殖与分化的促进效果均
显著性高于其他切割法，其增殖系数达到 5.42，分

3 讨论
培养时间、无机盐浓度、糖浓度、切割方式和
培养方式对大花蕙兰原球茎的增殖、分化与离体保
存都有显著性影响。原球茎在增殖过程中以高增殖
率和增殖系数为标准，而原球茎分化出试管苗的能
力则以高分化率、分化系数及生根系数为判断标准，
原球茎的离体保存则要求原球茎处于不生长、不分
化、不褐变但又维持生长的状态，即以低增殖低分
化低褐化为判断标准。所以，为了更好地测量原球
茎的生长情况，本实验测量的指标采用了增殖率及
增殖系数、分化率及分化系数、生根系数及褐变率。
无机盐的增加不利于原球茎的增殖，因此在原
球茎增殖培养基中应适当降低无机盐的浓度，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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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甜等 [9]、陈小强等[10]的研究结果相同，减少了大

等[12]报道了植物生长延缓剂多效唑（PP 333）、比久

量元素的 1/2 MS 培养基对大花蕙兰原球茎进行增
殖培养较为合适。而高浓度的无机盐即 3MS 培养基

（B9）
、甘露醇等均可延缓试管苗生长，且存活率高，
表明 PP 333、B9、甘露醇等可用于材料的离体保存。

上原球茎表现为低分化和低生根，因此可用于原球
茎保存。

周旭红等 [13]和赵喜亭等 [14] 研究使用包埋玻璃化超
低温保存法也可以获得理想的保存效果，表明超低

本试验中采用液体振荡培养利于原球茎的增
殖，这可能是因为通过振荡可以使原球茎与培养基

温保存技术也是一种有效的种质资源离体保存的方
法。但这些方法在大花蕙兰原球茎离体保存中效果

充分接触，能更好地吸收营养物质从而促进生长。
另一方面，在液体培养基中原球茎的褐变率要远远

如何需另行探讨。

低于固体培养，可能是液体培养基中酚类物质不会
发生堆积，会很容易地扩散开，由此减少褐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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