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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涌金莲不同部位外植体多酚氧化酶活性及总酚含量分析
杨凯博 1，舒清态 1*，侯健华 2，朱丹青 3
(1. 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昆明 650224；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昆明 650233；
3. 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昆明 650500)
摘 要：通过对比分析地涌金莲原变种与红苞变种外植体 PPO 活性及总酚含量的差异，为组织培养适宜外植体
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涌金莲原种与红苞变种不同部位总酚含量存在显著差异，均表现为雄蕊最高，其
中原变种为 21.42 mg·g-1，红苞变种为 20.64 mg·g-1，且均显著高于其他部位；红苞变种叶片及叶脉总酚含量分别为 9.43
mg·g-1 和 2.32 mg·g-1，显著高于原变种的 4.67 mg·g-1 和 0.72 mg·g-1，而红苞变种雌花子房壁总酚含量为 4.96 mg·g-1，
显著低于原变种的 9.44 mg·g-1，其余 8 个部位的总酚含量在 2 变种间无显著差异；原变种叶片及叶脉的 PPO 活性分
别为 971.5 和 542.8（0.01△A·g-1·min-1）
，显著高于红苞变种的 277.2 和 428.5（0.01△A·g-1·min-1）
，其他部位的 PPO
活性两者无显著差异。表明总酚含量及 PPO 活性均较低的花苞片、雄花子房是地涌金莲组织培养较理想外植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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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ella lasiocarpa, which belongs to a monotypic genus, is endemic to southwest of China, including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 It is a precious wild flower germplasm resource known for its dignified
plant type and beautiful inflorescence. The differences in phenol content and PPO activity between explants of M.
lasiocarpa var. Lasiocarpa and its mutant 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 were quantifie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electing appropriate explants in tissue cul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otal phenol content amo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two varieties, of which the total phenol
content in the stamen was the highest with 21.42 and 20.64 mg·g-1 in Lasiocarpa and Rubribracteata, respectively.
The total phenol content in leaves and veins of 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 was 9.43 and 2.32 mg·g-1,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M. lasiocarpa var. Lasiocarpa (4.67 and 0.72 mg·g-1, correspondingly). Contrarily, the total phenol content in ovary walls of 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 (4.69
mg·g-1)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Lasiocarpa (9.44 mg·g-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other eight parts. For the PPO activity, the leaves and veins of M. lasiocarpa var. Lasiocarpa were 971.5 and
542.8 (0.01△A·g-1·min-1),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Rubribracteata (277.2 and 428.5,
corresponding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other parts of the two varieties in the aspect of
PPO activ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bracts and male ovary which have relatively low total phenolic content and PPO
activity are the ideal explants for tissue culture of M. lasioca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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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涌金莲（Musella lasiocarpa）是中国特有的
单种属植物，为佛教“五树六花”之一，具较高观
赏价值及文化价值。地涌金莲观赏部位主要为苞片，
原变种苞片为纯黄色[1]，随着红苞地涌金莲变种（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的发现[2]，红色苞片
系列新品种培育已取得突破，并已开始进行产业化
开发[3-5]。地涌金莲新品种主要采用组织培养方式进
行种苗繁殖，而在组培过程中发现，在诱导、分化
和增殖阶段都会发生严重的褐化现象[6-8]，愈伤组织
分化率极低，且红苞变种褐化现象比原变种更为严
重，导致组织培养极为困难，通过添加不同褐化抑
制剂也只能使愈伤组织分化率从 3%左右提高到
17.9%[9]，严重制约了工厂化生产。
植物组织培养中的酶促褐变主要由多酚氧化酶
（PPO）等作用于天然底物酚类物质而引起[10]。外
植体是褐化的主体，是褐化产生的根本因素，不同
生长部位、不同生理状态的外植体材料，酚类物质
的含量及 PPO 的活性亦有所差异[11-13]，从而导致组
织培养中褐化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外植体的种类和
状态很大程度决定了组培是否出现褐化以及褐化程
度。
前人进行的地涌金莲组织培养主要限于吸芽及
幼嫩花蕾为外植体，对外植体多酚氧化酶活性及总
酚含量的分析鲜有报道[14-16]。本研究拟对地涌金莲
原变种及红苞变种的叶片、苞片、雄蕊和胚珠等 11
个可能的外植体材料及用花蕾组织培养诱导出的愈
伤组织及其分化出的芽等进行 PPO 活性及总酚含
量测定，通过对比分析原种与红苞变种不同部位外
植体 PPO 活性及总酚含量的差异，为组织培养适宜
外植体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为揭示褐化与酚类物
质和 PPO 活性的关系提供佐证，并为其他植物组织
培养褐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
所滇中高原试验站种植的地涌金莲原变种和红苞变
种。选取立地条件、生长状态均一致，花苞开放 2～
3 轮的原变种和红苞变种各 3 株，每株为 1 个重复。
采取刚展开的第 2 片新叶和整个花苞迅速放置冰盒
中，立即带回实验室。取叶缘至叶中脉中间部位的
叶片（YP），叶中脉中间处的叶脉（YM），未开放
的最外层苞片中间部位（HB），未开放雌花的子房

壁（CZ）、胚珠（CP）、花瓣（CB）和花柱（CT）
，
最外层雄花（为功能性雄花，具雌花结构，但子房
内无胚珠）的子房（XZ）、花瓣（XB）、雄蕊（XR）
和花柱（XT）。取材时间为 2014 年 3 月。愈伤组织
及分化芽取材于原变种和红苞变种用幼嫩花蕾同步
组培的愈伤组织及其分化出的芽各 3 个。取材时间
为 2014 年 12 月。
1.2 方法
1.2.1 总酚含量测定 总酚含量的测定采用 FolinCioealteu 比色法，参照李静等[17]测定水果中总酚含
量的方法。
1.2.2 PPO 活性测定 PPO 活性测定采用比色法，
参照朱广廉等[18]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总酚含量差异分析
从同一变种不同部位的总酚含量（表 1）来看，
原变种总酚含量变幅为 0.72～21.42 mg·g-1，红苞变
种总酚含量变幅为 1.57～20.64 mg·g-1，部位间有明
显差异。2 变种总酚含量均表现为雄蕊最高，其中
原变种为 21.42 mg·g-1，红苞变种为 20.64 mg·g-1，
均显著高于其他部位；苞片、胚珠和叶中脉含量均
种雄花花瓣和雌花花瓣总酚含量分别为 10.99 和
11.76 mg·g-1，差异不显著；雄花花柱与雌较低，且
表 1 地涌金莲不同部位总酚含量
Table 1 The phenols content in different explants of M. lasiocarpa.
部位
Parts of plants

总酚含量/mg·g-1 Content of total phenol
Y

R
e

2.57±0.10fg

YP

4.67±0.42

d

9.43±1.71cd

YM

0.72±0.13e

2.32±0.20fg

XZ

4.28±1.10

d

4.44±1.44ef

XB

10.99±0.60b

XR

a

21.42±0.23

20.64±2.39a

XT

9.16±0.54c

9.42±0.57cd

CZ

9.44±1.02

c

4.96±0.68e

CP

1.71±0.63e

1.57±0.67g

HB

2.25±0.51

8.85±1.77d

CB

11.76±0.84

b

11.15±0.83c

CT

10.50±2.13bc

13.81±1.40b

注：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n=3）
；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差异显著（P＜0.05）
。下同。Y：原变种；R：红苞变种。
Note: Values are means ± SD (n=3); 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 with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Y: M. lasiocarpa var. lasiocarpa; R:
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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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种内部位间无显著性差异；另外，原变花花柱总
酚含量分别为 9.16 mg·g-1 和 10.50 mg·g-1，差异不显
著；但红苞变种雌花花瓣总酚含量比雄花花瓣以及
雌花花柱总酚含量比雄花花柱分别高 25%和 46%，
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对 2 变种间总酚含量差异进行分析（图 1），红
苞变种叶片总酚含量为 9.43 mg·g-1，显著高于原变
种 的 4.67 mg·g-1 ；红 苞变 种 叶 脉的总 酚 含 量 为
2.32 mg·g-1，显著高于原变种的 0.72 mg·g-1；红苞
变种的雌花子房壁总酚含量为 4.96 mg·g-1，显著低
于原变种的 9.44 mg·g-1。花苞片、雄花子房等其余
8 个部位的总酚含量在 2 变种间差异均不显著。

489

为 604.7 和 694.8（0.01△A·g-1·min-1）
，但两者差异
不显著；原变种和红苞变种其他部位的 PPO 活性均
极低，且无显著性差异。
表 2 地涌金莲不同变种不同部位的 PPO 活性
Table 2 The PPO specific activity in different explants of M.
lasiocarpa.
PPO 比活力/0.01△A·g-1·min-1
部位
PPO specific ativity
Parts of plants
Y
R
HB

23.7±3.0c

35.2±10.9d
a

YP

971.5±58.3

YM

542.8±57.0b
c

277.2±182.6c
428.5±26.4b
19.2±5.2d

XZ

8.0±2.2

XB

21.2±1.6c

XR

74.6±5.8

c

59.4±22.3d

XT

24.4±9.2c

44.1±23.5d

CZ

78.8±53.6

9.2±10.3d

CP

604.7±147.7b

694.8±59.4a

CB

7.6±10.1c

10.7±3.8d

CT

c

16.4±3.9d

c

0.0±1.7

2.0±3.6d

图 1 地涌金莲不同变种各部位总酚含量的差异
Figure 1 The difference of phenols content in different explants of
M. lasiocarpa and M. lasiocarpa var.rubribracteata

2.2 外植体 PPO 活性差异分析
对同一变种不同部位 PPO 活性的差异（表 2）
分析表明，地涌金莲 2 个变种 11 个部位的 PPO 活
性 ， 其 中 原 变 种 变 幅 为 0 ～ 971.5
（0.01△A·g-1·min-1 ），红苞变种变幅为 2～694.86
（0.01△A·g-1·min-1），部位间差异显著。2 变种的
叶片、叶脉和雌花胚珠的 PPO 活性均表现为较高的
水平，比其他部位高出 8 倍至数百倍，而其他 8 个
部位的 PPO 活性均无显著性差异，且 2 变种均是雌
花花柱 PPO 活性最低；从表 2 还可以看出，原变种
PPO 活性最高的前 3 个部位依次为叶片、雌花胚珠、
叶脉，三者间差异显著，而红苞变种 PPO 活性最高
的前 3 个部位依次为雌花胚珠、叶脉和叶片，三者
间差异也达显著水平。
对比 2 变种间 PPO 活性差异（图 2）可知，原
变种叶片的 PPO 活性为 971.5（0.01△A·g-1·min-1），
显著高于红苞变种的 277.2（0.01△A·g-1·min-1）； 原
变种叶脉的 PPO 活性为 542.8（0.01△A·g-1·min-1），
显著高于红苞变种的 428.5（0.01△A·g-1·min-1）；原
变种和红苞变种的雌花胚珠 PPO 活性均较高，分别

图 2 地涌金莲不同变种各部位 PPO 活性的差异
Figure 2 The difference of PPO activity in different explants of M.
lasiocarpa and 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

2.3 愈伤组织及其分化芽的总酚含量
表 3 表明，同一愈伤组织块及其分化出的芽的
总酚含量差异显著，且原变种和红苞变种均是愈伤
组织块的总酚含量显著高于分化芽的总酚含量。在
2 变种间进行比较，红苞变种无论是愈伤组织块还
是分化芽，其总酚含量均显著高于原变种，红苞变
种和原变种愈伤组织总酚含量分别为 3.91 mg·g-1 和
2.84 mg·g-1，分化芽的总酚含量分别为 2.34 mg·g-1
和 0.56 mg·g-1。
由于地涌金莲愈伤组织分化出的芽将来直接发
育为地涌金莲的叶片，因此将愈伤组织分化出的芽
中总酚含量同母株叶片中的总酚含量作对比（见图
3）。原变种地涌金莲的芽和母株叶片总酚含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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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56 mg·g-1 和 4.67 mg·g-1，红苞地涌金莲分化芽
和 母 株 叶 片 的 总 酚 含 量 分 别 为 2.34 mg·g-1 和
9.43 mg·g-1，分化出的芽中总酚含量显著低于相对
应的母株叶片中的总酚含量。
表 3 地涌金莲愈伤组织不同部位总酚含量
Table 3 Phenols content in callus of M. lasiocarpa.
变种
Variants

总酚含量/mg·g-1 Content of total phenol
愈伤组织 Callus

分化芽 Split bud

Y

2.84±0.23

a

0.56±0.08b

R

3.91±0.28a

2.34±0.10b

注：同一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 within the same lin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The same below

地涌金莲不同变种分化芽和母株叶片总多酚含量的
差异
Figure 3 The difference of polyphenol content in bud and stock
plant of M. lasiocarpa and 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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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组织分化芽和母株叶片 PPO 活性分别为 772.4 和
971.5（0.01 △A·g-1·min-1 ），红苞变种愈伤组织分
化芽和母株叶片的 PPO 活性分别为 363.7 和 277.2
（0.01 △A·g-1·min-1），2 个变种分化出的芽中 PPO
活性同相对应的母株叶片中的 PPO 活性差异均不
显著，说明芽在发育成叶片这个过程中其 PPO 活性
的变化与总酚含量的变化不同，在这一过程中 PPO
的活性变化不大。
表 4 地涌金莲愈伤组织不同部位 PPO 活性
Table 4 PPO activity in different explants of M. lasiocarpa.
变种
Variant

PPO 比活力 PPO activity/0.01△A·g-1·min-1
愈伤组织 Callus

分化芽 Split bud

Y

1 380.9±52.5

a

772.4±76.0b

R

a

363.7±92.1b

2 285.3±176

图 3

2.4 愈伤组织及其分化芽的 PPO 活性
对地涌金莲愈伤组织及其分化芽的 PPO 活性
检测结果（表 4）表明，同一块愈伤组织及其分化
出的芽的 PPO 活性差异显著，原变种和红苞变种愈
伤组织块的 PPO 活性均显著高于分化芽的 PPO 活
性，且愈伤组织块和分化芽的 PPO 活性在 2 变种间
也有显著差异；红苞变种愈伤组织块的 PPO 活性为
2285.3（0.01△A·g-1·min-1 ），显著高于原变种地的
1380.9（0.01△A·g-1·min-1 ）。相反的是，红苞变种
分化芽的 PPO 活性为 363.7（0.01△A·g-1·min-1），
显著低于原变种的 772.4（0.01△A·g-1·min-1）。
愈伤组织中的芽是从愈伤组织分化出来的，但分化
出的芽中其 PPO 活性却比母体的愈伤组织降低了
很多，原变种分化芽的 PPO 活性较愈伤组织降低
44%，红苞变种分化芽的 PPO 活性更是较原变种降
低 84%。
将愈伤组织分化出的芽中 PPO 活性同母株叶
片中的 PPO 活性作对比（图 4）可知，原变种的愈

图 4 地涌金莲不同变种分化芽和母株叶片 PPO 活性的差异
Figure 4 The difference of PPO activity in bud and stock plant of
M. lasiocarpa and M. lasiocarpa var. rubribracteata

3

讨论与结论

一些植物不同品种间的总酚含量差异显著，同
一品种不同部位总酚含量也差异较大[19]。根据对地
涌金莲植株不同部位总酚含量的测定得出，不同的
部位其总酚含量不尽相同，其中雄蕊的总酚含量最
高，这可能与花粉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有关
[20]
。在所测部位中，雄花花瓣和雌花花瓣组织相似，
其总酚含量差异不显著，雄花柱头和雌花柱头组织
相似，其总酚含量差异也不显著，其他部位差异均
为显著，说明总酚的含量同组织的类型相关性高。
本研究测定的 11 个外植体部位总酚含量中，有
8 个部位在 2 变种间无显著性差异，在有显著差异
的 3 个部位中，红苞变种有 2 个部位（叶脉和叶片）
总酚含量显著高于原变种，这可能与红苞变种花苞
片和叶脉呈现红色、原变种花苞片呈黄色而叶脉呈
绿色相关。植物颜色的差异主要由花色素的种类和
含量决定，水溶性花色素作为类黄酮的酚类化合物
易发生褐化反应。安佰义[21]研究得出牡丹的花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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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与叶片总酚存在相关性，颜色越深，总酚含量相
应增加，褐化也越严重。
地涌金莲不同部位中 PPO 活性有明显的区别。
各部位中叶片、叶脉和雌花胚珠等 3 个部位中 PPO
活性较高，且差异显著，但在组织类型相似的部位
中如雄花花瓣和雌花花瓣、雄花柱头和雌花柱头等
部位中 PPO 活性差异不显著。此结果说明，同总酚
含量类似，PPO 活性也与组织的类型相关性高。
外植体是产生褐化主体，而外植体中总酚含量
和 PPO 活性则是导致褐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22-23]。
因此，从理论上讲，总酚含量及 PPO 活性均较低的
外植体应该褐化更轻，更宜作为适合的外植体源。
本研究发现，地涌金莲原种与红苞变种花苞片、雄
花子房、叶片、叶脉和雌花胚珠中总酚含量均较低，
其中叶片、叶脉和雌花胚珠中 PPO 活性均很高，而
花苞片、雄花子房中 PPO 活性很低，由此推测花苞
片、雄花子房是地涌金莲组织培养较理想的材料，
但这需要进一步的试验验证。
地涌金莲分化出芽的愈伤组织中其愈伤组织块
和芽总酚含量和 PPO 活性差异显著。芽由愈伤组织
分化而出，但在愈伤组织分化成芽后，原变种与红
苞变种总酚含量分别由 2.84 mg·g-1 降至 0.56 和 3.91
mg·g-1 降低至 2.34 mg·g-1，PPO 活性分别由 1 380.9
(0.01△A·g-1·min-1)降至 772.4(0.01△A·g-1·min-1）和
2 285.3 （ 0.01 △ A·g-1·min-1 ） 降 至 363.7 （ 0.01 △
A·g-1·min-1）
，说明地涌金莲在由愈伤组织这种非正
常的组织状态转变为芽等正常组织状态时，其总酚
含量和 PPO 活性有显著的变化。红苞变种芽的总酚
含量显著高于原变种，而原变种芽的 PPO 活性显著
高于红苞变种，这与原变种和红苞变种叶片总酚含
量和 PPO 活性的差异相一致。
将地涌金莲愈伤组织分化出的芽同其母株叶片
作比较，不同变种其芽和母株叶片的 PPO 活性变化
不大，但原变种和红苞变种总酚含量均显著增高，
分别由 0.56 mg·g-1 增至 4.67 mg·g-1 和 2.34 mg·g-1 增
至 9.43 mg·g-1，说明在芽发育为叶片过程中，总酚含
量在不断增加，这是由于植物在进一步生长中，由
于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累，总酚含量也相应升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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