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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卫矛愈伤组织分化及其生理生化特性
余

慧，丁彦芬*，卓启苗，朱贵珍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南京 210037)
摘 要：以欧洲卫矛生长健壮的叶片愈伤组织为材料，通过不同激素配比筛选出适宜其分化的培养基，将愈伤
组织置于不同条件下培养。结果表明，适宜欧洲卫矛愈伤组织分化的培养基为 MS+1.0 mg·L-1 6-BA+0.1 mg·L-1
NAA；欧洲卫矛愈伤组织适宜在光照条件下进行培养，生长周期为 28 d，28 d 后愈伤组织出现不同程度的褐化；
可溶性糖含量先升后降；SOD 和 POD 活性均出现 2 个峰值，可溶性蛋白变化趋势与 POD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可
溶性蛋白在分化中起重要作用，且光照条件下，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SOD 和 POD 活性均高于黑暗条件下，
PPO 在培养后期活性下降，可能与愈伤组织褐化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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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us differentiation an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uonymus europ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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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udy, a suitable differentiation medium was obtained, using the callus of the healthy leaves
of Euonymus europaea cultur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ith different hormone ratio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itable medium for callus differentiation of Euonymus europaea was MS+1.0 mg·L-1 6-BA+0.1 mg·L-1 NAA;
the callus of Euonymus europaea was suitable for culture under light with growth cycle of 28 days, and it would
appear browning in different degrees after 28 days;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the callus rose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POD in the callus both showed two peaks, and the change trend of soluble protein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OD activity; soluble protei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llu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ontents of 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POD were higher grown
under illumination than those under dark conditions. The activity of PPO decreased in the late stage of culture,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browning of callus.
Key words: Euonymus europaea; callus; differentiation;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欧洲卫矛（Euonymus europaea）是卫矛属植物，
秋叶红色且果实形状独特，为观叶观果植物，可作
配景树，也可群植或作绿篱使用，目前北美及欧洲
地区应用的较多[1]。前人关于欧洲卫矛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繁育技术[2]、生长习性[3]、药用价值[4]和光合
特性[5]等方面。
欧洲卫矛在国内发展面临着数量少、周期长、
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通过组培育苗可以实现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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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育苗木，加快其在园林中的应用。因此，对于组
培技术的研究尤为重要，而影响组培育苗成败的关
键因素是愈伤组织分化，且愈伤组织可以为研究植
物脱分化和再分化、植物育种以及次生代谢物等提
供理想材料[6]。本研究以欧洲卫矛生长健康的愈伤
组织为试验材料，对其进行愈伤组织分化培养，测
定其在分化过程中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以
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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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酚氧化酶（PPO）的酶活性，并绘制生长曲线，
旨在得出欧洲卫矛适宜欧洲卫矛愈伤组织分化的培
养基以及培养条件，以期为欧洲卫矛组织培养扩繁
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愈伤组织分化培养基的筛选
以生长健壮的愈伤组织为材料，设计二因素四
水平完全随机试验，添加 6-BA（0.5、1.0、1.5 和
2.0 mg·L-1）和 NAA（0.1、0.3、0.5 和 1.0 mg·L-1），
共计 16 个处理，每个处理接种 20 瓶，每瓶 2～3
个外植体，重复 3 次，30 d 后统计愈伤组织分化率
并观察其生长情况。
分化率（%）=分化的愈伤组织块数/接种愈伤
组织块数×100%
培养条件：30 g·L-1 蔗糖，7 g·L-1 琼脂，pH 值
为 5.6～5.8。在无菌培养室中培养，环境条件为温
度 25~28℃，相对湿度 60%~70%，光照 14 h·d-1，
强度 2 000 lx。
1.2 分化过程中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以 1.1 中筛选的最佳培养基进行愈伤组织培养
所获得的生长状况良好的叶片愈伤组织为材料，分
别接种在光照培养环境（14 h·d-1，强度 2 000 lx）
和黑暗培养中环境。自接种后，每 7 d 取 1 次样，
每天早上 10:00 左右进行，光照条件和黑暗条件各
取 3 瓶，共取 6 次，测定叶片愈伤组织可溶性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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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蛋白、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
（POD）和多酚氧化酶（PPO），并绘制生长曲线，
每个处理设置 3 个重复。
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采用蒽酮比色法[7]；可溶
性蛋白含量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染色法[7]；
SOD 活性测定采用氮蓝四唑（NBT）法[7]；POD 活
性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7]；PPO 活性测定采用邻苯
二酚法[8]，重复 3 次，取平均值。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外植体按上述培养方式进行接种培养，每隔 7 d
对愈伤组织分化情况进行观察记载，并及时清理污
染的外植体，通过数据分析选择出适宜欧洲卫矛叶
片愈伤组织诱导的培养方案。本试验数据用 Excel
2010 处理，SPSS20.0 进行方差分析和 Duncan 多重
对比，Excel2010 进行图形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激素浓度配比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适宜的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可以促进细胞分裂
和伸长。通过二因素四水平完全随机试验得出，愈
伤组织芽点数量随 6-BA 浓度上升而增多，但 NAA
浓度不同，分化的芽苗长势不一，其中以 MS+1.0
mg·L-1 6-BA+0.1 mg·L-1 NAA 为培养基适宜欧洲卫
矛愈伤组织分化，分化率达 58.3%（表 1）。由多重
对比分析（表 2）可知，6-BA 和 NAA 对愈伤组织
分化有显著影响（P<0.05）。

表 1 不同浓度 6-BA 和 NAA 组合对愈伤组织分化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BA and NAA combination on callus differentiation rates
激素浓度/ mg·L -1 Hormone concentration
处理
分化率/%
愈伤组织生长状况
Treatment
Differentiation rate
Callus growth
6-BA
NAA
1
0.5
0.1
12.3±1.73
分化的芽苗少，较小
2
0.5
0.3
12.2±1.86
分化的芽苗少，叶发黄
3
0.5
0.5
17.2±1.90
分化的芽点少，叶片小
4
0.5
1
20.9±2.11
芽点少
5
1
0.1
58.3±4.39
分化的芽较多，叶色浓绿健壮
6
1
0.3
35.4±1.16
分化的芽较多，叶色率
7
1
0.5
18.0±0.47
分化的芽茎尖发黄
8
1
1
12.1±1.33
分化的芽苗少，愈伤组织褐化
9
1.5
0.1
23.9±2.14
分化的芽苗少，叶片淡绿
10
1.5
0.3
23.2±2.85
分化的芽苗少，叶片发黄
11
1.5
0.5
29.3±2.72
分化芽苗少，愈伤组织发黄
12
1.5
1
29.9±8.07
分化的芽苗少，愈伤组织褐化
13
2
0.1
26.5±1.66
分化的芽苗细弱，后期发黄
14
2
0.3
24.6±1.15
分化的芽苗长势差，叶片小
15
2
0.5
22.2±0.06
分化的芽苗少，后期发黄
16
2
1
26.4±2.63
分化的芽苗少，愈伤组织褐化

2.2 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糖类为植物细胞提供能源物质，参与胞内各种
生理生化反应，并能影响到愈伤组织的形成分化。

欧洲卫矛愈伤组织在明暗条件下可溶性糖含量的变
化结果（图 1）显示，明暗不同条件下，可溶性糖含
量变化的总体趋势大致相同，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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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糖在 28 d 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培养 28 d 后
出现高峰，这主要因为明暗两种条件下愈伤组织处
于快速增殖阶段，细胞分裂速度快，细胞内合成大
量糖类物质，供组织细胞分裂生长使用；但 28 d 后，
可溶性糖含量开始下降，因为培养基内营养物质大
量消耗，生长速度下降，愈伤组织生长状况不佳，

Table 2
变异来源 Source
Correct model
NAA
6-BA
Error
Total

大

学

学

报

甚至部分开始褐化，愈伤组织代谢活动速度减慢，
消耗的糖类物质大于产生的糖类物质，因此可溶性
糖含量逐渐下降。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光照条件下
产生的可溶性糖含量略高于黑暗条件产生的可溶性
糖含量，这可能由于欧洲卫矛较为喜光，黑暗的培
养条件不适合其生长分化，但整体差别不大。

表 2 6-BA 和 NAA 对愈伤组织分化率影响的方差分析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6-BA and NAA on callus differentiation rates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值 F value
0.566a
15
0.038
31.192
0.055
3
0.018
15.267
0.149
3
0.050
40.942
0.039
32
0.001
3.494
48

Figure 1

图 1 明暗条件下可溶性糖含量变化
The change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 under light and
dark conditions

Figure 2

图 2 明暗条件下可溶性蛋白含量变化
The change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under light
and dark conditions

2.3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蛋白质是维持细胞基本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
欧洲卫矛愈伤组织在明暗条件下可溶性糖含量变化
结果（图 2）显示：明暗条件下可溶性蛋白含量变
化的总趋势相似，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但光照条
件下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大于黑暗条件下的含量，这
可能因为黑暗条件下，细胞分化速度慢；光照条件
下，在培养第 28 天可溶性蛋白含量出现高峰，0～
28 d 可溶性蛋白含量不断上升，这是因为愈伤组织
处于快速生长阶段，细胞内合成大量蛋白质，供细

2019 年

P 值 P value
0.000
0.000
0.000

胞生长分化，28 d 后可溶性蛋白含量下降，主要是
因为随着培养基中营养物质的消耗，愈伤组织生长
速度变缓，质量变差，合成蛋白质的速率也下降；
黑暗条件下，可溶性蛋白含量呈先降后升再降趋势，
这可能因为暗培养初期，愈伤组织从光照条件转为
黑暗条件，需要一定时间适应新环境，此时愈伤组
织生长速度较慢，细胞合成的蛋白质含量低于消耗
的蛋白质含量，适应之后，可溶性蛋白含量不断上
升，在第 28 天时达到最高，然后趋于稳定，此时
愈伤组织增长也变得缓慢。

图 3 明暗条件下 SOD 活性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 of SOD activity under light and darkconditions

2.4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的变化
欧洲卫矛在明暗条件下 SOD 活性含量变化结
果显示（图 3），在光照条件下，愈伤组织 SOD 活
性有 2 个峰值，分别在第 21 和第 35 天。第一个峰
值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愈伤组织处于旺盛生长期，细
胞分裂旺盛，对营养物质需求大，使 SOD 活性不断
上升。之后愈伤组织生长趋于稳定，细胞生长变缓，
使 SOD 活性下降；第 2 个峰值出现是由于培养基中
营养物质大量消耗，愈伤组织生长速度变缓，甚至
几乎停止生长，质量变差，未分化的愈伤组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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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化、死亡等不良生长现象，因此 SOD 活性加强，
降低衰老细胞中的氧化自由基。在黑暗条件下，愈
伤组织 SOD 活性有 1 个峰值，与光照条件下的第 2
个峰值处于同一时间。从整体来看，光照条件下
SOD 活性高于黑暗条件，因此可以推测欧洲卫矛在
光照条件下，愈伤组织生长比较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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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愈伤组织的 PPO 活性最大值高于黑暗条件下
PPO 活性最大值。

图 5 明暗条件下 PPO 活性变化
Figure 5 The change of PPO activity under light and darkconditions

图 4 明暗条件下 POD 活性变化
Figure 4 The change of POD activity under light and darkconditions

2.5 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变化
POD 是抗氧化作用的关键酶，与愈伤组织褐化
有关。欧洲卫矛在明暗条件下 POD 活性变化（图 4）
表明，明暗不同条件下，POD 活性变化存在一定差
异。在光照条件下，愈伤组织接种初期（0～14 d）
，
POD 活性缓慢上升，到第 21 天后 POD 活性显著上
升，在第 28 天时活性达到最大值，之后 POD 活性
便小幅下降。在黑暗条件下，愈伤组织在接种初期
（0～7 d），POD 活性趋于稳定，从第 7 天开始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愈伤组织由光照转入黑暗条件培养过
程中，需要一个适应环境的阶段，从第 14 天开始，
与光照条件下相似，POD 活性呈显著上升趋势，第
28 天时活性达到最大，之后活性缓慢下降。在光照
条件下，愈伤组织的 POD 活性高于黑暗条件下。
2.6 多酚氧化酶（PPO）活性的变化
PPO 是植物参与防御反应的酶，与愈伤组织褐
化有关。欧洲卫矛在明暗条件下 PPO 活性变化结果
（图 5）显示，明暗不同条件下，PPO 活性变化存
在一定的差异。在光照条件下，愈伤组织接种初期
（0～7 d），PPO 活性显著上升，出现第一个活性高
峰，这可能与刚接种时，愈伤组织受损伤，PPO 活
性发生明显变化，但维持时间较短，从第 7 天开始
就明显下降，到第 14 天后 PPO 活性又开始明显上
升，出现第 2 个活性高峰，之后再次出现小幅下降。
在黑暗条件下，愈伤组织 PPO 活性在第 0 至第 28
天均处于上升状态，第 0 至第 14 天上升的速度较快，
第 14 至第 28 天上升速度缓慢，活性变化较平稳，
第 28 至第 42 天 PPO 活性处于下降趋势。且光照条

Figure 6

图 6 明暗条件下愈伤组织净增鲜重变化
The change of callus fresh weight under light and
dark conditions

2.7 生长曲线
本试验分别在明暗条件下，对欧洲卫矛进行愈
伤组织培养，并作出其生长曲线。结果（图 6）显示，
在光照和黑暗培养条件下，愈伤组织生长曲线均大
致呈“S”型，可以将生长过程分为 3 个时期：生长延
迟期（0～14 d）
、快速生长期（14～28 d）和生长稳
定期（28～42 d）
。这可能与接种瓶内培养基所提供
的营养物质有限有关[9]。由图 6 可知，在明暗条件下，
愈伤组织在生长延迟期生长速度缓慢，生长曲线较
平稳，变化较小，即此时愈伤组织生长量的增幅小，
这可能因为刚接种的愈伤组织需要一定时间适应环
境，此时细胞处于分裂时期，原生物质合成较慢，
细胞生长慢；在快速生长期生长曲线生长速度明显
上升，说明此时愈伤组织生长迅速，原生物质合成
速度快，细胞体积迅速增加，愈伤组织鲜重迅速增
加，其表面出现芽点，部分分化出小苗，且光照条
件下愈伤组织生长曲线明显高于黑暗条件下的；在
生长稳定期生长速度减慢，重量趋于稳定甚至略微
下降，愈伤组织几乎不再生长，部分出现了褐化现
象，愈伤组织鲜重下降可能与其褐化及组织含水量
下降有关。对比明暗条件下的生长曲线可知，光照
条件下更有利于欧洲卫矛愈伤组织增殖分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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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光照条件下各生理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physiological indexes under illumination
POD
SOD
PPO
项目 Item
可溶性糖 Soluble sugar 可溶性蛋白 Soluble protein
POD
1
SOD
0.791*
1
PPO
0.808*
0.643
1
*
0.545
0.783
0.522
1
可溶性糖 Soluble sugar
0.964**
1
可溶性蛋白 Soluble protein 0.726* 0.877** 0.693*
0.827*
0.825*
0.632
0.733*
0.855**
鲜重 Fresh weight
“*”

“**”

注： 和
“ ”
Note：* and

鲜重 Fresh weight

1

表示相关系数达到 0.05 和 0.01 的显著水平。下同。
denot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s significant at 0.05 and 0.01 level,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

表 4 黑暗条件下各生理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under dark conditions
POD
SOD
PPO
项目 Item
可溶性糖 Soluble sugar
可溶性蛋白 Soluble protein
POD
1
SOD
0.528
1
*
PPO
0.728
0.359
1
0.634
0.321
0.820*
1
可溶性糖 Soluble sugar
0.562
0.709*
0.756*
1
可溶性蛋白 Soluble protein 0.725*
*
0.783
0.765* 0.541
0.687
0.897**
鲜重 Fresh weight

2.8 各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3 和表 4 可知，在明暗条件下，愈伤组织
鲜重与可溶性蛋白均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POD、
SOD 均呈显著正相关，且在光照条件下，鲜重与可
溶性糖呈显著正相关；可溶性蛋白在明暗条件下与
POD、PPO 呈显著正相关，在光照条件下与 SOD、
可溶性糖呈极显著正相关；可溶性糖在光照条件下
与 SOD 呈显著正相关；PPO 在明暗条件下均与 POD
均呈显著正相关；SOD 在光照条件下与 POD 显著
正相关；在明暗条件下，可溶性糖与 POD 均呈显著
不相关，鲜重与 PPO 也均呈显著不相关。在欧洲卫
矛愈伤组织增殖分化过程中，可溶性蛋白对愈伤组
织分化起重要作用，POD 与 SOD 和 PPO 有一定相
关性，可能在不定芽的分化中共同起作用，可溶性
糖在愈伤组织分化中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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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愈伤组织分化
有研究表明不定芽的发生需要致密紧实的愈伤
组织[10-11]，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致密绿色的愈
伤组织更容易分化出芽点。高浓度细胞分裂素搭配
低浓度生长素可以促进芽的形成[12]，但具体试验中
发现，细胞分裂素浓度过高，诱导出的愈伤组织松
散、发黄，在后期培养中不容易分化出芽点。杨成
行等得出当 6-BA 和 NAA 浓度比例大于 1 时，对芽
的分化效果显著 [13] ，本试验得出 MS+1.0 mg·L-1

鲜重 Fresh weight

1

6-BA+ 0.1mg·L-1 NAA 组合对欧洲卫矛愈伤组织分
化效果最好，两个研究结果相似。试验中欧洲卫矛
叶片愈伤组织分化率总体较低，这可能与试验中选
用的激素种类以及浓度不适宜有关，需要进一步研
究。
3.2 愈伤组织分化过程中的生理指标变化
本试验发现，光照条件有利于欧洲卫矛叶片愈
伤组织增殖和分化培养，光照条件下愈伤组织的生
长状态明显好于黑暗条件下，这与付航 [14] 、张俊
娥[15]、李水根[16]等人的试验结果相似。光照可激活
某些酶的活性，影响到细胞的生长以及积累次生代
谢物的能力[17]，但不同植物愈伤组织在培养过程中
所需的光照时间均有所不同。何雪娇和赖钟雄[18]发
现朱砂根在遮光条件下愈伤组织的生长量达到最
大，而张凌云等[19]在不同因子对月季愈伤组织诱导
影响的试验中得出黑暗和光照条件对愈伤组织培养
无显著影响。在本试验中，愈伤组织在 14～28 d 时
出现芽点，并且芽点开始生长，28 d 后生长速度变
缓，且后期愈伤组织鲜重呈下降趋势，生长曲线趋
于稳定，部分愈伤组织出现褐化现象。因此，在后
期的愈伤组织培养中，可将培养周期缩短至 28 d，
以减少愈伤组织在增殖和分化培养中的褐化现象。
可溶性糖是体细胞胚胎诱导和发育的一种渗透
调节剂[20]。史爱琴[21]在红花檵木愈伤组织分化培养
试验中，得出愈伤组织在增殖分化过程中可溶性糖
含量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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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条件下可溶性糖含量均呈先升后降趋势，且光
照条件下的含量高于黑暗条件下愈伤组织含量，但
总体相差不大，说明了欧洲卫矛愈伤组织更适宜在
光照条件下培养。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愈伤
组织细胞生理活动和形态结构的变化[22]，是愈伤组
织诱导、增殖和分化以及体细胞胚发生的重要生理
指标之一[23]。可溶性蛋白含量与愈伤组织状态有很
大的相关性，代谢活跃，分裂能力强的愈伤组织，
可溶性蛋白含量较高[22]，可溶性蛋白在愈伤组织形
态建成和不定芽分化过程中都起着十分重要作
用[24]。本试验得出在光照条件下，欧洲卫矛愈伤组
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高于黑暗条件下，这与成璐[25]
的结果相似。且愈伤组织分化出芽苗时，可溶性蛋
白含量较高。
SOD 酶是一种抗氧化物酶，可以避免植物细胞
受到伤害。本试验得出在光照和黑暗的培养条件下，
SOD 活性的变化总体变化趋势相似，SOD 活性高的
时候，愈伤组织分化率也就高，这与徐锡荣等[26]的
研究结果相似。POD 在植物组织中与植物生长分化、
生理代谢、环境适应状况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27]，
可作为衡量植物衰老状况的指标。刘亚菊等[28]在平
贝母鳞片离体培养试验中发现可溶性蛋白和 POD 酶
活性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
相似。
本试验中 POD 活性在不定芽分化时快速上升，
这与张雯等[29]的结果相似。PPO 能催化酚类物质形
成醌，可以导致褐变[30]。有试验得出 PPO 活性越低，
褐化越严重[31]，这与本试验的结果相似，随着 PPO
在培养后期活性降低，愈伤组织的褐化程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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