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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文心兰高效再生体系，为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品种改良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文心兰柠檬绿

的无菌苗叶片为材料，探讨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其原球茎诱导的影响，开展增殖、生根及移栽研究，建立其高

效稳定的再生体系。【结果】影响文心兰原球茎诱导的3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主次排序为萘乙酸（NAA）>噻苯隆（TDZ）>

6-苄氨基嘌呤（6-BA），在1/2MS培养基中添加0.5 mg/L NAA、0.5 mg/L 6-BA和0.3 mg/L TDZ的诱导率最高，达

48.0%。培养基中活性炭含量及碳水化合物种类对文心兰原球茎增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活性炭含量处理间

的原球茎增殖系数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同），添加1.0 g/L活性炭较添加0.5 g/L活性炭的增殖系数显著升高，不同

碳水化合物种类间的原球茎增殖系数排序为海藻糖>麦芽糖>蔗糖，最佳增殖和分化培养基为1/2MS+4.0 mg/L 6-BA+

0.4 mg/L NAA+1.0 g/L活性炭+20 g/L海藻糖。添加10%椰子水的文心兰幼苗生根数显著高于添加10%香蕉汁和10%

苹果汁，每株平均生根量接近4.00条，即生根效果最佳的培养基为1/2MS+0.8 mg/L 6-BA+0.2 mg/L NAA+10%椰子

水。移栽过程中根部用水苔包裹后再移至椰糠中，保证光照、水分适宜，适当添加缓释肥，移栽成活率可达100%。【结

论】利用海藻糖或麦芽糖作为碳源的文心兰原球茎增殖效果较优，生根数和生根质量优势明显；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

配比、碳源和有机物的添加对文心兰组织培养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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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varieties improvement of Oncidium using transgenic tech-
nology，an efficient regener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Method】Leaves of sterile plantlets of Oncidium Lemon Green
were used as material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for the induction of protocorms were researched.
The proliferation，rooting and transplanting methods were studied and the efficient regener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Result】The most efficient plant growth regulator for the protocorm induction was naphthaleneacetic acid（NAA），fol-
lowed by thiabendron（TDZ）and 6-benzylaminopurine（6-BA）. 1/2MS medium with 0.5 mg/L NAA，0.5 mg/L 6-BA
and 0.3 mg/L TDZ harvested the highest induction rate of 48.0%. The different activated charcoal contents and carbohy-
drates in media had obvious different effects on protocorm proliferation efficiency，protocorm proliferation times treated
by different activated charcoal content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treatment of 1.0 g/L activated charcoa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than that of 0.5 g/L. Protocorm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s of different carbohydrates was
trehalose>maltose>sucrose. The optimal medium for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as 1/2MS+4.0 mg/L 6-BA+0.4 mg/L
NAA+1.0 g/L activated charcoal+20 g/L trehalose. The rooting number of Oncidium seedlings in the medium with 10% co-
conut jui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10% banana juice or 10% apple juice，and the average root number per
plant was about 4.00. The best rooting medium was 1/2MS+0.8 mg/L 6-BA+0.2 mg/L NAA+10% coconut juice. The roots
were then wrapped with moss and the shoots were moved in coconut husk，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ted plant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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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文心兰（Oncidium）又名舞女兰、跳

舞兰，是兰科（Orchidaceae）文心兰属（Oncidium）植

物，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Chase et al.，

2009；徐小雁等，2011；王安石等，2015）。因其花序

分枝良好、花形优美、花色亮丽，被插花界誉为切花

“五美人”之一，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邵

寒霜等，2000；陈华和范燕萍，2012；吴晓佩，2017）。

近年来，文心兰作为重要的切花和盆花种类，其市场

需求量急剧增加，成为洋兰类的新宠（李力，2016）。

海南是我国文心兰切花的主要产区之一（柯海丽等，

2012），但切花品种以黄色为主，花色较单一，且无香

味，不符合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存在被市场淘汰

的风险。利用成熟的基因工程技术可快速培育具备

多种花色和香味的文心兰新品种，对促进文心兰产

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建立文心兰高效再

生体系是实施基因工程的前提条件。【前人研究进

展】目前，有关兰科植物再生体系的建立已有较多报

道。樊家荣等（2014）利用1/2MS培养基对大花蕙兰

（Cymbidium hybridum）鳞茎进行类原球茎诱导，得

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最佳浓度配比为0.5 mg/L 6-苄

氨基嘌呤（6-BA）+0.2 mg/L萘乙酸（NAA），增殖分

化的最佳天然复合物为150 mL/L椰汁，添加100 g/L

香蕉泥对幼苗根生长有显著促进作用。Sherif等

（2016）在宝石兰（Anoectochilus）再生体系研究中提

出一种通过愈伤组织器官发生并成功诱导形成植株

的方法，且证实利用不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6-BA、NAA、噻苯隆（TDZ）、呋喃氨基嘌呤（KT）、

2,4-二氯苯氧乙酸（2,4-D）和吲哚-3-乙酸（IAA）］附

加柠檬酸、蛋白胨、椰子水和香蕉泥等天然复合物能

有效提高愈伤组织的增殖率。卢娟（2017）发现采用

低浓度的6-BA附加椰汁和香蕉泥等天然复合物可

促进蝴蝶兰（Phalaenopsis aphrodite Rchb. F.）原球

茎增殖。在文心兰方面，Chen和Chan（2000）以花茎

再生植株的节间、叶片和根尖为材料，采用1/2MS培

养基附加适宜比列TDZ和2,4-D及1 g/L蛋白胨暗培

养4~7周，成功诱导出胚性愈伤；金苹（2009）以试管

苗叶片为材料，利用1/2MS培养基+0.2 mg/L 6-BA+

1.0 mg/L NAA成功诱导出原球茎；张超等（2010）探

讨不同基本培养基、碳源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原球

茎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MS为原球茎的最佳增殖

培养基，10 g/L果糖为原球茎的最佳增殖碳源，0.01~

0.10 mg/L NAA能促进原球茎增殖，且单独添加1.0

mg/L 6-BA时原球茎的增殖效果优于与NAA配合使

用；林鹤延（2012）以文心兰和石斛兰（Dendrobium

nobile）原球茎为材料进行兰花反义ACS基因转化

并对转基因兰花原球茎进行继代培养与再生；黄霞

和卢禹（2016）通过分析不同浓度配比TDZ和2,4-D

对文心兰愈伤组织增殖的影响，结果发现添加1.0

mg/L TDZ和3.0 mg/L 2,4-D后，从接种的类原球茎

（PLBs）上可诱导出乳白色、较疏松的愈伤组织，诱

导率达100%，成功建立了文心兰高频再生体系；王

亚平等（2016）以迷你文心兰玉香和金香为材料，建

立了迷你文心兰的离体快繁技术体系；叶秀仙等

（2016）以文心兰豹斑宝石的花梗为外植体，探究其

丛生芽诱导、增殖和生根等关键环节的影响因素，旨

在建立丛生芽组培快繁体系；马兰（2019）以1/2N6培

养基+0.2 mg/L 6-BA+0.2 mg/L NAA为文心兰继代

增殖及幼苗生长培养基取得良好效果。【本研究切入

点】柠檬绿是海南文心兰切花的主要品种之一，经济

价值高，可作为改良花色花香的品种，但至今未见有

关该品种再生体系建立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以文心兰柠檬绿的无菌苗叶片为材料，探讨不

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其原球茎诱导的影响，开

展增殖、生根及移栽研究，进而建立高效再生体系，

为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品种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文心兰柠檬绿无菌苗由海南博大兰花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

1. 2 原球茎诱导

取生长健壮、完整的无菌苗幼叶，切成长1.0

cm、宽0.5 cm的叶片片段，在1/2MS培养基中添加不

同浓度的NAA（0、0.5和2.0 mg/L）、6-BA（0、0.5和

1.0 mg/L）和TDZ（0、0.3和0.6 mg/L）等植物生长调

could reach 100% in the proper light and moisture environment while the slow-release fertilizers were used appropriately.
【Conclusion】Trehalose or maltose as carbon source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proliferation of protocorms of Oncidium，
while the root number and quality are greatly increased. The different ratio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the different carbon
source types and organic matters have obvious promotion effects on regeneration of Oncidium.

Key words：Oncidium；regeneration system；protocorm；proliferation；rooting；transplanting
Foundation item：Hainan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zdkj201815）；Operation Service Reward Project

of National Forest Germplasm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hdzkpt2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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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剂组合，按正交试验设计L9（3）4进行优化，每处理

接种外植体30个，重复3次，置于组培室中培养7周后

观察诱导效果，并统计其诱导率和死亡率。诱导率

（%）=诱导数/接种数×100，死亡率（%）=死亡数/接种

数×100，其中诱导数为诱导出原球茎的数目。

1. 3 原球茎增殖及分化

将原球茎接种在4种不同培养基中进行增殖与

分化培养，每种培养基接种原球茎50粒，重复3次。

培养基①：1/2MS+4.0 mg/L 6-BA+0.4 mg/L NAA+

0.5 g/L活性炭+30 g/L蔗糖；培养基②：1/2MS+4.0

mg/L 6-BA+0.4 mg/L NAA+1.0 g/L活性炭+30 g/L

蔗糖；培养基③：1/2MS+4.0 mg/L 6-BA+0.4 mg/L

NAA+1.0 g/L活性炭+20 g/L麦芽糖；培养基④：1/2

MS+4.0 mg/L 6-BA+0.4 mg/L NAA+1.0 g/L活性

炭+20 g/L海藻糖。培养30 d后统计增殖粒数并计算

增殖系数，增殖系数=（现有粒数-原有粒数）/原有粒

数，比较分析培养基中活性炭含量及不同碳水化合

物对增殖的影响。培养60 d后统计分化数并计算分

化率，分化率（%）=分化原球茎数/总原球茎数×100。

1. 4 生根培养

以不添加天然复合物的培养基1/2MS+0.8 mg/L

6-BA+0.2 mg/L NAA为对照，将分化出的幼苗接种

于添加不同天然复合物（分别为10%的香蕉汁、椰子

汁或苹果汁）的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每处理接种

30个幼苗，重复3次。培养60 d后观察生根情况、统

计生根数，并计算平均生根数，平均生根数（条）=生

根条数/原有株数。

1. 5 移栽

选取株高约4.0 cm、根长2.0~3.0 cm、生长健壮

的幼苗进行移栽。先将已生根的组培苗置于室温下

1 d，然后揭开组培瓶盖在室外散色光下炼苗2~3 d，

取出小苗以清水洗净根部培养基，稍晾干后用水苔包

裹幼苗根部，移植到椰糠基质中，30 d后统计成活率。

1. 6 培养条件

除特殊说明外，培养基中均添加30 g/L蔗糖和

5.8 g/L琼脂，pH 5.6，光照强度1500 lx，光照时间12

h/d，培养温度25 ℃。

1. 7 统计分析

利用Excel 2013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制

图，以SPSS 25.0进行单因方差分析、LSD多重比较

及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浓度NAA、6-BA和TDZ对文心兰叶片

诱导原球茎的影响

以文心兰无菌苗叶片为材料，利用正交试验研

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及浓度对原球茎诱导

的影响。由表1可看出，通过极差分析发现因素A

（NAA）的R值最大（23.000），而因素B（6-BA）的R值

最小（3.567），表明影响文心兰原球茎诱导的3种植

物生长调节剂主次排序为NAA>TDZ>6-BA。结合

诱导率的LSD多重比较分析结果可知，处理1~3与处

理4~9间的原球茎诱导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

同），其中，处理5（图1-A）的诱导率最高，达48.0%，

其次为处理9（图1-B）。在死亡率方面，处理9的死亡

率最低，仅8.0%。方差分析结果（表2）显示，NAA对

原球茎诱导率的影响最大，达显著水平，而6-BA和

TDZ对诱导率的影响均不显著（P>0.05，下同）。综

上所述，文心兰原球茎诱导的最优配方组合是

A2B2C2，即1/2MS+0.5 mg/L NAA+0.5 mg/L 6-BA+

0.3 mg/L TDZ。

处理
Treatment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R
最优水平 The optimal level

植物生长调节剂（mg/L）Plant growth regulator
A：NAA

0.0
0.0
0.0
0.5
0.5
0.5
2.0
2.0
2.0

16.000
39.000
37.333
23.000

A2

B：6-BA
0.0
0.5
1.0
0.0
0.5
1.0
0.0
0.5
1.0

29.333
32.900
30.100
3.567

B2

C：TDZ
0.0
0.6
0.3
0.6
0.3
0.0
0.3
0.0
0.6

25.233
34.667
32.433
9.433

C2

诱导率（%）
Induction rate

12.0±4.3b
20.0±1.6b
16.0±4.9b
36.0±9.6a
48.0±11.4a
33.3±13.2a
40.0±15.0a
30.7±6.2a
41.3±10.0a

死亡率（%）
Death rate

34.7
21.3
28.0
14.7
17.3
18.7
12.0
13.3
8.0

表 1 NAA、6-BA和TDZ对文心兰叶片诱导原球茎的影响及极差分析结果
Table 1 Oncidium protocorm induction effects and range analysis of NAA，6-BA and TDZ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李雪青等：文心兰高效再生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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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活性炭含量及碳水化合物种类对文心兰原球茎

增殖的影响

由图2可看出，培养基中活性炭含量及碳水化合

物种类对文心兰原球茎增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以

培养基④的增殖系数最大（2.87），培养基①的增殖系

数最小（0.45）。经LSD多重比较发现，不同活性炭含

量处理间的原球茎增殖系数存在显著差异，添加1.0

g/L活性炭较添加0.5 g/L活性炭的增殖系数显著升

高；不同碳水化合物种类间表现为添加麦芽糖或海

藻糖的原球茎增殖系数无显著差异，但二者均极显

著高于添加蔗糖的增殖系数，其原球茎增殖系数排

序为海藻糖>麦芽糖>蔗糖。即文心兰原球茎增殖的

最佳培养基为1/2MS+4.0 mg/L 6-BA+0.4 mg/L

NAA+1.0 g/L活性炭+20 g/L海藻糖。在培养过程中

发现，所有增殖的原球茎在原培养基上再经30 d左

右培养，均可分化出幼苗（图3），分化率达100%。

2. 3 不同天然复合物对文心兰幼苗生根的影响

将分化获得的正常生长文心兰幼苗接种在添

加不同天然复合物的培养基（1/2MS+0.8 mg/L

6-BA+0.2 mg/L NAA）上进行生根培养，其生根率均

为100%，但生长状况及平均生根数存在差异。与对

照相比，添加天然复合物处理的文心兰幼苗生根数

均极显著增加（图4），生长状况和颜色也较对照优

（图5）。在不同天然复合物处理间，添加10%椰子水

的生根数显著高于添加10%香蕉汁和10%苹果汁，

每株平均生根量接近4.00条，添加10%香蕉汁和10%

苹果汁的生根数间无显著差异。因此，文心兰幼苗

生根效果最佳的培养基为1/2MS+0.8 mg/L 6-BA+

0.2 mg/L NAA+10%椰子水。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A（NAA）
B（6-BA）
C（TDZ）
误差 Error
总和 Total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431.845
10.247
57.837
17.654

517.583

自由度
df

2
2
2
2

均方
Mean
square

215.922
5.124
28.919
8.827

F

24.462
0.580
3.276

显著水平
Significance

*

表 2 文心兰原球茎诱导条件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Oncidium protocorm induction
condition

图 1 文心兰叶片诱导原球茎的效果
Fig.1 Protocorm induction effects via Oncidium leaf
A：处理5（bar=0.5 cm）；B：处理9（bar=0.5 cm）
A：Treatment 5（bar=0.5 cm）；B：Treatment 9（bar=0.5 cm）

*表示其影响达显著水平（P<0.05）
* represented the effects reached significant level（P<0.05）

图 2 培养基中活性炭含量及碳水化合物种类对文心兰原
球茎增殖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four culture media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pro-
tocorm of Oncidium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
异极显著（P<0.01）。图4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and upp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
fference（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4

增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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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培养基 Medium

图 3 文心兰原球茎的增殖及分化情况
Fig.3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Oncidium protocorms
A：培养基①（0.5 g/L活性炭+30 g/L蔗糖，bar=3 mm）；B：培养基②
（1.0 g/L活性炭+30 g/L蔗糖，bar=3 mm）；C：培养基③（1.0 g/L活性
炭+20 g/L麦芽糖，bar=5 mm）；D：培养基④（1.0 g/L活性炭+20 g/L海
藻糖，bar=5 mm）。E：增殖原球茎培养30 d左右的分化效果，bar=5 mm
A：Medium①（0.5 g/L activated charcoal+30 g/L sucrose，bar=3 mm）；
B：Medium ②（1.0 g/L activated charcoal+30 g/L sucrose，bar=3 mm）；
C：Medium ③（1.0 g/L activated charcoal+20 g/L maltose，bar=5 mm）；
D：Medium④（1.0 g/L activated charcoal+20 g/L trehalose，bar=5 mm）；
E：Differentiation of seedlings after proliferation of protocorm culturing
for 30 d，bar=5 mm

① ② ③ ④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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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文心兰生根组培苗的移栽结果

将生长良好、具有3~4片叶的文心兰再生幼苗

置于自然室温下炼苗3~4 d再进行移栽，移栽过程用

水苔包裹根部以保证其湿润，转移至椰糠穴盘中采

用水苔椰糠基质进行幼苗培养（图6），每隔2~3 d以

浸盘法进行浇水，保证光照条件充足，移栽15 d后喷

施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并适当添加

缓释肥，30 d后其成活率达100%。

3 讨论

NAA和6-BA是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文心

兰原球茎的增殖和分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苹，2009）。

6-BA与NAA配伍使用既有利于原球茎的增殖及分

化，又有利于幼苗生根，可有效提高组培苗质量（彭

立新等，1999）。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6-BA

和NAA对文心兰原球茎诱导增殖均有影响。在原

球茎诱导方面，0.5~1.0 mg/L 6-BA有利于文心兰原

球茎诱导，而NAA浓度为0.5 mg/L的诱导效果最佳，

说明在一定浓度范围内，6-BA和NAA均有利于文心

兰原球茎诱导，与李力（2016）、曾武清等（2017）、郭

艳芳（201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原球茎增殖方

面，较高浓度（4.0 mg/L）6-BA配合较低浓度（0.4 mg/

L）NAA可获得较高的增殖系数，与崔广荣等（2005）

的研究结果相似。TDZ具有较强的细胞分裂活性，

低浓度可诱导兰科植物原球茎或愈伤组织发生（王

济红等，2013）；高浓度则抑制愈伤组织形成，促进其

分化（徐华松等，1996）。在本研究中，文心兰原球茎

诱导率也受TDZ浓度影响，在0.3~0.6 mg/L范围内，

图 4 不同天然复合物对文心兰分化幼苗生根数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different natural additives on average rooting

number of Oncidium differentiated seedlings

图 5 文心兰分化幼苗的生根效果
Fig.5 The rooting effects of Oncidium differentiated seedlings
A：10%香蕉汁；B：10%椰子水；C：10%苹果汁；D：对照。Bar=1 cm

A：10% banana juice；B：10% coconut juice；C：10% apple juice；D：Control. Bar=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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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文心兰生根组培苗的移栽情况
Fig.6 Transplanting of rooting tissue culture Oncidium seedlings

A：穴盘苗；B：小植株
A：The seedlings in hole tray；B：A growth well seedling

A B C D

李雪青等：文心兰高效再生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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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

TDZ对诱导率的提高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与未添

加TDZ的诱导率无显著差异，可能与文心兰的品种

有关系，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碳水化合物是组织胚转化成小植株的重要物

质（Jheng et al.，2006）。Pullman等（2003）研究发现，

当麦芽糖取代蔗糖时可提高冷杉组织胚的植株转化

效率，并促进其体细胞胚成熟，可能是麦芽糖作为一

种优良的碳水化合物渗透剂在关键时期能促进冷杉

组织胚发育。Jheng等（2006）通过研究碳源对文心

兰PLBs形成和植株再生的影响，发现在培养基中添

加麦芽糖和蔗糖对PLBs的增殖有促进作用，但海藻

糖较麦芽糖更有利于植株转化。张超等（2010）研究

表明，不同碳源对文心兰原球茎增殖效果的排序为

果糖>蔗糖>葡萄糖>麦芽糖>山梨醇>甘露醇，以添

加10 g/L果糖的增殖效果最佳。本研究结果表明，

添加20 g/L海藻糖对文心兰原球茎的增殖有促进作

用，添加麦芽糖也有类似作用效果，与Jheng等（2006）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发现，添加1.0 g/L活

性炭对文心兰原球茎增殖有明显促进作用，可能是

活性炭能吸附组培过程中植物分泌的有害次生代谢

物质。此外，活性炭与不同碳水化合物配伍使用的

原球茎增殖效果更好，增殖系数最高可达2.87，增殖

效果优于单独使用活性炭（李力，2016）。

在文心兰生根培养基中添加适量天然复合物

如香蕉汁、椰汁和苹果汁等可有效促进增殖、生根，

究其原因可能是此类天然复合物中富含氨基酸、植

物激素、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何松林等，

2003）。彭晓明等（2000）研究发现添加香蕉汁、椰

乳、番茄汁或苹果汁的培养基对文心兰增殖和壮苗

生根均有促进效果；赵丽和田维敏（2008）也发现在

文心兰高效再生体系中添加10%椰子水及1.0 mg/L

IBA能有效诱导生根。至今，已有较多研究证实添

加椰子水和椰乳等能取得良好的原球茎增殖分化效

果，可能是椰乳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和生理活性物质

配比与兰花原球茎增殖及分化所需的配比一致（张

梅等，2019）。在本研究中，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

MS+0.8 mg/L 6-BA+0.2 mg/L NAA+10%椰子水，且

组培苗根数多、植株更浓绿、根生长更健壮，较满若

君（2007）、赵丽和田维敏（2008）的研究效果更优。

文心兰原球茎诱导率还与叶片选择有关。按照以下

要求选择叶片有利于诱导：叶片长、宽分别为1.0和

0.5 cm，切口平整，不过嫩（从上到下第1~2片叶子）、

不太老（从上到下数第6片叶子后的叶片），因为老叶

易变黄，过嫩叶片则易萎蔫，均不利于诱导。

4 结论

利用海藻糖或麦芽糖作为碳源的文心兰原球

茎增殖效果较优，生根数和生根质量优势明显；不同

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碳源和有机物的添加对文心

兰组织培养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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