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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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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昆明 650201）

摘要：【目的】分析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影响，为石斛花期调控和试管花卉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依据。【方法】以无菌铁皮石斛原球茎为试材，进行4种LED光质［红蓝绿复合光（RBG）、红光（R）、蓝光（B）和白光

（W）］照射处理，以白色荧光灯照射为对照（CK），100 d后测定各处理组培苗的形态和生理指标。【结果】经4种LED光

质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的叶片数、叶长、叶宽、根粗和株高与CK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经R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

的根数、根长和鲜重均最大，分别为8.67条、3.20 cm和0.32 g，其中根数和鲜重显著高于其他处理（P<0.05，下同）；不

同光质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瓶内开花率排序为RBG处理>W处理>CK>R处理>B处理，其中，B处理未开花，RBG处理

铁皮石斛组培苗瓶内开花率最高，为45.4%，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平均每株开花3.33朵，始花期也最早，比CK提前

14.67 d；RBG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最高，分别为4.23%和4.67%，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RBG和B处理植株的全氮含量最高，均为3.68%，显著高于其他处理；RBG、R和W处理的C/N差异不显著，但三者显著

小于CK，显著大于B处理。【结论】以LED光质中的红+蓝+绿光复合照射铁皮石斛组培苗有利于其在瓶内开花，且花

期早，开花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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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of LED on flowering of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 in vitro

LI Ru，LI Zhi-lin，SHANG Zheng-rui，ZHAO Li-ying，BAI Jian-kun，WANG Yu-ying*

（School of Garden and Horticulture，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6502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of LED on the flowering of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
ra et Migo in vitro was analyzed，in order to offer the references for regulating florescence of D. officinale and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the tube flower.【Method】Under four kinds of LED light quality［red，blue and greencomposite light（RBG），
redlight（R），blue light（B）and white light（W）］，white fluorescent light（CK），protocorm-like-body（PLBs）of sterile D.
officinale were shined for 100 d，and morphology and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were measured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af-
ter 100 d.【Result】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kinds of LED light quality treatments and CK，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leaves，leaf length，leaf width，root diameter and plant height（P>0.05，the same below）. The num-
ber of roots，root length and fresh weight reached the maximum under R treatment，they were 8.67，3.20 cm and 0.32 g，re-
spectively，where the number of roots and fresh weight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other treatments（P<0.05，the same
below）. The rate of flowering of the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of D. officinale was RBG>W>CK>R>B，among them there
were no flowering under B treatment. Among those treatments，the flowering rate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under the
RBG treatment was the highest，which was 45.4%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the average number of
flowers was 3.33 per plant and flowering period was the earliest，which was 14.67 d earlier than CK. The content of solu-
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was the highest of plants under RBG treatment，which were 4.23% and 4.67%，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Under RBG and R treatments，the total nitrogen content of plants was the highest，
both were 3.68%，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The C/N of RBG，R and W treatment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but the three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CK，and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B treatment.【Conclu-
sion】The red+blue+green light illumination in the LED light quality is conducive to flowering of the tissue culture seed-
lings of D. officinale in vitro，and the flowering period is early and the flowering rate is high.

Key words：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LED light quality；flowering in vitro；physiologic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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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又名黑节草、铁皮兰，为兰科石斛属

多年生附生型草本植物，在云南、四川和福建等地

均有分布，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高剑平等，

2014）。铁皮石斛花期3~6个月，花淡黄色，但石斛属

植物营养生长期较长，需2~3年才形成商品（张新平

等，2008）。已有研究证实，铁皮石斛组培苗可在试

管内开花，其花也具有药用价值（Kumar et al.，2008；

王爱华等，2014），因此可作为极具发展潜力的观赏

花卉给予开发利用。植物瓶内开花受许多因素控

制，如温度、光照强度及培养基的pH、植物激素含

量、蔗糖含量和外植体大小等（Taylor et al.，2005；Lin

et al.，2007）。LED为发光二极管，具有环保节能、安

全可靠等特点，已广泛应用于设施栽培植物的开花

调控研究（刘全恩，2012），但尚未涉及对铁皮石斛组

培苗试管内开花的影响。因此，分析不同LED光质

对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影响，对其花期调控和试管

花卉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陈

肖英（2003）研究显示，在1988年即有学者建立了建

兰大一白快速无性繁殖体系，并发现建兰试管幼苗

开花现象。黄浅等（2007）研究认为，可利用物理和

化学方法使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在组培瓶内提前

开花，并将该技术直接应用于花卉生产。何静茹等

（2012）研究发现，在培养基中添加脱落酸（ABA）等

可诱导石斛瓶内开花。Silva等（2014）研究表明，法

国的Julien Costantin最早进行兰科植物试管开花研

究，并发现缺少菌根条件下可促进兰科植物开花。

任桂萍等（2014）研究认为，不同植物在生长发育的

不同阶段对光质、光照强度需求各异，对不同物种使

用LED光源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才能确定运

用于生产实践的有效LED配方。宋佳丽等（2017）、

华智锐和李小玲（2018）研究认为，LED光质对植物

形态建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光周期、光质和光照强

度等方面。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不同光质对郁金香

（沈红香等，2007）、菊花（王春昕，2012）、孔雀草（刘

敏，2013）的开花均具有一定影响。【本研究切入点】

目前，有关光照强度和光质对植物离体开花的研究

很多，但光质对离体开花影响的作用机理尚未明确，

而针对不同LED光质在铁皮石斛瓶内开花中应用的

研究也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分析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

影响，为铁皮石斛及其他兰科植物试管花卉的开发

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铁皮石斛原球茎由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

院花卉研究所提供。LED光源控制系统由云南电子

工业研究所提供。

1. 2 试验方法

1. 2. 1 铁皮石斛试管幼苗无菌系建立 试验于

2018年6—11月在云南农业大学花卉研究所LED

组培室进行。铁皮石斛原球茎接种于分化培养基

（1/2MS+0.5 mg/L 6-BA+1.0 mg/L NAA+60.0 g/L土

豆泥+7.0 g/L琼脂+30.0 g/L蔗糖+0.5 g/L活性碳，pH

5.8）上，获取大量无菌苗。

1. 2. 2 不同LED光质下铁皮石斛试管苗开花试

验 参考问涛（2015）的试验方法，选择生长健壮、株

高1.0~1.5 cm的铁皮石斛无根幼苗，接种于1/2MS+

6.0 mg/L 6-BA+0.1 mg/L NAA+60.0 g/L土豆泥+

7.0 g/L琼脂+30.0 g/L蔗糖+0.5 g/L活性碳的培养基

上，每瓶接种6苗，两两一丛。每处理接种5瓶，重复

3次。在普通荧光灯下预培养5 d后转入LED光照室

内，分别置于不同光质下照射（不同光质配比组合

见表1）。光照强度为64.8 μmol/（m2·s），光照周期为

14 h/d，以白色荧光灯（40 W普通照明灯）照射为对

照（CK）。LED灯照射处理期间每天观察记录开花

情况，照射100 d后测定各处理组培苗的形态和生理

指标。培养条件：pH 5.8，湿度（75.0±5.0）%，温度

（22.0±2.0）℃。

1. 2. 3 测定指标及方法 开花指标：主要测定花

朵大小（花直径）、花梗长、开花株数、始花期、花期和

光量指光照强度，利用便携式测定仪测量
The amount of light was the intensity of the light，measured with a portable meter

表 1 LED光源控制系统
Table 1 LED light source control system

序号
No.
1
2
3
4
5

光处理
Light treatment

RBG
R
B
W
CK

光质
Light quality
红∶蓝∶绿

红
蓝
白

荧光（白）

光量比例
Ratio of light amount

4∶2∶1
100%红
100%蓝
100%白

-

峰值波长（nm）
Peak wavelength

625∶475∶530
625
475
720
白光

波长半宽（nm）
Wavelength half width

20
20
20
20
-

功率（W）
Power
11.2
18.0
18.0
11.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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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株花量，并计算开花率［开花率（%）=开花株数

（株）/接种有效株数（株）×100］；生长指标：主要测定

叶片数、叶长、叶宽、根数、根粗、根长、株高和植株鲜

重；生理指标：主要测定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

色法测定（李合生，2000）］、可溶性蛋白含量［采用考

马斯亮蓝G-250染色法测定（李合生，2000）］和植株

全氮含量［采用硫酸—高氯酸消煮法测定（宋立奕，

2004）］，并计算C/N（可溶性糖含量/植株全氮含量）。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WPS 2016进行统计和绘图，以

SPSS 23.0进行方差分析，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

进行多重比较，以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影响

由表2可知，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先后顺序为

RBG处理→R处理→CK→W处理，B处理未开花；RBG

和R处理的开花时间分别提前14.67和10.00 d，其中

RBG处理较CK显著提前（P<0.05，下同）；各LED处

理的花期均显著短于CK（39.67 d），其中RBG处理的

花期最短（20.33 d），其次是W处理和R处理，分别为

22.67和27.00 d；RBG处理的开花率达45.41%，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分别较R处理、W处理和CK提高

27.82%、12.08%和19.3%，R处理、B处理、W处理和CK

间的开花率差异显著。由图1可看出，RBG处理的瓶

内开花数最多，R和W处理的瓶内开花数较少，其中

RBG处理的每株开花数达3.33朵/株，R处理、W处理

和CK均为1.00朵/株（表2）。从表2还可看出，RBG处

理、R处理和W处理的花梗长和花朵大小均较CK短

小，其中花朵大小排序为CK>W处理>R处理>RBG处

理，花梗长度排序为CK>R处理>W处理>RBG处

理。说明RBG光质有利于铁皮石斛瓶内开花，且以

白色荧光灯照射的铁皮石斛花朵品质较佳。由表1

和表2可知，CK的光质功率最大，且维持的花期最长、

花朵品质最佳，说明花期和花朵品质可能与光质的

功率有关。

2. 2 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组培苗形态指标的影响

由表3可知，不同LED光质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

的叶片数、叶长、叶宽、根粗和株高与CK均无显著差

异；R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的根数、根长和鲜重均最

高，分别为8.67条、3.20 cm和0.32 g，其中根数和鲜

重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而根长与RBG处理差异不显

著（P>0.05，下同），但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RBG处

理、B处理和W处理的根数、根长和鲜重与CK差异不

光处理
Light
treatment
RBG
R
B
W
CK

始花期（d）
Days to first
flower bud

41.00±2.65c
45.67±4.04bc

0d
65.00±10.58a
55.67±4.04ab

花期（d）
Blooming

period
20.33±4.16c
27.00±3.61b

0d
22.67±2.52bc
39.67±3.51a

开花率（%）
Flowering
percentage

45.41±4.19a
17.59±4.24d

0e
33.33±3.70b
26.11±2.55c

每株花朵数（朵）
Number of flower
per plant（flower）

3.33±0.58a
1.00±0.00b

0c
1.33±o.58b
1.00±0.00b

花朵大小
（cm）

Flower size
1.07±0.31c

1.20±0.20bc
0d

1.63±0.06b
2.23±0.42a

花梗长（cm）
Peduncle

length
0.60±0.10c
1.00±0.10ab

0d
0.80±0.15bc
1.10±0.17a

表 2 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LED light qualities on flowering in D. officinale in vitro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

图 1 不同LED光质处理的铁皮石斛瓶内开花情况
Fig.1 Picture of flowering in D. officinale in vitro under different light qualities

A：RBG处理；B：W处理；C：R处理：D：CK
A：RBG treatment；B：W treatment；C：R treatment；D：CK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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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c

b
a

0.00

0.50

1.00

1.50

RBG R B W CK

a

c

a

b
c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RBG R B W CK

a
b

c
d d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RBG R B W CK

a

c

d

b b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RBG R B W CK

图 2 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可溶性糖含量（A）、可溶性蛋白含量（B）、全氮含量（C）和C/N（D）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LED light qualities on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A），soluble protein content（B），total nitrogen

content（C）and carbon to nitrogen ratio（D）in D. officinale
A、B、C和D各图中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s in figures A，B，C and D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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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形态指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LED light qualities on the morphological indexes of D. officinale

光处理
Light Treatment
RBG
R
B
W
CK

叶片数（片）
Number of leaf（leaf）

5.57±1.15
7.67±0.58
5.33±1.53
6.33±2.52
6.00±2.65

叶长（cm）
Leaf length
1.60±0.44
0.80±0.30
1.83±0.58
1.47±1.05
0.87±0.23

叶宽（cm）
Leaf width
0.40±0.10
0.40±0.05
0.37±0.06
0.30±0.10
0.37±0.06

根数（条/株）
Number of root（root/plant）

4.00±1.00b
8.67±4.51a
4.00±1.00b
3.33±0.58b
3.33±1.53b

根粗（cm）
Root diameter

0.10±0.00
0.11±0.01
0.10±0.00
0.12±0.03
0.10±0.00

根长（cm）
Root length
1.62±1.28ab
3.20±1.13a
0.73±0.25b
1.17±0.72b
1.30±0.72b

株高（cm）
Plant height
2.37±0.40
3.43±0.70
3.17±0.51
2.30±0.98
2.60±0.10

鲜重（g）
Fresh mass
0.12±0.02b
0.32±0.10a
0.17±0.04b
0.17±0.10b
0.13±0.03b

显著。说明4种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组培苗地上部

生长的影响不明显，而LED红光可促进铁皮石斛组

培苗地下部生长。

2. 3 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组培苗碳氮化合物

含量的影响

从图2可看出，各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的可溶

性糖含量排序为RBG处理>W处理>CK处理>R处理

>B处理，其中RBG处理的可溶性糖含量最高，为

4.23%，显著高于其他处理，W处理和CK次之，二者

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R处理，B处理的可溶性糖

含量最低，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可溶性蛋白含量排序

为RBG处理>R处理>B处理>W处理>CK，其中RBG

处理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最高，为4.67%，显著高于其

他处理，R处理和B处理次之，二者差异显著且显著

高于CK，CK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最低，但与W处理差

异不显著；RBG处理和B处理铁皮石斛的全氮含量

最高，均为3.68%，显著高于R处理和W处理及CK，

CK的全氮含量最低，显著低于W处理，但与R处理差

异不显著；CK的C/N最大，显著大于其他处理，RBG

处理、R处理和W处理的C/N差异不显著，但三者显

著大于B处理。说明RBG光质有利于铁皮石斛组培

苗碳氮化合物的积累。

2. 4 铁皮石斛组培苗碳氮化合物含量与开花的

相关性

由表4可知，铁皮石斛植株的全氮含量与花朵

大小和始花期呈负相关，但相关不显著，与花期呈显

著负相关，与开花率呈正相关，但相关不显著；可溶

性蛋白含量与花朵大小、始花期、花期和开花率均呈负

相关，但相关不显著；可溶性糖含量和C/N与花朵

大小、始花期、花期和开花率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

0.01）。说明可溶性糖含量的积累有利于铁皮石斛

组培苗瓶内开花。

李茹等：不同LED光质对铁皮石斛瓶内开花的影响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1554·

3 讨论

光照是观赏植物栽培中重要的环境调控因子

及影响植物开花的因素之一，对植物的花期和观赏

品质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光质在植物的离体开花

中发挥重要作用（赵梁军，2011）。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培养基成分相同的前提下，不同LED光质处理铁

皮石斛组培苗的瓶内开花率、始花期和花期存在明

显差异，说明光质对铁皮石斛的成花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中，R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在瓶内的始

花期最早，维持花期时间最长，W处理的始花期最

晚，而B处理未见开花；RBG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的

瓶内开花率最高，单株花量最多，始花期最短。说明

在红光中添加一定比例的蓝光和绿光比单独使用纯

红光或纯蓝光对铁皮石斛离体开花的促进效果更

佳，能使铁皮石斛在瓶内提前开花，与岳静等（2013）

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江明艳和潘远智（2006）的研

究结果相反，可能与试验所用材料种类、光照强度和

复合光质不同有关。

魏胜林等（1998）研究发现，蓝光有利于提高菊

花单株总叶面积和总茎长。刘敏玲（2013）研究表

明，红光、黄光、蓝光、绿光和白光处理金线莲的生根

数均少于对照，红光虽有助于株高生长但鲜重较低，

而蓝光处理与之相反。Fukuda等（2015）研究显示，

低光照强度光处理的矮牵牛未能分化花芽，且高光

照强度红光处理矮牵牛的花期明显长于低光照强度

红光处理，单株花量和叶片数明显多于低光照强度

红光处理，表明红光对矮牵牛花芽形成和花朵品质

的影响取决于其光照强度。张宇欢等（2016）研究表

明，红光可促进墨兰×大花蕙兰F1代组培苗地上部增

长，蓝光则抑制其组培苗生长，其中株高、根长和根

数出现最低值。Li等（2017）研究表明，相对于白光，

红蓝混合光和单色红光可显著提高番茄幼苗的株

高。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存在差异，RBG处

理、R处理、B处理和W处理对铁皮石斛组培苗地上

部生长的影响不明显，而R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的

根数、根长和鲜重均最高，可促进其地下部生长。任

桂萍等（2014）研究表明，CK和5种不同LED光（纯红

光、纯蓝光、红∶蓝=7∶3、红:蓝=5∶5、红∶蓝=3∶7）处理

蝴蝶兰小飞象的花期差异不显著，但CK的花期最

长，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CK维持的花期显著长于

RBG处理、R处理、B处理和W处理。

唐大为等（2011）研究表明，蓝光处理黄瓜幼苗

的可溶性蛋白含量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红光处理

有利于黄瓜幼苗可溶性糖积累。李玲等（2014）研究

发现，红光和蓝光均有利于霍山石斛植株积累多糖，

二者的多糖含量差异不明显。本研究结果表明，红

光较蓝光更有利于铁皮石斛组培苗的可溶性糖和可

溶性蛋白合成；红+蓝+绿光复合光可促进铁皮石斛

组培苗的可溶性糖含量、可溶性蛋白含量和开花率

提高；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可溶性糖含量与开花率

呈极显著正相关，可溶性糖的积累有利于铁皮石斛

组培苗瓶内开花。

许伟东等（2009）、庞钰洁等（2018）研究显示，

C/N较高可促进杨梅、桃树花芽分化。毛自朝（2013）

研究发现，植物体内C/N较高时植株即开花，C/N较

低时植株未见开花。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

似，蓝光处理铁皮石斛组培苗的全氮含量最高，C/N

最低，植株未开花；红+蓝+绿光复合光处理铁皮石斛

组培苗的全氮含量稍低于蓝光处理（差异不显著），

但其C/N显著高于蓝光处理，能在瓶内开花且始花

期较CK提前14.67 d；CK的C/N最高，花期最长，花朵

品质最优，与孙婵娟（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

究还发现，铁皮石斛组培苗较高的C/N能促进其花

芽分化，但并非C/N越高花芽分化率越高，与毛自朝

（201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试验所用植物种

类和光照强度不同有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4 结论

在光照强度64.8 μmol/（m2·s）、光照周期14 h/d

的条件下，LED光质中的红∶蓝∶绿=4∶2∶1照射有利

于铁皮石斛组培苗碳氮化合物积累，促进其瓶内开

花，且花期早，开花率高。

指标
Index
全氮含量 Total nitrogen content
可溶性蛋白含量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content
C/N

花朵大小
Flower size

-0.461
-0.479

0.688**
0.867**

始花期
Days to first flower bud

-0.382
-0.297

0.821**
0.937**

花期
Blooming period

-0.545*
-0.297

0.685**
0.905**

开花率
Flowering percentage

0.221
-0.227

0.935**
0.734**

表 4 铁皮石斛碳氮化合物含量与开花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arbon and nitrogen compound content and flowering of D. officinale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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