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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种类、玉米素浓度及ｐ Ｈ值对蓝莓“美登＂
组培增殖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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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蓝莓“美登”品种茎段为外植体，研究基本培养基种类、ＺＴ浓度和培养基ｐＨ值对其组培苗增殖的影
响。结果表明，Ｂ５培养基比ＭＳ、Ｗｈｉｔｅ和改良ＷＰＭ更适于。美登”不定芽增殖培养，当Ｂ培养基中加入２．０
ｍｇ／Ｌ ＺＴ时，每株可分化出６．８个不定芽，ＺＴ浓度低于或高于２．０ ｍｇ／Ｌ时，分化芽数降低，“美登”组培苗生

长受到抑制．ｐＨ值对美登组培苗增殖生长也有影响，ｐＨ值为５．４时分化的芽数最多（１１．５个／株），且生长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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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又名越橘、蓝浆果，属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越桔亚科（Ｖａｃｃｉｎｉｏｉｄｅａｅ）越桔属（Ｖａｃｅｉｎ－
ｉｏｄｅａｅ）植物［１］，为多年生落叶或常绿灌木或小灌木．蓝莓果实具有良好的营养保健作用［２￣３］，包括增强视力、
消除眼睛疲劳、防止脑神经老化、抗癌、软化血管、增强人体免疫等，其营养价值远高于苹果、葡萄、橘子等水
果，堪称“世界水果之王”，是近几年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的集营养与保健于一身的果树，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
是人类５大健康食品之一［４］，据美国蓝莓专家预测，蓝莓将成为本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具发展潜力的果树树
种［５叫］，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然而，蓝莓规模化生产也存在问题，主要是种苗过于混杂，无法保证其种性［７］．蓝莓种苗繁殖主要有扦
插、嫁接及组织培养，其中扦插和嫁接繁殖方法繁殖速度慢、短期内不能满足生产需求，而且苗木生长势、果
实品质等诸方面较组培苗有不足之处［８￣９］．目前关于蓝莓组培扩繁的研究也有一些报道［１０￣１１］，但培养基组
成等条件依品种有差异．该研究以蓝莓美登（Ｂｌｏｍｉｄｏｎ）茎段为材料，研究培养基种类、玉米素浓度及ｐＨ值
对美登组培苗增殖生长的影响，旨在为进一步大规模生产提供依据．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材料

剪取盆栽蓝莓美登品种半木质化枝条，去掉上部叶片，剪成２～３ ａｍ茎段（带１个叶芽），流水下冲洗３０
ｍｉｎ后在超净工作台中用７５％酒精消毒２～３ ｍｉｎ，无菌水冲洗２～３次，吸干水后在０．１％升汞中消毒５～８
ｒａｉｎ，无菌水冲洗２～３次，吸干水分，剪去茎段两端，接种到ＭＳ＋１．０ ｍｇ／Ｌ玉米素（Ｚｅａｔｉｎ，ＺＴ）培养基中．
在温度（２５±２）℃，相对湿度７０％，光照１

６００

Ｉｘ，每天光照１６ ｈ的条件下培养８周，将增殖的丛生苗切成单

株后接种（ＭＳ＋１．０ ｍｇ／Ｌ ＺＴ），每８周继代１次．

．

１．２方法

１）基本培养基种类的筛选将美登茎段切成约１．５～２ ｃｍ大小，接入培养瓶中培养，每瓶接种４个茎
段．培养基种类设置为ＭＳ，Ｗｈｉｔｅ，改良ＷＰＭ（具体改良为：以Ｃａ（ＮＯ。）２·４Ｈ２０

６８４ ｍｇ／Ｌ，ＫＮＯ。１９０

ｍｇ／Ｌ，ＣｌｏＨｌ３Ｎ２ＦｅＮａＯｓ ７３．４ ｍｇ／Ｌ和盐酸硫胺素０．１ ｍｇ／Ｌ代替原ＷＰＭ培养基中的Ｋ２Ｓ０４·ＣａＣ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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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

ＦｅＳＯ。和Ｎａ：ＥＤＴＡ）和Ｂｓ培养基，每种基本培养基中均加入ＺＴ

１．０

第３２卷

ｍｇ／Ｌ，蔗糖３０ ｇ／Ｌ和琼脂７ ｇ／Ｌ，ｐＨ

值调节为５．８．培养６０ ｄ后从培养瓶中取出组培苗进行调查．
２）培养基中ＺＴ浓度对美登不定芽增殖分化的影响

在上述筛选出的最适基本培养基中分别添加１，

２，３，４和５ ｍｇ／Ｌ ＺＴ，以不添加ＺＴ处理为对照，每瓶接种４个茎段．培养基的其它成分为蔗糖３０ ｇ／Ｌ，琼脂

粉７ ｇ／Ｌ，ｐＨ值５．８．培养６０ ｄ后从培养瓶中取出组培苗进行调查．
３）ｐＨ值对美登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在Ｂ。－４－ＺＴ ２．０ ｍｇ／Ｌ培养基中分别调节ｐＨ为５．０，５．２，５．４，

５．６，５．８，６．０，每瓶接种４个茎段．其它成分相同，即蔗糖４０ ｇ／Ｌ，琼脂７ ｇ／Ｌ．培养６０ ｄ后从培养瓶中取出组
培苗进行调查．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培养基种类对蓝莓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将美登茎段切成约１．５～２ ａｍ接种于ＭＳ，Ｗｈｉｔｅ，改良ＷＰＭ和Ｂ。培养基中培养２０ ｄ，发现美登茎段

下部长出新鲜腋芽，且随培养时间逐渐变大，约３０ ｄ开始分化出大量不定芽，随后不定芽不断分化且逐渐生
长．不同培养基中不定芽的分化能力不同，在Ｂ。培养基中不定芽分化及生长显著好于ＭＳ、ＷＰＭ及Ｗｈｉｔｅ
培养基，培养６０ ｄ时在Ｂｓ培养基分化的芽数达６．４／株，鲜物重和干物重分别可达８７．６，１８．１ ｒａｇ（表１）．
表ｌ
Ｔａｂｌｅ

２．２

１

培养基种类对美登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ｓｈｏｏｔｓ

ｉｎ

ｂｌｏｍｉｄｏｎ

ＺＴ浓度对美登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ＺＴ对美登不定芽分化影响较大，当培养基中ＺＴ浓度大于２ ｍｇ／Ｌ时，接种的蓝莓茎段在培养２０ ｄ时
开始逐渐长出愈伤组织，进而形成不定芽．而低于２ ｍｇ／Ｌ ＺＴ处理，产生的愈伤组织较少，不定芽分化数量
也较少，随浓度的降低不定芽分化数量逐渐降低．当培养基不添加ＺＴ时，不定芽几乎不分化，生长不良．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ＺＴ

ＺＴ浓度对美登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ｓｈｏｏｔｓ ｉｎ

ｂｌｏｍｉｄｏｎ

由表２可知，培养６０ ｄ后，不定芽的鲜物重、干物重和不定芽数量，在ＺＴ ｏ～２ ｍｇ／Ｌ时，随着ＺＴ浓度
的升高而增加，在ＺＴ

２

ｍｇ／Ｌ处理出现最大值（鲜物重２４４．９ ｍｇ，干物重５３．１ ｍｇ）；当ＺＴ浓度继续升高

时，不定芽鲜物重、于物重和不定芽数量则呈下降趋势，尤其ＺＴ浓度为５ ｍｇ／Ｌ时，不定芽鲜物重和干物重
仅为４５．９６和１１．８０ ｍｇ．因此，在美登不定芽分化培养时，在Ｂｓ培养基中加入２ ｍｇ／Ｌ ＺＴ最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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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

ｐＨ值对美登不定芽生长的影响

为了探明ｐＨ值对美登不定芽分化增殖的影响，分别设置ｐＨ值５．２，５．４，５．６，５．８，６．０对美登不定芽
增殖分化的效果进行比较（表３）．ｐＨ值５．４时最适合美登不定芽增殖分化，不定芽数多，芽健壮．鲜物重、干
物重和不定芽数量分别为２８３．４，４４．４ ｍｇ和１１．５个／株．
褒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Ｈ值对美登不定芽的增殖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ｓｈｏｏｔｓ ｉｎ ｂｌｏｍｉｄｏｎ

ｏｎ

３讨论与结论
３．１培养基种类对美登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培养基种类对美登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中，Ｂｓ培养基最适合蓝莓不定芽增殖生长．这
与刘庆忠［１川，马艳丽［１２３等改良ＷＰＭ培养基有利于‘蓝丰¨伯克利’蓝莓组培的结果不同，说明蓝莓不同品
种对培养基的要求不同，因此，通过组织培养方式生产蓝莓种苗时依据品种需使用不同的培养基，对于‘美
登’品种的组培茎段培养，Ｂｓ培养基较为适宜．
３．２

ＺＴ浓度对美登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美登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培养过程中，Ｂ。培养基中加入２ ｍｇ／Ｌ的ＺＴ最为适宜．这与宁志怨等［１３］ＺＴ浓
度为２ ｍｇ／Ｌ时最适合蓝莓不定芽增殖相一致．
３．３

ｐＨ值对美登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在培养过程中过酸或过碱培养基中不定芽增殖分化均受影响，导致生长不良．这与周琳等［１妇研究结果
相近，不同蓝莓品种适宜的ｐＨ值范围不同．本试验最适宜美登不定芽增殖的ｐＨ值为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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