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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外植体选择及分化途径、影响增殖、生根的主要因素三方面，概述了近年来林木植物组培的研究进展，外植

体３种分化途径（腋芽萌发途径、间接器官发生途径、体细胞发生途径）有其相应的最适外植体类型，林木组培首选
腋芽萌发途径。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影响增殖的两大因素，对培养基的探索已从对林木植物组培常用培养

基的筛选发展到无糖培养基的探索，出现了光自养、开放组培等概念；植物生长调节剂是生根的关键因素，外源激素

与内源激素的相互作用对增殖有较大影响。阐述了组培中褐化、玻璃化、污染三大难题的起因和解决措施，对褐化

和玻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植体的生理状态和培养环境方面，提出无糖组培通过对培养环境进行改善，有望改善

褐化、玻璃化问题；传统组培希望从无菌技术层面解决污染难题，这也造成了组培成本偏高的问题，进而对开放组培

和无糖组培的探索，通过抑菌剂的添加及糖的剔除有望降低组培对无菌操作的要求。随着组培技术的发展，在抑菌

剂加入的条件下，不进行高温高压灭菌，进行开放式的组培；利用植物自生的光合能力，剔除培养基中的蔗糖，同时

改变光照条件、培养环境中的ＣＯ２浓度、湿度，以促进外植体光自养微繁殖生长；二者均着眼于降低组培成本，简化
组培程序，有望使组培技术得到革新。本文对林木组织培养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今后开展林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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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０２年 Ｈａｂｅｒｌａｎｄｔ提出细胞全能性理论以
来，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相关研究，

至今已开展有１００多年，逐渐得到完善并趋于成熟，
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长期以来，对植物组织

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植体的选择，培养基的完

善，确定适宜的激素配比以提高增殖率，组培苗的生

理学研究及不同的离体培养途径等研究［１－５］。我国

植物组织培养研究起步较早，最早的林木组培是欧

洲赤松（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Ｌｉｎｎ．）的胚胎培养，到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后，在一些领域的研究已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与花卉、草本植物相比，林木植物由于其自身

特点（生长周期长），在组培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难题

（如：继代增殖培养中的褐化、玻璃化，生根困难树种

的生根问题、移植存活率低下，组培成本居高不下

等）较难克服，并且至今仍有很多树种无法通过组培

技术进行繁殖，这些都是木本植物组培产业化推广

应用难度较大的重要原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改
善组培苗生长环境的观点，从这一角度思考解决组

培难题的方法，至８０年代末以后引起普遍重视，并
开展了实质性研究［１］，进而促进在对组培苗生长环

境研究之上的新型组培技术不断出现，如 Ｋｏｚａｉ
等［６－７］提出的光自养微繁理论（Ｐｈｏｔｏａｕｔ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ｍｉ
ｃｒｏ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无糖组培技术于 １９９７年传入我
国，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等单位开展了相关探索研究［８］。目前，开放组培和

光自养微繁殖还处于探索阶段［９－１５］，多见于农作物

种苗生产。二者将是林木组培技术的重要发展方

向，这需要林木研究者不断开展其相关基础和技术

研究，使林木的组培技术得到新的改善和提高，从而

促进其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本文从组培过程中的外植体选择及分化途径、

增殖、生根３个方面，详细概述了近年来木本植物传
统组培的研究进展，阐述了组培中褐化、玻璃化、污

染三大难题的起因和解决措施，对近几年新发展的

组培新技术的研究现状也做了简单分析，为今后开

展林木植物组织培养新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林木植株再生体系研究进展
１．１　外植体的选择及分化途径

外植体的选择要考虑不同树种的生理特点、遗

传因素等方面，同时，选用哪一种外植体进行植株再

生，与其发生途径有极大关系。从众多学者的研究

结果看：进行组培时，所选外植体若为茎段，应为中

度木质化的材料，不同树种的采条最佳时间不同。

不同的发生途径对最佳外植体有一定的要求，这也

会因树种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此，外植体选择与发

生途径应同时考虑，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

立正确有效的组培技术体系。

１．１．１　腋芽萌发途径　多数能进行组培快繁的林
木植物，都能以腋芽萌发途径进行组培，其再生植株

的遗传变异程度较愈伤组织诱导的小，但茎段腋芽

组培的增殖率通常低于愈伤组织诱导丛生芽的增殖

率。枣树能以茎段再生植株，却一般不以愈伤组织

获得不定芽或是直接诱导胚状体的途径进行快

繁［１６］。通过腋芽萌发途径建立的组培体系中，所选

外植体部位及对外植体的处理均是影响培养成功与

否的关键因素。对月季（Ｒｏｓ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ａｃｑ．）的研
究表明，从枝条中部截取的茎段萌发较快［１７］；对卷

荚相思（Ａｃａｃｉａ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ａＦ．Ｍｕｅｌｌ．）外植体诱导研
究发现，树冠不同部位对芽诱导萌动率有显著影响，

以中上部穗条最好［１８］。离体芽尖冷藏处理后，其再

生率显著提高［１９］。厚荚相思（Ａ．ｃｒａｓｓｉｃａｒｐａｅｘ
Ｂｅｎｔｈ．）选用半木质化的嫩茎，且带有饱满即将萌发
的腋芽，并进行预培养，以防止大量的培养材料污染

和褐化［２０］。

１．１．２　间接器官发生途径　指通过诱导产生愈伤
组织后，分化不定芽或不定根的途径。目前，多数阔

叶树都能以此方式再生植株。外植体类型会影响愈

伤的诱导，叶片与茎段均能诱导出愈伤组织，叶片诱

导出的愈伤组织质量明显优于茎段诱导出的愈伤组

织（茎段诱导的愈伤组织易褐化）。大叶相思（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Ａ．Ｃｕｎｎ．ｅｘＢｅｎｔｈ．）腋芽可成功诱导
成丛生芽，而下胚轴和叶等外植体只分化出愈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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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不能诱导丛生芽。张玫瑰［２１］指出，杉木不同无

性系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在同一 ＮＡＡ浓度处理下
差异显著。

激素种类及浓度是影响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的关

键因子之一，低浓度２，４Ｄ（２，４二氯苯氧乙酸）对
柑桔（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Ｂｌａｎｃｏ）诱导愈伤组织有促进
作用，浓度过高会抑制愈伤的产生和生长［２２］。刘振

林等［２３］以白花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ａｎｄｒｏｓｓｏｗｉｉＬｉｔｗ．）的茎
段，在未添加２，４Ｄ的培养基中没有产生愈伤组织，
而添加２，４Ｄ的培养基均可以诱导出愈伤组织。
ＮＡＡ（萘乙酸）和 ＩＡＡ（吲哚乙酸）诱导产生的愈伤
组织较容易分化，ＮＡＡ诱导效果更佳。用ＮＡＡ、ＩＡＡ
诱导愈伤组织时，一般需要添加一定量的细胞分裂

素［２４－２５］（常用的如：６ＢＡ（６苄基氨基嘌呤）、ＴＤＺ
（噻苯隆）或 ＫＴ（激动素）），６ＢＡ最常用，ＴＤＺ生物
活性很高，诱导效果高于另二者。２，４Ｄ、ＢＡ和 ＫＴ
是影响华北落叶松（Ｌａｒｉ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ｓｒｕｐｐｒｅｃｈｔｉｉＭａｙｒ．）
未成熟胚性愈伤组织发生的主要外源激素［２６］。

１．１．３　体细胞胚胎发生途径　体细胞胚发生最初
在针叶树种离体快繁研究中获得成功，在阔叶树中

也取得一定进展。对木本植物体细胞胚发生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发生的条件、组织学和生理生化方

面。目前，火炬松（ＰｉｎｕｓｔａｅｄａＬｉｎｎ．）、月季［１７］、辐

射松（Ｐ．ｒａｄｉａｔａＤ．Ｄｏｎ）、挪威云杉（Ｐｉｃｅａａｂｉｅｓ
（Ｌｉｎｎ．） Ｋａｒｓｔ．）、鹅 掌 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Ｈｅｍｓｌ．） Ｓａｒｇ．）［２７］、龙 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ｏｎｇａｎ
Ｌｏｕｒ．）［２８］、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Ｋｔｚｅ．）等木
本植物，已建立了通过体细胞胚胎发生途径再生植

株的技术。外植体的种类、处理方式均对体细胞胚

胎的诱导有影响，体胚发生最好的诱导材料是未成

熟胚，其中，胚轴诱导频率最高。应注重对外植体

基因型的筛选，同时考虑相应材料所具有的生长和

适应性等优良的综合性状。山核桃（Ｃａｒｙａｃａｔｈａｙｅｎ
ｓｉｓＳａｒｇ．）体胚发生的最适宜碳源是蔗糖［２９］，其体胚

的发生与外植体种类及基因型均有关［３０］。培养基

中还原态氮、外源激素的含量对体细胞胚诱导的影

响也很重要。

１．２　影响增殖的主要因素
１．２．１　培养基　目前，ＭＳ、ＷＰＭ、ＳＨ、改良的
Ｎｉｔｓｃｈ、ＣＭ等基本培养基，均用于林木组培，其中，
ＭＳ和改良 ＭＳ最常用，ＷＰＭ也常作为针叶树种的
基础培养基。马占相思（ＡｃａｃｉａｍａｎｇｉｕｍＷｉｌｌｄ．）组
培以ＥＲ或改良ＭＳ为基础培养基为宜。香樟（Ｃｉｎ

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３１］、银荆（Ａｃａｃ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Ｌｉｎｋ）［３２］、灰 木 相 思 （Ａ． ｉｍｐｌｅｘａ
Ｂｅｎｔｈ．）［３３］、橡皮树（Ｆｉｃｕｓ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Ｒｏｘｂ．ｅｘ．Ｈｏｒ
ｎｅｍ．）［３４］通常采用 ＭＳ基本培养基。张志敏等［３５］

发现，青钱柳（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ｐａｌｉｕｒｕｓ（Ｂａｔａｌ．）Ｉｌｊｉｎｓｋ．）
以ＷＰＭ和改良ＭＳ培养基效果最佳。

长期以来，培养基中糖的种类及浓度被认为是

植物组织培养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蔗糖作为

碳源，影响到培养物的营养状况和细胞分化，并维持

渗透压；然而，有学者认为，糖并不是植物组培中必

不可少的物质，外植体上几平方厘米的叶片就能进

行一定的光合作用，强光照加上高 ＣＯ２浓度的条件
下，植株完全可以实现光合自养。于是出现了培养

基中不加糖的光自养培养技术，但此技术除了改变

培养基的成分外，还改变了组培的气体环境和生物

环境［３６］。自此，对培养基的研究已不仅仅是选其适

宜的种类，更发展为培养基的无糖、培养基状态及装

培养基的容器多方面的探索，以寻求更加适合外植

体增殖，工业化生产的培养基及培养环境。

１．２．２　植物生长调节剂　植物愈伤组织分化过程
中，ＩＡＡ是愈伤组织生长的重要内部因子，其含量高
则无性系的增殖速度较高。当加入不同的外源激

素，内源激素含量表现出不同的变化。ＩＡＡ对内源
激素含量的影响最大，ＩＢＡ和 ＮＡＡ协同作用时，效
果远远大于其中任一种激素单独使用的效果。马凤

桐等［３７］对桑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枝条的冬芽进行培
养，在ＭＳ培养基中加入ＩＡＡ和６ＢＡ诱导产生了愈
伤组织和芽的分化。细胞分裂素对月季的茎段芽增

殖有影响，细胞分裂素能诱导芽的萌发与生长，ＣＰ
ＰＵ利于芽增值系数的提高［３８－３９］。

１．３　影响生根的因素
生根起始期细胞分裂会受到 ＧＡ的抑制，表现

为根的分化和形成受到抑制（ＧＡ３是生根过程中主
要的抑制物，生根后，ＧＡ３的浓度缓慢提高）。内源
细胞分裂素的激活受到外源生长素的抑制，导致根

系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内源ＩＡＡ含量在诱导生根
的初始阶段，是影响生根率的主要因素，对生根起促

进作用。ＩＢＡ是影响根粗生长的主要因子，ＡＢＴ含
量对试管苗生根起抑制作用，影响着试管苗不定根

的形成；而一些研究发现，ＡＢＴ对植物的不定根形成
也有促进作用。牙祖韧等［４０］指出：与 ＮＡＡ和 ＩＡＡ
各个不同浓度处理间生根率差异比较，ＩＢＡ各不同
浓度处理间的生根率差异最大；ＩＢＡ处理的侧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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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短；高浓度 ＡＢＴ抑制了根的发生。ＺＲ的含量在
根原基形成分化期呈上升趋势，它能促进生根。ＺＴ
（玉米素）是天然细胞分裂素，高浓度 ＺＴ对生根起
一定的抑制作用，低浓度的ＺＴ有利于生根。西洋杜
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ｈｙｂｒｉｄｕｍＨｏｒｔ．）组培苗在培养６０
ｄ后，生根过程基本完成时 ＺＴ的含量才有所
上升［４１］。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植物的生长过程是植物

内源激素水平及各激素间的平衡问题；在植物诱导

生根中，内外源激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外源激素与

内源激素的种类和水平有密切关系［４２－４３］。目前，对

添加的外源激素是否刺激或抑制了某些内源激素的

变化及其作用机制、对各种激素间比例关系问题的

探讨成为热点。

除外源激素种类及浓度外，蔗糖含量和基本培

养基也对植物内源激素的调控产生影响，三者不同

组合，共同作用，引起植物生理生化的变化。使用适

宜的培养基，内源激素的含量会趋于平衡，此时表现

出较好的生根效果。黄烈健等［４４］发现，１／２ＭＳ＋
ＩＢＡ２．０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５ｍｇ·Ｌ－１对马大杂种相
思 （Ａ．ｍａｎｇｉｕｍ × Ａ．ａｕｒｉ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Ｃｕｎｎ．ｅｘ
Ｂｅｎｃｈ．）生根的效果较好；但三者共同作用的机理尚
不明确，尤其是关于蔗糖浓度、基本培养基二者对外

源激素作用的影响研究甚少。

２　组培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褐化

褐化又称酚污染，培养物的再分化和外植体的

脱分化进程均会受到严重影响，是组培中存在的三

大难题之一，也是木本植物组织培养能否取得成功

的重要因素。褐化分为酶促褐化（更常见）和非酶

促褐化。正常植物组织细胞内，多酚类物质与多酚

氧化酶是互不接触的，故而不会发生褐化。切割后

的植物伤口处，分泌的酚类化合物发生氧化反应后

形成醌类化合物，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它与培养材

料中的蛋白质发生聚合，导致其他酶系统的失活，代

谢紊乱，影响植物生长。非酶促褐化，则不会有酚类

物质的产生，主要是不利环境条件（如：温度）引起

细胞的程序性死亡或细胞坏死。

外植体材料、培养基、培养条件是影响褐化发生

的重要因子。

２．１．１　外植体材料　外植体材料的基因型、年龄、
取材时间、部位、大小等都与外植体褐化有密切关

系。不同物种、同物种的不同品种褐化程度差异很

大［４５］；高度分化的组织（茎尖、叶片）易褐化，年龄越

老、木质化程度越高的外植体褐化越严重，而幼龄材

料褐化程度则一般较轻［４６－４８］；温度影响着多酚氧化

酶的活性，木本植物于温度较低的冬春季取材褐化

率低；一般越小的外植体，其褐化也越严重，故而选

取适宜大小的外植体可降低褐化率。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ｉｌｇｅｒ）Ｒｅｈｄ．）愈伤组织的继代以０．７
０．８ｃｍ较适宜，过大或过小都易发生褐化［４９］。梨

（Ｐｙｒｕｓ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Ｒｅｈｄ．）茎尖作为外植体时，以７
１５ｍｍ较适宜；而外植体消毒时间越长，褐化率
越高［５０］。

２．１．２　培养基　培养基的成分、状态、硬度、ｐＨ值，
糖的种类及含量，都对外植体褐化率有影响。低无

机盐浓度有益于褐化率的降低，过高的无机盐浓度

则会加剧褐化。茶树（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
Ｋｔｚｅ．）［５１］、桑树［５２］、白掌（ＳｐａｔｈｉｐｈｙｌｌｕｍｋｏｃｈｉｉＥｎｇｌ．
ｅｔＫｒａｕｓｅ）［５３］、苹果梨［５４］、番荔枝（Ａｎｎｏｎａｓｑｕａｍｏｓａ
Ｌｉｎｎ．）［５５］等木本植物，在１／２ＭＳ或１／２ＤＫＷ培养
基上，褐化率较低；黑莓（Ｒｕｂｕｓ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ｕｓＬ．）［５６］、银
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５７］等在 ＭＳ培养基上，褐化
得到抑制。

防止褐化纸板培养基最好，固体培养基最差，液

体培养基和半固体培养基居中［５４］。当培养基为液

体时，培养过程中分泌的有毒物质扩散，在纸板培养

基中较快，并且纸板培养基的滤纸条有吸附作用可

进一步减轻褐化［５８］；同理，培养基硬度也会影响褐

化率，培养基硬度变大，褐化率随之降低［５２］。培养

基的酸碱度与硬度有相关性，过高的 ｐＨ值常引起
严重的褐化，ｐＨ值降低，多酚氧化酶活性和底物利
用率随之降低，从而抑制褐化［５９］；故可通过降低 ｐＨ
值，适当增加琼脂量来抑制褐化。糖的多少主要影

响褐化的程度，糖的种类以葡萄糖或果糖为宜，蔗糖

较差，麦芽糖居中［６０］；糖的量以适宜为好，过多过少

都可引起褐化加重［６１］。

２．１．３　培养条件　培养条件中，温度是重要因子，
它能直接影响植物体内的酶活性，组织褐化受其影

响较大。低温导致酶（如ＰＰＯ）活性降低［６２］，褐化减

弱；高温时酶活性增强，氧化速度加快，褐化加剧，从

低温转入常温时褐化率增加［６３］。光照条件也影响

褐化现象的发生，暗处理能明显降低发生几率并推

迟褐化发生的时间［５２］。

木本植物由于其本身富含木质素、单宁、色素等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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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褐化较草本植物严重。目前的研究主要从培

养基的选择、状态、ｐＨ值、硬度，外植体的选择和处
理以及吸附剂、抗褐化剂和激素的添加等方面抑制

褐化的发生。对组培褐化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希望

从根本上使其减轻，并得到有效控制。近年来备受

关注的无糖组织培养，有望为解决褐化问题提供新

的思路［６４］。

２．２　玻璃化
玻璃化苗表现为生理状态失调，叶片纵向卷曲

或肿胀，叶易碎，叶片表皮角质层蜡质缺少，苗含水

量高，营养物质含量少、分化能力低，难增殖成芽，生

根成苗、存活率极低。目前，已报道８０多种植物组
培时出现玻璃化苗，其中，草本多于木本［６５－６６］。

影响玻璃化苗发生的因素包括：外植体材料与

培养环境（光照、温度、湿度、培养基成分）。外植体

材料的种类和类型显著影响玻璃苗的发生；自然光

照对玻璃化有抑制作用，因为自然光中的紫外线能

加快木质化，促进苗成熟［６７］，但光照时间过长，将引

起试管苗玻璃化加剧［６８］。光照条件对玻璃化的影

响机理以及影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般认

为，对培养温度进行调控，加大昼夜温差可以消除玻

璃化现象，低温状态能防止玻璃苗形成，并使部分已

玻璃化的苗恢复到正常状态［６５］；培养环境的湿度是

影响玻璃化的关键因子之一，培养空间相对湿度升

高容易出现玻璃化苗［６９］。不适宜的封口材料会造

成透气困难，导致培养瓶内湿度升高，棉花及透气膜

透气效果均优于塑料膜，能有效减少玻璃苗［６５］。光

自养培养从改变组培环境的角度出发，采用大型容

器，调节容器内湿度和ＣＯ２浓度，最终使植物生长的
环境更接近于自然的生长环境，苗的玻璃化现象能

得到改善，苗的质量得到提高。光自养培养方式，有

可能为解决玻璃化提供一个极优的途径。ＭＳ培养
基能有效抑制苗的玻璃化，ＮＨ４

＋浓度则会加重苗的

玻璃化现象，蔗糖浓度与玻璃化呈负相关［６５］。外源

细胞分裂素易导致玻璃化，细胞分裂素浓度与玻璃

化率成正相关，其中，６ＢＡ的影响大于 ＺＴ和 ＫＴ。
培养基酸碱度对玻璃化也有影响，酸性的培养条件

能抑制褐变发生［７０］。培养基的琼脂浓度与培养基

硬度有关，故而能影响瓶内湿度，固体培养优于液体

培养；也有一些实验表明，玻璃化与琼脂浓度关系不

大，可能是不同植物对琼脂浓度敏感度不同，琼脂浓

度对玻璃化的影响还待进一步从玻璃化机制角度

研究［６６］。

目前认为，组培苗玻璃化是苗适应性生理问题，

自然界并未发现玻璃化的陆生植物，多数是茎尖或

茎段的不定芽，极少玻璃苗来自于愈伤组织的再生

芽，已长成的组织、器官不会出现玻璃化，目前未见

玻璃化的发生与遗传有直接关系的报道［６６］。关于

玻璃化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养过程中水势的

影响、以细胞分裂素为主的激素平衡问题、矿质元素

平衡供应问题等方面。关于玻璃化现象，不同植物

有不同的起因，但最终都导致木质素合成受阻，细胞

分化受到抑制。不同原因为何均导致木质素合成受

阻，是研究植物玻璃化的核心问题［７０］。

２．３　污染
污染是组培中常出现的，材料一旦污染，势必导

致培养的失败。为防止污染发生，从选材和接种前

准备、接种及培养阶段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旦发生污染，损失会较大。污染分为接种前污染

和接种后污染。接种前污染主要是接种人员自身带

菌、接种工具带菌和接种环境含菌量高造成。接种

后污染主要原因有：接种室或超净工作台不清洁，外

植体消毒不彻底或外植体内生菌较多，培养中一系

列转接操作不规范带入杂菌等。

克服接种前污染需接种员严格操作，定期对接

种室进行消毒。用７０％的酒精喷雾降尘消毒，消毒
水擦试接种室墙壁、地面、工作台等；紫外线照射消

毒；甲醛加少量的高锰酸钾熏蒸灭菌均可［７１］。

对于接种后污染，主要从外植体的选择和处理

等方面进行预防。植物的胚是较好的选择；以茎尖

为外植体时，以枝条室内培养后新长抽的条为外植

体；以茎段为外植体时通常会探索不同的灭菌策略，

选择合适的消毒方法和消毒剂，进行多次灭菌等。

植物内生菌导致的污染，通常在培养基中加入适量

的抗生素。

有学者在对光自养培养探索的过程中，提出开

放式光自养培养技术，即在培养基无糖的情况下，在

培养基中加入适宜的抑菌剂，以简化培养过程中的

灭菌程序［１３］。实验证明，尽管培养瓶内会产生少量

菌体，但完全不能构成污染，外植体仍可生长［７２］。

这将是组培技术实质性发展的重大突破，使组培成

本更低，产业化也将更加容易。

２．４　成本高
组培虽能在一些植物快繁上实现较好的效益，

做到产业化，但总体上看，目前组培育苗还处在高成

本的阶段。培养基、蔗糖、能耗、劳动力均包括在组

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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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成本预算内。同时，传统组培的增值系数低，出苗

率不高，苗驯化困难，最终造成成本偏高。如何改进

这些技术环节，降低成本，是组培技术研究的一个重

要课题，如组培过程中使用的蔗糖完全可以用普通

葡萄糖代替，蒸馏水可用自来水代替。

２．５　配套设施不健全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组培自动化程度还很低，多

数操作还是人工。研究者也很少关注对自动化技

术、配套设施的研究。研发整套植物组培自动化生

产设备，建立、健全培养室与温室相配套的生产体

系，也将是组培技术研究的未来方向。

３　组培新技术
植物组织培养新技术主要包括：植物开放式组

织培养、光自养培养技术（即无糖培养技术）和建立

在前二者之上的开放式光自养微繁技术。

植物无糖组培技术是利用小植株的光合自养能

力进行无糖培养，该技术出现已近２０年。由于培养
基中不含蔗糖，能有效预防污染，还能显著促进试管

苗生长，提高苗质量，增强试管苗的生根能力，提高

驯化出苗成功率；同时降低组培成本，为更多植物实

现组培产业化成为可能。

无糖培养主要利用外植体的光自养能力，与光

合作用有直接关系的ＣＯ２浓度和光照条件是影响无
糖组培的关键因子。陈本学［７３］指出，珍珠相思（Ａ
ｃａｃｉａｐｏｄａｌｙｒｉｉｆｏｌｉａＡ．Ｃｕｎｎ．）光自养生根培养时，对
培养微环境中的ＣＯ２浓度进行控制，生根率受其影
响显著。当容器中 ＣＯ２的浓度高于补偿点时，提高
光强可改善试管苗的光合作用并促进苗的生长发

育。光照条件包括光照强度和光质。丁昌国等［１３］

对
%

木相思的无糖培养研究发现，培养初期光照强

度应较低，之后大幅度提高光强，植株的生根率和干

质量都会增加。草本植物在无糖培养过程中，红光

可促进叶片生长，但阻碍叶绿素的合成，蓝光的作用

则相反［７４］。木本植物在无糖培养过程中，关于光质

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此外，培养容器也影响无糖

组培，以大型培养容器为宜。容器容积大，空气流通

性好（可促进苗生长），相对湿度小（可提高苗质

量）。许多学者研究使用高分子膜材料能否改善培

养容器效能，发现这类材料普遍透气性高，与玻璃容

器相比，可极大地改善容器内外的气体交换

情况［７５］。

植物开放式组织培养是通过使用抗菌剂，使培

养不需要严格的无菌环境（而是在开放、自然的有菌

环境中进行，不需使用灭菌锅和超净工作台，组培环

节得到简化，从而降低成本［７６］），使带菌组培、培养

基工业化生产、自然光条件下培养成为可能。进行

开放式组培的关键是找到适宜的抑菌剂，但寻找效

果好的抑菌剂很困难，这是目前开放组培的关键难

题。不同植物有其适宜的抑菌剂种类、组合方式及

浓度。崔刚等［７６］遵循中医学理论，从植物中提取广

谱性抗菌活性物质，并做了大量试验确定其有效浓

度和使用方法，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抑菌剂对组培

苗的生长发育是否有影响，还有待于从组培苗的生

理生化角度予以阐明；抑菌剂是否导致变异发生，使

用抑菌剂时激素水平是否需要做相应调整，这都急

需进行深入研究阐明［７７］。

开放式光自养微繁技术，即为无糖与开放相结

合的组培方法，在无糖组培的容器中、开放培养环境

下，在培养基中加入广谱抗菌剂，省去严格的无菌操

作，同时使培养环境得到改善，兼有无糖组培和开放

组培的特点及优点。

对于光自养培养，光照条件（光照强度、波长、光

质、光照时间、频率、周期）对植物生长、发育和形态

影响的了解还不够详细，自动化程度还很低，尚未建

立能满足商品化生产的自动化生产系统。前期投入

较大，对设备的要求相对较高。未来的工作应深入

开展光自养微繁殖生态环境系统的研究，利用新型

材料，自动化设备，实现对培养环境中温、光、气、水

的自动化调控，建立高自动化水平、生产规模庞大的

组培快繁体系［７８］。

４　展望
开展林木植物的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研究，对促

进林木植物的良种选育，为生产推广种植提供大量

的优质苗木，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许多林木植

物现已成功建立了组培快繁体系，但受培养过程中

褐化、玻璃化及污染等的影响，造成生产成本较高，

严重影响技术的推广，甚至无法实现工业化生产。

通过对影响增殖、生根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使组培

技术不断得到完善；同时，植物组培新方法的出现，

为林木组培技术的研究及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虽然，目前植物组培新技术还未成熟，且多见于

草本植物的研究；在木本植物方面，仅见杉木（Ｃｕｎ
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７９］、桉树（Ｅｕ
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ｒｏｂｕｓｔａＳｍｉｔｈ）［８０］、马占相思［８１］等少数树种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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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根培养阶段的光自养或开放式光自养研究报

道。尽管目前还未建立完整的关于林木光自养或开

放式光自养技术体系，但已有的研究实例，已为今后

林木组培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开放式组织培养、光自养培养技术（即无糖培养

技术）和建立在前二者之上的开放式光自养微繁技

术，其核心是通过使用抗菌剂使培养不需要严格的

无菌环境，而是在开放、自然的有菌环境中进行，在

提高组培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为更多植物实

现组培产业化成为可能；但这又带来新问题：由于抑

菌剂的使用，在组培过程中，组培苗受抑菌剂的影响

表现为生长较缓慢，增殖倍数也相对较低，这对组培

新技术体系的建立不利。因此，筛选合适的抑菌剂，

并研究其对组培苗生长影响的生理机理及分子机

理，减轻对组培苗生长的影响，从而建立具有较高增

殖倍数和生根率的高效组培技术体系，将是今后开

展林木组培新技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笔者相信，组培新技术所具有的高研究价值和

广阔发展前景，随着其不断的建立和完善，林木组培

产业化将会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李　盟，高亦珂．植物组织培养新技术研究进展［Ｊ］．广东农业
科学，２００９（３）：１５２－１５４．

［２］施　琼，胡　峰，黄烈健，等．马大杂种相思腋芽高效组培增殖
体系［Ｊ］．林业科学，２０１４，５０（６）：５５－６０．

［３］胡　峰，施　琼，黄烈健．马占相思和大叶相思优树组培不定
根诱导研究［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９
（２）：５７－６２．

［４］胡　峰，施　琼，黄烈健．厚荚相思（Ａｃａｃｉａｃｒａｓｓｉｃａｒｐａ）腋芽组
培快繁技术体系研究［Ｊ］．植物研究，２０１５，３５（２）：１７９－１８４．

［５］施　琼，胡　峰，黄烈健，等．马大杂种相思组培快繁技术［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２）：７９－８４．

［６］ＫｏｚａｉＴ，Ｉｗａｎａｍｉ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２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ｃｒｏｓｅ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ｐｈｏｔｏｎｆｌｕｘｅｓｏｎ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Ｊ］．
ＪａｐａｎＳｏｃＨｏｒｔＳｃｉ，１９８８，５７（２）：２７９－２７８．

［７］ＫｏｚａｉＴ，ＫｏｙｏｍａＹ，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Ｉ．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ｉｎｖｉｔｒｏｗｉｔｈｓｕｇａｒ－ｆｒｅｅｍｅｄｉｕｍ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ｈｏｔｏｎ
ｆｌｕｘ［Ｊ］．Ａｃｔａ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１９８８，２３０：１２１－１２７．

［８］周　炜，曲英华．无糖组培技术在我国的研究进展［Ｊ］．农村实
用工程技术（温室园艺），２００５（７）：２４－２５．

［９］卢加举，ＡｒａｋＴｉｒａＵｍｐｈｏｎ，张正学，等．“黔兴１号”抑菌剂在
甘蔗开放组培中的影晌［Ｊ］．农业科学与技术（英文版），２０１４，
１５（９）：１４７８－１４８１．

［１０］陈　英，张西英，刘江娜．ＳＤＩＣ在马铃薯脱毒组培苗开放式快
繁生产中的应用试验研究［Ｊ］．新疆农垦科技，２０１４，３７（１１）：
３８－４０．

［１１］刘福平．植物抗菌组培中抗菌剂应用的研究方法［Ｊ］．基因组
学与应用生物学，２０１４，３３（４）：９１０－９１５．

［１２］刘丽丽．东北红豆杉开放式组培育苗关键技术研究［Ｄ］．吉
林：吉林大学，２０１３：１－９１．

［１３］丁国昌，高淑慧，林思祖，等．黑木相思开放式光自养微繁殖
的研究［Ｊ］．福建林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１－１４．

［１４］管道平，刘文科，杨其长，等．植物光自养培养箱ＣＯ２自动调
控系统的设计与试验［Ｊ］．林业科学，２００７，４３（５）：１１６－１１９．

［１５］占爱瑶，詹亚光．植物组织培养新技术：光自养微繁［Ｊ］．生物
技术通报，２００７（４）：８５－８９．

［１６］王玫瑞，刘孟军，代　丽．枣树组织培养研究进展［Ｊ］．果树学
报，２００２，１９（５）：３３６－３３９．

［１７］刘会超，郭丽娟，贾文庆，等．月季组织培养研究进展［Ｊ］．河
南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５（３）４５－４７．

［１８］汪长水．卷荚相思组培快繁技术研究［Ｊ］．福建林业科技，
２００９，３６（３）：９２－９７．

［１９］ＡｄｅｌａＨ，ＩｎａＰ．Ｐｌａｎｔ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ｏｓａｓｈｏｏｔｔｉｐｓｃｒｙｏｐｒｅ
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ｒｏｐｌｅｔ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８４（２）：１００１２９－１００１３７．

［２０］赖家业，周传明，叶春生，等．厚荚相思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Ｊ］．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４０（５）：９８２－９８５．

［２１］张玫瑰．杉木优良无性系组织培养及再生体系研究［Ｄ］．福
建：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１３：１－６３．

［２２］罗君琴，徐建国，王　平．不同培养条件对柑橘胚性愈伤组织
离体诱导的影响［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３，３７（１３）：１２５－１２７．

［２３］刘振林，潘玉霞，姬　玉，等．百花怪柳的组培与快繁技术
［Ｊ］．技术开发，２０１３，２７（５）：１１－１１４．

［２４］ＡｍｕｔｈａＳ，ＧａｎａｐａｔｈｉＡ，ＭｕｒｕｇａｎａｎｔｈａｍＭ．Ｉｎｖｉｔｒｏｏｒｇａ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ｇｎａｒａｄｉａｔｅ（Ｌ．）Ｗｉｌｃｚｅｋ［Ｊ］．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ＴｉｓｓｕｅＯｒｇ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３，７２（２）：２０３－２０７．

［２５］林　娅，郑　玉，刘青林．影响月季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因
素［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０６，４（２）：２２３－２２７．

［２６］韩登媛，李　旦，赵　健，等．华北落叶松胚性愈伤组织诱导
影响因子的研究［Ｊ］．林业科学研究，２０１３，２６（４）：４５４－４５８．

［２７］陈　志，陈金慧，边黎明，等．杂交鹅掌楸胚性细胞悬浮系的
建立［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０７，５（１）：１３７－１４０．

［２８］李惠华．龙眼体胚发生过程中激素代谢和信号转导相关基因
的克隆与表达［Ｄ］．福建：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２９］胡恒康，江香梅，张启香，等．碳源对山核桃体细胞胚发生和
植株再生的影响［Ｊ］．浙江农林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８（６）：９１１
－９１７．．

［３０］汤浩茹，王永清，任正隆．核桃体细胞胚发生与转基因研究进
展［Ｊ］．林业科学，２０００，３６（３）：１０２－１１０．

［３１］邹　晖，陈永快，王伟英．香樟组培快繁技术研究进展［Ｊ］．福
建农业科技，２００９（１）：７１－７２．

［３２］陈桂芳，娄利华．银荆相思组织培养及快繁技术研究［Ｊ］．西
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６（２）：１９５－１９７．

［３３］张祖荣，刘兴良．灰木相思茎段腋芽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Ｊ］．西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６（３）：２９１
－２９３．

［３４］徐　刚，牟豪杰，汪一婷．橡皮树组培及成品苗养护［Ｊ］．中国
花卉园艺，２００９（４）：２０－２１．

［３５］盛丽莉，史文亚，张志敏．青钱柳组织培养技术研究进展［Ｊ］．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２）：８４－８９．

［３６］高淑慧．厚英相思和黑木相思光自养微繁殖技术的研究［Ｄ］．
福建：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０７：１－４６．

［３７］马凤桐，刘玉荣．成龄桑树冬芽的组织培养［Ｊ］．植物生理学

０７４



通讯，１９８５，９（１）：３４－３５．
［３８］ＶｅｎｅｔａＫＴ，ＨｅｎｄｒｉｋＪＶＴ，ＥｌｅｎａＹ．Ｒｏｌｅｏｆｐｈｅｎｙｌｕｒｅａ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ｉｎＣＰＰＵｉｎａｐｉｃ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ｒｏｓａｈｙｂ
ｒｉｄ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９（２）：２３２
－２３７．

［３９］ＮｉｅｌｓＢ，ＫｅｌｌＫ．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ＣＫｓ）
ｉｎｒｏｏｔａｎｄ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ｂｕｄ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ｒｏｓ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ｌｏｃａｌ
ＣＫ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ｚｅａｔｉｎｔｙｐｅＣＫｓｐｌａ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ｓｉｎ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ｂｕｄｇｒｏｗ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４
（３）：２３８－２５０．

［４０］牙祖韧，韦鹏宵，芩秀芬，等．不同激素处理对厚荚相思组培
苗生根及移栽效应［Ｊ］．广西林业科学，２００７，３６（１）：５３－６４．

［４１］陈凌艳，郑　宇，陈礼光，等．西洋杜鹃组培苗生根培养及其
内源激素含量变化的研究［Ｊ］．福建林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３１
（２）：１３１－１３５．

［４２］高红宾，王朋飞，刁绍启，等．６ＢＡ对酸樱桃组培苗４种内源
激素质量分数动态变化的影响［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３５（７）：４６－４８．

［４３］李代丽，康向阳．植物愈伤组织培养中内外源激素效应的研究
现状与展望［Ｊ］．生物技术通讯，２００７，１８（３）：５４６－５４８．

［４４］黄烈健，陈祖旭，张赛群．马占相思优树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Ｊ］．林业科学研究，２０１２，２５（２）：２２７－２３０．

［４５］谢志亮，吴振旺．木本植物组培褐化研究进展［Ｊ］．中国南方
果树，２０１３，４２（５）：４２－４６．

［４６］马莉贞．植物组织培养中褐变现象的研究［Ｊ］．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０６，３４（１５）：３５８３－３５８４．

［４７］ＧａｎｎｏｕｎＳ，ＬｉｏｎａｋｉｓＳＭ，ＧｅｍｓｏｐｏｕｌｏｓＤ，ｅｔ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
ｖｉｔ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ｔｅｒｅｂｉｎｔｈｕｓａｎｄ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ｖｅｒａ［Ｊ］．ＡｃｔａＨｏｒ
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１９９５，４１９：２０１－２０６．

［４８］邹英宁，李国怀，吴强盛．中国李组织培养过程中褐变的抑制
研究［Ｊ］．山地农业生物学报，２００７，２６（６）：５０８－５１２．

［４９］李冬杰，张进献，魏景芳，等．培养基和培养条件与红豆杉细
胞培养中褐化的关系［Ｊ］．植物生理学通讯，２００５，４１（１）：９５
－９８．

［５０］刘　杰，张玉星，董　祯．梨组培褐化及抗褐措施研究进展
［Ｊ］．河北林果研究，２００８，２３（２）：１９５－１９９．

［５１］黄燕芬，周国兰，赵华富．降低茶树组织培养中外植体褐化程
度的研究［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０９，２２（５）：１４９２－１４９５．

［５２］邱　璐，陈善娜，夏跃明，等．桑树组织培养中褐化问题的研
究［Ｊ］．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２２（１）：７６－７８．

［５３］毛红俊，孔祥生，张妙霞．香水白掌离体培养褐化反应的初步
研究［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０，３４（１０）：１８２－１８４．

［５４］陈　蕾，曹后男，宗成文，等．降低苹果梨组培过程中外植体
褐化的研究［Ｊ］．北方园艺，２００８，３２（１０）：１３９－１４２．

［５５］张振霞，郑玉忠．番荔枝组培中的褐化及防止措施研究［Ｊ］．
中国南方果树，２００９，３８（３）：４１－４２．

［５６］王小敏，吴文龙，李海燕，等．黑莓外植体褐化影响因素分析
及适宜培养条件筛选［Ｊ］．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９，１８
（３）：６３－６８．

［５７］张明文，陈力耕．银杏组织培养中控制褐化的研究［Ｊ］．中国
南方果树，２００３，３２（３）：５１－５２．

［５８］陈　斌，杨　娟．红豆杉细胞继代培养防褐变措施的研究［Ｊ］．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１，１３（４）：８－１１．

［５９］王东霞，李长杰．如何对抗植物组培中的组织褐变［Ｊ］．中国
花卉盆景，２００２，２９（２）：１７．

［６０］盛长忠，王淑芳，王宁宁，等．红豆杉愈伤组织培养中褐变现
象的初探［Ｊ］．南开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３４（４）：１２０－１２２．

［６１］闫桂琴，张　伟，张艳芳．翅果油树脱毒试管苗的组织培养技
术研究［Ｊ］．西北植物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７）：１２９７－１３０３．

［６２］熊　丽，吴丽芳．观赏花卉的组织培养与大规模生产［Ｍ］．北
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３］刘　洋，苏淑钗，冷平生，等．阿月浑子外植体褐变抑制方法
［Ｊ］．果树学报，２００７，２４（３）：３９３－３９６．

［６４］张宏平，姬爱国，和林涛．植物组培快繁褐化现象研究进展
［Ｊ］．农业工程，２０１３，３（５）：１２８－１３０．

［６５］陈兵先，黄宝灵，吕成群，等．植物组织培养试管苗玻璃化现
象研究进展［Ｊ］．林业科技开发，２０１１，２５（１）：１－５．

［６６］蔡祖国，徐小彪，周会萍．植物组织培养中的玻璃化现象及其
预防［Ｊ］．生物技术通讯，２００５，１６（３）：３５３－３５５．

［６７］ＰｈａｎＣＴ，ＨｅｇｅｄｕｓＰ．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ａｌｌｅｄ‘ｖｉｔｒｅｏｕｓｐｌａｎｔｓ’［Ｊ］．
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ＴｉｓｓｕｅＯｒｇＣｕｌｔ，１９８６，６（１）：８３－９４．

［６８］卢兴霞，柴慈江，张　婷，等．子试管苗玻璃化影响因素的
研究［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４，３８（１８）：１０３－１０６．

［６９］邵龙珠，赵淑君，王淑荣，等．植物组织培养中的常见问题与
解决技术措施［Ｊ］．林业勘查设计，２０１２（１）：４９－５１．

［７０］黄海波，淡　明．植物组织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Ｊ］．
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４（１２）：２６３２－２６３３．

［７１］巩　健．植物组织培养快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防止措施
［Ｊ］．科技信息，２００８（３）：２１４－２１５．

［７２］张薪薪，唐金花，王关林．抑菌剂在开放组培中的使用及效果
研究［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８（４）：４６６
－４６９．

［７３］陈本学．珍珠相思光自养微繁殖技术再生体系的建立［Ｄ］．福
建：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０８：１－４５．

［７４］ＮｈｕｔＤＴ，ＴａｋａｍｕｒａＴ，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Ｈ，ｅｔ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ｄｉｏｄｅｓ（ＬＥＤｓ）ｉ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ｐａ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ｈｉｐｈｙｌｌｕｍ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Ｊ］．Ａｃｔａ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ＩＳＨＳ），
２００５，６９２：１３７－１４２．

［７５］牟宁宁，高亦珂．植物无糖组培技术研究进展［Ｊ］．林业科技
开发，２００７，２１（１）：１０－１２．

［７６］崔　刚，单文修，秦　旭，等．植物开放式组织培养研究初探
［Ｊ］．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５（４）：５２９
－５３３．

［７７］王家庆，李晓燕．植物组培新方向—开放组培与无糖暴露组培
研究概况［Ｊ］．辽宁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１）：４４－４５．

［７８］陈本学，林思祖，曹光球．观赏多花相思光自养生根培养研究
［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２，３６（２３）：７１－７５．

［７９］仇金维．杉木优良无性系光自养微繁殖技术［Ｄ］．福建：福建
农林大学，２０１２：１－８７．

［８０］徐景云．不同光自养条件下根际微环境对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ｓｐ．）组培不定芽生根的影响研究［Ｄ］．福建：福建农林大学，
２０１０：１－５０．

［８１］丁昌国，林思祖，陈　宇，等．基质径级和ＮＰＫ水平对马占相
思光自养幼苗的影响［Ｊ］．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２，４１（３）：２３８－２４２．

（责任编辑：徐玉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