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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花秆绿竹 月葬皂遭怎泽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 枣援 泽贼则蚤葬贼葬 是绿竹 月葬皂遭怎泽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 的一个变型遥 以花秆绿竹的侧芽为材料袁 研究不同

质量浓度 远鄄苄基腺嘌呤渊月粤冤及噻二唑苯基脲渊栽阅在冤对花秆绿竹试管快繁的影响遥 结果表明院 单独添加 月粤 或 栽阅在袁 随

其质量浓度增加袁 增殖系数逐渐上升袁 但伸长生长受到抑制袁 添加 栽阅在 的效果显著优于 月粤曰 月粤 和 栽阅在 相互作用时袁
以 猿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月粤 与 园郾 员园 皂早窑蕴 原员栽阅在 结合时芽体增殖及伸长生长最佳袁 芽丛生长旺盛曰 培养过程中降低或去除细

胞分裂素即可生根遥 表 圆 参 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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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藻蚤早澡贼 早则燥憎贼澡援 阅藻糟造蚤灶蚤灶早 燥则 则藻皂燥增蚤灶早 贼澡藻 糟赠贼燥噪蚤灶藻 糟燥怎造凿 责则燥皂燥贼藻 则燥燥贼蚤灶早援 咱悦澡袁 圆 贼葬遭郾 员园 则藻枣援 暂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遭燥贼葬灶赠曰 月葬皂遭怎泽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 枣援 泽贼则蚤葬贼葬曰 贼蚤泽泽怎藻 糟怎造贼怎则藻曰 增藻早藻贼葬贼蚤增藻 责则燥责葬早葬贼蚤燥灶

绿竹 月葬皂遭怎泽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 为禾本科 郧则葬皂蚤灶藻葬藻 多年生常绿竹类植物遥 绿竹竹竿一般较高大袁 近直立袁
可做建筑用材或劈篾编制用具曰 绿竹竹纤维较长袁 可作为造纸原料曰 绿竹笋质嫩鲜美袁 可供鲜食袁 也

可加工制成笋干或罐头曰 绿竹竹茹可做中药药材咱员暂 遥 作者研究的花秆绿竹 月葬皂遭怎泽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 枣援 泽贼则蚤葬贼葬
除食用及其他实用价值与绿竹相同外袁 竹竿上还呈现黄色条带袁 具有较好的观赏价值遥 员怨愿员 年竹子

组织培养成功建立试管培养及无性繁殖袁 之后研究者相继报道了白绿竹 月援 燥造凿澡葬皂蚤袁 箬竹 杂葬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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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竹 月援 贼怎造凿葬 等 圆园 多个竹种的组织培养曰 张光楚等咱圆 原 苑暂 主要集中在绿竹袁 龙竹 阅藻灶凿则燥糟葬造葬皂怎泽
早蚤早葬灶贼藻怎泽袁 麻竹 阅援 造葬贼蚤枣造燥则怎泽 及一些丛生观赏竹的组织培养研究遥 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袁 以花秆绿

竹侧芽茎尖为材料进行组织培养袁 探讨试管快繁的条件袁 为该竹种扩繁及工厂化提供技术支持遥



员摇 材料和方法

员郾 员摇 试验材料

试验外植体材料来自浙江林学院智能温室盆栽花秆绿竹植株袁 取新生嫩枝上 圆 耀 苑 糟皂 侧芽作为培

养材料遥
员郾 圆摇 试验方法

员郾 圆郾 员摇 材料来源摇 取材前 圆 周袁 先以抗菌药品分别喷施于花秆绿竹植株上袁 进行净化处理遥 取材时

切下侧芽袁 放入盛有无菌水的烧杯中带回实验室备用遥 清水洗净后袁 置于超净工作台内袁 以

缘郾 园 早窑蕴 原员的次氯酸钠溶液真空抽滤消毒 圆园 皂蚤灶袁 再用无菌水冲洗 缘 次袁 后在解剖显微镜下切取约

园郾 愿 耀 员郾 圆 糟皂 长的生长点袁 每管 员 个芽袁 接种于诱导培养基 酝杂 渊酝怎则葬泽澡蚤早藻 葬灶凿 杂噪燥燥早冤 垣 员郾 园 皂早窑蕴 原员

远鄄苄基腺嘌呤渊月粤冤 垣园郾 员 皂早窑蕴 原员琢鄄萘乙酸渊晕粤粤冤 垣 猿园郾 园 早窑蕴 原员蔗糖 垣 圆郾 缘 早窑蕴 原员固化剂渊郧藻造则蚤贼藻冤上袁
责匀 缘郾 苑袁 将获得的花秆绿竹生长一致的芽作为增殖试验的材料遥
员郾 圆郾 圆摇 试验设计摇 以 酝杂 为基本培养基预培养 员 周后袁 进行增殖培养遥 该阶段分别研究 月粤袁 栽阅在 以

及 月粤 与 栽阅在 组合对芽增殖和植株生长的影响院 月粤 的质量浓度为 园袁 园郾 猿园袁 员郾 园园袁 猿郾 园园袁 员园郾 园园 皂早窑
蕴 原员袁 栽阅在 的 质 量 浓 度 为 园袁 园郾 园员袁 园郾 员园袁 员郾 园园 皂早 窑蕴 原员曰 研 究 月粤 渊园郾 猿园袁 员郾 园园袁 猿郾 园园袁 员园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冤与 栽阅在 渊园郾 园员袁园郾 员园袁 员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冤相互组合对芽增殖和植株生长的影响遥 培养基 责匀 值均

调至 缘郾 苑袁 蔗糖 猿园郾 园 早窑蕴 原员袁 郧藻造则蚤贼藻 圆郾 缘 早窑蕴 原员遥
每试管加入 圆园郾 园 皂蕴 培养基袁 置于高温高压灭菌锅中灭菌 员园 皂蚤灶遥 以上试验每个处理 圆园 管袁 每

管接种 员 个芽袁 每芽高度约 圆郾 园 糟皂遥 置于温度为渊圆缘 依 圆冤 益尧 每天光照 辕黑暗为 员远 辕 愿 澡袁 光强为

圆 源园园 造曾 的培养室中遥
员郾 圆郾 猿摇 数据分析摇 增殖试验 源 周后袁 观察并调查试管苗芽增殖与生长情况遥 增殖系数 越新生总芽数 辕
接种总芽数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郾 员摇 无菌培养体系的建立

以 园郾 愿 耀 员郾 圆 糟皂 的茎尖小芽为外植体袁 接种 员 周后袁 污染率低于 缘豫 袁 萌芽率达 怨园豫以上遥 已萌

芽的外植体生长势旺盛袁 芽体粗壮并有新芽产生且无褐化现象遥
圆郾 圆摇 不同质量浓度 月粤 和 栽阅在 分别对花秆绿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花秆绿竹经初期培养生长稳定后袁 可对其进行增殖培养遥 花秆绿竹在不同 月粤 质量浓度的增殖培

养基中培养袁 源 周后芽体增殖情况如表 员 所示院 随 月粤 质量浓度增加袁 增殖系数提高遥 未添加 月粤 的

对照培养基中芽增殖缓慢袁 茎秆较长曰 月粤 质量浓度为 员园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时袁 增殖系数 大袁 达到 猿郾 远袁
但芽茎秆细弱矮小曰 月粤 质量浓度 园郾 猿园 皂早窑蕴 原员时芽伸长生长迅速袁 平均芽长为 圆郾 猿 糟皂袁 但与 月粤 园 皂早
窑蕴 原员或 月粤 员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的差异不明显袁 月粤 猿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和 月粤 员园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时与低质量浓度的 月粤
渊园 耀员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冤相比较袁 在促进芽增殖上差异明显袁 但高质量浓度 月粤 条件下的植株明显矮小袁 芽

数较多呈现小丛生长且茎秆细弱曰 而低质量浓度 月粤 条件下植株的茎秆比较粗壮袁 植株生长比较旺盛遥
由表 员 可看出院 源 个不同质量浓度的 栽阅在 的处理中袁 低质量浓度与高质量浓度处理之间的芽增殖

系数差异明显袁 低质量浓度的 栽阅在 即 园郾 园员 皂早窑蕴 原员 与对照处理中袁 芽增殖系数差异较小袁 栽阅在 为

园郾 员园 皂早窑蕴 原员与 员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间的增殖差异也不明显曰 芽的伸长生长在 栽阅在 园郾 园员 皂早窑蕴 原员时 为迅速袁
平均芽长达到 圆郾 源 糟皂袁 但芽的增殖缓慢曰 随着 栽阅在 质量浓度的增大袁 芽的伸长生长在不同处理间差

异不太明显袁 但有随 栽阅在 的质量浓度升高而减缓的趋势遥
圆郾 猿摇 不同质量浓度 月粤 和 栽阅在 组合对花秆绿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采用 月粤 源 个质量浓度袁 栽阅在 猿 个质量浓度袁 共 员圆 个组合的处理袁 如表 圆遥 结果表明袁 栽阅在 质量

浓度为 园郾 园员 皂早窑蕴 原员时袁 随着 月粤 质量浓度增大袁 增殖系数增大袁 月粤 员园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时增殖系数达到

缘郾 园袁 但植株基部有较多褐色物质曰 当 栽阅在 质量浓度为 园郾 员园 皂早窑蕴 原员时袁 变化趋势与 栽阅在 园郾 园员 皂早窑蕴 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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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摇 月粤和 栽阅在 分别对花秆绿竹生长的影响
栽葬遭造藻 员摇 耘枣枣藻糟贼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月粤 葬灶凿 栽阅在 燥灶 早则燥憎贼澡 燥枣 月葬皂遭怎泽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 枣援 泽贼则蚤葬贼葬

处理
培养基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质量浓度 辕 渊皂早窑蕴 原员 冤
接种

数 辕 个
新生芽

数 辕个
芽增殖

系数摇 芽长 辕 糟皂 芽生长情况

员 园 圆园 圆愿 员郾 源 糟 圆郾 员缘 葬遭 新生芽少袁 芽较长袁 根长而细

圆 月粤 园郾 猿园 圆园 源园 圆郾 园 遭糟 圆郾 圆愿 葬遭 新生芽较少袁 但芽伸长生长迅速

猿 月粤 员郾 园园 圆园 源愿 圆郾 园 遭 圆郾 园园 葬遭 新生芽较少袁 但茎秆粗壮袁 芽较长

源 月粤 猿郾 园园 圆园 缘愿 圆郾 怨 遭 员郾 怨缘 遭糟 新生芽较多袁 但小丛生长袁 茎秆较细

缘 月粤 员园郾 园园 圆园 苑圆 猿郾 远 葬 员郾 怨圆 遭糟 新生芽较多袁 但小丛生长袁 茎秆较细新生芽

远 栽阅在 园郾 园员 圆园 猿圆 员郾 远 糟 圆郾 源猿 葬 较少袁 但芽伸长生长迅速袁 茎秆粗壮

苑 栽阅在 园郾 员园 圆园 苑源 猿郾 苑 葬 员郾 怨苑 遭 芽增殖明显袁 芽茎秆细弱袁 黄化

愿 栽阅在 员郾 园园 圆园 苑远 猿郾 愿 葬 员郾 远源 糟 芽增殖明显袁 芽茎秆细弱袁 短小

摇 摇 说明院 基本培养基为 酝杂曰 同列不同字母代表在 园郾 园缘 水平差异显著遥
表 圆摇 不同质量浓度 月粤和 栽阅在 组合对花秆绿竹生长的影响

栽葬遭造藻 圆摇 耘枣枣藻糟贼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澡燥则皂燥灶藻 糟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 燥灶 早则燥憎贼澡 燥枣 月葬皂遭怎泽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 枣援 泽贼则蚤葬贼葬

处理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辕 渊皂早窑蕴 原员 冤

月粤 栽阅在
接种

数 辕个
新生芽

数 辕个
芽增殖

系数摇 芽长 辕 糟皂 芽生长情况

员 园郾 猿 园郾 园员 圆园 猿远 员郾 愿 凿 圆郾 园源 葬 新芽生长较少袁 但伸长生长迅速

圆 员郾 园 园郾 园员 圆园 远园 猿郾 园 糟 员郾 怨怨 葬遭 叶片舒展袁 新生小芽较少

猿 猿郾 园 园郾 园员 圆园 缘愿 圆郾 怨 糟 员郾 怨员 葬遭 叶片舒展袁 新生小芽较少

源 员园郾 园 园郾 园员 圆园 员园园 缘郾 园 葬遭 员郾 源猿 糟 基部有大量褐色物质袁 小芽多但矮小

缘 园郾 猿 园郾 员园 圆园 苑愿 猿郾 怨 遭 员郾 苑缘 遭 叶片较绿袁 植株伸长生长较缓

远 员郾 园 园郾 员园 圆园 苑远 猿郾 愿 遭糟 员郾 怨猿 葬遭 叶绿色袁 新生芽生长良好

苑 猿郾 园 园郾 员园 圆园 苑源 猿郾 苑 遭糟 员郾 怨怨 葬遭 叶绿色袁 新生芽个体较大袁 生长良好

愿 员园郾 园 园郾 员园 圆园 员员远 缘郾 愿 葬 员郾 源园 糟 基部有褐色物质袁 新生芽较多

怨 园郾 猿 员郾 园园 圆园 愿源 源郾 圆 遭 员郾 远圆 遭糟 植株矮小袁 整丛小芽生长异常袁 茎秆细

员园 员郾 园 员郾 园园 圆园 苑源 猿郾 苑 遭糟 员郾 缘怨 遭糟 弱袁 叶色偏黄袁 基部褐化较明显

员员 猿郾 园 员郾 园园 圆园 苑园 猿郾 缘 遭糟 员郾 远苑 遭糟 植株矮小袁 整丛小芽生长异常袁 茎秆细

员圆 员园郾 园 员郾 园园 圆园 怨源 源郾 苑 葬遭 员郾 猿缘 糟 弱袁 叶色偏黄袁 基部褐化较明显

摇 摇 说明院 基本培养基为 酝杂遥
时相同袁 员园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月粤 垣园郾 员园 皂早窑蕴 原员栽阅在 在 员圆 个处理中增殖芽数 多袁 但芽很细弱曰 猿郾 园园 皂早窑
蕴 原员月粤 垣 园郾 员园 皂早窑蕴 原员栽阅在 时袁 植株茎秆粗壮袁 新生的小芽生长旺盛袁 无水化尧 褐化现象袁 增殖较

明显曰 栽阅在 质量浓度为 员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袁 月粤 各不同质量浓度处理的芽增殖数量也较多袁 但是植株矮小

并有整丛小芽生长异常的情况袁 植株褐化较严重遥 因此袁 花秆绿竹的 佳繁殖培养基为 猿郾 园园 皂早窑蕴 原员

月粤 垣 园郾 员园 皂早窑蕴 原员栽阅在遥
圆郾 源摇 移栽驯化

将生根的试管苗移至驯化室袁 在强光渊圆 万 造曾冤下驯化 圆 周后袁 即可移栽遥 移栽时用清水洗去根部

的培养基袁 将植株移至泥炭尧 珍珠岩尧 蛭石比例为 员 颐 员 颐 员 的基质中袁 单个花盆套袋遥 移栽后每 圆 凿
将塑料袋剪口 员 次袁 员 周后完全脱袋并移入温室袁 成活率达 愿园豫 遥
猿摇 结论与讨论

生物技术在竹类植物研究上有独特的意义袁 其应用不仅仅局限于通过组培进行快速繁殖袁 更在于

怨怨猿摇 第 圆缘 卷第 猿 期 陈懿涵等院 花秆绿竹试管快速繁殖 摇



通过基因转化和细胞系筛选等途径袁 培育出符合需求的新品种袁 缩短育种周期咱愿暂 遥 花秆绿竹为绿竹

属一个变型袁 具有较高的观赏性袁 但此前关于其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尚未见报道遥
本实验首次探讨 月粤 和 栽阅在 单独添加与组合时对花杆绿竹试管繁殖的影响遥 高质量浓度的 月粤 能

够促进植株的增殖曰 月粤 的质量浓度愈大袁 对增殖的影响会越明显遥 较低质量浓度的 月粤 既能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增殖袁 也可以促进芽的伸长生长遥 卓仁英等咱愿袁 怨暂认为当 月粤 过高时可能会对植株生长起到

一定的抑制或毒害袁 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高质量浓度的 栽阅在 可以明显促进植株的细胞分裂袁
从而达到较好的增殖效果袁 但若过高则会抑制植株的生长袁 使得芽体过细且黄化袁 因此在培养基中添

加一定质量浓度的 栽阅在 才可利于植株的增殖和伸长生长遥 分别添加 栽阅在 和 月粤 时袁 栽阅在 的细胞分裂

素活性比 月粤 的作用更为显著袁 增殖生长的效果明显优于 月粤遥 当这 圆 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相互作用

时增殖系数比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效果显著袁 新生小芽生长健壮袁 植株茎秆较粗壮遥 花杆绿竹的生根比

较容易袁 降低或去除细胞分裂素的质量浓度即会自然发根袁 且根系生长良好遥
在繁殖过程中袁 单个芽体培养生长势比较弱袁 若以 猿 耀 缘 个小芽为一丛进行繁殖会更利于花秆绿

竹的生长遥 褐化在竹类组培中是常见的现象咱员园暂 袁 但是在花秆绿竹的繁殖过程中袁 这一现象表现不突

出袁 每 源 周继代一次即可减少植株受到酚类氧化物的毒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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