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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

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属于植物组织培养领

域。本发明的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

盒包括：种子萌发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和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

本发明虎克姜花愈伤组织再生体系操作步骤简

单，外植体污染率低，愈伤组织诱导速度快，同时

再生效率高，不需壮苗和生根步骤，一步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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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括种子萌发培养基、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和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

其中所述种子萌发培养基包括MS培养基、蔗糖和琼脂；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包括

MS培养基、激动素、2,4-二氯苯氧乙酸、蔗糖和琼脂；所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包括MS培养

基、激动素、2,4-二氯苯氧乙酸、蔗糖和琼脂；所述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包括MS培养基、6-

苄氨基嘌呤、吲哚-3-乙酸、蔗糖和琼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

种子萌发培养基中，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8.0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1～0.5mg/L，2,4-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0.5～

1.0mg/L，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8.0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1～0.2mg/L，2,4-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0.3～

0.5mg/L，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8.0g/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

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中，6-苄氨基嘌呤的浓度为1.0～2.0mg/L，吲哚-3-乙酸的浓度为

0.1～2.0mg/L，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8.0g/L。

6.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培养基在建立再生虎克姜花植株中的应用。

7.采用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培养基建立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选取饱满、无损伤、未开裂的果实作为外植体；

(2)在无菌条件下，对选取的果实进行消毒，无菌水冲洗后用无菌操作接种种子到种子

萌发培养基，得到无菌苗；

(3)当步骤(2)获得的无菌苗龄为7天以上时，将无菌苗的下胚轴切为0.3～0.5cm长的1

～2段，接种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培养30天以上，得到愈伤组织；

(4)将步骤(3)得到的愈伤组织分成块接种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上，以月为培养周

期，继代3次，得到初始接种量60倍以上的愈伤组织；

(5)将步骤(4)得到的愈伤组织切块接种到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上，培养得到无菌

苗；

(6)将步骤(5)得到的无菌苗放置在有散射光的地方炼苗3～4天，清洗后移栽到珍珠岩

和泥炭土等比混合基质中，观察成活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立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的

培养条件为黑暗培养，温度为24～26℃。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立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6)的培养条件为温度24～26℃、光照12h/d、光照强度2500lx。

10.采用权利要求7～9任一项所述方法制备而得的再生虎克姜花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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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属于植物组

织培养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与同属其他植物相比，虎克姜花植株矮小、叶片宽大、花色鹅黄、假种皮黑色，具有

重要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植物的愈伤组织再生体系是对该植物进行进一步遗传操作和

育种改良的基础技术平台。目前，在姜花属中，建立了愈伤组织再生体系的种类包括白姜花

和红姜花。这两个种属于根茎粗大、侧根细、分布于中低海拔的类型，而虎克姜花为根茎小、

侧根肥厚、分布于高海拔，种类差异较大。在外植体的选择上，目前主要选用叶片、花丝以及

花药为外植体，污染率高、无菌处理效率低，愈伤组织诱导速度慢(需60～90天)，需添加复

杂的培养物(维生素B5、谷氨酰胺、脯氨酸、麦芽提取物等)，步骤繁琐(需采用液体震荡培养

等)，再生效率低，愈伤组织再生为植株的培养体系有待优化。

[0003] 植物种子萌发出的幼苗，其下胚轴是活跃的生长点，已有较多植物以下胚轴为外

植体诱导出愈伤组织并再生出植株。但在这些技术方案中，在不同植物之间所选用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种类及其浓度配比具有很大差异。本发明基于虎克姜花的遗传特点，以种子萌

发无菌苗的下胚轴为外植体，经过对愈伤组织诱导和再分化条件进行的系统试验研究，构

建了简单而高效的愈伤组织再生为植株的培养体系。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污染率低、诱导率高、诱

导速度快、操作简便的经由愈伤组织途径制备的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

应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包括种

子萌发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和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其中

所述种子萌发培养基包括MS培养基、蔗糖和琼脂；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包括MS培养基、

激动素、2,4-二氯苯氧乙酸、蔗糖和琼脂；所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包括MS培养基、激动素、

2,4-二氯苯氧乙酸、蔗糖和琼脂；所述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包括MS培养基、6-苄氨基嘌

呤、吲哚-3-乙酸、蔗糖和琼脂。

[0007] 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和所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的成分相同，但成分中激动

素和2,4-二氯苯氧乙酸的使用浓度不同。本发明所述培养试剂盒，制备方法简单，不需添加

复杂的培养物便能诱导愈伤组织分化完成，无需在固体和液体培养之间来回转换。

[0008] 优选地，所述种子萌发培养基中，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

8.0g/L。

[0009] 优选地，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1～0.5mg/L，2,4-二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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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乙酸的浓度为0.5～1.0mg/L，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8.0g/L。

[0010] 下胚轴在不含任何激素的诱导培养基里不能诱导出愈伤组织，在愈伤组织诱导培

养基的诱导下，可长出生长快，松散性好的愈伤组织。

[0011] 优选地，所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1～0.2mg/L，2,4-二氯苯

氧乙酸的浓度为0.3～0.5mg/L，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8.0g/L。

[0012]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可以使愈伤组织快速增殖，得到初始接种量60倍以上的愈伤

组织。

[0013] 优选地，所述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中，6-苄氨基嘌呤的浓度为1.0～2.0mg/L，吲

哚-3-乙酸的浓度为0.1～2.0mg/L，蔗糖的浓度为28～30g/L，琼脂的浓度为7.0～8.0g/L。

[0014] 经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培养后，愈伤组织块转化为无菌苗丛，可直接炼苗移栽。

[0015]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上述培养基在建立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中的应用。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上述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选取饱满、无损伤、未开裂的果实作为外植体；

[0018] (2)在无菌条件下，对选取的果实进行消毒，无菌水冲洗后用无菌操作接种种子到

种子萌发培养基，得到无菌苗；

[0019] (3)当步骤(2)获得的无菌苗龄为7天以上时，将无菌苗的下胚轴切为0.3～0.5cm

长的1～2段，接种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培养30天以上，得到愈伤组织；

[0020] (4)将步骤(3)得到的愈伤组织分成块接种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上，以月为培养

周期，继代3次，得到初始接种量60倍以上的愈伤组织；

[0021] (5)将步骤(4)得到的愈伤组织切块接种到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上，培养得到无

菌苗；

[0022] 以下胚轴为外植体得到的愈伤组织再生效率高，不需壮苗和生根步骤，一步成苗。

[0023] (6)将步骤(5)得到的无菌苗放置在有散射光的地方炼苗3～4天，清洗后移栽到珍

珠岩和泥炭土等比混合基质中，观察成活率。

[0024] 以下胚轴为外植体污染率低，无菌效率高。由于种子来源于胚珠，从发育之初从未

与外界接触，天然无菌，因而果实消毒后可直接接种，污染率为零，消毒操作步骤也更简便，

同时愈伤组织诱导率高、诱导速度更快。

[0025] 优选地，所述步骤(2)的培养条件为黑暗培养，温度为24～26℃。

[0026] 优选地，所述步骤(3)～(6)的培养条件为温度24～26℃、光照12h/d、光照强度

2500lx。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8] 1.外植体污染率低、无菌效率高。由于消毒时种子有果壳保护，使用了比普通消毒

处理更长的时间，消毒彻底。而种子来源于胚珠，从发育之初从未与外界接触，天然无菌，因

而果实消毒后可直接接种，污染率为零，消毒操作步骤也简化了。

[0029] 2.愈伤组织诱导率高、诱导速度更快。下胚轴接种后30天时诱导率为100％，而叶

片、花丝和花药愈伤组织的诱导需要60～90天、诱导率为70％。本发明诱导出的愈伤组织为

淡黄色、疏松、分裂旺盛的高质量愈伤组织；而由叶片、花丝和花药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常常

需要经历2～3代的继代培养，才能筛选到均匀的、分裂旺盛的愈伤组织。

[0030] 3.愈伤组织的诱导及植株再分化不需要额外添加繁复的培养物，操作步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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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在固体和液体培养之间来回转换。

[0031] 4.再生效率高，不需壮苗和生根步骤，一步成苗。将愈伤组织切为8mm大小的愈伤

组织块转接至分化培养基，培养120天后，愈伤组织块转化为无菌苗丛，可分化出10～15株

带3～4片叶且已生根的植株，可直接炼苗移栽。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诱导出的愈伤组织经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培养30天后的实物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诱导出的愈伤组织经6-苄氨基嘌呤为2 .0mg/L，吲哚-3-乙酸为

1.0mg/L的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培养120天后植株的再生情况实物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说明。

[0035] 目前，姜花属植物的愈伤组织再生体系主要以叶片、花丝、花丝为外植体、无菌处

理效率低，在愈伤组织诱导阶段培养基的添加物繁复、操作步骤冗长，愈伤组织再生为植株

的效率低。为了克服此缺陷，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以下胚轴为外植体、简单而高效的诱导虎克

姜花愈伤组织发生及再生为植株的方法。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发明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的一种实施例，本实施

例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包括种子萌发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和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

[0038] 所述种子萌发培养基中，蔗糖的浓度为28g/L，琼脂的浓度为7g/L；所述愈伤组织

诱导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1mg/L，2,4-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0.5mg/L，蔗糖的浓度

为28g/L，琼脂的浓度为7g/L；所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1mg/L，2,4-

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0.3mg/L，蔗糖的浓度为28g/L，琼脂的浓度为7g/L；所述愈伤组织再

分化培养基中，6-苄氨基嘌呤的浓度为1.0mg/L，吲哚-3-乙酸的浓度为0.1mg/L，蔗糖的浓

度为28g/L，琼脂的浓度为7.0g/L。

[0039] 本实施例所述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挑选饱满、无损伤、未开裂的果实做为外植体；

[0041] (2)在无菌条件下，于超净工作台上用75％酒精溶液对未开裂的果实浸泡消毒1～

2分钟，再用0.1％升汞溶液浸泡15～20分钟，无菌水冲洗6次。用消毒好的镊子和刀片剖去

果实外壳，把种子接种到种子萌发培养基；

[0042] (3)当步骤(2)获得的无菌苗龄为7天时，将无菌苗的下胚轴切为0.3～0.5cm长的1

～2段，接种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培养30天；

[0043] (4)将步骤(3)得到的愈伤组织分成5mm大小的愈伤组织块接种到愈伤组织增殖培

养基上，以30天为培养周期，继代3次，愈伤组织快速增殖，获得初始接种量60倍的愈伤组

织；

[0044] (5)将步骤(4)得到的愈伤组织切为8mm大小的愈伤组织块接种到愈伤组织再分化

培养基上，培养120天，获得带3～4片叶、带根的完整无菌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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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6)将步骤(5)得到的无菌苗放置在有散射光的地方炼苗3～4天，然后将瓶苗瓶盖

打开，小心取出瓶苗，洗净附着在根上的培养基，移栽到用l％高锰酸钾溶液消毒过的珍珠

岩和泥炭土(1：1)的混合基质中，淋足定根水，每天喷清水薄雾保湿，每周喷一次稀释5倍的

MS大量元素的营养液，一个月后观察成活率。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发明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的一种实施例，本实施

例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包括种子萌发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和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

[0048] 所述种子萌发培养基中，蔗糖的浓度为29g/L，琼脂的浓度为7.5g/L；所述愈伤组

织诱导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3mg/L，2,4-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0.8mg/L，蔗糖的浓

度为29g/L，琼脂的浓度为7.5g/L；所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15mg/L，

2,4-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0.4mg/L，蔗糖的浓度为29g/L，琼脂的浓度为7.5g/L；所述愈伤

组织再分化培养基中，6-苄氨基嘌呤的浓度为1.5mg/L，吲哚-3-乙酸的浓度为1.0mg/L，蔗

糖的浓度为29g/L，琼脂的浓度为7.5g/L。

[0049] 本实施例所述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0] 实施例3

[0051] 本发明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的一种实施例，本实施

例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包括种子萌发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和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

[0052] 所述种子萌发培养基中，蔗糖的浓度为30g/L，琼脂的浓度为8g/L；所述愈伤组织

诱导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5mg/L，2,4-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1.0mg/L，蔗糖的浓度

为30g/L，琼脂的浓度为8g/L；所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中，激动素的浓度为0.2mg/L，2,4-

二氯苯氧乙酸的浓度为0.5mg/L，蔗糖的浓度为30g/L，琼脂的浓度为8g/L；所述愈伤组织再

分化培养基中，6-苄氨基嘌呤的浓度为2.0mg/L，吲哚-3-乙酸的浓度为2.0mg/L，蔗糖的浓

度为30g/L，琼脂的浓度为8.0g/L。

[0053] 本实施例所述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4] 对比例1

[0055] 本发明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的一种对比例，本对比

例所述不同外植体无菌处理效率的比较：

[0056] (1)本发明外植体无菌处理：挑选饱满、无损伤、未开裂的果实，在无菌条件下，依

次用酒精、0.1％升汞溶液浸泡消毒，无菌水冲洗后用无菌操作接种种子到种子萌发培养

基，接种90粒。

[0057] (2)对照试验：以叶片、种子、嫩茎为外植体。依次用酒精、0.1％升汞溶液浸泡消

毒，无菌水冲洗。每个处理接种90个外植体(表1)。

[0058] 表1：不同外植体无菌处理效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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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0061] 结果分析：0.1％升汞溶液消毒处理15～20分钟，未开裂的果实无菌率达到100％，

随着升汞溶液处理时间增加，叶片、嫩茎和种子的无菌率虽有上升，但仍不能达到满意的无

菌率。与此同时，叶片、嫩茎和种子的死亡率在不断增加，即使再延长0.1％升汞溶液处理时

间也无法获得较高的无菌率。

[0062] 以种子为外植体，在培养至3～4周时会从萌发孔长出霉菌，导致污染，原因是藏于

种子内部的微生物难以被杀灭。以叶片为外植体不仅污染重，褐化也严重。以嫩茎为外植

体，因其质地含水量高且暴露于土壤和空气中，污染较难去除，故污染率也高。以开裂的果

实为外植体进行消毒，由于消毒时未开裂果实时有果壳保护，长时间消毒果实不会把里面

种子消毒致死，且因种子发育于胚珠，从发育之初从未与外界接触，天然无菌，污染率为零，

无菌处理效率非常高。

[0063] 对比例2

说　明　书 5/7 页

7

CN 111937746 A

7



[0064] 本发明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的一种对比例，本对比

例所述不同浓度的激动素、2,4-二氯苯氧乙酸对虎克姜花下胚轴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方法

为：

[0065] 以未开裂的果实进行消毒处理，再无菌条件下取果实内的无菌种子接种于种子萌

发培养基，待种子萌发后取下胚轴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并进行增殖，步骤如下：

[0066] (1)果实的消毒：挑选饱满、无损伤、未开裂的果实，在无菌条件下，依次用酒精、

0.1％升汞溶液浸泡消毒，无菌水冲洗后用无菌操作接种种子到种子萌发培养基，接种90

粒。

[0067] (2)诱导愈伤组织处理：当无菌苗龄为7天时，将无菌苗的下胚轴切为0.3～0.5cm

长的1～2段，接种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接种30瓶，黑暗培养30天，结果如表2所示。

[0068] 表2不同浓度的激动素、2,4-二氯苯氧乙酸对虎克姜花下胚轴愈伤组织诱导的影

响

[0069]

[0070] 注：+，愈伤组织含水量大、致密，生长缓慢；++，愈伤组织生长速度中等、松散性较

好；+++，愈伤组织生长快、松散性好；-，没有愈伤组织产生。

[0071] 结果分析：当下胚轴在不含任何激素的诱导培养基里不能诱导出愈伤组织，从结

果可知激动素、2,4-二氯苯氧乙酸的范围分别在0.1～0.5mg/L和0.5～1.0mg/L时下胚轴都

能诱导出愈伤组织，当激动素为0.5mg/L，2,4-二氯苯氧乙酸为1.0mg/L时愈伤组织诱导率

可达100％，愈伤组织生长情况是最好的，愈伤组织生长快，松散性好。

[0072] (3)愈伤组织的增殖：把得到的愈伤组织切成5mm大的愈伤组织块接种到愈伤组织

增殖培养基上，以30天为培养周期，请参阅图1，继代3次，愈伤组织增殖60倍。

[0073] 对比例3

[0074] 本发明用于再生虎克姜花植株的系列培养试剂盒及其应用的一种对比例，本对比

例所述6-苄氨基嘌呤和吲哚-3-乙酸对虎克姜花愈伤组织再分化的影响方法为：

[0075] (1)愈伤组织的再分化：把愈伤组织切成8mm×8mm大的愈伤组织块接种到愈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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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再分化培养基上，1瓶接种5个组织块，接种30瓶。结果如表3所示

[0076] 表3：6-苄氨基嘌呤(BA)和吲哚-3-乙酸(IAA)对虎克姜花愈伤组织再分化的影响

[0077]

[0078] 注：培养时间120天

[0079] 结果分析：培养于6-苄氨基嘌呤2.0mg/L，吲哚-3-乙酸1.0mg/L时愈伤组织的再分

化效果最好，120天后一块愈伤组织分化出15株带根苗，请参阅图2。结随着吲哚-3-乙酸浓

度的增加，出苗数上升，但吲哚-3-乙酸超过1.0mg/L时出苗数下降。原因是较高的吲哚-3-

乙酸趋向于诱导植株基部膨大，植株高度降低，根的数量减少。

[0080] (2)苗的移栽培养：将在愈伤组织再分化培养基培养了120天的瓶苗放置在有散射

光的地方炼苗3～4天，然后洗净附着在根上的培养基，把苗丛分株移栽到用1％高锰酸钾溶

液消毒过的珍珠岩和泥炭土等比例的混合基质中，淋足定根水，每天喷清水薄雾保湿，每周

喷一次稀释5倍的MS大量元素的营养液，一个月后观察成活率，成活率达90％。

[0081]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

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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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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