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545104.5

(22)申请日 2018.12.17

(71)申请人 三峡植物园管理处（宜昌市林业科

学研究所、宜昌市国有金银岗试验

林场管理处）

地址 443000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土门金

银岗三峡植物园管理处

(72)发明人 高晗　高本旺　王毅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宜昌市慧宜专利商标代理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2226

代理人 彭娅

(51)Int.Cl.

A01H 4/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建立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建立

的方法，属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领域。其中包含

以虾脊兰未成熟种胚作为外植体，依次经过种子

灭菌、原球茎诱导、生根诱导得到完整虾脊兰植

株的过程。所述种子灭菌溶液为75%酒精和0.1%

升汞溶液；所述植株再生体系培养基为MS培养基

上添加了NAA。本发明方法可使虾脊兰属植物再

生，对后期虾脊兰种质资源扩繁及保存极其重

要，可为虾脊兰属植物及兰科植物种子萌发难题

的解决提供研究材料和参考，为园林及药用等植

物资源开发及保护生物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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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建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种子的选择：野外采集未成熟虾脊兰蒴果；

种子的灭菌：将步骤1）所采集荚果进行表面清洗及灭菌消毒，经灭菌后，获得的种荚内

部的种子作为外植体；

原球茎诱导：将步骤2）得到的外植体均匀撒播至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得

到虾脊兰原球茎；

诱导植株生根：将步骤3）得到的虾脊兰原球茎接到诱导生根培养基中培养得到虾脊兰

完整植株；

完成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的建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所选虾脊兰未成熟荚果为健康完

整，未被蚊虫蛀咬破坏的蒴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灭菌方法为依次经过流水冲洗、

70%-80%酒精、0.1%-0.2%氯化汞溶液灭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

900-1100lx，光照时间12-14h/d，培养时间为120d。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

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所述基础培养基为花宝1号或MS或1/2MS，所述其他添加物为蛋白胨

或6-BA或NAA或TDZ或其组合，所述其他添加物在培养基的含量为0.001-3000  mg/L。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

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所述基础培养基为MS，所述其他添加物为NAA，NAA的加入量为0.02 

mg/L。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

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所述基础培养基为花宝1号，所述其他添加物为蛋白胨，蛋白胨的加

入量为1-4g/L。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

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所述基础培养基为1/2MS，所述其他添加物为TDZ，TDZ的加入量为

0.01-0.3mg/L。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诱导生根培养基为MS基础上添加

了植物生长调节剂NAA,添加浓度为0-2mg/L。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基中植物生长调节剂NAA浓度为

0.02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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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建立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的建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虾脊兰属Calanthe  R.Br.植物隶属兰科(Orchidaceae)，为多年生地生草本植物，

全球约150种，我国有49种和5变种，主产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虾脊兰属植物形态多样、

花色丰富、花型奇特，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有“兰中西施”的美誉。虾脊兰属植物同时具有

较好的药用价值，以全草、根、假鳞茎或根茎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活血散结和止

痛消肿等功效，可用于瘰疬、淋巴结核、跌打损伤、腰肋疼痛、扁桃体炎、肌腱拉伤、脱肛和痔

疮等的治疗。此外有报道称，同属内某些虾脊兰乙酸乙酯提取物对多种肿瘤细胞株具有显

著细胞毒作用，相关酶水解产物具有抗白血病作用，同时，在虾脊兰属植物中还发现吲哚苷

以及具有生理活性的生物碱，这些生物碱的存在使虾脊兰在传统中药中有抗炎、抗菌、抗毒

素等作用。

[0003] 兰科植物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类群之一，虾脊兰属作为兰科植物的一种，在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将其全部物种列为珍稀濒危物种。2017年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名

录中，受威胁物种，共3879种，其中28种虾脊兰属植物在列。虾脊兰种子本身存在发芽抑制

物质、遗传因素、休眠、向胚供给水和氧气受种皮机械阻力等因素，使其萌发困难。通过植物

组织培养，促进虾脊兰植物种子萌发并形成完整植株，对后期虾脊兰种质资源扩繁及保存

极其重要，可为虾脊兰属植物种子萌发难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同时为其在园林及药用等资

源开发及保护生物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建立的方法，通过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完

成。

[0005] 本发明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建立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种子的选择：野外采集未成熟虾脊兰蒴果；

[0008] 2)种子的灭菌：将步骤1)所采集荚果进行表面清洗及灭菌消毒，经灭菌后，获得的

种荚内部的种子作为外植体；

[0009] 3)原球茎诱导：将步骤2)得到的外植体均匀撒播至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中进行培

养，得到虾脊兰原球茎；

[0010] 4)诱导植株生根：将步骤3)得到的虾脊兰原球茎接到诱导生根培养基中培养得到

虾脊兰完整植株；

[0011] 完成虾脊兰植株再生体系的建立。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1)所选虾脊兰未成熟荚果为健康完整，未被蚊虫蛀咬破坏的蒴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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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2)灭菌方法为依次经过流水冲洗、70％-80％酒精、0.1％-0.2％

氯化汞溶液灭菌。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3)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900-1100lx，光照时间12-14h/d，

培养时间为120d。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所述基

础培养基为花宝1号或MS或1/2MS，所述中其他添加物为蛋白胨或6-BA或NAA  或TDZ或其组

合，所述其他添加物在培养基的含量为0.001-3000mg/L。

[0016]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

所述基础培养基为MS，所述其他添加物为NAA，NAA的加入量为0.02mg/L。

[0017]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

所述基础培养基为花宝1号，所述其他添加物为蛋白胨，蛋白胨的加入量为1-4g/L。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3)种子诱导萌发培养基包括基础培养基和其他添加物，所述基

础培养基为1/2MS，所述其他添加物为TDZ，TDZ的加入量为0.01-0.3mg/L。

[0019] 优选地，所述步骤4)诱导生根培养基为MS基础上添加了植物生长调节剂NAA,  添

加浓度为0-2mg/L。

[0020]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培养基中植物生长调节剂NAA浓度为0.02mg/L。

[0021]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诱导生根培养基中NAA添加浓度为0.02mg/L。

[0022]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提供了濒危兰科药用植物虾脊兰的植株再生体系建立方法。该方法以虾

脊兰未成熟种子为外植体，通过筛选对比，发现培养基适宜情况下，虾脊兰种子可在同一培

养基上完成原球茎诱导及及形成完整再生植株过程。与其他兰科组培再生诱导过程相比，

可相应减少了继代转接所需劳动力；同时以未成熟种子进行离体培养优势在于诱导分化能

力强，长期继代过程不易退化，可获得稳定的再生植株，可应用于虾脊兰工厂化育苗生产，

满足其在观赏花卉及药用市场需要，解决市场需求与野生植株日益减少的困境之间的矛

盾。

[0024] 2、本发明通过培养添加生物生长调节剂及添加物的选择，筛选出适宜的植物生长

调节剂成分，诱导虾脊兰种子一步成苗，获得稳定的再生植株。为濒危药用植物虾脊兰属植

物扩繁及种质资源保存提供无菌材料，拓宽虾脊兰的发展前景，促进其在分子生物学、细胞

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研究，对育种相关工作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萌发前期淡黄色种胚；

[0027] 图2未见萌发或死亡的虾脊兰种胚；

[0028] 图3虾脊兰原球茎；

[0029] 图4虾脊兰幼苗；

[0030] 图5未生根虾脊兰植株；

[0031] 图6虾脊兰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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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实施

例表述的范围。

[0033] 实施例1

[0034] MS基本培养基：可参照文献(Murashige  T ,Skoog  F .A  revised  medium  for 

rapid  grouth  and  bioassays  with  tobacco  tissue  cultures.Physiol.Plant,1962,

15:473-497)配制。

[0035] 一种虾脊兰一步成苗的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36] 1)外植体获得及灭菌：

[0037] 野外采集虾脊兰未成熟的果荚，依次经清洁剂流水冲洗、75％的酒精、0.1％升汞

溶液灭菌。

[0038] 2)原球茎诱导：

[0039] 切开灭菌后的果荚，将未成熟虾脊兰种子作为外植体；将所述的外植体置于原球

茎诱导培养基中培养，获得虾脊兰原球茎。

[0040] 所述步骤2)原球茎诱导方法：将步骤1)灭过菌的虾脊兰果荚，于无菌操作台切开，

将种子撒播在原球茎诱导培养中，在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1000Lx，光照时间12h/d的

条件下，培养120d，种胚吸水、膨大变黄、黄绿，最终形成具有生长点的原球茎(如图3)，原球

茎诱导率为60％，培养过程中所述原球茎诱导培养基为MS基础上添加了NAA，NAA添加浓度

为0.02mg/L。

[0041] 3)诱导生根：

[0042] 将所述步骤2)诱导得到的虾脊兰原球茎继续培养，获得虾脊兰完整植株。

[0043] 所述步骤3)诱导生根方法：将虾脊兰原球茎不进行转接，继续维持在所述步骤  2)

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培养条件相同，继续培养60d，原球茎逐渐萌发、成苗(如图4)、生根形成

完整植株(如图6)，植株再生率为100％。

[0044] 实施例2

[0045] 1)外植体获得及灭菌：

[0046] 野外采集虾脊兰未成熟的果荚，依次经清洁剂流水冲洗、75％的酒精、0.1％升汞

溶液灭菌。

[0047] 2)原球茎诱导：

[0048] 切开灭菌后的果荚，将未成熟虾脊兰种子作为外植体；将所述的外植体置于原球

茎诱导培养基中培养，获得虾脊兰原球茎。

[0049] 所述步骤2)原球茎诱导方法：将步骤1)灭过菌的虾脊兰果荚，于无菌操作台切开，

将种子撒播在原球茎诱导培养中，在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1000Lx，光照时间12h/d的

条件下，培养120d，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大部分虾脊兰种子种胚已开始进入萌发前期，种胚

呈淡黄色(如图1)，最终形成具有生长点的原球茎，原球茎诱导率为20％，培养过程中所述

原球茎诱导培养基为花宝1号+蛋白胨，花宝1号添加浓度为3g/L，蛋白胨添加浓度为3g/L。

[0050] 3)诱导生根：

[0051] 所述步骤2)诱导得到的虾脊兰原球茎，转接到诱导生根培养基中，获得虾脊兰植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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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所述步骤3)诱导生根方法：将虾脊兰原球茎转接到诱导生根的培养基中，在培养

温度25℃±2，光照强度1000Lx，光照时间12h/d的条件下，培养30d，原球茎逐渐萌发、成幼

苗，植株再生率为100％，但未见植株生根现象。培养过程中所述诱导生根培养基为MS培养

基。

[0053] 实施例3

[0054] 1)外植体获得及灭菌：

[0055] 野外采集虾脊兰未成熟的果荚，依次经清洁剂流水冲洗、75％的酒精、0.1％升汞

溶液灭菌。

[0056] 2)原球茎诱导：

[0057] 切开灭菌后的果荚，将未成熟虾脊兰种子作为外植体；将所述的外植体置于原球

茎诱导培养基中培养，获得虾脊兰原球茎。

[0058] 所述步骤2)原球茎诱导方法：将步骤1)灭过菌的虾脊兰果荚，于无菌操作台切开，

将种子撒播在原球茎诱导培养中，在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1000Lx，光照时间12h/d的

条件下，培养120d，体视显微镜下观察，种胚未见萌发(如图2)，培养过程中所述原球茎诱导

培养基为MS+蛋白胨。

[0059] 3)诱导生根：

[0060] 所述步骤2)未萌发的种子，转接到诱导生根培养基中，获得虾脊兰完整植株。

[0061] 所述步骤3)获得完整植株方法：将虾脊兰未萌发种子转接到诱导生根的培养基

中，在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1000Lx，光照时间12h/d的条件下，培养60d，种子逐渐萌

发、成苗、生根形成完整植株，植株再生率为70％，培养过程中所述诱导生根培养基为MS添

加了NAA，所述培养基中NAA添加浓度为0.02mg/L。

[0062] 实施例4

[0063] MS基本培养基：可参照文献(Murashige  T ,Skoog  F .A  revised  medium  for 

rapid  grouth  and  bioassays  with  tobacco  tissue  cultures.Physiol.Plant,1962,

15:473-497)配制。

[0064] 1)外植体获得及灭菌：

[0065] 野外采集虾脊兰未成熟的果荚，依次经清洁剂流水冲洗、75％的酒精、0.1％升汞

溶液灭菌。

[0066] 2)原球茎诱导：

[0067] 切开灭菌后的果荚，将未成熟虾脊兰种子作为外植体；将所述的外植体置于原球

茎诱导培养基中培养，获得虾脊兰原球茎。

[0068] 所述步骤2)原球茎诱导方法：将步骤1)灭过菌的虾脊兰果荚，于无菌操作台切开，

将种子撒播在原球茎诱导培养中，在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1000Lx，光照时间12h/d的

条件下，培养120d，种胚吸水、膨大变黄、黄绿，最终形成具有生长点的原球茎，原球茎诱导

率为20％，培养过程中所述原球茎诱导培养基为1/2MS基础上添加了TDZ，TDZ添加浓度为

0.2mg/L。

[0069] 3)诱导生根：

[0070] 所述步骤2)诱导得到的虾脊兰原球茎，转接到诱导生根培养基中，未获得虾脊兰

完整植株。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9588312 A

6



[0071] 所述步骤3)诱导生根方法：将虾脊兰原球茎转接到诱导生根的培养基中，在培养

温度25℃±2，光照强度1000Lx，光照时间12h/d的条件下，培养60d，原球茎逐渐萌发、成苗

(如图5)，植株再生率为100％，但未见生根，培养过程中所述诱导生根培养基为MS，未添加

任何植物生长调节剂。

[0072] 由实施例1-4可知：原球茎诱导萌发最优培养基为MS基础上添加了生物生长调节

剂NAA，添加浓度为0.02mg/L，该培养条件下能够诱导虾脊兰种胚形成原球茎并萌发，效率

达60％；诱导生根最适培养基亦为MS基础上添加0.02mg/LNAA，生根效率达70％以上；因此，

虾脊兰植株再生培养基为MS基础上添加0.02mg/L植物生长调节剂NAA，在此培养条件下，连

续培养180d，无需继代转接，得到虾脊兰完整植株。

[007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发明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改进及替代，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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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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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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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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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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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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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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