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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

养基，属于组织培养技术领域，以1/2LS培养基为

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的组分：玉米素2.0～

5.0mg/L、α-萘乙酸0.5～1.5mg/L、活性炭3.0～

5.0g/L、蔗糖10～20g/L和琼脂6.0～7.0g/L；所

述生根诱导培养基的pH值为5.0～6.5。本发明提

供的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不但能够快速

形成根系，而且根苗生长健壮，生根率可达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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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以1/2LS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的组分：玉

米素2.0～5.0mg/L、α-萘乙酸0.5～1.5mg/L、活性炭3.0～5.0g/L、蔗糖10～20g/L和琼脂

6.0～7.0g/L；所述生根培养基的pH值为5.0～6.5。

2.一种黄花补血草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得

到诱导培养物；

2)将所述步骤1)得到的诱导培养物置于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上进行不定芽增殖培养，得

到增殖培养物；

3)将所述步骤2)得到的增殖培养物置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

养，得到黄花补血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培养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黄花补血草种子用水浸泡5～15h，再用水冲洗，得到冲洗种子；

b.将所述步骤a得到的冲洗种子依次经次氯酸钠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到次氯酸

钠溶液处理种子；

c.将所述步骤b得到的次氯酸钠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乙醇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

到乙醇溶液处理种子；

d.将所述步骤c得到的乙醇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氯化汞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到

消毒种子；

e.将所述步骤d得到的消毒种子置于无菌苗培养基上进行无菌苗培养，得到黄花补血

草无菌苗。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e中无菌苗培养基以LS培养

基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的组分：蔗糖25～35g/L和琼脂6.0～7.0g/L，所述无菌苗培

养基的pH值为5.0～6.5；

所述无菌苗培养的条件包括：暗培养1～2d后再进行光照培养，所述光照培养的温度为

20～28℃，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强度为1500～1800lx，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0～

14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为10～15d。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单片的

面积为(0.3～0.7)cm×(0.3～0.7)cm。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愈伤组织诱导培养的条件

包括：暗培养2～4d后再进行光照培养，所述光照培养的温度为22～26℃，所述光照培养的

光照强度为1800～2200lx，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0～14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为

25～30d。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以LS培

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的组分：玉米素0.5～1 .5mg/L、二氯苯氧乙酸0.1～

0.5mg/L、蔗糖25～35g/L和琼脂6.0～7.0g/L；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基的pH值为5.0～6.5。

8.根据权利要求2或7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不定芽增殖培养为光

照培养，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条件包括：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温度为22～26℃，所述不

定芽增殖培养的光照强度为2000～2200lx，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0～16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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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时间为21～28d。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以

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的组分：玉米素0.1～0 .5mg/L、吲哚丁酸0.5～

1.5mg/L、蔗糖25～35g/L和琼脂6.0～7.0g/L；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的pH值为5.0～

6.5。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生根培养的条件包括：暗

培养3～5d后再进行光照培养，所述光照培养的温度为23～27℃，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强度

为2000～2200lx，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2～16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25～3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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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和黄花补血草繁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组织培养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和黄花

补血草繁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花补血草，为兰雪科补血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耐盐碱、贫瘠、干旱，多生长与滩

地、戈壁、石质山坡、流动沙丘等干旱荒漠地区，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沙地、浑善达克沙地、

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及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在年降雨量300mm以上的地

区不需浇水可正常生长，是草坪用水量的1/10；土壤pH  9以下、含盐量0.4％以内可正常生

长开花；尤为奇特的是其膜质花萼在6～9月无风季节，保持不落，是干旱荒漠地区为数不多

的野生花卉之一，花色艳美，繁密华贵，保持时间极长，可做插花中的配材和衬花，也可用来

制作干花，其韵味独特，是插花艺术中不可多得的花材，开发利用前景广泛。另外，它还是药

用植物，花萼可入药，具有止痛、消炎、补血之功效；又是防风固沙的优良植物，在生态环境

建设方面也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其开发利用前景广泛。

[000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黄花补血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栽培驯化、育苗技术、抗

旱性及生理生态等方面，已有利用黄花补血草种子进行培养获得无性繁殖系的报道，如以

MS或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6-BA、2,4-D，IBA、NAA或其中的两种激素进行组

合，但生根诱导率均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不但能够快速形成根

系，而且根苗生长健壮，生根率可达90～95％。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以1/2LS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

浓度的组分：玉米素2.0～5.0mg/L、α-萘乙酸0.5～1.5mg/L、活性炭3.0～5.0g/L、蔗糖10～

20g/L和琼脂6.0～7.0g/L；所述生根培养基的pH值为5.0～6.5。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黄花补血草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将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培

养，得到诱导培养物；

[0009] 2)将所述步骤1)得到的诱导培养物置于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上进行不定芽增殖培

养，得到增殖培养物；

[0010] 3)将所述步骤2)得到的增殖培养物置于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生根培养基上进行

生根培养，得到黄花补血草。

[0011] 优选的，所述步骤1)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培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a.将黄花补血草种子用水浸泡5～15h，再用水冲洗，得到冲洗种子；

[0013] b.将所述步骤a得到的冲洗种子依次经次氯酸钠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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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酸钠溶液处理种子；

[0014] c .将所述步骤b得到的次氯酸钠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乙醇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

洗，得到乙醇溶液处理种子；

[0015] d .将所述步骤c得到的乙醇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氯化汞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

得到消毒种子；

[0016] e.将所述步骤d得到的消毒种子置于无菌苗培养基上进行无菌苗培养，得到黄花

补血草无菌苗。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e中无菌苗培养基以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的组

分：蔗糖25～35g/L和琼脂6.0～7.0g/L；所述无菌苗培养基的pH值为5.0～6.5；

[0018] 所述无菌苗培养的条件包括：暗培养1～2d后再进行光照培养，所述光照培养的温

度为20～28℃，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强度为1500～1800lx，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0

～14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为10～15d。

[0019] 优选的，所述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单片的面积为(0.3～0.7)cm×(0.3～0.7)

cm。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1)愈伤组织诱导培养的条件包括：暗培养2～4d后再进行光照培

养，所述光照培养的温度为22～26℃，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强度为1800～2200lx，所述光照

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0～14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为25～30d。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以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

的组分：玉米素0.5～1.5mg/L、二氯苯氧乙酸0.1～0.5mg/L、蔗糖25～35g/L和琼脂6.0～

7.0g/L；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基的pH值为5.0～6.5。

[0022] 优选的，所述步骤2)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条件包括：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为光照

培养，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条件包括：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温度为22～26℃，所述不定

芽增殖培养的光照强度为2000～2200lx，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0～16h/d，所

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时间为21～28d。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1)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以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

度的组分：玉米素0.1～0.5mg/L、吲哚丁酸0.5～1 .5mg/L、蔗糖25～35g/L和琼脂6.0～

7.0g/L；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的pH值为5.0～6.5。

[0024] 优选的，所述步骤3)生根培养的条件包括：暗培养3～5d后再进行光照培养，所述

光照培养的温度为23～27℃，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强度为2000～2200lx，所述光照培养的

光照时间为12～16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为21～28d。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本发明通过愈伤组织诱导、分化

培养、生根培养条件的设置，在保持黄花补血草本身优良性状的基础上，解决了黄花补血草

组培培养繁殖生根率低问题；且具有繁殖周期短、繁殖快，育苗成本低的优点；本发明在黄

花补血草生根培养阶段采用将基础培养基中无机盐质量浓度减半、并减少培养基中蔗糖含

量的方法，在培养基中加入较大含量的活性炭，为根系生长提供一个较黑暗的基部环境，使

其生根率大大提高，为黄花补血草种质资源保护及优质苗木的生产、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

[0026] 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果显示：本发明提供的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不但能够

快速形成根系，而且根苗生长健壮，生根率可达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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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以1/2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包

括以下浓度的组分：玉米素2.0～5.0mg/L、α-萘乙酸0.5～1.5mg/L、活性炭3.0～5.0g/L、蔗

糖10～20g/L和琼脂6.0～7.0g/L；所述生根培养基的pH值为5.0～6.5。

[0028] 本发明提供的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以1/2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优选包

括以下浓度的组分：玉米素2.2～3.0mg/L、α-萘乙酸0.8～1.2mg/L、活性炭3.1～4.0g/L、蔗

糖10～20g/L和琼脂6.0～7.0g/L；更优选为玉米素2.5mg/L、α-萘乙酸1.0mg/L、活性炭

3.2g/L、蔗糖15g/L和琼脂4g/L。

[0029] 本发明对所述pH值调节的方法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pH值

调节剂进行调节即可，如采用质量浓度为4％的氢氧化钠溶液或质量浓度为8.3％的盐酸溶

液进行调节。

[003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黄花补血草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将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培

养，得到诱导培养物；

[0032] 2)将所述步骤1)得到的诱导培养物置于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上进行不定芽增殖培

养，得到增殖培养物；

[0033] 3)将所述步骤2)得到的增殖培养物置于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生根培养基上进行

生根培养，得到黄花补血草。

[0034] 本发明将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诱

导培养，得到诱导培养物。

[0035] 在本发明中，所述步骤1)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培养方法优选包括以下步骤：

[0036] a.将黄花补血草种子用水浸泡5～15h，再用水冲洗，得到冲洗种子；

[0037] b.将所述步骤a得到的冲洗种子依次经次氯酸钠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到次

氯酸钠溶液处理种子；

[0038] c .将所述步骤b得到的次氯酸钠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乙醇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

洗，得到乙醇溶液处理种子；

[0039] d .将所述步骤c得到的乙醇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氯化汞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

得到消毒种子；

[0040] e.将所述步骤d得到的消毒种子置于无菌苗培养基上进行无菌苗培养，得到黄花

补血草无菌苗。

[0041] 本发明将黄花补血草种子优选用水浸泡5～15h，更优选为8～12h，最优选为10h。

在本发明中，所述浸泡使种子在浸泡过程中充分吸胀吸水，使种子在培养基中培养无菌苗

时提前萌发，因为培养基中所含的水分有限。

[0042] 本发明将得到的冲洗种子依次经次氯酸钠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到次氯酸钠

溶液处理种子。在本发明中，所述次氯酸钠溶液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15～25％，更优选为

17～22％，最优选为20％；所述次氯酸钠溶液处理的时间优选为5～15min，更优选为7～

12min，最优选为10min。本发明优选将冲洗种子浸泡于次氯酸钠溶液中进行处理。本发明优

选重复无菌水冲洗的过程，所述重复的次数优选为3次。

[0043] 本发明将得到的次氯酸钠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乙醇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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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溶液处理种子。在本发明中，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百分含量优选为65～75％，更优选为

68～72％，更优选为70％；所述乙醇溶液处理的时间优选为20～60s，更优选为30～50s，最

优选为35s。本发明优选将次氯酸钠溶液处理种子浸泡于乙醇溶液中进行处理。本发明优选

重复无菌水冲洗的过程，所述重复的次数优选为4次。

[0044] 本发明将得到的乙醇溶液处理种子依次经氯化汞溶液处理和无菌水冲洗，得到消

毒种子。在本发明中，所述氯化汞溶液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0.05～0 .15％，更优选为

0.1％；所述氯化汞溶液处理的时间优选为1～5min，更优选为2～4min，最优选为3min。本发

明优选将乙醇溶液处理种子浸泡于氯化汞溶液中进行处理。本发明优选重复无菌水冲洗的

过程，所述重复的次数优选为5次。

[0045] 本发明将得到的消毒种子置于无菌苗培养基上进行无菌苗培养，得到黄花补血草

无菌苗。在本发明中，所述无菌苗培养基以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优选包括以下浓度的组

分：蔗糖25～35g/L和琼脂6.0～7.0g/L，更优选包括蔗糖28～32g/L和琼脂6.2～6.8g/L，最

优选包括蔗糖30g/L和琼脂6.5g/L；所述无菌苗培养基的pH值优选为5.0～6.5，更优选5.4

～6.0，最优选为5.8。本发明对pH值调节的方法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

的pH值调节剂进行调节即可，如采用质量浓度为4％的氢氧化钠溶液或质量浓度为8.3％的

盐酸溶液进行调节。

[0046] 在本发明中，所述无菌苗培养的条件包括：所述无菌苗培养优选在暗培养1～2d后

再进行光照培养，所述光照培养的温度优选为20～28℃，更优选为22～26℃，最优选为24

℃；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强度优选为1500～1800lx，更优选为1600～1700lx；所述光照培养

的光照时间优选为10～14h/d，更优选为12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优选为10～15d，更优

选为11～14d，最优选为12～13d。

[0047] 在本发明中，所述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优选为去掉黄花补血草叶片四周边缘

部分，所述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单片的面积优选为(0.3～0.7)cm×(0.3～0.7)cm，更

优选为(0.4～0.6)cm×(0.4～0.6)cm，最优选为0.5cm×0.5cm。

[0048] 本发明将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诱

导培养，得到诱导培养物。

[0049] 在本发明中，所述黄花补血草无菌苗的叶片在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的密度优选

为0.15～0.35片/cm2，更优选为0.2～0.3片/cm2，最优选为0.24片/cm2。

[0050] 在本发明中，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以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优选包括以下

浓度的组分：玉米素0.1～0.5mg/L、吲哚丁酸0.5～1.5mg/L、蔗糖25～35g/L和琼脂6.0～

7.0g/L；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的pH值为5.0～6.5；更优选为玉米素0.2～0.4mg/L、吲哚

丁酸0.8～1.2mg/L、蔗糖28～32g/L和琼脂6.2～6.8g/L；最优选为玉米素0.3mg/L、吲哚丁

酸1.0mg/L、蔗糖30g/L和琼脂6.5g/L。

[0051] 在本发明中，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的条件优选包括：暗培养2～4d后再进行光照

培养，所述光照培养的温度优选为22～26℃，更优选为23～25℃，最优选为24℃；所述光照

培养的光照强度优选为1800～2200lx，更优选为1900～2100lx，最优选为2000lx；所述光照

培养的光照时间优选为10～14h/d，更优选为11～13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优选为25～

30d，更优选为26～29d，最优选为27～28d。

[0052] 本发明将得到的诱导培养物置于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上进行不定芽增殖培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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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培养物。

[0053] 在本发明中，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以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优选包括以下浓

度的组分：玉米素0.5～1.5mg/L、二氯苯氧乙酸0.1～0.5mg/L、蔗糖25～35g/L和琼脂6.0～

7.0g/L；更优选包括玉米素0.7～1.2mg/L、二氯苯氧乙酸0.2～0.4mg/L、蔗糖28～32g/L和

琼脂6.2～6.8g/L；最优选包括玉米素1.0mg/L、二氯苯氧乙酸0.3mg/L、蔗糖30g/L和琼脂

6.5g/L；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基的pH值优选为5.0～6.5，更优选为5.4～6.0，最优选为5.8。

本发明对所述pH值调节的方法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pH值调节剂进

行调节即可，如采用质量浓度为4％的氢氧化钠溶液或质量浓度为8.3％的盐酸溶液进行调

节。

[0054] 在本发明中，所述诱导培养物在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上的密度优选为0.15～0.35

块/cm2，更优选为0.2～0.3块/cm2，最优选为0.24块/cm2。

[0055] 在本发明中，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为光照培养，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条件优选

包括：所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温度优选为22～26℃，更优选为23～25℃，最优选为24℃；所

述不定芽增殖培养的光照强度优选为2000～2200lx，更优选为2100lx；所述不定芽增殖培

养的光照时间优选为10～16h/d，更优选为11～15h/d，最优选为12～14h/d；所述不定芽增

殖培养的时间优选为21～28d，更优选为23～26d，最优选为25d。

[0056] 本发明将得到增殖培养物置于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

得到黄花补血草。

[0057] 在本发明中，所述增殖培养物在生根培养基上的密度优选为0.1～0.25个/cm2，更

优选为1.4～0.2个/cm2，最优选为0.17个/cm2。

[0058]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根诱导培养基，以1/2L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包括以下浓度

的组分：玉米素2.0～5.0mg/L、α-萘乙酸0.5～1.5mg/L、活性炭3.0～5.0g/L、蔗糖10～20g/

L和琼脂6.0～7.0g/L；所述生根培养基的pH值为5.0～6.5；优选包括以下浓度的组分：玉米

素2.2～3.0mg/L、α-萘乙酸0.8～1.2mg/L、活性炭3.1～4.0g/L、蔗糖10～20g/L和琼脂6.0

～7.0g/L；更优选为玉米素2.5mg/L、α-萘乙酸1.0mg/L、活性炭3.2g/L、蔗糖15g/L和琼脂

4g/L。

[0059]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根培养的条件优选包括：暗培养3～5d后再进行光照培养，所

述光照培养的温度优选为23～27℃，更优选为24～26℃，最优选为25℃；所述光照培养的光

照强度优选为2000～2200lx，更优选为2100lx；所述光照培养的光照时间为12～16h/d，更

优选为13～15h/d，最优选为14h/d；所述光照培养的时间25～30d。

[0060] 在本发明中，所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不定芽增殖培养和生根培养优选在容积为

450ml的玻璃瓶中进行，所述玻璃瓶优选圆柱形，所述玻璃瓶的瓶口优选采用塑料瓶盖进行

封口。

[006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和黄花补血草

繁育方法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62] 实施例1

[0063] 一、主要步骤

[0064] 1、种子消毒处理：

[0065] 挑选当年采收的饱满、大小一致的黄花补血草的种子若干，放置在带有密封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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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中，该容器容积约为20ml，用力摇动10min后用水浸泡10h，之后用移液器将液体吸除，

用清水冲洗1次，得到冲洗种子。

[0066] 冲洗种子消毒首先采用15％的次氯酸钠浸泡10min，之后用无菌水冲洗3次；再采

用70％的乙醇浸泡40s，无菌水冲洗3次；再采用0.1％氯化汞浸泡3min，用无菌水冲洗5次，

得到消毒种子；采用上述试剂浸泡及无菌水冲洗期间加盖后不断摇动塑料管，以便使种子

消毒处理更加彻底、充分，最后用镊子将处理好的种子夹出，放在铺有滤纸的培养皿中待

用。

[0067] 2、无菌苗培养：

[0068] (1)方法及配方：将消毒种子接种到LS基本培养基上，培养基中附加蔗糖30g/L和

琼脂6.5g/L，培养基的pH值为6.2，每瓶培养基接种10粒种子，培养瓶的规格为450ml，圆柱

形，由于之前种子消毒处理前进行浸泡，种子接种后3d即可萌发，待发芽后无菌苗长至5cm

即可剪取用愈伤组织诱导，种子萌发率为100％。

[0069]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人工培养箱中暗培养1d，之后置于温度24℃、光照强度

1500lx、光照时间12h/d的培养室进行培养10d，得到黄花补血草无菌苗。

[0070] 3、愈伤组织诱导

[0071] (1)方法及配方：剪切掉黄花补血草无菌苗四周边缘的叶片，留下的面积为0.5cm

×0.5cm作为诱导愈伤组织的材料，平铺接种至三角瓶中，之后用镊子轻轻按压，以便外植

体和培养基充分接触，每瓶培养基接种7片叶片。所用培养基配方为LS+玉米素0.3mg/L+吲

哚丁酸1.0mg/L，培养基中附加蔗糖30g/L和琼脂6.5g/L，培养基的pH值为5.8，在此培养基

中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为99.51％。

[0072]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人工培养箱中暗培养3d，之后置于温度24±2℃、光照强

度2000lx、光照时间12h/d的培养室进行培养25d，得到诱导培养物。

[0073] 4、不定芽增殖

[0074] (1)方法及配方：用已灭菌的手术刀片切取诱导培养物作为进行不定芽诱导的材

料，平铺接种于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上，之后轻轻按压，以便使接种的诱导培养物与培养基充

分接触，每瓶培养基接种7块诱导培养物。所用培养基配方为LS+玉米素1.0mg/L+二氯苯氧

乙酸0.4mg/L，培养基中附加蔗糖30g/L和琼脂6.0g/L，培养基的pH值为5.8，在此培养基中

不定芽增殖率为91.35％。

[0075]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温度24±2℃、光照强度2000lx、光照时间12h/d的培养

室进行培养25d，得到增殖培养物。

[0076] 5、生根培养

[0077] (1)方法及配方：剪取不定芽分化培养基中生长25d，带有2个茎结、并具有茎尖的5

个茎段转接入附加不同浓度玉米素、α-萘乙酸、活性炭的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培养基与

激素组合配方为1/2LS+玉米素2.5mg/L+α-萘乙酸1.0mg/L+活性炭3.0g/L，培养基中附加蔗

糖15g/L和琼脂6.0g/L，培养基的pH值为5.8，在此培养基中不定芽生根率为94.16％。由于

接种初期进行了暗培养，不定芽最早10d开始生根，且主根粗壮、须根较多，根苗颜色嫩绿、

生长旺盛，有利于出瓶炼苗移栽。

[0078]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人工培养箱中暗培养4d，之后置于温度25℃、光照强度

2000lx、光照时间14h/d的培养室进行培养30d，得到黄花补血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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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实施例2

[0080] 一、主要步骤

[0081] 1、种子消毒处理：

[0082] 挑选当年采收的饱满、大小一致的黄花补血草的种子若干，放置在带有密封盖的

容器中，该容器容积约为20ml，用力摇动10min后用水浸泡11h，之后用移液器将液体吸除，

用清水冲洗1次，得到冲洗种子。

[0083] 冲洗种子消毒首先采用20％的次氯酸钠浸泡7min，之后用无菌水冲洗3次；再采用

75％的乙醇浸泡25s，无菌水冲洗4次；再采用0.15％氯化汞浸泡2min，用无菌水冲洗5次，得

到消毒种子；采用上述试剂浸泡及无菌水冲洗期间加盖后不断摇动塑料管，以便使种子消

毒处理更加彻底、充分，最后用镊子将处理好的种子夹出，放在铺有滤纸的培养皿中待用。

[0084] 2、无菌苗培养：

[0085] (1)方法及配方：将消毒种子接种到LS基本培养基上，培养基中附加蔗糖25g/L和

琼脂6.3g/L，培养基的pH值为6.0，每瓶培养基接种10粒种子，由于之前种子消毒处理前进

行浸泡，种子接种后3d即可萌发，待发芽后无菌苗长至5cm即可剪取用愈伤组织诱导，种子

萌发率为100％。

[0086]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人工培养箱中暗培养2d，之后置于温度28℃、光照强度

1700lx、光照时间11h/d的培养室进行培养12d，得到黄花补血草无菌苗。

[0087] 3、愈伤组织诱导

[0088] (1)方法及配方：剪切掉黄花补血草无菌苗四周边缘的叶片，留下的面积为0.5cm

×0.5cm作为诱导愈伤组织的材料，平铺接种至三角瓶中，之后用镊子轻轻按压，以便外植

体和培养基充分接触，每瓶培养基接种7片叶片。所用培养基配方为LS+玉米素0.5mg/L+吲

哚丁酸1.5mg/L，培养基中附加蔗糖25g/L和琼脂6.5g/L，培养基的pH值为5.8，在此培养基

中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为96.16％。

[0089]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人工培养箱中暗培养4d，之后置于温度26℃、光照强度

2100lx、光照时间14h/d的培养室进行培养30d，得到诱导培养物。

[0090] 4、不定芽增殖

[0091] (1)方法及配方：用已灭菌的手术刀片切取诱导培养物作为进行不定芽诱导的材

料，平铺接种于不定芽增殖培养基上，之后轻轻按压，以便使接种的诱导培养物与培养基充

分接触，每瓶培养基接种7块诱导培养物。所用培养基配方为LS+玉米素1.5mg/L+二氯苯氧

乙酸0.5mg/L，培养基中附加蔗糖30g/L和琼脂6.0g/L，培养基的pH值为5.8，在此培养基中

不定芽增殖率为92.66％。

[0092]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温度25℃、光照强度2200lx、光照时间11h/d的培养室进

行培养28d，得到增殖培养物。

[0093] 5、生根培养

[0094] (1)方法及配方：剪取不定芽分化培养基中生长28d，带有2个茎结、并具有茎尖的5

个茎段转接入附加不同浓度玉米素、α-萘乙酸、活性炭的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培养基与

激素组合配方为1/2LS+玉米素3.0mg/L+α-萘乙酸1.2mg/L+活性炭4.5g/L，培养基中附加蔗

糖10g/L和琼脂6.0g/L，培养基的pH值为5.8，在此培养基中不定芽生根率为96.03％。由于

接种初期进行了暗培养，不定芽最早7d开始生根，且主根粗壮、须根较多，根苗颜色嫩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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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旺盛，有利于出瓶炼苗移栽。

[0095] (2)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人工培养箱中暗培养3d，之后置于温度25℃、光照强度

2200lx、光照时间13h/d的培养室进行培养28d，得到黄花补血草。

[0096] 由以上实施例可知，本发明提供的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不但能够快速形

成根系，而且根苗生长健壮，生根率可达90～95％。

[0097] 对比例1

[0098] 基本培养基不同，其它条件均与实施例1相同时的培养结果。

[0099] 表1不同培养基中黄花补血草生长情况

[0100]

[0101] 分别采用MS、N6、LS培养基，其它条件均与本发明相同时的培养结果如表1所示。三

种培养基中无菌苗的种子萌发率均达到90％以上，其中LS培养基培养时，种子全部萌发；在

愈伤组织诱导、不定芽分化培养时，三种基本培养基培养结果差异较大，大小差异在20％以

内；但进行黄花补血草生根培养时，三种培养基结果差异很大，LS培养基中生根率高达

94.23％，N6培养基中生根率为74.27％，而采用MS为基本培养基时，生根率仅为67.02％。

[0102] 对照例2

[0103] 发明中的基本培养基为LS培养基、培养方式不同时的培养结果。

[0104] 表2不同培养方式下黄花补血草快繁情况

[0105]

[0106]

[0107] 如表2所示，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培养时，种子接种后结合暗培养，3d即可萌

发，而常规方式培养时，种子最早9d萌发，差异较大，而两种培养方式下种子萌发率差异较

小；在愈伤组织诱导培养时，两种培养方式间愈伤组织诱导率差异较小，大小差异保持在

5％左右，且诱导时间也有差异；但生根培养时，两种培养方式差异很大，暗培养与光照培养

相结合时7d可生根，生根率高达94 .19％，而常规培养时最早13d开始生根，生根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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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8％。

[0108] 对比例3

[0109] 不同培养基配方中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情况对比。

[0110] 现有研究中大多采用MS或1/2MS作为基本培养基，或添加生长激素、附加活性炭进

行生根诱导，表3为不同基础培养基或添加植物激素、活性炭时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情况。

结果表明，单独使用MS、1/2MS、LS或1/2LS基本培养基时，根系发育较晚，最早为1/2LS基本

培养基处理时14d开始长出根系，生根诱导率最大为55.19％，其中生根率大小为1/2MS＞

MS、1/2LS＞LS；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植物激素及活性炭时，添加吲哚丁酸时的

生根率大于添加α-萘乙酸时的生根率，在此基础上附加活性炭时的生根率＞不加活性炭时

的生根率，最大生根率为1/2MS培养基中添加吲哚丁酸1.5～5.0mg/L及活性炭3.0～5.0g/L

的处理，生根率为68.49％，最早11d左右开始生根；以1/2LS作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

的玉米素、α-萘乙酸及活性炭时，不但能够快速形成根系，最早7d开始生根，而且根苗生长

健壮，生根率最大可达94.11％。

[0111] 表3不同培养基配方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对比

[0112]

[0113]

[0114] 由以上实施例可以得出，本发明提供的黄花补血草生根诱导培养基，不但能够快

速形成根系，而且根苗生长健壮，生根率可达90～95％。

[011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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