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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苏木组培快繁方法，目前

苏木主要采用扦插、嫁接和播种等传统方式进行

育苗，存在育苗成本高，苗木长势不好、参差不

齐、良种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等缺点。本发明

以优良无性系嫩枝为外植体，通过外植体消毒、

诱导培养、丛生芽增殖、不定根发生、炼苗移栽等

过程获得了苏木离体再植株，建立苏木组织培养

快速繁殖技术体系，可以保持苏木无性系母本的

优良性状，有利于苏木优良无性系苗木的规模化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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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苏木组培快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外植体采集及消毒：采取苏木树桩基部形态表征一致的当年生萌动状态的饱满

嫩枝作为外植体，在流水下冲洗  6h，浸泡于3%～5%洗衣粉溶液13分钟，用软毛刷3%～5%洗

衣粉溶液轻轻刷洗材料，再用自来水以滴水的形式冲洗93min，用蒸馏水冲洗8次，于超净工

作台中以75%～80%乙醇溶液浸泡63s，无菌水冲洗8次，再用含有0.08%吐温-20的0.8%升汞

溶液消毒18min，无菌水冲洗8次后用无菌滤纸吸干表面的水分备用;

步骤2，诱导培养：将经步骤（1）处理后的嫩枝剪成约1.8cm的茎段并接种到诱导培养基

进行丛生芽诱导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7小时，光照强度为23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28

℃，空气相对湿度为75%～80%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统计诱导情况;  诱导培养基为：MS+

1.3mg/L  NAA+8.3mg/L  6-BA+3.3mg/L  KT+1.8g/L  AC+33g/L蔗糖+6.3g/L琼脂，pH为5.9；

步骤3，丛生芽增殖：将步骤（2）诱导培养得到丛生芽接种到增殖培养基进行不定芽增

殖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7小时，光照强度为24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25℃，空气相对

湿度为75%～80%的条件下培养43天后统计发芽数;  增殖培养基为：MS+0 .8mg/L  2 ,4-D+

5.3mg/L  6-BA+1.3mg/L  NAA+1.8g/L  AC+33g/L蔗糖+6.3g/L琼脂，pH为5.9；

步骤4，生根培养：将步骤（3）增殖中获得的植株无根嫩梢6cm从基部切下并接种至生根

培养基中进行诱导生根,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7小时，光照强度为33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

23～25℃，空气相对湿度为75%～80%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统计生根情况;  生根培养基为：

White+1.3mg/L  NAA+3.3mg/L  IBA+33g/L蔗糖+6.3g/L琼脂，pH为5.9；

步骤5，炼苗移栽：将生根培养基上获得的具备移栽条件的瓶苗进行炼苗，瓶苗移至常

温下8天后，打开瓶盖6天，然后洗去附着于苗根系上的培养基，在  1000  倍的生物菌剂中浸

泡13min，然后移栽至盛有所设计的移栽培养基质的容器袋中进行培养，每个容器袋移栽1

株生根苗,置于带有遮阴网的自动喷雾的塑料大棚内保温保湿温度控制在  15～35℃，湿度

应保持在  75％～85％左右，避免阳光直射，移栽33天后统计成活率，移栽培养基质为由泥

炭土:蛭石:珍珠炭:松木=2:2:1:1混合而成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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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苏木组培快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物技术中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具体地说，涉及一种苏木组培

快繁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苏木为豆科植物，取其干燥心材。一般5~7月将树砍下，除去粗皮及边材，取其黄红

色或红棕色的心材，晒干。无臭，味微涩。具有行血祛瘀，消肿止痛。用于闭经，产后瘀阻腹

痛，胸腹剌痛，外伤及骨折肿痛。近年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商品材价格的上

涨，林农经营苏木的积极性加大，苏木经营水平和良种意识的不断提高，对苏木良种壮苗的

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如何快速扩繁苏木优良基因型显得十分必要。近年来生物工程技术的

快发展，尤其是组培快繁体系的建立，为林木的无性选育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利用组织

培养技术进行珍稀濒危物种及优良品系树种繁育，具有加速育种、缩短繁殖过程、节省空

间、减少劳动、周年生产等特点。而目前苏木主要采用扦插、嫁接和播种等传统方式进行育

苗，存在育苗成本高，苗木长势不好、参差不齐、良种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等缺点，使得目

前苏木优质壮苗的供应还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了满足市场对苏木苗的巨大需求，本发

明以优良无性系嫩枝为外植体，通过外植体消毒、诱导培养、丛生芽增殖、不定根发生、炼苗

移栽等过程获得了苏木离体再植株，建立苏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体系，不仅能有效地

克服苏木传统育苗中的一些缺缺陷，而且对繁育出的无性系苗木在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起

到一定的作用，有利于苏木优良无性系苗木的规模化生产。对比文件1，申请号：

CN201410170219，发明名称：喀斯特地区苏木栽培的方法，包括采种及种子处理、苗木培育

及造林抚育的工序，通过选择苏木优树作为采种母树，采集种子进行种子处理，置于装有育

苗基质的容器中培育幼苗，苗木出圃造林，对新造林地进行抚育管理。本栽培方法采用无纺

布育苗袋培育幼苗，经移苗断根、分级管理、全光照炼苗、分层施放保水剂和基肥、整形修枝

以及入秋后截去顶芽等技术处理。对比文件与本案的不同。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出一种苏木组培快繁方法，本发明以优良无性系嫩枝为外

植体，通过外植体消毒、诱导培养、丛生芽增殖、不定根发生、炼苗移栽等过程获得了苏木离

体再植株，建立苏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体系，从而实现了本发明的目的。

[0004] 本发明的一种苏木组培快繁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步骤1，外植体采集及消毒：采取苏木树桩基部形态表征一致的当年生萌动状态的饱满

嫩枝作为外植体，在流水下冲洗  6h，浸泡于3%～5%洗衣粉溶液13分钟，用软毛刷3%～5%洗

衣粉溶液轻轻刷洗材料，再用自来水以滴水的形式冲洗93min，用蒸馏水冲洗8次，于超净工

作台中以75%～80%乙醇溶液浸泡63s，无菌水冲洗8次，再用含有0.08%吐温-20的0.8%升汞

溶液消毒18min，无菌水冲洗8次后用无菌滤纸吸干表面的水分备用;

步骤2，诱导培养：将经步骤（1）处理后的嫩枝剪成约1.8cm的茎段并接种到诱导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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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丛生芽诱导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7小时，光照强度为23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28

℃，空气相对湿度为75%～80%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统计诱导情况;  诱导培养基为：MS+

1.3mg/L  NAA+8.3mg/L  6-BA+3.3mg/L  KT+1.8g/L  AC+33g/L蔗糖+6.3g/L琼脂，pH为5.9；

步骤3，丛生芽增殖：将步骤（2）诱导培养得到丛生芽接种到增殖培养基进行不定芽增

殖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7小时，光照强度为24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25℃，空气相对

湿度为75%～80%的条件下培养43天后统计发芽数;  增殖培养基为：MS+0 .8mg/L  2 ,4-D+

5.3mg/L  6-BA+1.3mg/L  NAA+1.8g/L  AC+33g/L蔗糖+6.3g/L琼脂，pH为5.9；

步骤4，生根培养：将步骤（3）增殖中获得的植株无根嫩梢6cm从基部切下并接种至生根

培养基中进行诱导生根,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7小时，光照强度为33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

23～25℃，空气相对湿度为75%～80%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统计生根情况;  生根培养基为：

White+1.3mg/L  NAA+3.3mg/L  IBA+33g/L蔗糖+6.3g/L琼脂，pH为5.9；

步骤5，炼苗移栽：将生根培养基上获得的具备移栽条件的瓶苗进行炼苗，瓶苗移至常

温下8天后，打开瓶盖6天，然后洗去附着于苗根系上的培养基，在  1000  倍的生物菌剂中浸

泡13min，然后移栽至盛有所设计的移栽培养基质的容器袋中进行培养，每个容器袋移栽1

株生根苗,置于带有遮阴网的自动喷雾的塑料大棚内保温保湿温度控制在  15～35℃，湿度

应保持在  75％～85％左右，避免阳光直射，移栽33天后统计成活率。移栽培养基质为由泥

炭土:蛭石:珍珠炭:松木＝2:2:1:1混合而成基质。

[000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近年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商品材

价格的上涨，林农经营苏木的积极性加大，苏木经营水平和良种意识的不断提高，对苏木良

种壮苗的需求日益增加。而目前苏木主要采用扦插、嫁接和播种等传统方式进行育苗，存在

育苗成本高，苗木长势不好、参差不齐、良种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等缺点，使得目前苏木

优质壮苗的供应还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了满足市场对苏木苗的巨大需求，本发明以优

良无性系嫩枝为外植体，通过外植体消毒、诱导培养、丛生芽增殖、不定根发生、炼苗移栽等

过程获得了苏木离体再植株，建立苏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体系，可以保持苏木无性系

母本的优良性状，有利于苏木优良无性系苗木的规模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06] 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07] 实施例1：

（1）外植体采集及消毒：采取苏木树桩基部形态表征一致的当年生萌动状态的饱满嫩

枝作为外植体，在流水下冲洗  5h，浸泡于3%洗衣粉溶液8min，用软毛刷3%洗衣粉溶液轻轻

刷洗材料，再用自来水以滴水的形式冲洗  63min，用蒸馏水冲洗  6次，于超净工作台中以

75%乙醇溶液浸泡23s，无菌水冲洗8次，再用含有0.01%吐温-20的0.3%升汞溶液消毒8min，

无菌水冲洗6次后用无菌滤纸吸干表面的水分备用。

[0008] （2）诱导培养：将经步骤（1）处理后的嫩枝剪成约1.8cm的茎段并接种到诱导培养

基进行丛生芽诱导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5小时，光照强度为18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

23℃，空气相对湿度为75%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诱导率达98%。所述的诱导培养基为：MS+

0.5mg/L  NAA+5.3mg/L  6-BA+1.8mg/L  KT+1.1g/L  AC+28g/L蔗糖+5.3g/L琼脂，pH为5.6。

[0009] （3）丛生芽增殖：将步骤（2）诱导培养得到丛生芽接种到增殖培养基进行不定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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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5小时，光照强度为18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23℃，空气相对

湿度为75%的条件下培养43天后芽数11个以上。所述的增殖培养基为：MS+0.5mg/L  2,4-D+

3.8mg/L  6-BA+0.8mg/L  NAA+1.3g/L  AC+  28g/L蔗糖+4.8g/L琼脂，pH为5.6。

[0010] （4）生根培养：将步骤（3）增殖中获得的植株无根嫩梢2～3cm从基部切下并接种至

生根培养基中进行诱导生根。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8小时，光照强度为2300lx，置于培养温

度为23℃，空气相对湿度为75%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生根达到99%以上。所述的生根培养基

为：White+0.6mg/L  NAA+1.8mg/L  IBA+18g/L蔗糖+4.1g/L琼脂，pH为5.6。

[0011] （5）炼苗移栽：将生根培养基上获得的具备移栽条件的瓶苗进行炼苗，瓶苗移至常

温下  7天后，打开瓶盖  2天，然后洗去附着于苗根系上的培养基，在  1000  倍的生物菌剂中

浸泡  5min，然后移栽至盛有所设计的移栽培养基质的容器袋中进行培养，每个容器袋移栽

1株生根苗。置于带有遮阴网的自动喷雾的塑料大棚内保温保湿温度控制在  25℃，湿度应

保持在  75％～85％左右，避免阳光直射，移栽33天后成活率达到93%以上。所述的移栽培养

基质为由泥炭土:蛭石:珍珠炭:松木＝2:2:1:1混合而成基质。

[0012] 实施例2：

（1）外植体采集及消毒：采取苏木树桩基部形态表征一致的当年生萌动状态的饱满嫩

枝作为外植体，在流水下冲洗  6h，浸泡于3%洗衣粉溶液11min，用软毛刷4%洗衣粉溶液轻轻

刷洗材料，再用自来水以滴水的形式冲洗  73min，用蒸馏水冲洗  7次，于超净工作台中以

78%乙醇溶液浸泡33s，无菌水冲洗8次，再用含有0.01%吐温-20的0.3%升汞溶液消毒10min，

无菌水冲洗8次后用无菌滤纸吸干表面的水分备用。

[0013] （2）诱导培养：将经步骤（1）处理后的嫩枝剪成约1.8cm的茎段并接种到诱导培养

基进行丛生芽诱导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6小时，光照强度为23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

25℃，空气相对湿度为75%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诱导率达98.5%。所述的诱导培养基为：MS+

0.6mg/LNAA+6.3mg/L  6-BA+2.3mg/L  KT+1.3g/L  AC+33g/L蔗糖+5.3g/L琼脂，pH为5.6。

[0014] （3）丛生芽增殖：将步骤（2）诱导培养得到丛生芽接种到增殖培养基进行不定芽增

殖培养。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6小时，光照强度为2800lx，置于培养温度为25℃，空气相对

湿度为75%的条件下培养43天后芽数11个以上。所述的增殖培养基为：MS+0.5mg/L  2,4-D+

3.8mg/L  6-BA+0.8mg/L  NAA+1.3g/L  AC+  28g/L蔗糖+4.8g/L琼脂，pH为5.6。

[0015] （4）生根培养：将步骤（3）增殖中获得的植株无根嫩梢2～3cm从基部切下并接种至

生根培养基中进行诱导生根。接种后置于每天光照16小时，光照强度为2300lx，置于培养温

度为23℃，空气相对湿度为75%的条件下培养33天后生根达到96%以上。所述的生根培养基

为：White+1.1mg/L  NAA+2.3mg/L  IBA+26g/L蔗糖+4.8g/L琼脂，pH为5.6。

[0016] （5）炼苗移栽：将生根培养基上获得的具备移栽条件的瓶苗进行炼苗，瓶苗移至常

温下  7天后，打开瓶盖  6天，然后洗去附着于苗根系上的培养基，在  1000  倍的生物菌剂中

浸泡  10min，然后移栽至盛有所设计的移栽培养基质的容器袋中进行培养，每个容器袋移

栽1株生根苗。置于带有遮阴网的自动喷雾的塑料大棚内保温保湿温度控制在  25℃，湿度

应保持在  75％～85％左右，避免阳光直射，移栽33天后成活率达到98%以上。所述的移栽培

养基质为由泥炭土:蛭石:珍珠炭:松木=2:2:1:1混合而成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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