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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S1、外植体诱导：将高山杜鹃的无

菌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诱导产生不定芽

丛；S2、增殖及壮苗培养：将上述获得的不定芽丛

切分后接入壮苗培养基中，培养成不定芽；S3、生

根培养：将上述壮苗培养后的不定芽，接种于生

根培养基中，培养28‑30天；再将不定芽取出并接

入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在无菌条件下培养，10‑

15天开始诱导产生不定根，50‑60天长成具有完

整根系的生根苗；S4、生根苗移栽：将上述生根苗

进行移栽，获得成活高山杜鹃组培苗；本申请方

法通过将壮苗培养的不定芽进行生根培养，将其

培养成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提高了高山杜鹃

的移植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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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外植体诱导：将高山杜鹃的无菌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诱导产生不定芽丛；

S2、增殖及壮苗培养：将上述产生的不定芽丛切分后接入壮苗培养基中，培养成不定

芽；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下步骤，

S3、生根培养：将上述壮苗培养后的不定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中，培养28‑30天；再将

不定芽取出并接入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在无菌条件下培养，10‑15天开始诱导产生不定

根，50‑60天长成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

S4、生根苗移栽：将上述生根苗进行移栽，获得成活高山杜鹃组培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菌外植体为

高山杜鹃的花苞或/和花蕾中的顶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菌外植体采

用如下方法获得：

选取具有4‑5厘米长花枝、膨大未绽放且内部保持完好无菌环境的花蕾，采用乙醇溶液

喷洒在花蕾表面进行灭菌后，在无菌环境下利用无菌刀片逐层环剥花蕾的苞片，获得无菌

花苞或/和无菌顶芽，该无菌花苞或/和无菌顶芽为无菌外植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将

无菌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后10‑14天，对未污染外植体进行切分，然后再次接入诱导

培养基中，80‑90天后，获得愈伤组织并形成不定芽丛。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在

生根苗移栽时，将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移栽入由草炭和珍珠岩混合得到的、pH值为5.9‑

7.0的生长基质中，培养30‑40天后获得成活高山杜鹃组培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诱导培

养基由WPM培养基+TDZ+NAA+琼脂+蔗糖组成；

所述TDZ的质量浓度为0.5～2mg·L‑1；NAA的质量浓度为0～0.5mg·L‑1；琼脂的质量浓

度为7g·L‑1；蔗糖的质量浓度为30g·L‑1；

所述诱导培养基的pH值为5.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中，增殖及

壮苗培养基由WPM培养基+TDZ+IBA+GA3+琼脂+蔗糖组成；

所述TDZ的质量浓度为0～0.1mg·L‑1；IBA的质量浓度为0～0.1mg·L‑1；GA3的质量浓度

为5～7mg·L‑1；琼脂的质量浓度为7g·L‑1；蔗糖的质量浓度为30g·L‑1；

所述增殖及壮苗培养基的pH值为5.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中，生根培

养基由WPM培养基+IBA+琼脂+蔗糖组成，

所述IBA的质量浓度为0.5～1mg·L‑1；琼脂的质量浓度为7g·L‑1；蔗糖的质量浓度为

30g·L‑1；

所述生根培养基的pH值为5.8。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中，所述疏

松多孔生根基质为疏松多孔珍珠岩和/或疏松多孔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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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4中，生根苗

移栽时，将生根苗移出无菌环境，并在空气相对湿度不低于80％且阴凉通风处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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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

[0001] 方法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植物组织培养方法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

[0003] 背景方法

[0004] 高山杜鹃原产于我国，近年来，随着国内花卉市场的快速发展，高山杜鹃盆花不仅

多次出现在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重要场合，还作为高档年宵花，受到消费者的追捧，每盆

售价300～1000元不等，甚至高达8800元。

[0005] 目前，国内高山杜鹃盆花主要依赖从德国、比利时进口，价格居高不下；国内现有

高山杜鹃原产地，仅有少量企业开展种苗生产和盆花生产。在国外，高山杜鹃种苗生产企业

主要通过组织培养方式进行规模化生产；在国内，高山杜鹃种苗生产主要通过播种育苗，由

于高山杜鹃的种子极小，需借助苔藓才能萌发，且幼苗生长缓慢，从而限制了高山杜鹃特定

种或品种的规模化生产。

[0006] 现有高山杜鹃组织培养时，通常是取高山杜鹃的茎段作为外植体，将外植体置于

乙醇中浸泡消毒，多次无菌水冲洗后，再次利用灭菌剂进行灭菌后，继续利用无菌水冲洗的

方式来完成外植体的灭菌；然后将浸泡灭菌后的外植体置于诱导培养基中诱导产生不定

芽，最后将诱导产生的不定芽洗去培养基后在瓶外炼苗生根。这种培养方法中，一方面消毒

方式步骤复杂，消毒时间长，而且高山杜鹃体毛较多，且体毛多分布在茎段等处，传统消毒

灭菌过程很难达到彻底消毒，并对外植体造成较大损伤；另一方面，将诱导产生的不定芽直

接在瓶外培养生根，这种生根培养方式需要在较为苛刻的温湿度环境下进行，并且生根时

间较长，生根率较低。

[0007] 公开号为CN102119660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高山杜鹃组培苗温室内生根

培养以及炼苗移栽的方法，其在瓶苗出苗后，采用水培生根的方法在温室内生根培养后再

进行移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山杜鹃组培苗的生根率和移栽成活率，但是该方法对温

室内的温湿度和水的无菌条件要求较高，受季节性天气变化影响较大，更适合于春季使用。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现有方法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

方法。

[0009] 本发明所采用的方法方案为：

[0010] 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S1、外植体诱导：将高山杜鹃的无菌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诱导产生不定芽

丛；

[0012] S2、增殖及壮苗培养：将上述产生的不定芽丛切分后接入壮苗培养基中，培养成不

定芽；

[0013] S3、生根培养：将上述壮苗培养后的不定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中，培养28‑30天；

再将不定芽取出并接入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在无菌条件下培养，10‑15天开始诱导产生不

定根，50‑60天长成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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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S4、生根苗移栽：将上述生根苗进行移栽，获得成活高山杜鹃组培苗。

[0015] 作为优选地，所述无菌外植体为高山杜鹃的花苞或/和花蕾中的顶芽。

[0016] 作为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所述无菌外植体采用如下方法获得：

[0017] 选取具有4‑5厘米长花枝、膨大未绽放且内部保持完好无菌环境的花蕾，采用乙醇

溶液喷洒在花蕾表面进行灭菌后，在无菌环境下利用无菌刀片逐层环剥花蕾的苞片，获得

无菌花苞或/和无菌顶芽，该无菌花苞或/和无菌顶芽为无菌外植体。

[0018] 作为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将无菌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后10‑14天，对未

污染外植体进行切分，然后再次接入诱导培养基中，80‑90天后，获得愈伤组织并形成不定

芽丛。

[0019] 作为优选地，所述步骤S4中，在生根苗移栽时，将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移栽入由

草炭和珍珠岩混合得到的、pH值为5.9‑7.0的炼苗移栽基质中，培养30‑40天后获得成活高

山杜鹃组培苗。

[0020] 作为优选地，所述S1中，诱导培养基由WPM培养基+TDZ+NAA+琼脂+蔗糖组成；

[0021] 所述TDZ的质量浓度为0.5～2mg·L‑1；NAA的质量浓度为0～0.5mg·L‑1；琼脂的质

量浓度为7g·L‑1；蔗糖的质量浓度为30g·L‑1；

[0022] 所述诱导培养基的pH值为5.8。

[0023] 作为优选地，所述S2中，增殖及壮苗培养基由WPM培养基+TDZ+IBA+GA3+琼脂+蔗糖

组成；

[0024] 所述TDZ的质量浓度为0～0.1mg·L‑1；IBA的质量浓度为0～0.1mg·L‑1；GA3的质量

浓度为5～7mg·L‑1；琼脂的质量浓度为7g·L‑1；蔗糖的质量浓度为30g·L‑1；

[0025] 所述增殖及壮苗培养基的pH值为5.8。

[0026] 作为优选地，所述S3中，生根培养基由WPM培养基+IBA+琼脂+蔗糖组成，

[0027] 所述IBA的质量浓度为0.5～1mg·L‑1；琼脂的质量浓度为7g·L‑1；蔗糖的质量浓

度为30g·L‑1；

[0028] 所述生根培养基的pH值为5.8。

[0029] 作为优选地，所述S3中，所述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为疏松多孔珍珠岩和/或疏松多孔

蛭石。

[0030] 作为优选地，所述S4中，生根苗移栽时，将生根苗移出无菌环境，并在空气相对湿

度不低于80％且阴凉通风处进行培养。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2] 本申请在将高山杜鹃外植体经诱导、增殖和壮苗培养成粗壮不定芽后，将该不定

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培养28‑30天后，使得不定芽充分吸收营养。期间，不

定芽在生根培养基中获得进一步生长的同时，在其体内同步构建营养库，储存营养物质；再

将不定芽取出，置于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在无菌条件下培养，利用改良的具有透气性的生

根基质，结合不定芽体内的库存营养，在无菌条件下培养出具有主动营养吸收功能的完整

根系，提高组培苗自身的生长势，增强组培苗在炼苗移栽过程中对环境胁迫的抵抗力，提高

移栽成活率，解决高山杜鹃特定品种规模化生产中，组培苗瓶外生根缓慢和炼苗移栽时间

长、成活率低等问题。

[0033] 该组培繁殖过程中，培养材料始终处于无菌环境，直至炼苗移栽时，组培苗方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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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无菌环境。整体组培步骤少，流程简单，而且有效减少了各种添加剂等的加入，充分利

用自身营养达到生根效果，节约成本，降低能耗，具有环保性，实用性和适用性较强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该高山杜鹃组培实施例的不定芽诱导示意图；

[0035] 图2是该高山杜鹃组培实施例的壮苗培养示意图；

[0036] 图3是该高山杜鹃组培实施例的生根培养示意图；

[0037] 图4是该高山杜鹃组培实施例的具有完整根系的苗示意图；

[0038] 图5是该培苗移栽成活的高山杜鹃组培苗实施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释。本领域方法人员将会理解，下列所

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

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方法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

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

者，按照常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40] 本申请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S1、外植体诱导：将高山杜鹃的无菌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诱导产生不定芽

丛。诱导产生的不定芽丛如图1所示。

[0042] 无菌外植体可采用高山杜鹃任意可诱导产生不定芽的组织经常规方法消毒灭菌

获得，只要保证外植体为无菌状态即可。

[0043] 在一种实施例中，无菌外植体为高山杜鹃的花苞或/和花蕾中的顶芽，其可直接在

无菌环境下由花蕾中剥出。

[0044] 具体的，在连续晴日5天以上中午10～2点之间，选择具有花枝的花蕾，剪去多余叶

片后，带回实验室。其中，花枝长4～5cm，便于握持；花蕾要求生长健壮且膨大未绽放，内部

保持完好的无菌环境，即花蕾内的花苞和顶芽是处于无菌环境中；花蕾的直径约1～3cm。如

运输时间过长应做好外植体保湿。

[0045] 掰去多余的叶柄后，用75％～80％的乙醇溶液喷湿花蕾和花枝表面，对花蕾和花

枝表面进行灭菌处理，防止在取外植体时，将花蕾和花枝表面的细菌或真菌带入外植体；然

后将灭菌处理的花蕾置于无菌环境下，用无菌刀片逐层剥去苞片，直至剥出花苞；将花蕾中

的花苞或/和顶芽剥下并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

[0046] 由于花蕾内的花苞和顶芽一直被苞片包裹，保持在无菌环境中，其本身为无菌体，

本申请只需在花蕾外表面采用喷洒的方式，用乙醇溶液对其表面进行灭菌，利用花蕾自身

内部的无菌环境，在无菌环境下将包裹的苞片层层剥离，即可得到花蕾内部无菌的花苞和

顶芽，将其作为高山杜鹃组培的外植体进行不定芽诱导；本申请不需要对外植体进行繁琐

的灭菌消毒处理，直接获取花蕾内的天然的无菌外植体，操作方便简单，无菌外植体获取效

率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山杜鹃组培效率。

[0047] 在剥离出无菌外植体后，将其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诱导培养10～14天，确定诱导

培养基中的无菌外植体处于未污染状态后，将培养的无菌外植体进行切割，以增大愈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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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诱导面积；然后将切分后的外植体再次接入诱导培养基中，继续诱导培养80‑90天后，

顶芽以及花苞的花瓣、花丝、花药、花柄和柱头均可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并形成不定芽丛。不

定芽的分化时间视高山杜鹃种或品种不同，有所不同。

[0048] 其中，诱导培养基的组成为：WPM培养基+TDZ  0.5～2mg·L‑1+NAA  0～0.5mg·L‑1+

琼脂7g·L‑1+蔗糖30g·L‑1，PH值为5.8。其中，TDZ为噻苯隆，NAA为萘乙酸。

[0049] S2、增殖及壮苗培养：将上述获得的不定芽丛切分后接入壮苗培养基中，培养成不

定芽。壮苗培养的不定芽如图2所示。

[0050] 具体的，将不定芽丛切为3‑5个芽/丛或单芽，接入壮苗培养基中。2个月后，获得长

势粗壮的不定芽，可用于生根培养。

[0051] 增殖及壮苗培养基的组成为：WPM培养基+TDZ  0～0.1mg·L‑1+IBA  0～0.1mg·L‑1

+GA3  5～7mg·L‑1+琼脂7g·L‑1+蔗糖30g·L‑1，pH值为5.8。其中，IBA为吲哚乙酸，GA3为赤霉

素。

[0052] 在该壮苗培养基中，可添加或不添加TDZ和IBA。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TDZ和IBA，可

在壮苗的同时实现不定芽的进一步增殖。

[0053] 如下为高山杜鹃壮苗培养基筛选结果，该实验例中高山杜鹃采用大白杜鹃品种，

采自重庆市城口北温带优良苗木繁育基地。壮苗培养基为在WPM培养基中加入琼脂7g·L‑1、

蔗糖30g·L‑1，并加入如下表格中各配方物质，具体实验结果如下：

[0054] 表1高山杜鹃壮苗培养基筛选正交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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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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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对比1～对比3中，由于添加了较多的TDZ，其对不定芽的生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

用。

[0058] S3、生根培养：将上述壮苗培养后的不定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中，培养28‑30天；

再将不定芽取出并接入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在无菌条件下培养，10‑15天开始诱导产生不

定根，50‑60天长成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图3为在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示意图；图

4为生根培养形成的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

[0059] 生根培养基的组成为：WPM培养基+IBA  0.5～1mg·L‑1+琼脂7g·L‑1+蔗糖30g·L
‑1，pH值为5.8。

[0060] 如下为高山杜鹃生根培养基筛选结果，该实验例中高山杜鹃采用大白杜鹃品种，

采自重庆市城口北温带优良苗木繁育基地。壮苗培养基为在WPM培养基中加入琼脂7g·L‑1、

蔗糖30g·L‑1，并加入如下表格中各配方物质，具体实验结果如下：

[0061] 表2高山杜鹃生根培养基筛选试验结果

[0062]

[0063] 对比例1中，由于加入了过量的IBA，虽然不定芽仍在进一步伸长生长，但其在基部

处形成了大量的愈伤组织，说明IBA用量过多，更有利于愈伤组织诱导，不利于不定根的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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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具体的，生根培养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长约2～3cm生长健壮的不定芽接种

于生根培养基中，培养28‑30天；

[0065] 在第一阶段中，培养基中营养丰富，不定芽在该培养基中可充分吸收养分，随着不

定芽的生长，其对营养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培养基中的养分却越来越少，营养逐渐在不定芽

体内累积，并在基部形成不定根凸起。因此在此培养过程中，不定芽不断吸收并储存营养，

这不仅使其获得进一步生长，还在其体内同步构建营养库。

[0066] 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培养的不定芽取出并接入疏松多孔的生根基质中，在常规

培养室的无菌环境下，培养10‑15天开始诱导产生不定根，50‑60天长成具有完整根系的生

根苗。

[0067] 在该第二阶段中，不再添加营养物质，由于不定芽在第一阶段已经在体内储存足

够的营养，将第一阶段培养后的不定芽接入没有任何养分的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不定芽

能够利用其体内储存的营养保持生长。同时进一步诱导其主动吸收营养的能力，促使不定

根的伸长生长以在贫营养环境中吸收营养来进一步满足其生长需求，从而使得不定芽在没

有任何营养物质的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逐渐长出完整根系，实现不定芽的生根培养，形成

生根苗。

[0068] 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为无菌基质，其可以为疏松多孔珍珠岩和/或疏松多孔蛭石。

[0069] 具体的，疏松多孔基质与水的质量体积比为1:2.5～3，在第二阶段生根培养过程

中，首先按照基质与水的配比加入充足的水分，保证不定芽的生长需求，随着培养时间的延

长，基质中的水分逐渐减少，进一步诱导不定芽根原基的发育，促进不定根的伸长生长，主

动吸收水分。当培养至40天左右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一定的水分，使得疏松多孔生根基

质保持在适宜生根的湿润状态，防止不定芽旱死。

[0070] 生根培养可在常规培养室进行，具体的，其培养环境为：光照时间为16h·d－1，暗

培养为8h·d－1，光照强度为50μmol·m－2·s－1，温度为(25±2)℃。

[0071] 在第二阶段的生根培养时，也可根据种或品种的生根难易程度差异，在生根基质

中添加一定浓度的NAA，NAA的添加量为0～0.5mg·L‑1，以促进不定根的形成。

[0072] 本申请中的生根方法充分利用培养室现有无菌环境，在无菌条件下诱导不定芽产

生完整根系，该生根方法受环境影响较小，可全年实施。

[0073] S4、生根苗移栽：将上述生根苗进行移栽，获得成活高山杜鹃组培苗。移栽成活的

组培苗如图5所示。

[0074] 在生根苗移栽时，将具有完整根系的生根苗移栽入炼苗移栽基质中，该基质由草

炭和珍珠岩混合而成，其pH值为5.9‑7.0，培养30‑40天后，获得成活高山杜鹃组培苗。

[0075] 基质中的草炭和珍珠岩的比例为1:1或1:2。

[0076] 在移栽完毕后，将生根苗置于阴凉通风且空气相对湿度不低于80％的环境中，1个

月后，即可成活。

[0077]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高山杜鹃组培繁殖方法，本申请在将高山杜鹃外植体经诱导、

增殖和壮苗培养成粗壮不定芽后，将该不定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培养28‑

30天后，使得不定芽充分吸收营养。期间，不定芽在生根培养基中获得进一步生长的同时，

在其体内同步构建营养库，储存营养物质；再将不定芽取出，置于疏松多孔生根基质中，在

无菌条件下培养，利用改良的具有透气性的生根基质，结合不定芽体内的库存营养，在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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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培养出具有主动营养吸收功能的完整根系，提高组培苗自身的生长势，增强组培苗

在炼苗移栽过程中对环境胁迫的抵抗力，提高移栽成活率，解决高山杜鹃特定品种规模化

生产中，组培苗瓶外生根缓慢和炼苗移栽时间长、成活率低等问题。

[0078] 该组培繁殖过程中，培养材料始终处于无菌环境，直至炼苗移栽时，组培苗方才会

移出无菌环境。整体组培步骤少，流程简单，而且有效减少了各种添加剂等的加入，充分利

用自身营养达到生根效果，节约成本，降低能耗，具有环保性，实用性和适用性较强等特点。

[0079] 尽管已用具体实施例来说明和描述了本发明，然而应意识到，本发明不局限于上

述可选的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形式的产品。上述具体实

施方式不应理解成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方法人员应当理解，在不背

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方法方案进行修改，或者

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方法特征进行等同替换，与此同时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会使相应

的方法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方法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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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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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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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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