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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植物生长促进剂对甘蔗组培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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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发现甘蔗组培苗分化培养基的原配方组培苗生长缓慢袁甚至有些经历 1 个月仍然不见明显变化袁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
学院甘蔗研究所何研究员指导设计了试验袁研究不同浓度植物生长促进剂 6-苄基腺嘌呤和萘乙酸对甘蔗组培苗前期生长速度的影响遥结
果表明袁在 6-苄基腺嘌呤浓度为 2.0 mg/L尧萘乙酸浓度为 0.15 mg/L 时袁甘蔗组培苗的生长速度最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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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是重要的糖料作物袁也是我国蔗糖工业的重要支
柱 遥传统栽培使用甘蔗种茎进行繁殖袁但是繁殖速度慢尧种
[1]

茎用量大尧易混杂带病植株袁不利于甘蔗产量的提高袁越来
越难以满足生产需要遥
甘蔗组织培养是一种高效繁殖技术袁优点是可以进行脱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药品

同批次生长状况良好的甘蔗桂糖 44 号组培苗袁配制

MS 培养基的相关药品渊硝酸钾尧硝酸铵尧硫酸镁尧磷酸二氢

钾尧无水氯化钙尧硫酸锰尧七水合硫酸锌尧硼酸尧碘化钾尧二水

毒得到无病植株袁并且通过无性繁殖袁加快繁殖过程袁培养

合钼酸钠尧硫酸铜尧氯化钴尧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尧七水合硫酸

遥我国在这方面的

亚铁尧甘氨酸尧盐酸硫胺素尧盐酸吡哆醇尧烟酸尧肌醇尧萘乙

研究起步较晚遥1979 年我国科学家孙继榈应用组织培养方

酸尧6-苄基腺嘌呤尧白砂糖冤袁高压蒸汽灭菌锅袁超净工作台袁

法获得了甘蔗组培苗袁因而为我国甘蔗品种改良尧快速繁殖

培养室袁台秤等遥

出的蔗苗长势齐尧收获期一致尧产量高

[2-3]

打开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4]遥

1.2 试验方法

包括无机盐类尧维生素类尧氨基酸尧有机附加物尧植物生长促

度遥横向设置 6-BA 3 个梯度为 1.5尧2.0尧2.5 mg/L袁纵向设置

甘蔗组织培养一般使用的是 MS 培养基袁培养基的成分

进剂尧糖类尧水等遥植物生长促进剂是指能够促进细胞分裂尧
分化和伸长袁可以促进植物生长的人工合成化合物袁主要包
括生长素类尧赤霉素类尧细胞分裂素类等遥甘蔗组培生产过
程中常用的生长素是萘乙酸袁常用的细胞分裂素是 6-苄基
遥

[5-6]

腺嘌呤

萘乙酸渊NAA冤是一种无色针状晶体袁工业品为黄褐色
针状晶体袁易溶于热水尧乙醇尧乙酸尧丙酮和苯袁是一种广谱
植物生长调节剂遥萘乙酸能促进细胞分裂与扩大尧诱导形成
不定根尧增加坐果尧防止落果尧改变雌雄花比率等袁是植物组

1.2.1

配制培养基遥在常用培养基的基础上袁设不同激素浓

NAA 3 个梯度为 0.10尧0.15尧0.20 mg/L袁共配制 9 组试验培养

基遥配制好后装瓶袁用高压蒸汽灭菌锅 121.3 益下灭菌 30 min袁
然后放冷却室冷却备用遥

每组培养基 20 瓶袁分别编号尧称量袁每瓶培养基重量记

录为 m1遥
1.2.2

转接甘蔗苗遥挑选同批次生长状况良好的甘蔗桂糖

44 号组培苗袁共 180 瓶遥依次把挑选出来的组培苗分别转入
不同培养基中遥转瓶完毕后袁重新称量再记录 1 次重量渊m2冤袁
2 次重量之差即为本次初始组培苗的质量渊M1冤遥

培中的常用药品遥

1.2.3

素袁分子式是 C12H11N5袁为白色或类白色晶体袁难溶于水袁微

10 h/d遥15 d 后称重袁计算 15 d 后的组培苗质量渊M2冤遥

6-苄基腺嘌呤渊6-BA冤是第 1 个人工合成的细胞分裂

溶于乙醇袁在酸尧碱中稳定遥6-BA 具有抑制植物叶内叶绿素尧

核酸尧蛋白质分解袁保绿防老以及将氨基酸尧生长素尧无机盐
等向处理部位调运等多种效能袁广泛用于农业尧果树和园艺
作物从发芽至收获的各个阶段遥
早先的甘蔗组培苗试验生产一直沿用之前的常用配方袁

其中 6-苄基腺嘌呤浓度为 2.5 mol/L尧萘乙酸浓度为 0.1 mol/L袁

但是生产发现此配方条件下甘蔗组培苗分化培养基生产

的组培苗生长越来越缓慢袁甚至有些经历 1 个月仍然不见
明显变化遥经过试验组讨论研究袁设计了本次试验袁以期筛
选出适宜本地甘蔗组培苗的配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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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苗培养遥称量后将组培苗送到无菌培养室培养

15 d袁温度控制为 25~28 益袁光照强度为 3 000 lx袁光照时间为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NAA 浓度不变时袁甘蔗组培苗生长速

度随 6-BA 浓度渊1.5尧2.0尧2.5 mg/L冤升高呈现先升高再逐渐

降低的趋势袁说明 6-BA 的最适浓度为 2.0 mg/L曰在 6-BA 浓
度为 2.0 mg/L袁NAA 浓度为 0.10尧0.15尧0.20 mg/L 时袁甘蔗组

培苗的增长率分别为 123.20%尧138.02%尧102.69%袁说明在
6-BA 浓度为 2.0 mg/L尧NAA 浓度为 0.15 mg/L 时袁该试验甘
蔗组培苗生长速度最快遥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选用的甘蔗组培苗为同批次组培苗袁减少了其他
因素对组培苗生长速度的影响遥试验每个处理浓度组合有

20 个重复袁将试验过程中有发生污染的个别样品或者发生黄
化比较严重以致重量负增长的样品剔除袁不进行计算遥试验

结果表明袁在 6-BA 浓度为 2.0 mg/L尧NAA 浓度为 0.1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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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袁会出现大小年现象遥因此袁大年时要注意疏果袁可分
2 次进行袁在生理落果完之后疏果袁第 2 次疏果时留果 300 个

液进行喷雾[9]遥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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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叶蛾遥潜叶蛾又称鬼画符袁主要为害嫩叶嫩枝袁应

左右袁按 3 个果 500 g 计算袁3~4 年结果树依树势留果 40~

集中放梢袁在芽长 1 cm 左右时喷药袁7~10 d 再喷 1 次袁药剂

保花保果袁从而实现年年丰收遥

2.5%溴氰菊酯袁可以 2 种药剂同时使用遥

50 kg/株即可 遥小年要注意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进行
[7]

2.6.5 柑橘木虱遥柑橘木虱是黄龙病传播的媒介昆虫袁主要

2.6 病虫害防治
沃柑病害主要有溃疡病尧黄龙病尧炭疽病袁虫害主要有
潜叶蛾尧金龟子尧蚜虫尧木虱尧蓟马等危害遥柑橘蚜虫尧金龟
子尧蓟马等可以按常规化学方法防治遥另外袁利用碳酸钙乳
胶溶液进行涂白袁既可以防止病虫害危害果皮袁又可以防止
日灼遥
2.6.1

可选用 25%杀虫双尧5%吡虫啉乳油尧1.8%阿维菌素乳油尧

溃疡病遥沃柑长势快速袁细胞间不紧密袁易感溃疡病袁

这是沃柑的主要缺点遥溃疡病属细菌性病害袁该病菌主要在

吸食幼芽和嫩叶袁管理上应注意使沃柑统一放梢袁以利于统

一防治遥防治药剂为 40%毒死蜱 1 000 倍液尧10%吡虫啉粉
剂 1 500 倍液尧20%甲氢菊酯乳油 1 000 倍液等遥

2.7 适时采收与处理

沃柑在 1 月上旬即可开始采收袁2 月中旬左右成熟度

较高袁可主要供应春节尧元宵 2 个重要节日袁应该在 3 月中
上旬前采收袁不宜采收过晚袁以免影响下季开花遥

清洁干净的沃柑在常温下可放置 1 个月以上袁不清洁的

病组织上越冬袁通过风尧雨尧昆虫和枝叶接触近距离传播袁由
苗木尧接穗和果实远距离传播遥暴风雨过后易盛发遥防治方

果皮表面易受绿霉病尧青霉病危害遥沃柑商品化处理主要

法除种植无病苗外袁应注意防治潜叶蛾遥如发现病状袁应及

流程院采收要搬运要清洗要杀菌剂处理要打蜡要分级要贴

时剪除病枝叶袁集中烧毁袁喷药保护遥特别是在台风雨前后袁

更应加强用药袁坚持统一放梢袁统一用药袁在芽长 1~2 cm 及
7 d 后用药袁药物有噻菌铜尧可杀得渊氢氧化铜冤尧波尔多液尧

石硫合剂等袁阴天或者太阳高温天气时 16院00 以后用药袁交
替用药[8]遥
2.6.2

黄龙病遥黄龙病是柑橘产业的头号杀手袁属细菌性病

害袁化学药剂难以彻底阻断该病发生袁主要通过木虱传播袁
还可通过嫁接尧带病接穗尧苗木及菟丝子传播遥在防治上袁一
是采用无病苗木种植曰二是进行连片统防统治袁对木虱实行
监控清除曰三是对病树采取挖除处理袁轻病区及时清除袁重
病区连片更新曰四是建立联防机制曰五是用化学药剂及时预
防袁用烯酰吗啉 600 倍液淋根治疗遥
2.6.3

炭疽病遥炭疽病属真菌病害袁高温多湿条件下易发

病遥强化栽培技术管理袁施用生物有机肥袁避免偏施氮肥袁

及时排除果园积水遥化学防治方法主要是采用 65%代森锌
800 倍液+70%甲基硫菌灵 1 000 倍液尧77%氢氧化铜 5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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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灵 2 000 倍液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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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甘蔗组培苗生长情况

激素浓度/mg窑L-1
重复/g
6-BA
NAA
m1
1
1.5
0.10
180.97
1.5
0.15
2
182.34
1.5
0.20
3
178.67
4
2.0
0.10
182.77
5
2.0
0.15
180.55
6
2.0
0.20
179.88
2.5
0.10
7
172.88
8
2.5
0.15
179.21
9
2.5
0.20
181.25
注院表中数据为 20 瓶的平均值遥m1尧m2 的称量日期为 4 月 9 日遥
处理

时袁甘蔗组培苗生长速度最快遥

也许在甘蔗组培苗不同生长阶段 6-BA 和 NAA 的最适
浓度也不一样袁这需要今后进一步进行试验研究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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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要装箱等遥杀菌剂处理可以用 2 000 mg/kg 抑霉唑尧45%扑

m2
185.18
186.18
182.48
187.08
183.68
183.97
176.73
183.54
184.79

M1
4.21
3.84
3.81
4.31
3.13
4.09
3.85
4.33
3.54

质量/g
M2
7.57
8.06
7.44
9.62
7.45
8.29
6.93
7.25
6.17

驻M
3.36
4.22
3.63
5.31
4.32
4.20
3.08
2.92
2.63

增长率
%
79.81
109.90
95.28
123.20
138.02
102.69
80.00
67.44
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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