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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秋海棠快速繁殖技术研究
郑志勇
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袁北京 102442冤
摘要 以中华秋海棠为研究材料袁配置了 22 种培养基袁分别进行了不定芽诱导培养尧增殖培养及生根培养遥 结果
表明院诱导培养基以 MS+IAA 0.01 mg/L+6-BA 0.5 mg/L 最为适宜袁最适增殖培养基为 MS+6-BA 0. 2 mg/L+IAA 0.05 mg/L袁
最适生根培养基为 1/2MS+NAA 0.2 mg/L曰中华秋海棠在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的处理中表现好袁诱导率为 28%~72%袁增
殖率为 216%~352%曰增殖后的大苗分割后放入生根培养基袁15~20 d 即可出瓶炼苗移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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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of Begonia grandis subsp. sinensis

ZHENG Zhiyong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Beijing 102442)
Abstract Using Begonia grandis subsp. sinensis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22 kinds of media were used to induce adventitious
bud, proliferate and root,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S+IAA 0.01 mg/L+6-BA 0.5 mg/L was the optimum induction
medium; MS+6-BA 0.2 mg/L+IAA 0.05 mg/L was the optimum proliferation medium; 1/2MS+NAA 0.2 mg/L was the optimum
rooting medium. Begonia grandis subsp. sinensis performed well in MS medium, and the induction rate was 28% -72% , the
proliferation rate was 216%-352%. After the proliferation, the big seedlings were separated and placed in rooting medium, they
could be taken out of the bottle to domesticate and transplant after 15-20 days.
Keywords Begonia grandis subsp. sinensis; rapid propagation; induction; proliferation; rooting

中华秋海棠渊Begonia grandis subsp. sinensis冤为多

年生草本植物袁具有较高的观赏性遥 国外已经培育出逾

1 万个秋海棠新品种遥 中国已知秋海棠种类 139 种袁

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 遥课题组对北京周边快活林尧
[1-2]

坡峰岭尧十渡尧百花山尧海坨山尧雾灵山尧云蒙山尧妙峰
山等进行调查袁发现野生中华秋海棠主要集中分布在

平均海拔 400 m 以下的岩石尧石壁及山谷中遥 为合理利

用中华秋海棠野生花卉资源袁必须解决其繁殖环节袁

掌握规模化生产技术遥 为此袁课题组在中华秋海棠引

种栽培过程中袁于 2017 年 3要11 月进行了快速繁殖试

验袁旨在探索中华秋海棠快速育苗方法袁为引种驯化

并推广应用中华秋海棠提供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彩色苗木繁育中
2017要2018 年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科技研发推广
类基金项目野野生中华秋海棠引种驯化栽培技术
研究与示范冶渊XY-YF-17-04冤遥
作者简介 郑志勇渊1975要冤袁男袁北京人袁硕士袁副教授袁从事
观赏植物教学与研究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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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栽培的中华秋海棠遥
1.2 试验方法
1.2.1 材料处理遥 选择健壮无病虫害的中华秋海棠植
株袁去掉叶柄袁保留茎段袁剪成 1.0 cm 左右的小段遥 先

用洗涤灵洗净袁然后用流动水冲洗约 1 h袁再在 75%乙

醇中浸泡 20~30 s袁取出袁用 0.1%升汞进行表面消毒灭
菌 4~10 min袁用蒸馏水反复冲洗 5~6 次袁表面水分用

无菌滤纸拭干后袁接种在诱导培养基渊表 1冤中进行诱

导出芽[3]遥 出芽后袁转移到增殖培养基渊表 2冤中进行增

殖培养遥 增殖后袁继续转移到生根培养基渊表 3冤中进行
生根培养袁最后进行炼苗移栽试验遥

1.2.2 培养条件遥 培养温度为渊25依3冤益袁光照强度为
1 000 lx袁光照时间 12 h/d遥 幼苗生根后袁移栽到营养土

渊蛭石颐草炭颐珍珠岩=1颐2颐1冤进行炼苗袁温度控制在 20~

25 益袁湿度保持在渊95依3冤%[4]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导不定芽

2.1.1 消毒时长对芽诱导的影响遥 从图 1 可以看出院
消毒 4 min 污染率最高曰消毒 7 min 污染率低袁出芽较

好曰消毒 10 min 污染少袁但出芽率比 7 min 差遥 因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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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诱导培养基配方
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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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50
40
30
20

表 2 增殖培养基配方

培养基
M7
M8
M9
M10
M11
M12
M13

配方
MS+6-BA 0.2 mg/L+IAA 0.01 mg/L
MS+6-BA 0.8 mg/L+IAA 0.01 mg/L
MS+6-BA 0.2 mg/L+IAA 0.10 mg/L
MS+6-BA 0.2 mg/L+IAA 0.05 mg/L
MS+6-BA 0.2 mg/L+IBA 0.10 mg/L
MS+6-BA 0.2 mg/L+IBA 0.05 mg/L
MS+6-BA 0.2 mg/L+IBA 0.01 mg/L

表 3 生根培养基配方

培养基
M14
M15
M16
M17
M18
M19
M20
M21
M22

配方
1/2MS+NAA 0.1 mg/L
1/2MS+NAA 0.2 mg/L
1/2MS+NAA 0.5 mg/L
1/2MS+IBA 0.1 mg/L
1/2MS+IBA 0.2 mg/L
1/2MS+IBA 0.5 mg/L
1/2MS+IAA 0.1 mg/L
1/2MS+IAA 0.2 mg/L
1/2MS+IAA 0.5 mg/L

80

10
0

M3

M4

培养基

M5

M6

图 2 不同诱导培养基对中华秋海棠诱导率的影响

浓度为 0.05 mg/L 时增殖率最高遥 结果表明袁M10 培养基
对中华秋海棠的增殖和生长最为有利袁 增殖系数为
3.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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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增殖培养基对中华秋海棠增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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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培养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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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秋海棠增殖培养后得到的壮苗袁用 MS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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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培养 1 代袁 然后放入 M14耀M22 培养基进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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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消毒时长对中华秋海棠诱导的影响

消毒 7 min 最合适遥

2.1.2 不同培养基对芽诱导率的影响遥 从图 2 可以看

培养遥 从表 4 可以看出袁IAA 对中华秋海棠生根的作
用最差袁NAA 效果最优袁1BA 效果介于 NAA 和 IAA 之
间遥 NAA 浓度为 0.1 mg/L 时袁生根率只有 73%曰浓度为
0.2 mg/L 时袁生根率可达 92%曰浓度为 0.5 mg/L 时袁生
根率为 84%遥 表明 NAA 浓度较高时袁虽然生根快尧生
根多袁但根较细曰NAA 浓度较低时袁生根较慢袁根虽然

出袁基本培养基 MS 优于 1/2MS 培养基袁可知无机盐浓

粗壮袁但是数量少曰NAA 浓度为 0.2 mg/L 时袁中华秋海

对不定芽诱导影响较大袁浓度为 0援5 mg/L 时诱导率最

移栽炼苗时能较快地长出根毛遥 由此可见袁M15 是最适

浓度为 0.1 mg/L 时诱导率较高遥 由此可见袁最佳诱导培

3 结论与讨论

度较高的条件下袁更适于中华秋海棠生长遥 6-BA 浓度

高袁形成的不定芽多曰浓度为 1.0 mg/L 时诱导率最低曰
养基为 M2 培养基渊MS+6-BA 0.5 mg/L+IAA 0.01 mg/L冤遥
2.2 不同培养基对增殖培养结果的影响

棠不仅生根速度快袁且根系粗短发达袁根的数量也多袁
合的生根培养基遥
3.1 结论

该试验结果表明袁适宜的诱导培养基为 MS+IAA

将得到的丛生芽切割后导入培养基 M7耀M13袁结果

0.01 mg/L+ 6 - BA 0 .5 mg / L袁 适 宜 的 增 殖 培 养 基 为

低袁芽苗细弱袁易形成玻化苗曰6-BA 浓度为 0.2 mg/L 对

基为 1/2MS+NAA 0.2 mg/L遥 在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

见图 3遥 可以看出院过高浓度的 6-BA 会造成增殖率较

丛生芽的增殖效果好曰IBA 的增殖效果劣于 IAA曰I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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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6-BA 0.2 mg/L+IAA 0.05 mg/L袁适宜的生根培养
的试验处理中袁中华秋海棠表现良好袁表明较高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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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生根培养基对生根培养的影响
培养基
M14
M15
M16
M17
M18
M19
M20
M21
M22

NAA 浓度/ IAA 浓度/ IBA 浓度/ 接种数/
mg窑L-1
mg窑L-1
mg窑L-1
株
0.1
100
0.2
100
0.5
100
0.1
100
0.2
100
0.5
100
0.1
100
0.2
100
0.5
100

行杂交育种试验袁以筛选出适应当地气候特点的新品
生根率/
%
73
92
84
67
84
80
57
74
73

机盐浓度对诱导不定芽有利遥 培养基中起关键作用的
是不同浓度的激素袁同时各激素之间又存在相互作用遥
继代培养时袁部分组培苗出现了玻璃化袁可能与培养
室内光照弱尧接种瓶中湿度大有关袁采取了降低瓶内
湿度尧增强光照袁同时增加琼脂浓度袁提高培养基硬度
等措施袁有效降低了玻璃化现象遥
3.2 讨论
对北京周边快活林尧坡峰岭尧十渡尧百花山尧海坨
山尧雾灵山尧云蒙山尧妙峰山等进行调查袁发现北京地
区野生秋海棠属植物只有 1 种袁即中华秋海棠遥 中华

秋海棠可以在相对差异较大的生态环境中生长袁说明
中华秋海棠是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野生植物遥 但是在
北京水资源整体匮乏的大环境下袁随着北京地下水位
的持续下降袁中华秋海棠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袁某些
曾是中华秋海棠适生的地区已经消失遥 这说明即使是
中华秋海棠这种具有较强适应性的植物袁在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袁也会导致其出现生存危机遥
调查得知袁2005 年前中华秋海棠在北京地区比较
常见袁不存在濒危问题遥 但是近年来北京山区郊野旅
游开发迅速袁中华秋海棠原生地环境遭到破坏袁必须适
当采取保护措施遥 一是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袁减少或

杜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曰二是大力开展引种繁育工作袁
扩大中华秋海棠的种群数量曰三是在原生地进行就地
保护袁建立中华秋海棠自然群落和种群保护区[5-6]遥 利
用中华秋海棠生活周期短尧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进行

新品种的有性杂交选育尧提高品种育成效率的特性进
渊上接第 106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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