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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花药愈伤组织诱导及体细胞胚发生
李艳敏, 蒋卉, 符真珠, 张晶, 袁欣, 王慧娟, 高杰, 董晓宇, 王利民, 张和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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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芍药(Paeonia lactiflora)品种粉玉奴花药为外植体, 研究不同浓度2,4-D对愈伤组织诱导、体胚发生及植株再生的

影响, 采用组织细胞学方法观察愈伤组织以及体细胞胚发育过程, 采用根尖染色体法鉴定再生植株倍性。结果表明, 芍药花
药愈伤组织诱导的最适培养基为MS+1 mg·L–1 2,4-D+1 mg·L–1 NAA+0.1 mg·L–1 KT+30 g·L–1蔗糖+6.5 g·L–1琼脂, 愈伤组
织诱导率为14.7%。转入体细胞胚诱导培养基上, 历经球形胚、心形胚、鱼雷胚和子叶胚阶段, 体胚诱导率为52.1%; 在成
苗培养基中能够长出真叶并得到完整植株, 成苗率为47.1%。经根尖染色体法鉴定出单倍体和二倍体植株。该研究初步建
立了通过体细胞胚间接发生途径实现植株再生的培养体系, 可为芍药属其它品种的花药培养提供借鉴, 获得的再生植株是
芍药遗传学研究和育种工作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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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Paeonia lactiflora)是芍药科(Paeoniaceae)

性状选择, 也是开展遗传学、基因学和生理学研究的

芍药属(Paeonia)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与同属的牡

理想材料(李允菲等, 2016)。目前, 获得单倍体的方法

丹(P. suffruticosa)并称为“花王”和“花相”。芍药

主要有2种, 一是自然条件下发生的孤雌生殖; 二是

在我国有3 000多年的栽培历史, 其名最早来源于《诗

植物单倍体组织离体培养, 包括雄配子体(花粉和花

经》, “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芍药”, 自古以

药)离体培养和未受精的雌核(未受精的子房和胚珠

来就被视为情花用于男女互赠(苑庆磊, 2011)。近年

等)离体培养(卜华虎等, 2017)。其中, 花药培养是获

来, 芍药作为一类新型切花越来越受欢迎, 形成了包

得单倍体的一种重要方式。

括中国、荷兰、北美和新西兰在内的几个主要切花生

目前, 植物花药培养的报道较多, 而观赏植物花

产区(Yang et al., 2020)。然而, 我国芍药切花产业还

药培养报道却较少。芍药属植物花药培养始于20世纪

处于起步阶段, 切花专用型自主品种较少, 对外依赖

70年代(Sunderland et al., 1975), 但多数研究仍停

程度较高,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芍药产业发展的主要问

留在愈伤组织诱导阶段, 均未获得完整植株(文书生

题(卢洁等, 2017)。采用传统育种方法培育芍药新品

等, 2018)。研究表明, 牡丹花粉培养诱导得到的花粉

种需要10年以上(Buchheim et al., 1994; 成仿云和

胚可分化出根, 但无法分化出芽(Robers and Sun-

陈德忠, 1998)。单倍体育种是一种缩短育种周期的重

derland, 1977)。国内以紫斑牡丹(P. suffruticosa var.

要方法, 通常杂交育种需要5–6代才能获得稳定的品

papaveracea)(陈怡平, 2001)的雄蕊为外植体诱导愈

系, 而单倍体育种只需2–3年; 同时, 由于单倍体植

伤组织未能成功; 朱向涛等(2010a, 2010b)研究了牡

株只有1套染色体组, 不存在基因显隐性关系, 很多

丹花蕾大小、激素和低温预处理时间对花药诱导愈伤

优良隐性性状能够得以表现, 因此可丰富育种材料的

组织的影响, 认为单核中期的花粉是诱导愈伤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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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材料。目前, 关于芍药花药培养的研究报道很少。

培养基进行成苗培养, 成苗标准为体胚长出1–2片真

本研究以花药数量较多的芍药品种粉玉奴为材料, 开

叶 。 成 苗 培 养 基 为 WPM+1.0 mg·L–1 6-BA+

展花药愈伤组织诱导及体胚发生和植株再生研究, 初

0.2 mg·L–1 IAA+1.0 mg·L–1 GA3+30 g·L–1 蔗 糖 +

步建立了芍药花药培养与植株再生技术体系, 以期为

6.5 g·L–1琼脂, pH5.8。在培养温度为(23±2)°C, 光照

芍药属其它品种的花药培养提供技术借鉴, 同时也为

强度为25 μmol·m–2·s–1, 光周期为12小时光照/12小

芍药单倍体育种工作奠定基础。

时黑暗的培养室内培养4–5周, 统计成苗数量, 计算
成苗率((成苗数量/接入的体胚总数)×100%)。

1

以上试验均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设计, 所得数据

植物材料

2019年4月15日上午10:00在洛阳农林科学院资源圃
采集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粉玉奴花蕾, 花
蕾橫径1.8–2.1 cm、纵径1.6–1.9 cm, 以顶部微露红
为宜。

2
2.1

用DPSv6.5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03软件作图。

2.4

愈伤组织及体胚发育的组织细胞学观察

将不同类型的愈伤组织分装, 用38%福尔马林:冰乙
酸:70%乙醇=5:5:90 (v/v/v)的FAA固定液固定48小时

培养基成分与培养条件

后进行石蜡包埋, 石蜡切片厚度为10 μm。用1%番红0.5%固绿染色法染色, 封片后使用Nikon ECLIPSE

外植体处理及消毒

E100显微镜观察, 用ISH数码显微摄像系统拍照, 后

将采下的花蕾放于冰盒带回实验室, 进行灭菌处理。

期不同发育阶段的体细胞胚及成苗使用数码相机拍

灭菌方法为: 剥去萼片, 用流水冲洗5分钟; 然后在

照。

超净工作台上, 用0.1% HgCl2灭菌12分钟; 最后用无

2.5

菌水冲洗3遍, 备用。

2.2

再生植株根尖细胞染色体观察

采用李懋学和陈定慧(1980)的方法进行芍药根尖细

花药愈伤组织诱导

胞染色制片观察。取再生植株的根尖, 先用对氯二苯

先用无菌镊子剥去花瓣, 然后夹住花丝取下花药,

饱和水溶液在室温下处理2–3小时, 然后用蒸馏水冲

接种至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诱导愈伤组织的基本

洗2–3次, 再用卡诺固定液固定24小时。用0.1 mol·L–1

培养基为MS培养基, 添加2,4-D (浓度分别为1、1.5

HCl在60°C水浴锅中解离8分钟, 然后用卡宝品红染

–1

和 2 mg·L ), 以 及 1 mg·L
–1

–1

NAA, 0.1 mg·L

–1

KT,

–1

30 g·L 蔗糖, 6.5 g·L 琼脂, pH5.8。每皿接种25–30

色, 最后在Nikon ECLIPSE E100显微镜下观察, 并
用ISH数码显微摄像系统拍照。

枚 花 药 , 每 个 处 理 接 种 1–2 皿 , 重 复 3 次 。 置 于
(23±2)°C的培 养室 , 黑暗 条件下培养 5–7天 , 再在
6.25 μmol·m–2·s–1光照下继续培养约100天, 记录愈

3

结果与讨论

伤组织的颜色和状态, 并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诱导

3.1

出 愈 伤 组 织 的 花 药 数 / 各 处 理 接 种 的 花 药 总 数 )×

将花药均匀接种在诱导培养基上。接种7天后, 花药

100%)。

逐渐变为浅褐色; 接种16天后, 花药顶端膨大, 或者

2,4-D浓度对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中间部位开裂, 有少许颗粒物质形成, 前期愈伤组织

2.3

体胚诱导及成苗培养

生长缓慢; 接种30天后, 花药基本全部变为褐色, 可

将愈伤组织转接到体胚诱导培养基上继代培养。体胚
–1

–1

以观察到愈伤组织从花药一端或者开裂的花药中长

KT+1.0 g·L 椰子粉+

出, 此后愈伤组织逐渐长大, 将花药包裹在内。本研

30 g·L 蔗糖+6.5 g·L 琼脂, pH5.8。统计体细胞胚诱

究表明, 不同诱导培养基中花药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有

导率((诱导出体胚的愈伤组织数量/接入的愈伤组织

所不同(表1)。在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总数)×100%)。挑选发育成熟的体细胞胚转接到成苗

的2,4-D, 随着2,4-D浓度的增加诱导率呈现先增加后

诱导培养基为MS+1 mg·L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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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4-D浓度对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平均值±标准差)

Table 1 Effects of 2,4-D concentration on anther callus
induction (means±SD)
NAA
KT
Callus induc- Callus
Medium 2,4-D
number (mg·L–1) (mg·L–1) (mg·L–1) tion rate (%) state
M1

1

1

0.1

14.7±3.64 a

Light
brown,
loose

M2

1.5

1

0.1

16.7±2.33 a

Light
brown,
loose

M3

2

1

0.1

14. 8±3.70 a Brown,
loose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KT: 激动素; NAA:
α-萘乙酸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KT: Kinetin; NAA: α-naphthalene acetic acid

下降趋势。当2,4-D浓度为1.5 mg·L–1时诱导率最高
(16.7%), 其次为2,4-D浓度为2.0 mg·L–1, 愈伤组织
诱导率为14.8%; 2,4-D浓度为1.0 mg·L–1时愈伤组织
诱导率为14.7%, 但3个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仅愈
伤组织的颜色不同。当2,4-D浓度较低(1–1.5 mg·L–1)
时, 愈伤组织均为浅褐色疏松状态, 当2,4-D浓度增
至2 mg·L–1时, 愈伤组织为褐色疏松状态。

3.2

不同类型愈伤组织的细胞学观察

图1

芍药花药愈伤组织的类型

(A) 浅褐色疏松愈伤组织(I型); (B) 褐色疏松愈伤组织(II型);
(C) I型愈伤组织的显微结构; (D) II型愈伤组织的显微结构。 短
箭头示非胚性细胞(a型), 长箭头示胚性细胞(b型)。(A), (B)
Bars=1 cm; (C), (D) Bars=100 μm
Figure 1 Types of Paeonia lactiflora anther callus
(A) Light brown loose callus (type I); (B) Brown loose callus
(type II); (C) The microstructure of type I; (D) The microstructure of type II. Short arrows refer to non-embryonic cells
(type a) and long arrows refer to embryonic cells (type b);
(A), (B) Bars=1 cm; (C), (D) Bars=100 μm

在花药愈伤组织诱导中, 获得的愈伤组织颜色存在差
异, 主要包括浅褐色疏松愈伤组织(I型) (图1A)和褐

剖镜下观察到球形胚和心形胚(图2A, B)。将愈伤组织

色疏松愈伤组织(II型) (图1B) 2种类型。将其转入体细

转接到新鲜的诱导培养基上继续培养, 可以相继观察

胞胚诱导培养基培养一段时间后, I型和II型愈伤组织

到鱼雷胚(图2C)、子叶胚(图2D)和具有胚根和胚芽的

表面或内部均出现光滑的球状物。分别对其进行细胞

成熟胚(图2E), 这一发育过程与合子胚发生途径一

学观察, 结果显示, 组成愈伤组织的细胞有2类, 一

致。将发育成熟的体胚转接到成苗培养基上培养, 子

类是细胞大、液泡大、核小、颜色较浅、排列疏松的

叶转绿, 真叶长出, 形成具有根和茎叶的完整植株

非胚性细胞(a型), 另一类是细胞小、液泡小、核大、

(图2F)。

颜色较深、排列紧密的胚性细胞(b型)。I型愈伤组织

芍药花药体细胞胚的发育具有不同步性, 即在同

内部有大量的胚性细胞, 形成分裂中心, 外围是非胚

一块胚性愈伤组织中, 会有不同发育时期的体细胞胚

性细胞(图1C); II型愈伤组织多数由非胚性细胞组成,

同时存在(图2G)。有的愈伤组织先发育形成根, 将其

有个别胚性细胞分布在愈伤组织内部(图1D)。

转入成苗培养基后, 在另一端会长出绿色芽点, 但是
很难继续长出真叶(图2H)。此外, 还发现子叶胚下胚

3.3

体细胞胚发育及植株再生

轴不生长的现象, 将其转入成苗培养基, 可以正常长

将愈伤组织分别转接到体细胞胚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出真叶, 但未形成根系(图2I)。将芍药的成熟胚转入空

40天左右。大约15天后, 愈伤组织增殖变大, 表面或

白培养基上, 可见根系生长, 但无真叶长出, 转入仅

者内部分化出淡黄色的芽状体和白色的短根, 可在解

添加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培养基后子叶会变大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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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芍药花药体细胞胚发育过程

(A) 球形胚; (B) 心形胚; (C) 鱼雷胚; (D) 子叶胚; (E) 成熟胚; (F) 再生植株; (G) 发育不同步的体胚; (H) 胚根伸长; (I) 胚芽萌
发; (J) 子叶畸形胚; (A)–(D) Bars=2 mm; (E)–(J) Bars=1 cm
Figure 2 Anther somatic embryo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aeonia lactiflora
(A) Spherical embryo; (B) Heart-shaped embryo; (C) Torpedo embryo; (D) Cotyledon embryo; (E) Mature embryo; (F) Regenerating plants; (G) Somatic embryos with unsynchronized development; (H) Radicle elongation; (I) Germ germination; (J) Malformed cotyledon embryo; (A)–(D) Bars=2 mm; (E)–(J) Bars=1 cm

亦无真叶长出, 只有在培养基中添加GA3后, 才有真
叶长出, 形成正常发育的完整植株。部分体细胞胚发
育畸形, 如子叶畸形(图2J)。畸形体胚转入成苗培养
基后, 少数能形成正常植株。
统计不同来源愈伤组织的体胚诱导率和成苗率
(图3), 结果表明, 从M1培养基中获得的愈伤组织体
胚诱导率和成苗率均最高(分别为52.1%和47.1%);
其次是来源于M2培养基的愈伤组织(体胚诱导率为
35.4%, 成苗率为36.6%); 来源于M3培养基的愈伤
组织体胚诱导率为23.3%, 成苗率为13.3%。综上, 芍
药 花 药 愈 伤 组 织 诱 导 最 适 培 养 基 为 M1, 即 MS+
1 mg·L–1 2,4-D+1 mg·L–1 NAA+0.1 mg·L–1 KT+30
g·L–1蔗糖+6.5 g·L–1琼脂。

3.4

再生植株的根尖细胞染色体观察

芍药品种粉玉奴为二倍体植物, 染色体数目为2n=
2x=10 (张建军等, 2020)。对12株花药再生植株进行

图3

芍药不同来源愈伤组织的体胚诱导率及成苗率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
Figure 3 Somatic embryo induction rate and seedling rate
of Paeonia lactiflora calli from different sources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level.

根尖细胞染色体观察, 在根尖细胞分裂相的8株花药
再生植株中, 有3株植株的根尖分别观察到6、6和7个

植株; 有4株植株的根尖分别观察到6、8、12和7个细

细胞中期分裂相, 均有5条染色体(图4A), 为单倍体

胞 中期 分裂相 , 均有 10条 染色 体(图4B), 为二倍

© 植物学报 Chinese Bulletin of Botany

李艳敏等: 芍药花药愈伤组织诱导及体细胞胚发生 447

图4

芍药再生植株根尖细胞染色体观察

(A) 单倍体; (B) 二倍体; (C) 非整倍体; (D) 染色体不对称分裂。Bars=2 μm
Figure 4 Chromosome observation of root tip cells from plant regeneration of Paeonia lactiflora
(A) Haploid; (B) Diploid; (C) Aneuploid; (D) Asymmetric chromosome division. Bars=2 μm

体植株; 1株植株仅观察到3个细胞中期分裂相, 分别

3.6

有7条、8条和8条染色体(图4C), 为非整倍体植株。

植物细胞离体培养形态发生包括2种途径, 即体细胞

此外, 还观察到在根尖细胞有丝分裂后期, 存在染色

胚发生途径和器官发生途径(李杉等, 2001)。体细胞

体不对称分裂现象(图4D)。未观察到分裂期细胞的植

胚发生途径又分为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 体细胞直接

株有4株。

诱导形成体细胞胚然后形成再生植株的途径为直接

3.5

单倍体与二倍体再生植株形态对比

讨论

途径,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合子胚的胚性细胞继续分裂
及萌发中; 间接途径需要先诱导愈伤组织, 然后再诱

将获得的单倍体和二倍体再生植株在相同条件下继

导产生体细胞胚进行植株再生(魏冬霞等, 2018)。本

代培养3个周期后, 观察其生长状况(图5), 并统计每

研究中, 芍药花药是经过愈伤组织诱导体细胞胚再生

株苗的根系和叶片生长指标, 分别计算单倍体和二

的间接途径, 因此, 获得胚性愈伤组织是进行体细胞

倍体再生植株各项指标的平均值。结果表明, 单倍体

胚诱导再生的关键。不同物种诱导获得的胚性愈伤组

植株叶片数量介于2–5片, 平均3.3片; 叶柄粗, 平均

织 其 颜 色 形 态 也 不 相 同 。 香 樟 (Cinnamomum

长2.93 cm; 平均根数11条, 平均根长6.33 cm, 3株

camphora)胚性愈伤组织为白色, 表面散布淡黄色颗

再生植株基部均分化出新芽。二倍体植株叶片数量介

粒, 非胚性愈伤组织多为灰色、白色或深黄色(荆茹月

于2–6片, 平均4.25片; 叶柄细, 平均长5.75 cm, 平

等, 2020); 唐菖蒲(Gladiolus hybridus)中的黄白色致

均根数2条; 平均根长8.67 cm, 仅有1株基部分化出

密愈伤组织为胚性愈伤组织, 浅黄色偏白疏松愈伤组

新芽。

织为非胚性愈伤组织(吴健等, 2012)。采用芍药茎段
诱导出的淡黄色致密型、白色透明型、淡黄色松散型
和淡黄色水润型4类愈伤组织中, 淡黄色水润型愈伤
组织为胚性愈伤组织, 可发育到心形胚阶段(魏冬霞
等, 2018)。通过组织细胞学观察, 发现胚性愈伤组织
的细胞存在共性, 即细胞体积小, 细胞质浓、细胞核
大, 液泡较少或无液泡, 具有旺盛的分裂能力。在本
研究中, 我们获得了两类芍药花药愈伤组织, 即浅褐
色和褐色疏松愈伤组织。经组织细胞学观察, 发现浅

图5

芍药单倍体与二倍体再生植株对比

褐色疏松愈伤组织内部存在胚性细胞团, 具有较高的

(A) 单倍体植株; (B) 二倍体植株。Bar=10 mm

分裂活性, 可以诱导体细胞胚; 褐色愈伤组织多数由

Figure 5 Comparison of haploid and diploid plants of Paeonia lactiflora
(A) Haploid plants; (B) Diploid plants. Bar=10 mm

非胚性细胞组成, 在体胚诱导培养基上也能分化形成
体细胞胚, 表明非胚性细胞在适宜的培养条件下可向
胚性细胞转化, 这与菠萝(Ananas comosus)愈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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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体细胞胚起源过程相似。将菠萝的非胚性愈伤组织

但是产生的愈伤组织分化能力却显著降低(朱向涛等,

转入体胚诱导培养基后, 愈伤组织中会先出现一些胚

2010a)。也有研究表明, 2,4-D在体胚诱导中的作用具

性细胞, 然后单个胚性细胞分裂形成原胚(何业华等,

有阶段性, 即在诱导胚性愈伤组织阶段均须添加, 而

2010)。

在胚性愈伤组织向体细胞胚和成熟植株发育时, 不需

植物体细胞胚胎的发育过程与合子胚的发育过

要添加2,4-D (冯大领等, 2009)。本研究中, 仅在愈伤

程相似, 历经球形胚、心形胚、鱼雷胚、子叶胚到成

组织诱导阶段添加不同浓度的2,4-D, 在体胚诱导及

熟胚。自然条件下, 芍药属植物(牡丹和芍药)的种子

成苗培养基中均未添加。研究发现, 2,4-D不仅影响花

具有较特殊的休眠特性, 即下胚轴休眠和上胚轴休眠

药愈伤组织诱导率, 同时对愈伤组织的体胚及成苗诱

双重休眠(郑相穆等, 1995; 金飚等, 2006; 张捷等,

导也有影响。随着2,4-D浓度的增加, 体胚诱导率和成

2018)。郑相穆等(1995)发现凤丹(P. ostii)种子萌发需

苗率均降低, 这与百合(Lilium brownii var. viridulum)

要经过严格有序的后熟、长根和长芽3个阶段, 种子

花药培养相似。百合花药愈伤组织的分化能力受诱导

采收后要经过40天的生理后熟过程, 胚才分化完成;

培养基中2,4-D浓度的影响, 2,4-D浓度升高导致愈伤

在25°C条件下, 胚根生长, 为暖温长根阶段; 在5°C

组织的分化能力降低(褚云霞等, 2001)。花药离体培

条件下, 胚芽生长, 为低温春化长芽阶段。上胚轴休

养时, 花药壁、药隔和花丝等体细胞愈伤组织和花粉

眠需要低温或者赤霉素处理才能打破。在芍药体细胞

愈伤组织可能同时存在。单倍体愈伤组织在植株再生

胚胎发育过程中, 也存在胚根和胚芽发育不同步现

过程中染色体自发加倍, 从而发育成双单倍体植株,

象, 即花药胚胎发育到子叶胚后, 继续在培养室中培

因此花药植株存在倍性混乱、多倍体植株来源不明等

养, 胚根伸长, 但是胚芽无变化, 只有放入培养箱进

问题(李允菲等, 2016)。红掌(Anthurium andraeanum)

行4–8°C低温处理或者在培养基中添加GA3后, 胚芽

花药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后,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13

才会长出真叶。培养基中只添加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

株再生植株的倍性, 结果表明, 其中单倍体植株8株,

子叶会增粗, 但未长出真叶。说明芍药体细胞胚中胚

二倍体植株5株(田丹青等, 2020)。百合花粉植株经根

芽处于休眠状态, 打破其休眠与打破种子上胚轴休眠

尖压片观察, 发现单倍体约占25%, 二倍体约占75%

需要的条件一致。这与周秀梅等(2009)的研究结果一

(褚云霞等, 2001)。本研究获得的芍药花药植株同样

致, 即牡丹体胚存在上胚轴休眠现象, 在3–5°C条件

存在倍性复杂的情况。对再生植株进行根尖细胞染色

下, 2个月后形成芽。在芍药花药体细胞胚的发育过程

体鉴定, 发现12株植株中, 有3株是单倍体, 说明其

中, 多数体细胞胚遵循胚根先萌发胚芽后萌发的生长

来源于花粉细胞; 二倍体有4株, 其来源可能是体细

顺序, 但是也有少数体胚的胚根未萌发, 转入成苗培

胞转化, 也可能是花药异常减数分裂直接形成的二倍

养基后, 胚芽萌发长出真叶, 这与种子胚的萌发有所

体花粉, 或者愈伤组织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自然加

不同。在打破芍药种子休眠的过程中发现, 只有先打

倍, 需要采用SSR标记分析确定再生植株的纯合性。

破下胚轴休眠再打破上胚轴休眠, 种子才能萌发(张

本研究筛选到芍药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的最适培养

捷等, 2018)。这可能是由于在离体培养条件下, 外源

基为MS+1 mg·L–1 2,4-D+1 mg·L–1 NAA+0.1 mg·L–1

激素的存在使芍药体细胞胚在胚根未生长的条件下

KT+30 g·L–1蔗糖+6.5 g·L–1琼脂, 获得的愈伤组织能

胚芽能够继续生长。

够诱导体细胞胚发生, 得到单倍体植株, 初步建立了

植物花药离体培养存在愈伤组织诱导分化难的

芍药花药培养及植株再生技术体系, 可为芍药属其它

问题。愈伤组织培养初期, 一定浓度的生长素类物质

品种的花药培养提供技术借鉴。获得的再生植株是遗

是诱导脱分化、愈伤组织生长及胚性细胞形成的必要

传学研究和育种工作的重要材料。

条件。2,4-D是诱导胚性愈伤组织的重要激素(崔凯荣
等, 2000; 张文婷等, 2019), 但其也是导致遗传和表
观遗传变异的原因之一(von Arnold et al., 2002); 同
时, 2,4-D还会影响愈伤组织的分化能力。牡丹花药愈
伤组织的诱导频率随着2,4-D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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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us Induction and Somatic Embryogenesis in Anther
Culture of Paeonia lactiflora
Yanmin Li, Hui Jiang, Zhenzhu Fu, Jing Zhang, Xin Yuan, Huijuan Wang, Jie Gao
Xiaoyu Dong, Limin Wang, Hechen Zhang*
Hort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anthers of Paeonia lactiflora cv. ‘Fenyunu’ 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2,4-D on callus induction, somatic embryogenesis and plant regeneration. The cell composition of callus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matic embryos were observed with cytohistological method, and the ploidy of regenerated
plants was identified using root tip squas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itable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of P.
lactiflora anther was MS+1 mg·L–1 2,4-D+1 mg·L–1 NAA+0.1 mg·L–1 KT+30 g·L–1 sucrose+6.5 g·L–1 agar, and the callus
induction rate was 14.7%. The callus was transferred to somatic embryo induction medium and underwent stages of
spherical embryo, heart-shaped embryo, torpedo embryo and cotyledon embryo, and the somatic embryo induction rate
was 52.1%. Genuine leaves germinated in seedling medium and complete plants were obtained, and the seedling rate
was 47.1%. Haploid and diploid plants were identified using root tip squash method. The study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a
culture system to implement plant regeneration through somatic embryogenesis, which also provided reference protocol
for anther culture of other varieties of Paeonia. Regenerated plants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genetic research and
haploid breeding of P. lacti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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