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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莲组织培养的器官发生途径研究
陈　 瑶， 刁　 瑕， 宦云敏， 杜阳春， 李　 维， 何　 兵∗

（ 四川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１０１ ）

摘　 要： 为探究小檗科植物八角莲组织培养的器官发生方式，该研究以八角莲离体叶片、叶柄在 ＭＳ 培养基上

诱导产生的愈伤组织、不定芽、不定根为对象，用连续石蜡切片技术分析八角莲组织培养的器官发生途径。 结

果表明：八角莲愈伤组织形成的解剖学特征是靠近表皮的薄壁细胞经激素刺激恢复分裂能力，继续培养形成

拟分生组织。 拟分生组织可形成许多分化中心。 通过对八角莲组织培养产生的不定芽细胞组织学观察发现

芽原基起源于愈伤组织外侧的几层薄壁细胞，芽原基背离愈伤组织中央生长形成不定芽，故八角莲脱分化形

成的芽起源方式为外起源。 而八角莲的根原基起源于组织深处髓部薄壁细胞和部分维管形成层细胞，进而形

成类似球形或楔形并朝韧皮部突起的根原基轮廓，根原基继续发育会突破表皮生成不定根，起源方式为内起

源。 八角莲离体再生途径为器官发生型，在组培苗生长过程中先诱导形成不定芽，再诱导形成不定根，在愈伤

组织上形成维管组织将不定芽和不定根连接成完整植株。
关键词： 八角莲， 不定芽， 不定根， 组培苗， 石蜡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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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角莲（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又名旱八角、金魁莲

是中国特有濒危保护植物，属于小檗科 （ Ｂｅｒｂｅｒｉ⁃
ｄａｃｅａｅ）鬼臼属（Ｄｙｓｏｓｍａ），主要分布在浙江、湖南、
湖北、云南、四川等地（中国植物志，２００１）。 八角莲

药用价值高，能抑制多种细菌（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治疗蛇毒咬伤、关节酸痛、半身不遂等疾病（中国植

物志，２００１）。 八角莲的有效成分黄酮类化合物、鬼
臼毒素等具有抗病毒、抗肿瘤等作用（陈日道等，
２０１６），尤其用于治疗食道癌、子宫癌（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前列腺癌等（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近年来，适
合八角莲生存的阴暗潮湿生境被强烈破坏，导致八

角莲栖息地面积逐渐减小，野生八角莲分布地区和

数量锐减，再加上人们长期对野生八角莲无规律采

挖，最终导致野生八角莲资源濒于灭绝。 因此必须

尽快建立八角莲人工高效繁殖体系。
目前，八角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种质资源、

化学成分、药用价值、离体快繁等方面。 八角莲离

体快繁是解决野生八角莲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之

一，很多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成功建立了八角莲再生

体系。 但已有研究都是从外植体选择、培养基种

类、激素种类及其配比等方面入手，目前未发现有

研究者对八角莲离体器官的形态发生途径进行研

究。 因此，本研究以八角莲叶柄、叶片为外植体进

行组织培养，以获得组培苗。 运用形态学观察和解

剖学方法对八角莲组培苗器官发生途径进行研究，
目的在于揭示八角莲离体培养器官发生途径和植

株再生规律；探索八角莲植株高效再生的培养方式

和培养条件；用于指导八角莲种苗生产；同时也为

研究鬼臼属植物离体再生规律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时间、地点

实验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在四川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进行。
１．１．１ 材料　 本研究使用的外植体为八角莲离体叶

片和叶柄，引种自四川省峨眉山，移栽在四川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基地生物园中。
１．１．２ 方法

１．１．２．１ 八角莲组织培养　 八角莲组织培养分为三

个步骤。 第一，在培养基（Ａ）中诱导外植体（叶柄、
叶片）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第二，在培养基（Ｂ）中
诱导愈伤组织再分化形成芽；第三，在生根培养基

（Ｃ）中诱导芽生根（具体配方见表 １）。 培养条件：
温度为（２２ ± １）℃，光照时间为 １４ ｈ·ｄ⁃１，湿度为

７５％，光照强度为１ ０００ ｌｘ。

表 １　 不同阶段八角莲的组织培养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培养基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配方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 愈伤培养基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ｃａｌｌｕｓ

ＭＳ＋ＴＤＺ ０．４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 ＋
Ｖｃ １５０ ｍｇ·Ｌ⁃１

Ｂ： 分化培养基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Ｓ＋６⁃ＢＡ ４．０ｍｇ·Ｌ⁃１ ＋ＩＢＡ ０．２ｍｇ·Ｌ⁃１ ＋
ＮＡＡ １．０ｍｇ·Ｌ⁃１＋Ｖｃ １５０ ｍｇ·Ｌ⁃１

Ｃ： 生根培养基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 １ ／ ２ＭＳ＋ＩＢＡ ０．３ｍｇ·Ｌ⁃１＋Ａｃ ０．７ｇ·Ｌ⁃１

　 注： 培养基均含有 ３０ ｇ·Ｌ⁃１的蔗糖和 ７ ｇ·Ｌ⁃１的琼脂。
　 Ｎｏｔ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３０ ｇ · Ｌ ⁃１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ａｎｄ ７ ｇ · Ｌ ⁃１ ａｇ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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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诱导叶片形成愈伤组织的形态学变化　 Ａ． 叶片增大且边缘卷曲； Ｂ． 叶脉切口处膨大；
Ｃ． 叶片切口处形成颗粒状愈伤组织； Ｄ． 愈伤组织。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ｌｌｕ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Ａ． Ｌｅａｖ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ｃｕｒｌ； Ｂ． Ｃ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ｖｅｉｎｅｓ ａｒｅ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Ｃ．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ｃｕｔ． Ｄ． Ｃａｌｌｕｓ．

图 ２　 诱导叶炳愈伤组织形成的形态学变化　 Ａ． 叶柄弯曲； Ｂ． 叶柄切口膨大；
Ｃ． 叶柄切口处形成颗粒状愈伤组织； Ｄ． 愈伤组织。

Ｆｉｇ．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ｌｌｕ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Ａ．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ｃｕｒｖｅｄ； Ｂ． Ｃ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Ｃ．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ｃｕｔ； Ｄ． Ｃａｌｌｕｓ．

１．１．２．２ 形态学和解剖学观察　 从外植体接入培养

基开始，每隔一周观察外植体形态变化。 当愈伤组

织产生时，取样做石蜡切片，直到形成完整植株。
石蜡切片用番红－固绿染色，在 Ｌｅｉｃａ ＤＭ ３０００ 显微

镜下进行解剖学观察并拍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诱导形成愈伤组织

２．１．１ 八角莲愈伤组织形成的形态学观察　 外植体在

培养基 Ａ 中培养 ３０～３５ ｄ，叶片明显增大并且边缘向

上卷曲（图 １：Ａ），叶柄弯曲（图 ２：Ａ）。 延长培养到

４０～４５ ｄ，叶脉开始膨大、叶片增厚（图 １：Ｂ）；叶柄切

口处膨大（图 ２：Ｂ），表明此时细胞已开始增殖。 培养

到第 ５５～６５ 天可在叶片、叶柄切口处脱分化形成颗

粒状、淡黄绿色的愈伤组织（图 １：Ｃ；图 ２：Ｃ），但愈伤

组织生长缓慢。 继续培养，可产生一团淡绿色或淡黄

色、有光泽的愈伤组织（图 １：Ｄ；图 ２：Ｄ）。
２．１．２ 八角莲愈伤组织形成的解剖学特征　 观察八

角莲愈伤组织石蜡切片发现靠近表皮的薄壁细胞

在激素刺激下逐渐脱分化恢复分裂能力，分裂产生

的细胞体积小，细胞核染色较深，细胞无规则，细胞

间隙大且缺少有组织的结构（图 ３：Ａ）。 继续培养，
恢复分裂能力的细胞快速进行有丝分裂（图 ３：Ｂ），
形成分生细胞团，分生细胞团内部细胞之间无间

隙，细胞体积稍小，分生细胞团之间存在空泡状细

胞（图 ３：Ｃ）。 有的愈伤组织在激素刺激下产生拟

分生组织（图 ３：Ｄ，Ｅ，Ｆ）。 这些分生细胞团和拟分

生组织对八角莲后期的器官形成和输导组织分化

有重大作用。
分生细胞团中的部分细胞开始分化，细胞纵向

生长，细胞侧壁不同程度加厚，原生质体分解，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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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愈伤组织形成的显微解剖结构　 Ａ． 靠近表皮层恢复分裂能力的几层细胞； Ｂ． 表示进行有丝分裂的细胞； Ｃ． 分生

细胞团； Ｄ－Ｆ． 拟分生组织。 ｐｃ． 薄壁细胞； ｍｃ． 有丝分裂细胞； ｍｃｍ． 分生细胞团； ｖｃ． 空泡状细胞； ｍｅ． 拟分生组织。
Ｆｉｇ． ３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ｃａｌｌｕｓ　 Ａ．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ｇａｉ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ｔｏｓｉｓ； Ｃ．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ｍａｓｓ；
Ｄ－Ｆ．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ｏｉｄ； ｐｃ． 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ｍｃ． Ｍｉ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ｓ； ｍｃｍ．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ｍａｓｓ； ｖｃ． Ｖａｃｕｏｌａｔｅｄ ｃｅｌｌｓ； ｍｅ．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ｏｉｄ．

图 ４　 愈伤组织中的输导组织　 Ａ－Ｂ． 分生细胞团中的导管； Ｃ． 拟分生组织中的筛管；
ｔｒ． 导管； ｔａ． 环纹状导管； ｔｔ． 螺纹状导管； ｓｔ． 筛管。

Ｆｉｇ． 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ｌｕｓ　 Ａ－Ｂ． Ｔｒａｃｈ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ｍａｓｓ； Ｃ． Ｓｉｅｖｅ ｔｕｂ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ｏｉｄ；
ｔｒ． Ｔｒａｃｈｅａ； ｔａ． Ｔｒａｃｈｅ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ｓ； ｔｔ． Ｔｒａｃｈｅ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ａｄｅ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ｓ； ｓｔ． Ｓｉｅｖｅ ｔｕｂｅ．

细胞之间的细胞横壁溶解，最终分化形成导管（图
４：Ａ，Ｂ）；有些拟分生组织还会分化形成筛管，伴胞

清晰可见（图 ４：Ｃ）。 导管和筛管等输导组织对愈

伤组织的水分和营养物质运输起重要作用。 拟分

生组织可形成许多分化中心，并且可在愈伤组织近

表层形成芽原基。
２．２ 诱导分化不定芽

２．２．１ 八角莲不定芽形成的形态学观察　 将八角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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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定芽形成过程的形态学变化　 Ａ． 从愈伤组织上诱导出的不定芽； Ｂ． 不定芽分化出叶片； Ｃ－Ｄ． 丛生芽。
Ｆｉｇ． ５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ｎｇ 　 Ａ．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ｌｕｓ；

Ｂ．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ｌｅａｖｅｓ； Ｃ－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ｂｕｄ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ｌｕｓ．

图 ６　 芽原基形成的显微结构　 Ａ． 原始芽原基； Ｂ－Ｃ． 芽原基； Ｐｂｐ． 原始芽原基； ｂｐ． 芽原基； ｐｄ． 表皮。
Ｆｉｇ． ６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ｂｕｄ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ｂｕｄ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Ｂ－Ｃ． Ｂｕｄ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ｐｂｐ．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ｂｕｄ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ｂｐ． Ｂｕｄ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ｐｄ． Ｐｒｏｔｏｄｅｒｍ．

愈伤组织转接至培养基 Ｂ 中，培养 ２５ ～ ３０ ｄ 发现在

呈块状、结构紧致，表面粗糙、颜色偏暗的愈伤组织

块上很难诱导出不定芽，在呈淡黄绿色的颗粒状愈

伤组织上才能诱导分化出不定芽（图 ５：Ａ），延长培

养，不定芽分化出叶片（图 ５：Ｂ），继续培养 ２０ ｄ 左

右可形成丛生芽（图 ５：Ｃ，Ｄ）。
２．２．２ 八角莲不定芽形成的解剖学特征 　 愈伤组织

转入诱导分化培养基（Ｂ）３０ ｄ 后，每隔 ５ ｄ 取一次

样做石蜡切片，连续做 ７ 次。 在此过程中发现八角

莲组织培养产生的芽原基起源于愈伤组织外侧的

几层薄壁细胞，这些能够分化形成芽原基部位的愈

伤组织最外层有一层表皮细胞。 这层表皮细胞呈

长方形，细胞排列紧密，无间隙。 这层表皮细胞以

内的几层细胞薄壁细胞进行垂周分裂，产生的细胞

不规则，细胞体积小，但是细胞核明显，细胞排列紧

密，无间隙。 垂周分裂产生的细胞形成新的生长

点，即原始芽原基（图 ６：Ａ），原始芽原基的生长点

背离愈伤组织中央，随着细胞加速分裂可形成明显

的芽原基（图 ６：Ｂ，Ｃ）。 这些芽原基在培养基（Ｂ）中
培养会分化出不定芽。

不定芽在生长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形态。 有

的芽原基直接分裂分化形成融合的不定芽（图 ７：
Ａ）；有的不定芽的顶端分生组织直接向外生长（图
７：Ｂ）；部分不定芽由两片叶原基保护着向外生长

（图 ７：Ｃ）；有的不定芽由封闭的叶原基包裹 （图 ７：
Ｄ－ａ）；有的芽原基会形成酒杯状的不定芽（图 ７：Ｄ－
ｂ）；也有由叶原基保护的圆屋顶状的顶点分生的不

定芽（图 ７：Ｅ）；有的芽原基形成具有多层幼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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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形态不定芽的显微结构　 Ａ． 融合不定芽； Ｂ． 不定芽； Ｃ． 有两片叶原基保护的不定芽； Ｄ． 酒杯状

不定芽； Ｅ． 有圆屋顶状的不定芽： Ｆ． 含多层幼叶的不定芽； ｆａｓ． 融合不定芽； ａｓ． 不定芽； ｌｐ． 叶原基。
Ｆｉｇ． ７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Ａ． Ｆｕｓｅｄ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 Ｂ．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Ｃ．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ｌｅａｆ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Ｄ．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ｕｐ ｓｈａｐｅ； Ｅ．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ｍｅ ｓｈａｐｅ；
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ｆ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ｆａｓ． Ｆｕｓｅｄ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 ａｓ．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ｌｐ． Ｌｅａｆ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图 ８　 不定芽顶端分生组织细胞的显微结构　 Ａ－Ｃ． 不定芽顶端分生组织． ｐｄ． 表皮； ｍｃ． 分生细胞。
Ｆｉｇ． ８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 ａｐｉｃａｌ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Ａ－Ｃ．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 ａｐｉｃａｌ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ｓ． ｐｄ． Ｐｒｏｔｏｄｅｒｍ； ｍｃ．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ｅｌｌ．

构（图 ７：Ｆ）。 由此可知八角莲愈伤组织分化形成的

芽是不定芽，其起源方式为外起源，发生方式属于

器官发生型。
虽然诱导分化的不定芽有不同的形态，但不定

芽顶端分生区的细胞有相同的解剖学特点。 其表

皮层细胞近方形，细胞体积小，细胞壁薄，细胞核

大，细胞质稠密，无液泡，细胞排列紧密，细胞之间

的间隙小甚至无间隙。 表皮层内的细胞近圆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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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不定芽中的维管组织　 Ａ－Ｄ． 不定芽中的螺纹状筛管； Ｅ－Ｆ． 不定芽中的维管束； ｓｔｔ． 螺纹状筛管； ｖｂ． 维管束。
Ｆｉｇ． ９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Ａ－Ｄ． Ｓｉｅｖｅ ｔｕｂ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ａｄｅ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Ｅ－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ｕｎｄｌｅ ｉｎ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ｕｄｓ； ｓｔｔ． Ｓｉｅｖｅ ｔｕｂ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ａｄｅ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ｓ； ｖｂ．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ｕｎｄｌｅ．

图 １０　 不定根形成的形态学变化　 Ａ． 愈伤组织上的瘤状突起； Ｂ－Ｃ． 瘤状突起发育为不定根；
Ｄ． 炼苗驯化后的根系． ｔｐ． 瘤状突起。

Ｆｉｇ． １０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ｎｇ　 Ａ． Ｔｕｍｏｒ ｌｉｋ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ｃａｌｌｕｓ； Ｂ－Ｃ． Ｔｕｍｏｒ
ｌｉｋ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ｏ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 Ｄ．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ｔｐ． Ｔｕｍｏｒ ｌｉｋ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胞核较大，细胞质稠密，细胞间略有间隙。 但是随

着细胞不断远离不定芽顶端分生组织，细胞核逐渐

变小，细胞质减少，细胞间隙加大，细胞体积变大，
达到一定程度后细胞不再变化（图 ８：Ａ，Ｂ，Ｃ）。

在八角莲芽原基发育为不定芽的过程中，不定

芽内的细胞逐渐分化形成螺纹状的筛管（图 ９：Ａ，
Ｂ，Ｃ，Ｄ），维管束（图 ９：Ｅ，Ｆ）。 这些维管组织在不

定芽生长过程中为其运输必需的水分和营养物质。
２．３ 诱导八角莲不定芽生根

２．３．１ 八角莲不定芽生根的形态学观察 　 丛生芽在

培养基（Ｃ）中培养 １０ ｄ 左右，不定芽基部的愈伤组

织上出现白色瘤状凸起（图 １０：Ａ），继续培养 ８ ｄ 左

右白色瘤状凸起发育形成不定根 （图 １０：Ｂ，Ｃ），
待根系继续生长５ｄ左右既可以进行移栽，移栽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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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不定根形成的显微结构　 Ａ． 愈伤组织内的薄壁细胞恢复分裂能力； Ｂ． 根原基； Ｃ． 不定根顶端分生组织；
Ｄ． 不定根． ｖｃ． 维管形成层； ｐｒｂ． 原始根原基； ｐｃ． 薄壁细胞； ｓａｍ． 不定根顶端分生组织； ａｒ． 不定根。

Ｆｉｇ． １１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Ａ．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ｇａｉ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ｌｌｕｓ； Ｂ． Ｒｏｏｔ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Ｃ． Ｓｈｏｏｔ ａｐｉｃａｌ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Ｄ．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ｖｃ．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ａｍｂｉｕｍ； ｐｒｂ．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ｏｏｔ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

ｏｆ ｂｕｂｉｌ； ｐｃ． 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ｓａｍ． Ｓｈｏｏｔ ａｐｉｃａｌ ｍｅｒｉ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ａｒ．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图 １２　 不定根中的维管组织　 Ａ－ａ， Ｂ． 连接愈伤组织与不定根的导管；
Ａ－ｂ， Ｃ． 不定根中的导管； Ｄ－Ｉ． 愈伤组织中的导管． ｔｒ． 导管。

Ｆｉｇ． １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Ａ－ａ， Ｂ． Ｔｒａｃｈｅａ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ｌｌｕ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Ａ－ｂ，Ｃ． Ｔｒａｃｈｅａ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Ｄ－Ｉ． Ｔｒａｃｈｅａ ｏｆ ｃａｌｌｕｓ． ｔｒ． Ｔｒａｃｈ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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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苗根系可正常生长。 （图 １０：Ｄ）。
２．３．２ 不定芽生根过程的细胞组织学观察　 将 ２ ～ ３
ｃｍ 高的不定芽接入生根培养基 Ｃ 中，每隔 ３ ｄ 取样

做石蜡切片，共取 ５ 次样。 观察大量石蜡切片发现

愈伤组织深处的髓部薄壁细胞首先再分化产生新

的薄壁细胞，新薄壁细胞构成维管形成层。 维管形

成细胞的细胞质浓、细胞核染色较深（图 １１：Ａ）。
薄壁细胞经过多次有丝分裂，形成层加宽，有些地

方出现染色比其他区域稍深的细胞团。 这些细胞

团排列紧密，细胞体积小，细胞质浓，细胞核相对较

大。 这些细胞团具有强烈的分裂能力，可分裂分化

形成类似球形或楔形并朝韧皮部突起的根原基轮

廓，同时表皮细胞溶解。 在后期的切片中可观察到

原始根原基（图 １１：Ｂ），此生长点可形成根原基。 根

原基形成的顶端分生组织明显，细胞分裂能力旺

盛，不断向外生长。 中后部细胞染色变浅，分生能

力减弱，逐渐变成薄壁细胞（图 １１：Ｃ），直到形成完

整的不定根（图 １１：Ｄ）。 根原基起始于愈伤组织深

处的薄壁细胞，可见八角莲离体组织培养的根起源

方式为内起源，生成的根为不定根。
不定根顶端分生组织的部分薄壁细胞可分化

形成导管（图 １２：Ａ－ｂ，Ｃ），愈伤组织中的一些薄壁

细胞也分化形成导管（图 １２：Ａ－ａ，Ｂ），并且与不定

根中的导管相连。 这些导管可以将愈伤组织中的

水分运输到不定根中，为不定根的生长提供充足的

水分和矿物质。 在形成不定根的愈伤组织上还发

现了更完整、更庞大的维管组织（图 １２：Ｄ，Ｅ，Ｆ，Ｇ，
Ｈ，Ｉ），这些维管组织不仅与不定芽中的维管组织相

连，还和不定根中的维管组织相连。 这样不定芽与

不定根就通过维管组织连接形成完整植株。 这些

维管组织不仅可以将愈伤组织中的营养物质运输

到不定芽和不定根中去。 还可将不定根从土壤里

吸收的水分、无机盐等物质运输到植株的各个部

位，从而提高八角莲组培苗移栽成活率。

３　 讨论与结论

植株离体再生途径包括体细胞胚发生途径和

器官发生途径（薛银芳等，２０１２）。 观察八角莲组培

苗器官的形态学发育过程和各发育阶段解剖学特

征可知：八角莲离体再生途径属于器官发生途径中

的器官发生型，在激素的刺激下先以外起源的方式

形成不定芽，再以内起源的方式形成不定根。 在八

角莲组织培养三个阶段中诱导外植体脱分化形成

愈伤组织需要 ７０ ｄ 左右，愈伤组织形成后增殖缓

慢。 愈伤组织再分化形成不定芽需 ３０ ｄ 左右，继续

培养 ２０ ｄ 左右可形成大量丛生芽，并在其内部产生

大量维管组织，为后期组培苗运输水分和营养物质

奠定基础。 不定芽生根过程仅需要 １５ ｄ 左右。 在

八角莲规模化的生产中建议先在分化培养基（Ｂ）中
大量诱导形成丛生芽，再诱导丛生芽生根，此方法

可节约种苗生产时间。 不定根形成后应在生根培

养基（Ｃ）中继续培养 ５ ｄ 左右，以便不定根中的输

导组织和不定芽中的输导组织连接成一个整体，从
而提高组培苗移栽成活率。 在实验中还发现板结

致密的愈伤组织不易诱导形成不定芽，在后期实验

中应调节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的种类及使用比例，
以诱导形成淡黄绿色的颗粒状胚性愈伤组织，以便

更好更快地诱导形成不定芽。
３．１ 不定芽发生途径

根据解剖学研究分析可得出八角莲愈伤组织

再分化途径为器官发生途径：即在愈伤组织不同部

位分别形成不定芽、不定根，然后不定芽和不定根

通过维管组织连接形成完整组织。 这与亚洲百合

的花丝离体再生途径相似（姚绍嫦等，２００９）。 关于

体细胞脱分化形成的拟分生组织先发育形成芽原

基，随后再形成叶原基；还是先形成叶原基后再形

成芽原基；或者芽原基和叶原基同时形成等问题存

在争议（蔡润等，２００２；Ｂｏｗｍａｎ ＆ Ｅｓｈｄ，２０００；Ｂａｒｔｏｎ
＆ Ｐｏｅｔｈｉｎｇ，１９９３）。 由图 ６：Ａ，Ｂ，Ｃ 可知八角莲离体

植株再生是先形成芽原基，芽原基发育为不定芽时

会有叶原基形成（图 ７：Ｃ，Ｄ⁃ａ，Ｅ，Ｆ），但并非所有不

定芽都伴有叶原基（图 ７：Ａ，Ｂ，Ｄ⁃ｂ）。
３．２ 不定根发生途径

根原基产生部位常有形成层、皮层薄壁细胞、
韧皮部、髓射线细胞、愈伤组织（Ｆａｈｎ，１９９７），并分

为潜伏根原基和诱生根原基（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４）。 通过对

八角莲不定根发生过程的解剖学研究发现，八角莲

愈伤组织中无潜伏根原基存在，形成不定根的诱生

根原基是在生长素 ＩＢＡ 诱导下才形成。 生长素 ＩＢＡ
在诱导不定根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如铁棒锤（陈
红刚等，２０１６）、金铁锁（李斌等，２０１６）不定根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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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 ＩＢＡ 密切相关。 八角莲组培苗不定根的根

原基起源于愈伤组织深处的髓部薄壁细胞。 这些

细胞分裂分化形成类似球形或楔形并朝韧皮部突

起的根原基轮廓、根原基、最终形成不定根。 李志

军和于军（２００２）发现田旋花不定根起源于维管形

成细胞。 于宏等（２００８）研究表明珍稀药用植物杏

香兔耳风组培苗的根原基源于髓射线分生细胞，也
属于诱导根原基。 其根系发育过程可分为髓射线

分生细胞分化、形成根原基、形成不定根三个阶段。
紫花含笑组培苗在诱导生根前不含根原始体，根原

基起始于髓射线与形成层交接处的薄壁细胞（宋晓

琛等，２０１４）。 本研究结果表明八角莲组培苗生根

过程还与油茶（吴幼媚等，２０１３）、铁线莲（张启香

等，２０１０）等组培苗形成不定根的过程相似。
Ｓａｌａｊ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发现亚麻愈伤组织中的分生

结节在合适的培养条件下可直接形成器官，也可以

诱导形成体细胞胚。 吴泽等（２０１４）发现百合的胚

性愈伤组织上的分生结节就可发育为体细胞胚。
在八角莲离体器官发生过程中发现愈伤组织中存

在分生结节，在后期的研究中可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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