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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玫红百合(Lilium amoenum Wilson ex
Sealy)。
2 材料类别 幼嫩子房、叶片和鳞片。

3 培养条件 (1)子房和叶片诱导培养基: MS+6-BA
1.0 mg·L-1 (单位下同)+KT 1.0+NAA 0.3+30 g·L-1蔗

糖; (2)鳞片诱导培养基: MS+6-BA 0.5+NAA 0.1+30
g·L-1蔗糖; (3)继代增殖培养基: MS+6-BA 0.3+NAA
0.1+30 g·L-1 蔗糖; (4)试管鳞茎诱导培养基: MS+
IBA 1.0+60 g·L-1 蔗糖。在培养基(1)~(3)中进行诱导

和继代培养时需光照, 光照强度为 40~50 μmol·m-2·
s-1, 光照时间为 8~10 h·d-1; 在培养基(4)中进行试管

鳞茎的诱导培养时, 暗培养, 并在培养基中添加0.2%
的活性炭。在上述所有培养中, 培养基的 pH 均为

5.8, 培养温度为(25±2) ℃。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外植体的选择和消毒  采取谢花后 10~15 d 的

幼嫩子房和嫩叶, 用 75% 的酒精擦拭消毒后, 再用

0.1% 升汞溶液消毒 10 min, 无菌水漂洗 2 次。待

植株完全休眠后, 采收种球并剥留中层和内层鳞片,
在洗涤剂溶液中摇洗并用清水漂洗, 之后在0.2%的

升汞溶液中消毒 20 min, 再在 3% 的次氯酸钠溶液

消毒 15 min, 无菌水漂洗 2 次。

4.2  不定芽和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已消毒材料分别

接种于培养基(1)和(2)中, 子房横切成 3~4 mm 的

小段, 鳞片切后留下半部分。叶片和子房诱导培养

40~60 d 后产生愈伤组织和不定芽, 鳞片培养 30 d
后基部产生不定芽和愈伤组织, 子房、叶片、鳞

片的诱导率分别为 28.9%、34.6%、69.4% (图
1 ~3 )。
4.3  继代增殖  将在培养基(1)和(2)中诱导产生的不

定芽和愈伤组织转接到继代培养基(3)中培养, 愈伤

组织培养 20~30 d分化不定芽, 可继续转接到继代

增殖培养基(3)中进行继代增殖, 不定芽的增殖率可

以达到 3.1 倍。

图 1  玫红百合子房诱导产生不定芽和愈伤组织

图 2  玫红百合叶片诱导产生不定芽和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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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后萌芽, 再经过 2 年的培育可以形成新的开花种

球。

5  意义与进展  玫红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钟花组一

种珍贵的百合资源, 为云南特有植物。分布在云南

昆明、大理、禄劝、富民、文山、金平和蒙

自海拔 1 900~2 500 m 的山坡灌丛和草坡。植株

较矮小, 花朵钟形, 颜色从玫瑰红到淡紫色, 具有浓

香味, 是进行种质创新和培育淡香和矮化品种的重

要资源。由于分布狭窄, 加上人为采集和生态环境

破坏严重, 野外自然分布越来越少, 有濒危的可能。

本文采用多种外植体进行诱导培养获得不定芽, 并
且采用试管鳞茎诱导的方法获得小鳞茎, 提高了离

体快速繁殖的效率, 缩短了田间培育成球的时间, 降
低受病虫危害的风险, 研究结果对玫红百合资源的

保护和种质创新有一定意义。百合属植物中紫红

花滇百合(李标等 2 0 0 2 )、兰州百合(潘佑找等

2007)、文山百合(屈云慧等 2007)和东方百合(邹
迎春等2009)等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已有报道, 但
玫红百合的报道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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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玫红百合鳞片诱导产生不定芽和愈伤组织

4.4  试管鳞茎的诱导  将在培养基(3)中形成的不定

芽分切成单株, 切去叶片, 接种在鳞茎诱导培养基

(4)中, 在全黑暗条件下培养 60~100 d后, 即可形成

直径为 8~12 mm 的试管鳞茎(图 4)。这时将鳞茎

洗去琼脂, 用泥炭包埋, 在 2~5 ℃条件下贮藏 40 d
打破休眠后, 种植于红土:腐叶土=1:1的基质中, 10

图 4  玫红百合试管鳞茎的诱导和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