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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发育的形态解剖学观察
彭晓英１，周朴华１，张良波２，蒋道松１，周双德１
（１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长沙４１０１２８；２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要：为探讨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形态建成的发育机理及植株移栽成活率高的原因，对盾叶薯蓣离体培养务件下形成类原
球茎的形态发生过程进行形态学和石蜡切片组织学观察，并与不定芽的发生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类原球茎是由愈伤组织中
致密的卯圆形胚性细胞团分化出芽原基和鳞片叶，随后出现初生增厚分生组织和原形成层（维管束原），其类原球茎形态建
成。不定根的发生为内起源。其维管组织与类原球茎的维管组织相连接。故移栽成活率高。而不定芽为愈伤组织表面的胚性
细胞分裂产生的分生细胞团分化而来，其不定根通常发生在茎基部形成的愈伤组织表面，故不易成活。
关键词：盾叶薯蓣；类原球茎；不定芽；形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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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试管苗移栽困难的难题，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快速

系单子叶薯蓣科薯蓣属植物，为我国特有的甾体激

繁殖。该研究以离体诱导的类原球茎和不定芽为材

素类药源植物。近年来，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诱导试

料，对盾叶薯蓣类原球茎的发育进行形态学和解剖

管苗的研究很多ｍ引，其中盾叶薯蓣类原球茎（ＰＬＢ，

学观察，并比较观察盾叶薯蓣类原球茎与不定芽离

ｐｒｏｔｏｅｏｒｍ－ｌｉｋｅ ｂｏｄｙ）离体体系的建立能解决长期以

体形态建成与发育的解剖学结构特点，以期揭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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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茎植株容易成活的原因并为盾叶薯蓣类原球茎
发育机理的探讨奠定细胞学基础。

１ｌ卷

察并拍摄。

２结果与分析

１材料与方法

２．１

１．１材料

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发生及发育的形态学特征
当带腋芽的茎段接种至诱导培养基上２０ｄ后，

以盾叶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ｓｉｓ

Ｃ．Ｈ．

即可观察到一部分腋芽直接膨大成球状，而另一部

Ｗｒｉｇｈｔ）植株带腋芽的茎段作为外植体，分别离体诱

分则在叶腋处膨大成亮绿色的致密愈伤组织（图版

导出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和不定芽。

１－１）。将增殖的致密愈伤组织转入类原球茎分化

１．２试验方法

培养基上培养８ｄ后，愈伤组织上先出现包裹着绿色
将外

芽点的白色或浅黄绿色的鳞片叶突起（图版ｌ－２），

植体用０．１％升汞溶液浸泡８ｒａｉｎ，无菌水冲洗３次

１５—２０ｄ时，鳞片叶继续包裹着膨大的类原球茎突

后，切割成０．６一１．０ｃｍ的带腋芽的切段平放在诱

出愈伤组织表面（图版１—３），类原球茎在原分化培

导培养基上培养。将诱导出的致密愈伤组织切割后

养基上继续生长１０ｄ后，顶芽不断伸长，幼叶开始舒

接种至分化培养基，进行类原球茎和不定芽的分化

展（图版１－４）。而鳞片叶则逐渐栓质化，颜色由绿

与增殖培养。待顶芽长至２—３ｃｍ时，将类原球茎

色转化为浅褐色。挑选顶芽长２—３ｃｍ的类原球

和丛生的不定芽分别切割并转入生根培养基中进行

茎，转入生根培养基中，１５ｄ后类原球茎外的鳞片叶

生根培养。生根培养１０～２０ｄ后，打开培养瓶盖，自

着生处（即茎节处）陆续产生白色不定根突起，并长

然光下炼苗３—５ｄ。洗净试管苗根部粘附的培养基

成许多不定根（图版ｌ一５）。移栽后植株藤蔓茂盛，

后将其移栽人装有沙土的混合培养基质。待小苗生

叶片舒展，光合作用增强，同化产物不断积累至茎基

长健壮后，定植于大田中。

部的类原球茎中，导致类原球茎的继续膨大及组织

１．２．２不同发育时期的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和不定

致密化，其外周的鳞片叶开始出现栓质化加厚并不

１．２．１

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和不定芽的诱导

芽的形态解剖学观察

观察类原球茎在不同发育时

同程度褐化。类原球茎在土壤中继续生长发育，增

期的形态学特点，并分别以不同发育时期的类原球

殖产生许多新的小球茎（图版１—６），球茎茎尖向上

茎和不定芽为材料，常规石蜡切片法制片，旋转切片

生长形成幼嫩植株，也有的茎尖朝水平方向转化为

机（ＹＤ一２０２）切片，切片厚度１０—１２１出ｍ。用海氏苏

根芽并延伸形成根状茎。

木精染色，中性树胶封片，ＭＯＴＩＣ—ＢＡ４００显微镜观

图版ｌ
Ｐｌａｔｅ １

不同发育时期的盾叶薯蓣类原球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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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茎；６：移裁３个月后膨大的类原球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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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彭晓英等：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发育的形态解剖学观察

２．２盾叶薯蓣类原球茎形态建成的解剖学观察

２３ｌ

从愈伤组织表面产生少量不定芽，其发生特点如下：

盾叶薯蓣带腋芽茎段培养形成的愈伤组织在增

愈伤组织近表面外侧的几层薄壁细胞中出现单

殖培养基上培养，细胞增殖能力强，生长比较快。幼

个的胚性细胞，其细胞壁薄、细胞核大而圆整、细胞

嫩愈伤组织和培养时间较长的愈伤组织在类原球

质稠密、无液泡，该胚性细胞进行分裂，形成分生细

茎的诱导上有差异。幼嫩愈伤组织体积小，细胞

胞团（图版２－９），进而形成苗端分生组织突起（图版

处于胚性细胞阶段，发育形成类原球茎的分化能

２．１０），并在基部先分化出鳞片叶（图版２．１１）。苗

力弱。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愈伤组织增大成块

端分生组织伸长生长，形成带芽茎段。不定芽的形

状，并在表面产生黄褐色变化。从黄褐色愈伤组

成为器官发生型，属外起源。

织的切片观察，外周细胞壁显著增厚并栓质化（图

将苗端茎段切下，插入生根培养基生根，十分困

版２—１），内部细胞也出现再分化，产生针晶成束的

难。往往在插入培养基的苗端茎段切口上长出愈伤

粘液细胞、分生细胞团和维管组织结节等。这种

组织，愈伤组织上产生不定根。从切片观察，它的根

愈伤组织继续在原培养基上培养，将老化失去分

原基发生于愈伤组织内部细胞（图版２．１２），属内起

裂能力。

源。但是，所产生的不定根和不定芽之间没有维管

将出现栓质化的愈伤组织切割成０．６ｅｒａ×
０．６ｅｒａ的小块转入有细胞分裂素６．ＢＡ的分化培养
基上，内部的一些薄壁细胞脱分化，恢复分裂能力形
成胚性细胞（图版２．２），并继续分裂形成胚性细胞
团和分生组织结节（图版２－３）。胚性细胞团的细胞

组织的直接联系。这种试管苗的移栽成活率极低。
３

讨论

３．１盾叶薯蓣类原球茎与兰科植物类原球茎的形
态发生的比较

较小，排列紧密，细胞壁薄、细胞质浓，无淀粉粒，核

盾叶薯蓣类原球茎与兰科植物类原球茎的形态

大且居于细胞中央。胚性细胞发育成胚性细胞团的

发生∞４１一样，均起源于胚性细胞团的再分化。但

同时，与周围其他薄壁细胞逐渐形成一个明显的分

是兰科植物的胚性细胞团通常发育为球形胚之后形

界面，必将减弱和周围细胞的联系，而形成了与周围

成类原球茎，而盾叶薯蓣愈伤组织中胚性细胞团的

细胞发育不同的独特方式。面向愈伤组织内部的胚

发育不经过体细胞胚阶段，而是由致密的卵圆形胚

性细胞团的“基部”细胞，分裂速度减缓并分化发育

性细胞团分化出芽原基和鳞片叶，其类原球茎形态

出维管组织结节。胚性细胞团伸长、增大（图版２—

建成是初生增厚分生组织和原形成层（维管柬原）

４）。而面向愈伤组织外部的胚性细胞团“顶部”细

的出现。不定根通常发生在初生增厚分生组织或是

胞，分裂能力强并突出愈伤组织表面，出现生长锥的

木栓形成层的部位，为内起源发生方式。

分化（图版２．５）。随后，从愈伤组织内形成一个带

３．２盾叶薯蓣类原球茎与种子苗膨大球体在土壤

鳞片叶和生长锥的类原球茎突出愈伤组织表面。从

中发育的形态学比较

切片上观察到这是一个单向极性，和周围细胞形成

可能是受培养基中植物生长物质调控的影

明显界限，是由体细胞发育起来的类原球茎雏形

响，类原球茎在土壤中继续生长发育，增殖产生许

（图版２—６）。此后其进一步发育成为一个由鳞片

多新的小球茎，有的球茎茎尖向上生长形成幼嫩

叶、幼叶、生长点、周皮、基本组织和维管束构成，在

植株，也有的茎尖生长一定阶段后（通常在栽种半

它的一定部位（茎节）产生不定根的类原球茎（图版

年以上）才水平方向转化为根芽并延伸形成根状

２．７）。类原球茎幼叶原基的基部有细胞恢复分裂

茎。这与曹玉芳等¨叫描述的种子实生苗形成的节

能力，形成初生增厚分生组织，其分裂衍生的细胞促

部球状体发育成苗的过程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

进类原球茎的扩大；顶端生长点的细胞分裂向下产

特性并不影响球状体发育形成根状茎而且更有利

生初生分生组织（图版２—８），由表皮原、基本分生

于球茎的增殖。

组织和原形成层组成。不定根内部的细胞分化形

３．３盾叶薯蓣离体培养中类原球茎与不定芽发生

成维管柬，与基本组织的维管束相连。不定根通
常发生在初生增厚分生组织和原形成层处，属于

发育的比较
在诱导盾叶薯蓣类原球茎的培养体系中，经

内起源。

筛选的致密愈伤组织大多分化为类原球茎，但愈

２．３不定芽发育的形态解剖学观察

伤组织表面总有一些不定芽的分化。这两种器官

致密愈伤组织上诱导产生类原球茎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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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茎为内起源，是愈伤组织内部的胚性细胞分裂

的胚性细胞分裂产生的分生细胞团分化而来，属

形成胚性细胞团而来；而不定芽为愈伤组织表面

于外起源。

图版２愈伤组织途径诱导类原球茎和不定芽的组织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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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栓质化的愈伤组织，箭头示周皮与带针晶束的粘液细胞（１００ Ｘ）；２：正在分裂的胚性细胞，如箭头所示（ｘ４００）；３：胚性细胞团（１００ Ｘ）；４：伸
长、增大的胚性细胞团（１００ Ｘ）；５：出现生长锥分化的胚性细胞团（１００ Ｘ）；６：突出愈伤组织表面的具有生长锥和鳞片叶的类原球茎，如箭头所
示；７：单向极性的类原球茎（×１００）；８：产生不定根的类原球茎，箭头所示为根原基（４０ Ｘ）；９：能产生不定芽的分生细胞团（１００ Ｘ）；１０：带芽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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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伤组织不定芽的发生是在芽原基基部先分化
出鳞片叶，随后芽伸长。将苗端茎段分割移人生根
培养基，很难从茎上生根旧１。大多数情况是苗端基
部形成愈伤组织，愈伤组织上发生根。根与茎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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