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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与光密度影响马铃薯试管薯诱导发育的研究进展
徐志刚 ∗ ꎬ李瑞宁ꎬ黄文文
(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马铃薯试管薯诱导是构建种薯工厂化生产的现代繁种工业体系的关键技术之一ꎬ但该技术正受制于试管薯诱导率低
及个体质量小的问题ꎮ 试管薯的生育进程包括试管苗壮苗、试管薯诱导和膨大ꎬ并受基因、物理环境和外源激素等因素的
影响ꎮ 作为物理环境因子ꎬ光驱动植物的生命活动ꎬ光密度与光谱对试管薯的诱导、膨大期物质积累以及光合产物的转运
具有重要调节作用ꎮ 近年来ꎬ人们逐渐意识到光环境因子优化是提高马铃薯脱毒试管薯产量和质量的可行途径之一ꎮ 试
管薯是植物储藏器官ꎬ探索光密度和光谱影响其生育进程的机制ꎬ将有助于从物理光谱角度ꎬ更精细地获取光谱调控植物
储藏器官发育的知识ꎬ有助于试管薯产量与质量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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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Ｌ.) 为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一年生双子叶草本植物 [１] ꎬ其单产水平是谷类作物

的 ２ ~ ４ 倍ꎬ水分利用效率比谷类作物高 ７ 倍( ｈｔｔｐ: / / ｃｉｐｏｔａｔｏ. ｏｒｇ / ｐｏｔａｔｏ / ｆａｃｔｓ) ꎮ 我国小麦、玉米主产区正
遭受水资源短缺困境ꎬ马铃薯作为主粮可持续增产的战略替代作物ꎬ已被列为我国第四大主粮作物ꎮ 在生
产过程中ꎬ由于病毒的侵染ꎬ马铃薯容易出现生长势衰退、薯块变小或畸形等一系列的退化现象ꎬ导致其产
量及质量的下降ꎬ严重影响马铃薯的生产ꎮ 可靠的繁种技术是确保马铃薯高产优质的基础ꎮ 传统繁种技
术使病毒在种薯中世代积累和传递ꎬ种性退化ꎬ造成马铃薯减产 ２０％ ~ ５０％ [２] ꎮ 脱毒试管薯技术能有效解
除病毒侵染的制约ꎬ以该技术为核心构建种薯工厂化生产的现代繁种工业体系ꎬ能实现周年稳定的规模产
出ꎬ为种植业提供优质脱毒种薯ꎮ 此外ꎬ试管薯也是研究马铃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适宜模式ꎬ同时它
还是进行遗传转化的良好受体 [３－６] ꎮ
试管薯的诱导是受“ 基因型 －环境 －生物化学因子” 相互作用、共同调节的复杂过程 [７－９] ꎮ 基因型的差
异是影响试管薯诱导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在相同的诱导条件下ꎬ早熟品种的试管苗结薯能力强于晚熟品
种 [１０] ꎮ 温度对试管薯的诱导有一定的影响ꎬ昼夜变温环境条件下ꎬ试管薯诱导率较高 [１１] ꎮ 外源激素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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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高试管薯的产量ꎬ缩短生产周期ꎬ但受制于薯块畸形率高、方法繁琐等缺点 [１２－１５] ꎮ 光为植物光合作用
提供能源ꎬ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重要的调节作用ꎮ 由于组培容器透光ꎬ且试管薯可在试管苗的任何腋芽
处形成ꎬ所以马铃薯组培苗的光合作用、形态建成、物质代谢ꎬ以及后续试管薯的诱导形成、膨大等生育进
程势必会受到光的影响ꎮ
关于试管薯诱导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ꎬ目前主要集中在培养基类型、外源激素、光周期等方面ꎮ
吴秋云等 [１６] 发现相较于固体培养基ꎬ在液体培养基中ꎬ试管薯诱导率较高ꎻＡｂｂｏｔｔ 等 [１７] 发现培养基中添
加 ６￣ＢＡ 有利于试管薯的形成ꎻＰｅｒｌ 等 [１８] 认为短日照有利于试管薯的形成ꎬ长日照利于试管薯的发育ꎮ 而
关于光密度与光谱分布影响试管薯诱导与膨大的研究ꎬ不同的试验结果间存在差异与争议ꎬ甚至相互矛
盾ꎮ 有研究认为全黑暗条件下ꎬ试管薯诱导率较高 [５] ꎬ也有研究认为弱散射光下的试管薯诱导率比全黑
暗及强散射光条件下的高ꎬ且大薯较多 [１９] ꎻ有研究认为白光下诱导的试管薯多且大 [２０] ꎬ也有研究表明蓝
光条件下能形成优质试管薯 [２１] ꎮ 马铃薯试管苗产生的光合产物既要向试管薯中转运ꎬ也要供给自身的生
长发育ꎮ 然而ꎬ光密度与光谱是否影响以及如何调控马铃薯组培苗的形态建成和物质代谢ꎬ进而如何影响
试管薯的形成与膨大ꎬ相关的系统性研究有待完善ꎮ
在组织培养条件下ꎬ马铃薯试管薯的形成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调控ꎬ光照、温度以及培养基类型等都
会影响试管薯的形成及发育ꎮ 光不仅作为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ꎬ而且还作为一种重要的信号源ꎬ调节基因
的表达、影响酶活性以及形态建成等ꎬ以促使植物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 [２２－２３] ꎮ 光密度直接影响植物光合
作用的强弱ꎮ 光密度过高时ꎬ会破坏原生质引起叶绿素分解ꎬ或者使细胞失水过多而使气孔关闭ꎬ造成光
合作用减弱ꎬ出现光抑制现象ꎮ 当光密度低于光补偿点时ꎬ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物质少于呼吸消耗ꎬ植物
不能正常生长发育ꎮ 而在光形态建成过程中ꎬ光谱作为信号ꎬ植物通过光受体感应这种信息后ꎬ通过信号
传导途径而引导相关基因的表达与调控ꎬ从而激活一系列生理生化代谢过程 [２４] ꎬ最终导致马铃薯试管苗
形态结构特征的建成ꎬ以便更好地完成试管薯的生长发育ꎮ 因此组织培养条件下ꎬ光密度以及光谱可以被
用来调控马铃薯组织或器官的生长发育 [２５] ꎮ

１

光密度与光谱对马铃薯试管苗壮苗的影响
试管苗的状况直接影响试管薯的形成和产量ꎬ 试管薯的结薯率及大薯率均与试管苗有密切的联

系

[１９]

ꎮ 只有在试管薯诱导前期ꎬ培养出叶色浓绿、茎粗壮、根系发达、较高生物量和干物质的试管苗ꎬ才有

可能诱导出高产优质的试管薯 [２６] ꎮ 试管薯的诱导分为两个阶段ꎬ即壮苗阶段和试管薯诱导阶段ꎮ 在试管
薯诱导之前ꎬ需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壮苗培养ꎬ再进行试管薯诱导ꎮ 高效率地培养试管苗壮苗ꎬ是试管薯繁
种技术得以运用和推广的关键ꎮ 形成马铃薯试管薯的物质ꎬ部分来自于试管苗光合作用所合成的碳水化
合物ꎬ碳水化合物的形成与马铃薯试管苗光合作用有着密切联系ꎮ 因此ꎬ有必要了解光密度和光谱对马铃
薯试管苗壮苗培养的影响ꎬ探索光合产物的形成及转运ꎮ

１.１

光密度对马铃薯试管苗壮苗的影响

一般来说ꎬ植物中的干物质有 ９０％ ~ ９５％是来自光合作用ꎬ在光饱和点以下ꎬ光合强度随光密度的增

加而增加 [２４] ꎮ 在试管苗壮苗培养的不同试验中ꎬ所采用的光密度差异较大ꎬＷａｎｇ 等 [２７] 、Ｆｏｒｔｉ 等 [２８] 、卢
娟 [２９] 、金建钧 [３０] 分别采用 ２ ０００ ｌｘ、３ ０００ ｌｘ、４ ０００ ｌｘ 进行试管苗培养ꎻＡｈｎ 等 [３１] 也分别以 ３ ０００ ｌｘ 和

３００ ｌｘ进行试管苗的培养ꎬ发现在高光密度下ꎬ试管苗长势好ꎬ其鲜样质量和干物质均高于低光密度处理ꎮ
孔繁春等 [３２] 研究了不同培养方式和光密度对马铃薯脱毒试管苗微繁的影响ꎬ发现 ３ ０００ ｌｘ 光照下的植株
生长最好ꎬ其次是自然光ꎬ１ ０００ ｌｘ 和 ２ ０００ ｌｘ 处理与 ３ ０００ ｌｘ 处理相比ꎬ差异不明显ꎬ这与陈凯等 [３３]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在实际应用中ꎬ目前多参考使用 ２ ０００ ~ ２ ５００ ｌｘ 的光密度ꎬ用以培养马铃薯试管苗 [３４－３６] ꎮ

陈兆贵等 [３７] 的研究表明 ６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 －１ 的光密度适宜于培育马铃薯组培苗ꎻ柳红 [３８] 和 Ｍａ 等 [３９] 采

用 ＬＥＤ(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光源开展试验ꎬ分别发现 ６５ μｍｏｌｍ －２ｓ －１ 和 ７２ μｍｏｌｍ －２ｓ －１ 的光密度均适宜
于马铃薯试管苗生长ꎮ Ｍａ 等 [３９] 认为较高的光密度有利于培养马铃薯试管苗壮苗ꎮ 但过高的光密度会对
植物的光系统造成伤害ꎬ出现光抑制现象ꎮ 有研究发现马铃薯试管苗在高光密度下生长不旺盛ꎬ并且发现

２４ ｈ 连续光照下ꎬ马铃薯组培苗出现萎黄和坏死斑点 [４０] ꎬ但是温变周期能够缓解高光密度对马铃薯组培

苗的危害 [４１] ꎮ 由于品种和环境的差异ꎬ适宜于马铃薯试管苗壮苗光密度参数的研究仍有待系统性实施ꎬ
目前的研究积累还不足以担当起向实际生产提供适宜光密度推荐值的重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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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光谱对马铃薯试管苗壮苗的影响

植物光形态建成所需要的光ꎬ主要集中在光谱的近紫外光区(３００ ~ ３８０ ｎｍ) 、蓝光区(４３０ ~ ４９０ ｎｍ) 、

红光区(６４０ ~ ７００ ｎｍ) 以及远红光区(７００ ~ ７６０ ｎｍ) [２４] ꎮ 光谱是指能被植物光受体感知并被吸收的各波
长光的组合 [２５] ꎮ 采用 ＬＥＤ 补充红光或远红光的光密度来重构光谱ꎬ能控制马铃薯组培苗的茎长与生长

状况 [４２] ꎬ光谱中红光比例的增加可以促进马铃薯试管苗叶面积的增加 [４３] ꎮ Ｓｅａｂｒｏｏｋ 等 [４４] 研究了黄色树
脂滤膜对马铃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ꎬ发现去除光谱中的蓝光可以增加试管苗的株高ꎮ 常宏等 [４５] 研究了不
同光谱( 白光、红光、蓝光) 对马铃薯试管苗生长和试管薯形成的影响ꎬ发现在红光下试管苗叶片的净光合
速率、可溶性糖含量和生物量最多ꎻ蓝光有利于试管苗干物质含量的提高ꎬ而在白光条件下ꎬ试管苗净光合
速率和干物质含量最低ꎮ

采用高频闪烁的红、蓝光 ＬＥＤ 培养马铃薯组培苗ꎬ在不提高耗电成本下ꎬ能提高马铃薯组培苗的生长

速率 [４６－４７] ꎻ但又有研究指出马铃薯组培苗的生长速率在无闪烁的红、蓝光 ＬＥＤ 光照下最高 [４８－４９] ꎮ 陈兆贵
等 [３７] 选择 ６ 个 ＬＥＤ 光谱组合处理ꎬ分别是 ＲＬ( 红光) ∶ＢＬ( 蓝光) ∶ＧＬ( 绿光) ＝ ２０ ∶２０ ∶２０、ＲＬ ∶ ＢＬ ∶ ＧＬ ＝ ２０ ∶

２５ ∶１５、ＲＬ ∶ＢＬ ∶ＧＬ ＝ ２０ ∶３０ ∶１０、ＲＬ ∶ＢＬ ∶ＧＬ ＝ １０ ∶３０ ∶２０、ＲＬ ∶ ＢＬ ∶ ＧＬ ＝ １０ ∶４０ ∶１０ 以及白炽灯( 光密度均为 ６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 －１ ) ꎬ３０ ｄ 培养后的结果表明:在 ＲＬ ∶ＢＬ ∶ ＧＬ ＝ １０ ∶３０ ∶２０ 处理下ꎬ马铃薯试管苗的形态指标、可
溶性蛋白和氨基酸含量等高于其他光谱组合处理ꎻＲＬ ∶ ＢＬ ∶ ＧＬ ＝ ２０ ∶３０ ∶１０ 处理各项指标次之ꎮ 随着蓝光
比例的增加ꎬ马铃薯试管苗的鲜样质量和干样质量均增加ꎬ说明了蓝光光谱有利于光合产物的运转和积
累ꎮ 总的来说ꎬ蓝光光谱比例较高的光谱组合 ＲＬ ∶ＢＬ ∶ ＧＬ ＝ １０ ∶３０ ∶２０ 较有利于马铃薯试管苗的生长ꎮ 柳
红 [３８] 的研究发现ꎬ红蓝紫光谱下马铃薯茎粗、根数和株高等生长指标较好ꎬ生理指标适中ꎬ是较适宜的光
谱ꎮ Ｍａ 等 [３９] 研究认为ꎬ红蓝绿是适合于马铃薯试管苗培育的光谱ꎮ

基于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ꎬ我们试图得出如下的阶段性认识ꎬ即红光可以促进马铃薯试管苗株高和叶

面积的增加ꎬ并且叶片的净光合速率、可溶性糖含量和生物量较多ꎻ蓝光下生长的试管苗矮小健壮ꎬ叶片较
大ꎬ干物质含量较高ꎻ白光下生长的试管苗净光合速率和干物质含量较低ꎮ 红、蓝光是马铃薯试管苗壮苗
所必需的光谱ꎬ红蓝紫和红蓝绿组合光是马铃薯试管苗生长的较适宜的光谱ꎬ但是ꎬ在红蓝背景光谱下ꎬ添
加其他不同的光谱对马铃薯组培苗的生长发育和形态建成的研究还不够全面ꎬ需要进一步完善ꎮ

２

光密度与光谱对马铃薯试管薯诱导的影响
试管薯诱导率能直接反映马铃薯组培苗的结薯能力 [２０] ꎬ是试管薯产量形成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在保证

大小符合要求的情况下ꎬ生产较多数量的试管薯ꎬ提高试管薯诱导率ꎬ是马铃薯脱毒技术能够大面积应用
的前提ꎮ 已有的研究表明ꎬ短日照有利于试管薯的形成ꎮ 每天 ８ ｈ 光照、１６ ｈ 黑暗的光周期处理可以增加
结薯数 [５０] ꎮ 若每天光照时间超过 １５ ｈꎬ则马铃薯茎叶与匍匐茎生长旺盛ꎬ而块茎的形成却延迟发生ꎬ以致
产量下降ꎬ而短日照条件则会使块茎的形成提前 [５１] ꎮ 对生长 ４ 周的试管苗黑暗处理 ２ ｄꎬ再进行短日照诱
导ꎬ与直接在短日照条件下诱导的处理比较ꎬ前者单株试管薯形成数量显著增多 [５２] ꎮ

２.１

光密度对马铃薯试管薯诱导的影响
常规的试管薯诱导多在全黑暗条件下进行ꎮ 贾长盛等 [５３] 开展了散射光诱导结薯的试验ꎬ张颙等 [５４]

开展了大范围光密度(０ ~ ３ ０００ ｌｘ) 处理的结薯试验ꎬ均发现结薯数随光密度的减弱而增加ꎬ从弱光到黑暗
的低光密度处理ꎬ结薯效果较好ꎬ从自然光到强光的高光密度处理ꎬ结薯效果较差ꎮ 虽然黑暗处理有利于
试管薯的形成 [５５－５８] ꎬ但长时间的黑暗处理易导致试管苗黄化、枯死ꎬ对马铃薯试管苗的继续生长发育极为
不利ꎬ进而会降低试管苗的结薯率 [５９] ꎮ 因此ꎬ在试管薯诱导阶段ꎬ每天保持适当时间的光照是非常有必
要的ꎮ

Ｄｏｂｒｎｓｚｋｉ 等 [６０] 指出ꎬ短时间的高光密度处理有利于试管薯提早ꎮ 虽然高光密度可缩短试管薯形成

的起始时间ꎬ但这种影响与光周期和试管薯的基因型密切相关ꎬ诱导完成后ꎬ高光密度对试管薯膨大的影
响不大ꎮ 有研究发现ꎬ在强散射光条件下ꎬ组培苗徒长严重ꎬ分枝多ꎬ苗色浅ꎬ处理 １４ ｄ 才有少量试管薯形
成ꎻ在弱散射光环境下ꎬ试管薯结薯时间比全黑暗条件下多 １ ｄꎬ但茎段生长势强ꎬ既形成了许多匍匐茎ꎬ又
形成了许多均一的试管薯ꎬ结薯数分别为全黑暗和强散射光条件下的 １.４ 和 １.５ 倍 [６１] ꎮ 金明石等 [６２] 也提
出了相同观点ꎬ全黑暗使试管薯发生提前ꎬ结薯集中ꎬ但对试管薯质量增加不利ꎬ而每天 ８ ｈ 散射光照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ｌｘ) 对试管薯诱导率和大薯率都有所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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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密度对马铃薯试管薯诱导率的影响ꎬ已有的试验只是以弱光或散射光作宽泛的界定ꎬ并没有给
出一个确切的光密度或者光密度范围ꎬ也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ꎮ 因此ꎬ光密度如何影响试管薯诱导以及
适宜于试管薯诱导的光密度范围的界定ꎬ有待系统、深入的探究ꎮ

２.２

光谱对马铃薯试管薯诱导的影响
光谱可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对一些形态的建成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６３] ꎮ 单建伟 [２０] 以白、红、蓝 ３ 种光

谱开展试验ꎬ以单株结薯数作为考察指标ꎬ发现光谱在基础苗繁殖和试管薯诱导期以及基因型方面对试管
薯形成有显著影响ꎬ且各因素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ꎻ白光光谱更利于马铃薯试管薯的形成ꎬ当完成试管
薯形态建成后ꎬ蓝光光谱更利于试管薯的持续膨大ꎬ红光光谱对试管薯的形态建成及生长具有阻碍作用ꎮ
常宏等 [４５] 也发现ꎬ在红光下ꎬ马铃薯试管苗叶片净光合速率、可溶性糖含量和生物量均高于蓝光处理和白
光处理ꎻ蓝光对试管苗的干物质含量、后期的结薯数以及结薯期提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据此ꎬ上述研究
认为壮苗培养阶段采用红光ꎬ试管薯诱导阶段采用蓝光有利于提高试管薯的产量ꎮ

而 Ｆｉｘｅｎ 等 [６４] 得出了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蓝光对日中性马铃薯试管薯的形成有抑制作用ꎬ而其他品种

的马铃薯却能够在蓝光条件下形成试管薯ꎮ 短日照条件下ꎬ黑暗期短暂的红光处理可以打破短日照对马
铃薯块茎的诱导作用ꎬ而在红光处理后立即用远红光处理则可以恢复红光处理对马铃薯块茎的抑制作
用 [６５] ꎮ Ａｋｓｅｎｏｖａ 等 [６６] 研究发现ꎬ组织培养条件下ꎬＩＡＡ 和红光对栽培种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ｓｉｎｇｌｅ￣ｎｏｄ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存在
协同影响ꎬ红光条件下ꎬＩＡＡ 使试管苗的茎长缩短ꎬ并可以诱导试管薯的形成ꎻ蓝光条件下ꎬＫｉｎｅｔｉｎ 对马铃
薯试管薯的形成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ꎮ
单色光谱并不能满足马铃薯试管苗的正常生长发育ꎬ这对后期提高试管薯诱导率势必存在影响ꎬ因此
在单色光谱研究的基础上ꎬ不同光谱组合如何影响试管薯诱导率有待于进一步探究ꎮ

３

光密度与光谱对马铃薯试管薯膨大的影响
在种薯生产中ꎬ人们通常把薯质量大于 ５０ ｍｇ 的试管薯定义为有效薯ꎬ大薯率同样是试管薯诱导中的

一项重要指标ꎮ 太小的试管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散失水分、瘪缩ꎬ造成发芽率不高或者出苗不整齐ꎻ较大
的试管薯ꎬ其发育能力和出芽率都比较高ꎬ能够获得整齐一致的幼苗ꎬ有利于下一代的繁殖ꎮ 所以ꎬ在试管
薯诱导过程中ꎬ在保证试管薯较高诱导率的前提下ꎬ 如何增加大小薯的数量和比例ꎬ 是试管薯生产的
关键 [６７] ꎮ

短日照有利于试管薯的形成ꎬ黑暗是诱导试管薯和增加结薯数的必要条件 [６８] ꎮ 但是ꎬ长时间的黑暗

处理会导致试管苗黄化ꎬ以致枯死ꎬ试管苗不能进行光合作用ꎬ没有光合产物的形成ꎬ势必会影响试管薯的
膨大ꎮ 所以ꎬ在试管薯诱导阶段ꎬ黑暗处理一段时间后给予一定时间的光照ꎬ使试管苗恢复光合作用是很
有必要的ꎮ 每天 ８ ｈ 光照、１６ ｈ 黑暗处理可以增加单薯质量 [５０ꎬ６９] ꎮ

３.１

光密度对马铃薯试管薯膨大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认为黑暗条件更有利于试管薯的诱导 [５５－５８] ꎬ但有学者经过后续试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ꎬ
认为:虽然全黑暗的环境下ꎬ试管薯结薯时间较短ꎬ但茎段生长势弱ꎬ量少ꎬ小薯率高ꎻ强散射光条件下的试
管薯质量轻、大薯率低ꎬ多为畸形薯ꎻ在弱散射光环境下ꎬ茎段生长势强ꎬ既形成了许多匍匐茎ꎬ又形成了许
多均一的试管薯ꎬ大薯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５９] ꎮ 光照时间不够导致试管苗过于纤细以致死亡ꎬ严重影响
试管薯的产量ꎻ光照时间过长则无法满足试管薯形成对黑暗的需求ꎬ同样对试管薯造成负面影响 [７０] ꎮ 而
光照时间的长短ꎬ又直接决定了光合阶段的光密度累积量的多少ꎬ进而影响到光合产物的积累量ꎮ 马铃薯
品种‘ Ｒｅｄ Ｐｏｎｔｉａｃ’ 和‘ Ｓｈｅｐｏｄｙ’ 在 ８ ｈ 光照下产生的试管薯鲜质量是全黑暗处理所产生试管薯鲜质量的 ２

倍以上 [５５] ꎮ 史俊等 [５７] 研究表明ꎬ每天 ８ ｈ 光照、１６ ｈ 黑暗有利于试管薯的形成ꎬ并可提高试管薯的产量和
大薯率ꎮ

在试管薯膨大期给试管苗一定的光照ꎬ有利于提高试管薯大薯率ꎬ但是ꎬ早期的研究只是粗略地给出

是否有光以及光照强弱的定性描述ꎬ并未给出具体的光密度或者光密度范围ꎮ 直至 ２０１０ 年ꎬ马伟清等 [７１]

的试验发现ꎬ８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 －１ 的光密度能提高马铃薯品种‘ 费乌瑞它’ 的大薯率ꎬ２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 －１ 有利于
马铃薯品种‘ 大西洋’ 的大薯率的提高ꎮ 很显然ꎬ适宜于提高大暑率的光密度因品种不同而有差异ꎬ相关
的研究还远远不够ꎮ 马铃薯试管薯膨大与光合产物向试管薯中转运量相关ꎬ光密度影响马铃薯试管苗光
合产物转运及积累的生理机制ꎬ目前还未见报道ꎬ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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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

光谱对马铃薯试管薯膨大的影响
光谱( 波长) 同样影响试管薯的膨大ꎮ 用白光、单色红光、单色蓝光处理马铃薯试管苗ꎬ在试管薯完成

形态建成以后ꎬ单色蓝光更利于试管薯的持续膨大 [２０ꎬ４５] ꎻ红光对试管薯的形态建成、持续膨大均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４５] ꎮ 这与 Ｃｈｅ 等 [７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红光能明显提高组培苗的生物量ꎬ对试管苗的生长有促进
效应ꎻ蓝光下试管苗的生物量不高ꎬ但其干物质量 / 生物量较高ꎮ

单色光谱条件下ꎬ马铃薯试管苗的生长发育会受到限制ꎬ这对后期提高试管薯膨大势必存在影响ꎬ因

此在单色光谱研究的基础上ꎬ需进一步研究不同光谱组合对试管薯膨大的影响ꎮ 马铃薯被诱导之后ꎬ要确
保马铃薯试管植株具有持续高效的光合作用ꎬ并促使更多的光合产物转运到试管薯中ꎬ才会促进诱导后的
试管薯持续膨大ꎬ收获高质量的试管薯ꎮ

４

展望
试管薯的诱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ꎬ光密度和光谱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子ꎮ 光密度直接影响马铃薯

试管苗光合作用ꎬ从而影响光合产物的形成ꎻ而在光形态建成过程中ꎬ不同的光谱作为一种信号ꎬ通过光受
体激活一系列生理生化代谢过程ꎬ最终影响试管薯的生长发育ꎮ 因此组织培养条件下ꎬ光密度和光谱可以
被用来调控马铃薯组织或器官的生长发育ꎮ
光密度和光谱影响马铃薯试管薯形成与膨大的研究有了初步进展ꎬ但相关研究还不够系统ꎬ缺乏足够
的关键数据支撑ꎮ 试管薯产量与质量的提高与光合产物的形成、转运以及转化相关ꎬ因此ꎬ研究光密度与
光谱如何影响马铃薯组培苗光合生长、光合产物向试管薯中的转运以及在试管薯中的转化ꎬ并在此基础上
揭示光密度与光谱影响试管薯诱导、光合产物转运与转化的机制ꎬ将有助于提升马铃薯试管薯的产量与质
量ꎬ为马铃薯试管薯的规模化、工厂化生产应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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