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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文心蘭誘變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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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扇形文心蘭在植物分類上隸屬於文心蘭亞族，具有短幼年期，可在試管內
開花的特性，合適進行組織培養誘變育種。將扇形文心蘭類原球培養於添加 0.5%
與 1% 秋水仙鹼培養基中 4 天，多倍體株誘導率最高。扇形文心蘭多倍體成熟植
株的植株厚度、最大葉片厚度和最大根直徑皆較二倍體植株厚，並可使用做為早
期篩選標的性狀。多倍體植株染色體觀察，結果顯示同時有整倍體株、非整倍體
株及嵌合體株，多倍體株間染色體數有差異，同一個根尖樣品的染色體數也不同。
多倍體株花色呈深黃色，花型呈現差異，花萼及側花瓣較為圓寬，柱頭與花粉粒
皆增大。從誘變株中挑選出具觀賞或研究價值單株可供日後使用。

前

言

扇形文心蘭為文心蘭亞族 (Oncidiinae) 原生種蘭花，是文心蘭近緣屬物種，株高 4-8
公分，無假球莖，為單軸的短縮莖，開花習性屬續花形，花色為黃色 (Baker and Baker,
2006)。扇形文心蘭學名經多次分類訂正及更名，已從文心蘭屬移出，學名為 Erycina pusilla
(L.) Williams et al. (Williams et al., 2001)。扇形文心蘭具有幼年期短，於蘭科植物中有最少
的染色體數 2n = 12 (Félix and Guerra, 2000) 和基因組小 1c = 1.5 pg (Chase et al., 2005) 等
特性。
扇形文心蘭花色以黃色為主，若要做為一個商品則需增加其多樣性。而扇形文心蘭和
其他文心蘭屬雜交具有雜交障礙，扇形文心蘭與文心蘭亞族間的各成員授粉親合性差異極
大，其中與屬間雜交種的親合性最低、與劍葉文心蘭的各品種親合性較高 (劉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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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希望藉由誘變育種提高觀賞價值，並將其所誘導的多倍體株做為育種親本與異屬
文心蘭進行雜交育種。
在植物進化史上，多倍體化為演化動力之一，可增大花朵及果實、延長開花期、克服
雜交障礙、恢復稔性 (Dunn and Lindstrom, 2007)、增加對病蟲害及環境逆境的抗性等
(Comai, 2005)、提高花粉活力 (Kermani et al, 2003)。Griesbach (1981) 提及白花蝴蝶蘭於
多倍體化後，確實在其花朵大小及形狀上產生改變。
在多倍體育種中，已知有許多會影響有絲分裂的化學藥劑，如秋水仙鹼、氨磺靈、
nitrous oxide (N2O) 等，而秋水仙鹼是最常用且使用最久的誘變劑，故本試驗藉由秋水仙
鹼來誘導多倍體植株。

材料與方法
一、秋水仙鹼化學誘變
1. 植物材料
以扇形文心蘭營養系 psyp-h1 之類原球體增殖系統為植物材料，類原球體繼代到類原
球體增殖培養基中，待有小苗形成時，則將小苗繼代到成苗培養基。
2. 培養基組成及製備
類原球體增殖培養基：1/2 MS 無機鹽類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NH4NO3 為 206.25
ppm、KNO3 為 237.5 ppm，FeSO4．7H2O、Na2-EDTA 及維生素為全量)、100 mg L-1 肌醇
(Sigma)、170 mg L-1 NaH2PO4、6 g L-1 Potato powder (Technology LaboratoriesTM)、1 g L-1
蛋白腖 (Sigma)、150 ml L-1 椰子水、20 g L-1 Sucrose、1 g L-1 Activated charcoal、8 g L-1
Agar，滅菌前 pH 值調整為 5.2。
小苗定植成苗培養基：1/2 MS 無機鹽類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FeSO4．7H2O、
Na2-EDTA 及維生素為全量)、100 mg L-1 肌醇(Sigma)、170 mg L-1 NaH2PO4、1 g L-1 蛋白腖
(Sigma)、150 ml L-1 椰子水、20 g L-1 Sucrose、1g L-1 Activated charcoal、8 g L-1 Agar，pH
值於滅菌前調整為 5.2。培養基以 121℃、1.2 kg cm-2 經高溫高壓滅菌 20 分鐘後冷卻備用。
3. 培養容器與培養環境
類原球體培養於 9 公分無菌塑膠培養皿 (αplus, 臺灣)，再以石蠟膜 (parafilm) 封口。
小苗培養於容積 617 ml 之蘭花瓶中，每瓶添加 100 ml 培養基。培養於溫度 25 ± 2℃，光
週期 12 小時之環境，不論是對照組或處理組的類原球體均培養於散射光線床架，光強度
為 5.6 μmolm-2s-1；待類原球體形成為小苗後，則培養於光強度為 56 μmol m-2s-1 之床架。
4. 秋水仙鹼固體培養試驗
將扇形文心蘭類原球體置於含有 0、0.5%及 1% 秋水仙鹼之類原球體固體培養基，處
理 1、2 及 4 天，處理完後再繼代到未添加誘變劑的類原球體固體培養皿中繼續培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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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皿接種 5 團類原球體 (每團約 20 個類原球體)，每處理共 3 重複，於處理完後 2 週計
算類原球體褐化率。
二、早期篩選
經 1% 秋水仙鹼處理 4 天後的再生植株，於培養 4 個月後進行早期篩選，分出大、
中、小級(高薄、中高中厚、矮厚)後再培養 1 個月，之後每級各隨機挑選 3 棵植株藉由流
式細胞儀測定基因組大小，確定早期篩選出的小級植株為多倍體。
檢測基因組大小時，取扇形文心蘭及標準品水稻各 0.5 g 葉片，放入培養皿中，並加
入 200 μl CyStain Extraction buffer 後，以刀片切碎葉片，再加入 1 ml 的 PI 螢光染劑 (CyStain
PI Absolut P, 05-5022，包含 125 ml Extraction buffer，500 ml Staining buffer，2× 1.5 ml
propidium iodide solution，1× 5 mg RNase A)，混合後經 30 μm 孔徑之尼龍濾網過濾至 1.5 ml
分析管中，避光置於冰上。試管內包含待測樣品及標準品水稻，以流式細胞儀 (Elite ESP,
Beckman and Coulter Inc., Hong Kong) 分析基因組大小。
基因組大小計算：檢測樣品 (X Mean) / 標準品 (X Mean) × 標準品基因組含量 / 倍
數體 = 單套樣品之基因組含量 (pg)。標準樣品之基因組含量為水稻 2C = 1 pg。
三、多倍體株檢定
1. 染色體觀察
於早上 9-11 點間取扇形文心蘭二倍體和多倍體新生根尖約 0.5 mm 長，於 25℃、黑
暗下以預處理液 BrNa (0.2% bromonaphathelene，0.25% DMSO 及 99.55%無菌水) 進行預
處理 4-5 小時，之後於 4℃下以新鮮配置之固定液 (乙醇：醋酸 = 3：1) 固定隔夜。移除
固定液，以 1 N HCl 浸泡根尖 10 分鐘，再置於 60℃乾浴鍋中 10 分鐘，移除 1N HCl，以
RO 水(逆滲透水) 清洗兩次，移除 RO 水。每管分注 50 μl Feülgen，使根尖浸泡於 Feülgen
中 1 小時 (室溫下避光)。之後移除 Feülgen，以 1% pectinase 浸泡 1 小時 (室溫下避光)。
根尖經醋酸洋紅染色並搗碎，進行壓片於顯微鏡 (Olympus BX50) 下觀察。
2. 性狀檢定
隨機取株齡 9 個月以上的對照組及多倍體株各 30 株進行性狀調查，項目包括株高、
株幅、最大葉長、植株厚度、最大根直徑等。取 10 朵對照組之花朵及 2 朵多倍體花朵調
查花朵性狀，包括花朵長、寬，側花瓣長、寬，上花萼長、寬及蕊柱寬度等性狀。
3. 統計分析
試驗設計採用完全隨機區集設計，數據經由 SAS 軟體 (SAS Institue, Cary NC., USA)
的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進行統計分析，每處理間的平均值在 5% 的顯著性水平
下，利用 Fisher’s LSD 多重範圍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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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秋水仙鹼化學誘變
扇形文心蘭類原球體經不同秋水仙鹼濃度處理不同天數的試驗結果顯示，隨著秋水仙
鹼濃度從 0.5% 提高到 1%及處理時間從 1 天延長到 4 天，褐化率也隨之提高，以 0.5% 秋
水仙鹼處理 4 天及 1% 秋水仙鹼處理 2 天和 4 天的褐化率較高，而擬多倍體誘導率也隨著
處理時間及濃度的提高而增加，以 0.5% 秋水仙鹼和 1% 秋水仙鹼處理 4 天，分別有最高
的擬多倍體誘導率 46.8% 和 46% (表 1 )。
二、早期篩選多倍體株
扇形文心蘭之類原球體經 1%秋水仙鹼處理 4 天後，於培養 4 個月後分成大、中、小
三級，再培養 1 個月，調查株高、株幅等植株性狀後，每級隨機挑選 3 株進行基因組大小
測定。從性狀調查結果歸納出，第三級-小 (矮厚) 的植株有株高最矮、植株厚度最厚、最
大葉片厚度最厚及最大的根直徑等外表性狀特性(表 2)。進行基因組大小檢測時，水稻的

表 1. 扇形文心蘭類原球體經秋水仙鹼固體培養之褐化率及擬多倍體株誘導率
Table 1. Browning rate and suspected polyploidy of colchicine treatments of Erycina pusilla

Z
y

Conc. (%)

Duration ( days )

Browning rate ( % )

Suspected polyploidy (%)

0

1

4.8c z

0d z

0

2

5.2c

0d

0

4

1.3c

0d

0.5

1

1.3c

15.8cd

0.5

2

15.7b

31.0abc

0.5

4

29.1a

46.8a

1.0

1

1.0

2

29.1a

33.1ab

1.0

4

38.7a

46a

8.1bc

18.2bc

Conc.

***

***

Duration

***

**

Conc.* Duration

***

Ns

y

In the column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by LSD test.
Ns, **, *** mean nonsignificant 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p < 0.01 or p < 0.00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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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在所有的圖中皆為 R11，而待檢測樣品則是第一根峰 (R12) 之 Mean 值，再帶入公式
計算。扇形文心蘭二倍體基因組為 2.855 pg/2c (圖 1a)；B-2 的基因組為 2.944 pg/2c (圖 1b)，
推測為二倍體；M-3 基因組為 6.15 pg (圖 1c)，為二倍體基因組的 2.2 倍，倍體數略大於四
倍體，推測為非整倍體；S-2 基因組為 11.17 pg (圖 1d)，為二倍體基因組的 3.9 倍，推測
為八倍體。檢測結果發現大級樣品中，3 株中有一株為四倍體，多倍體率為 33.3%；而中
級樣品中，有四倍體及非整倍體的現象，多倍體率為 100%；小級樣品倍體數皆為四倍體
以上，多倍體率為 100% (表 2)。

a

rice + Control

b

c

rice + M-3

d

rice + B-2

rice + S-2

圖 1. 扇形文心蘭以流式細胞儀進行基因組大小的測定。
水稻標準品 R11，(a) rice + Control (二倍體)，(b) rice + B-2 (大級)，(c) rice + M-3 (中
級)，(d) rice + S-2 (小級)。
Fig. 1. Measuring the genome size by flow cytometry. Rice is the standar (R11), (a) rice+
Control, (b) rice+B-2(the 'Big' grade), (c) rice+M-3(the 'Medium' grade), (d) rice+S-2(the
'Small' grade).

Table 2. The characters of plant and polyploid rate after graded of 1% colchicine treatments for 4 days on PLBs of Erycina pusilla

表 2. 扇形文心蘭類原球體經 1% 秋水仙鹼處理 4 天後分級植株之性狀及多倍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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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倍體株性狀調查
二倍體和多倍體扇形文心蘭的成熟株進行性狀比較，在株高、株幅上二倍體較多倍體
植株高、寬，在根數、葉數和花梗數上也較多倍體植株多，多倍體在植株厚度、最大葉片
厚度和最大根直徑明顯地較二倍體植株厚 (表 3)，這和在早期篩選歸納出的小級 (矮厚)
植株之株高最矮、有最厚之植株厚度和最大葉片厚度及最大根直徑的結果相符。
多倍體株之花朵，花色呈現深黃色，花萼及側花瓣變成較為圓寬 (圖 2-a)，且多倍體
花朵和二倍體相比柱頭增大。比較二倍體和多倍體株的花朵性狀 (表 3)，多倍體株蕊柱寬
度為 4.8 mm，二倍體株為 3.7 mm；多倍體株上花萼長、寬為 5.5、4.0 mm，二倍體為 5.7、
3.7 mm；多倍體側花瓣長、寬為 6.6、4.9 mm，二倍體株為 7.6、4.0 mm。從上花萼及側
花瓣長、寬的數據顯示，多倍體株上花萼及側花瓣的長、寬比例較二倍體圓寬；而多倍體
花朵長、寬為 19.7 mm、15.5 mm，二倍體的花長、寬為 22.3 mm、16.1 mm，顯示多倍體
株的花朵並沒有比二倍體株大。
調查二倍體花粉粒的長、寬為14.78、14.10 μm，多倍體株為23.96、21.85 μm，兩者間
具有顯著差異。將二倍體和多倍體各取株齡約10個月的植株四株進行葉綠素測定，檢測結
果為單位面積的葉綠a、葉綠素b及葉綠素a + b含量，多倍體株都顯著高於二倍體株，多倍
體株葉綠素a、葉綠素b及葉綠素a + b 含量分別為32.59、16.56、49.10 μg / cm2，二倍體株
為14.72、7.75、22.44 μg / cm2。
除了觀察到多倍體株外，也觀察到一些變異株，從中挑出扇形文心蘭三唇瓣株 (圖
2-b、c)、扇形文心蘭棒狀葉株 (圖2-d) 等。可見秋水仙鹼除了造成染色體數變異外，也會
有誘變植株造成基因突變的效果，進而造成植株性狀改變。
經染色體觀察，對照於非誘變株染色體數(2n = 2x = 12)，誘變多倍體植株染色體數具
有高度岐異，具有整倍體的 2n = 24、2n = 36、2n = 48，及非整倍性的染色體數 (圖3，表
4)。
觀察10株多倍體誘變株染色體數，結果顯示(表4)，同一誘變株的根尖細胞卻有不同
的染色體數，顯示出有鑲嵌現象，每個根尖樣品彼此間所含的染色體數也不相同。以第一
個樣品為例，株齡是7個月，此樣品觀察到的細胞數為7個，其中有2個細胞的染色體數為
44條，有1個細胞觀察到48條的染色體，為整倍體的扇形文心蘭 (2n = 8x = 48)，有1個細
胞內有46條染色體，依序表示之。而第二個樣品，株齡同樣是7個月，但此樣品內含的染
色體數與第一個樣品不同，各有2個細胞觀察到41條和39條染色體，也觀察到1個含有整倍
體48條染色體的細胞，都各觀察到1個細胞內各包含47、43、40、38 或32條染色體。而第
一和第二個樣品又是經相同秋水仙鹼處理組合，且於同一天進行觀察 (數據未顯示)，可
知雖然同一批培植體經過同樣的處理程序，染色體也會有不一樣變化。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plant and flower characters between mature plants of diploidy and polyploidy

表 3. 扇形文心蘭二倍體和多倍體成熟植株進行植株及花朵性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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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扇形文心蘭經秋水仙鹼處理後之花朵 (a) 扇形文心蘭多倍體和二倍體之花朵比較，
(b、c) 三唇瓣株，(d) 扇形文心蘭棒狀葉株。
Fig. 2. Flowers of treatments of colchicine of Erycina pusilla. (a) Flowers of diploidy (control)
and polyploidy, (b) flowers of Erycina pusilla mutant (c) plant type of cylindrical leaves
of Erycina pusilla. Bar = 0.5 cm.

圖 3. 扇形文心蘭染色體觀察 。
(a) 扇形文心蘭二倍體 2n = 2x = 12，(b) 四倍體 2n = 4x = 24，(c, d) 非整倍體的扇
形文心蘭，(c) 2n = 21 和(d) 2n = 43。(Bar＝10 μm.)
Fig. 3. Chromosome observation of Erycina pusilla. (a) Diploidy of Erycina pusilla, 2n = 2x =
12, (b) tetraploidy, 2n = 4x = 24, (c, d) aneuploidy, (c) 2n = 21, and (d) 2n = 43. Bar =
10 μm.

Table4. Chromosome observation of polyploidy in Erycina pusilla

表4. 扇形文心蘭多倍體株染色體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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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扇形文心蘭的類原球體經化學誘變後，隨著處理時間增加，會再從四倍體誘變成八倍
體，Griesbach (1981) 提到蝴蝶蘭類原球體經秋水仙鹼振盪培養後，約有 46% 類原球體可
產生四倍體株，2% 能產生八倍體，顯示蘭科植物的類原球體是可用來做為誘導多倍體的
材料。蘭科植物雖有內生多倍性的特性，但蘭花內多倍化的作用及其意義則是鮮為人知。
Chen et al.( 2011) 指出台灣白花蝴蝶蘭以流式細胞儀檢測其內生多倍性，結果在不同部位
和不同成熟度的細胞都有差異，就連蘭根也有內生多倍性的現象，而栽培環境的不同也會
造成內生多倍性峰間 DNA 含量的改變。蘭花之內生多倍性特性是否也會與化學誘變有所
交感，進而使二倍體蘭花在經化學誘變後出現八倍體，是值得探討的。
流式細胞儀分析確實具有快速、方便、檢測時間短等優點 (邱等，2010)，此試驗中，
經由化學誘變處理過後的誘變株，充滿許多不確定性，例如：非整倍性、倍體數變小，以
測定基因組大小的方式，既能得知樣品的基因組的大小，也能就植株的外表型和基因組大
小進行後續的推估。
植物經化學誘變處理後，可能會有染色體斷裂或是染色體複製後於分裂時出現異常，
例如非整倍體和嵌合體等情形產生，Luckett (1989) 提到棉花經秋水仙鹼誘導後，產生不
育、生長異常、染色體損失或重排和基因突變等副作用。在本試驗中也確實在染色體觀察
時發現有非整倍體和嵌合體的現象。
非整倍體在許多植物中也曾被觀察到 (Bianco et al.,1991)，或是不同倍體進行雜交
時，子代易有非整倍體產生(Chable et al., 2009；Makarevitch and Harris, 2010)。所以，經
由化學誘變後所得之扇形文心蘭非整倍體株，在花型與株型等型態上與正常二倍體植株相
比，可能會出現差異，至於在基因表達的量與質上是否有改變，還需進一步研究才能得知。
目前蘭科作物已進行多倍體化的有蕙蘭 (尹等，2010)、蝴蝶蘭( Griesbach, 1981; Chen
et al., 2011)、文心蘭 (崔等，2010) 等，而尹等 (2010) 進行蕙蘭雜交種 (雜交蘭'韓國桃花
' ×九華)四倍體誘導，指出由於雜交蘭從組培苗到開花需要 2-3 年，而染色體加倍後，生
長緩慢，通常需更多時間來達到開花。本試驗從扇形文心蘭類原球體經化學誘變誘導出多
倍體株並開花，最快只需 11 個月，此結果在蘭科植物中實屬難得，也證明扇形文心蘭的
生長周期短，對於研究來說是很好的蘭科模式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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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 Breeding of
Erycina pusilla (L.) William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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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plant classification of Erycina pusilla was belonging to Oncidiinae, had a short
juvenility and in vitro flowering characteristics, suitable for mutation breeding by tissue culture.
By 4 days treatments of 0.5% or 1% colchicine on PLBs (protocorm like bodies) of Erycina
pusilla, had the highest rate of suspected polyploidy. The plant thickness, maximum blade
thickness and maximum root diameter of the mature polyploids were higher than diploids, and
could be used as the subject of early screening traits. Chromosome examination of polyploid
plants showed that euploidy, aneuploidy and chimerias. Polyploid chromosome numbers
differed between plants, and chromosome number of root tip of the same sample were also
different. In addition, polyploid flowers had saturate yellow in color, more round and width in
sepals and lateral petals, and increased in length and width of stigma and pollen size. Mutants
with ornamental or research value could be selected for futur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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