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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繁育技术研究进展
段元杰ꎬ 杨玉皎ꎬ 孟富宣ꎬ 刘海刚
(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ꎬ 云南 元谋 ６５１３００)
摘要: 良种苗木繁育是芒果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ꎬ从实生繁殖、嫁接繁殖、扦插繁殖、高压繁殖和组织培养等方面介绍了当
前芒果种苗繁育的研究概况ꎬ总结了国内外芒果苗木繁育研究取得的技术成果及存在的问题ꎬ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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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为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ｓｅ) 芒果属(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常绿大乔木ꎬ原产亚洲南部ꎮ 其

种植历史悠久ꎬ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迅速ꎬ栽培面积不断扩大ꎬ产量逐年上升ꎬ逐渐成为热带地区重要特色
农业产业 [１] ꎬ在热带水果中排名第三ꎬ是世界五大水果之一 [２] ꎮ 我国是世界芒果主产国之一ꎬ近几年国内
芒果产业日趋成熟ꎬ产量和种植面积不断突破ꎬ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农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ꎮ 我国也是
世界最大的芒果消费市场ꎬ目前国内生产的芒果仍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１] ꎬ快速、高效地繁育良种芒
果苗木已成为当下重要的研究课题ꎮ 本文概述了国内外学者对芒果实生繁殖、嫁接繁殖、扦插繁殖、高压
繁殖和组织培养等繁育技术的研究进展ꎬ以期为芒果的大面积种植推广和规模化良种苗木繁育提供参考ꎮ

１

实生繁殖

１.１
１.１.１

采种
品种选择

根据种子特征将芒果品种分为单胚和多胚两个类群 [３] ꎮ 单胚种胚珠中包含单一胚ꎬ是

通过有性繁殖生成ꎬ播种后发育成单一强壮苗ꎬ苗木一致性和整齐度较差 [４] ꎮ 多胚种是由 １ 个有性胚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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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多个在珠心内胚囊以外的二倍体细胞或珠被细胞产生的珠心胚( 二倍性) 组成ꎬ大多数情况下有性胚
退化ꎬ无性胚生长发育占优势ꎮ 多胚种育成苗较好地保持了亲本的性状ꎬ苗木整齐度好但单株较弱 [３] ꎮ
采种时ꎬ同一批砧木苗一般选用同一品种ꎬ砧木生长均匀一致ꎬ有利于果园植株管理ꎬ提高产量和果实质
量 [５] ꎮ 多胚种 １ 颗种子有 １ ~ ８ 个胚 [２] ꎬ播种后采用分株法培育芒果苗木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繁育出更
多植株ꎬ对提高苗木出圃率和降低育苗成本有重要意义 [６] ꎮ

１.１.２
降

[７]

较高

采种时间

芒果种子属顽拗性种子ꎬ发育过程中易出现胎萌现象ꎬ消耗部分营养ꎬ致使播种品质下

ꎮ 过早采种将导致种胚成熟度不够ꎬ对脱水敏感ꎬ易丧失生活力ꎬ而果实成熟度达 ８０％时采种发芽率

[８]

ꎮ Ａｂｂａｓｉ ｅｔ ａｌ [９] 认为在果实将要成熟时采种有利于提高种子活力指数和育成苗质量ꎮ Ｄａｆｆａｌｌａ ｅｔ

ａｌ [１０] 研究了 Ｄｒ Ｋｎｉｇｈｔ 种子在花后 ４５ ~ １３５ ｄ 的发芽情况ꎬ发现其发芽率随着果实的成熟逐渐提高ꎬ在花后

１０５ ｄ 时具有最高的发芽率ꎬ之后逐渐降低ꎮ 王晓峰等 [１１] 研究了种子发育程度与发芽率的关系ꎬ发现夏茅
香芒种子在花后 ９０ ｄ 发芽率较高ꎬ花后 １１０ ~ １２０ ｄ 完全成熟时ꎬ发芽率可达 １００％ꎬ花后 １２６ ｄ 果实成熟
后ꎬ发芽率逐渐下降ꎻ对夏茅香芒不同成熟度种子临界致死含水量的测定发现ꎬ花后 １００ ｄ 种子临界致死
含水量较花后 １１０ ~ １２０ ｄ 高ꎮ

１.２

贮藏

芒果种子一般随采随播ꎬ恰当的物理或化学药剂处理可以延长生活力ꎮ 王晓峰等 [１２] 调查了芒果种子
去内果皮后快速脱水和慢速脱水对生活力的影响ꎬ发现去壳后快速脱水对种子的伤害较小ꎬ临界致死含水
量较低ꎬ脱水 ２ ｄ 至种仁含水量 ３０％时ꎬ发芽率为 １０％ꎬ脱水 ８ ｄ 至种仁含水量 ３３.７％时ꎬ种子已完全丧失
生活力ꎮ 将象牙芒种子快速脱水后在 １５ ℃ 下贮藏ꎬ发现含水量为 ５１.０％的处理贮藏效果较好ꎬ７ 个月后

发芽率为 ６５％ꎬ用 ＡＢＡ 处理不同成熟度的夏茅香芒种子ꎬ发现种子发芽时间普遍延迟ꎬ脱水敏感性降低ꎬ
延长贮藏时间 [１１] ꎮ Ｇｉｒｉｊａ ｅｔ ａｌ [１３] 研究了不同储藏方式对芒果种子生活力的影响ꎬ发现储藏在砂子和湿麻
袋中的种子 １０ 周后还有较高的发芽率ꎬ而储藏在泥浆、木屑及阴凉处的种子则较易散失生活力ꎮ Ａｌｌａ ｅｔ

ａｌ [１４] 和 Ｍａｈａｓ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５] 研究表明ꎬ室温贮藏的种子发芽率比冷藏高ꎬ聚乙烯袋 ＋ 木炭是保持种子生活力最
好的储存介质ꎬ其次是布袋 ＋木炭ꎮ

１.３

播种
芒果种子种仁外的蜡质种皮和纤维质硬壳阻隔了水分渗入ꎬ影响胚芽生长ꎬ完全剥除纤维质硬壳有利

于种子发芽吸水和幼苗生长ꎮ 谢国干 [１６] 比较了芒果种子剥壳播种和直接播种对出苗情况的影响ꎬ发现剥
壳播种发芽率达 ９５.４％ꎬ与不剥壳相比发芽率明显提高ꎬ种子齐苗时间缩短 ７３％ꎬ生长健壮苗木比率显著
增加ꎮ 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 ｅｔ ａｌ [１７] 研究了剥壳对芒果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ꎬ发现剥壳后种子发芽率显著提
高ꎬ幼苗生长健壮ꎬ苗木株高、茎粗、叶片数、叶面积、叶片干重及鲜重等指标显著高于直接播种ꎮ 田大清
等 [１８] 研究了不同剥壳方式对芒果出苗的影响ꎬ发现剥壳播种出苗率高达 ９４.３％ꎬ显著高于直接播种和剪
口播种ꎬ播种后 ５０ ｄ 剥壳种子幼苗生长量较高ꎬ剪口播种次之ꎬ直接播种最差ꎮ 黄世希 [８] 在芒果育苗技术
中指出ꎬ剥壳催芽发芽率高达 ９５％ꎬ７ ~ １０ ｄ 即可出苗ꎬ且幼苗生长整齐粗壮ꎻ而直接播种发芽率仅 ３０％ꎬ出
苗时间延长ꎬ幼苗生长参差不齐ꎮ 王军等 [１９] 也认为剥壳育苗可以显著提高芒果种子的发芽率、出苗率和
出圃率ꎬ缩短育苗周期ꎮ 饶国华 [２０] 认为种仁表面的蜡质层和褐色种皮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胚乳失水、氧化ꎬ
予以保留可以提高发芽率ꎮ 种仁压入土中定位时脐部向上有利于提高成苗质量ꎻ向下多出现根向地上伸
长ꎬ而后才向地下ꎬ易使根部灼伤ꎻ横放则会出现较多的弯足苗 [２１] ꎮ

２

２.１

无性繁殖
嫁接
嫁接有利于保持品种的优良性状ꎬ统一果园物候期ꎮ 芒果嫁接的方法包括枝接和芽接两大类 [２２] ꎮ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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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术外ꎬ芒果嫁接后的长势取决于砧穗之间的亲和力、砧木和接穗的生长势、物候期及环境条件 [２３] ꎮ

２.１.１

亲和性

田大清等 [１８] 、潘启城 [２３] 对芒果切接、芽接、腹接、胚接等嫁接方法做了系统的介绍ꎮ Ｒｅｄ￣

ｄｙ ｅｔ ａｌ [２４] 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ｏ 作为接穗ꎬ嫁接到 ８ 种砧木上ꎬ发现嫁接在 Ｖｅｌｌａｉｋｕｌｕｍｂａｎ 珠心实生苗上的接穗生
长矮小ꎬ嫁接在 Ｍｕｖａｎｄａｎ、Ｏｌｏｕｒ 和 Ｂａｐｐａｋａｉ 上的接穗生长旺盛ꎬ嫁接在 Ｏｌｏｕｒ 上的累积果实产量和树体生
长量较高ꎬ是较为理想的砧木ꎮ Ｚｕａｚｏ ｅｔ ａｌ [２５] 以 Ｋｅｉｔｔ 为接穗ꎬ嫁接到 Ｇｏｍｅｒａ￣１、Ｇｏｍｅｒａ￣３、Ｔｕｒｐｅｎｔｉｎｅ 和

１３ / １ 砧木上ꎬ通过测定芒果产量、树高、树冠面积、树干直径和叶片营养素含量ꎬ得出以 Ｇｏｍｅｒａ￣３ 作为砧

木ꎬ树体生长量和果实产量较高ꎬ而 １３ / １ 则表现较差ꎮ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 [２６] 认为将 Ｌａｎｇｒａ 嫁接在 Ｂａｐｐａｋａｉ 上生长
最好ꎮ

２.１.２
合

[２７]

物候与环境
ꎮ 潘启城

[２３]

芒果在高温条件下生理代谢机能旺盛ꎬ有利于接口薄壁层细胞增殖ꎬ促进伤口愈

研究表明ꎬ气温低于 ２０ ℃ 时ꎬ芒果苗木生长势减弱ꎬ嫁接成活率降低ꎮ 艾明 [２８] 认为影响

芒果嫁接成活的关键因素是嫁接当日的气温ꎬ且成活的下限温度是 １７.３ ℃ ꎮ 刘岩等 [２９] 研究表明ꎬ当月平
均温度在 １９.５ ℃ 以上、湿度>７０％时ꎬ嫁接后萌芽早ꎬ萌芽期集中ꎻ当月平均温度低、湿度较小时ꎬ嫁接后萌
芽缓慢ꎬ未见明显的萌芽高峰期ꎮ 欧阳兆云等 [２７] 认为光照、雨量、空气湿度等对芒果嫁接成活率影响不显
著ꎬ但接口愈合期( 嫁接后 ６ ｄ) 的温度与成活率密切相关ꎬ在春、秋两季气温稳定在 ２０ ~ ３５ ℃ 之间时嫁接
较容易成活ꎬ温度过低ꎬ愈合期长ꎬ容易发生病菌感染霉变ꎻ温度过高ꎬ高温强光照射下容易造成嫁接口灼
伤ꎬ接穗散失水分过多甚至干枯死亡ꎮ 为确保成活率的同时尽量缩短育苗周期ꎬ一般在春季嫁接ꎬ秋季补
接ꎬ嫁接时需要避开高温和低温阴雨天气 [２７] ꎮ

２.１.３

新技术

众多学者在常规嫁接方法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嫁接技术ꎮ 胡洪超 [２２] 探索出砧穗 ３ 处形成

层相接触的芒果嫁接盖顶切接技术ꎬ通过增加形成层接触面积使得嫁接成活率提高 １３.５％ꎮ 岳增福等 [３０]

用创新接穗( 活动芽) 进行嫁接ꎬ取芽眼饱满、大小一致、光照充足的活动芽作为接穗ꎬ发芽时间提早半个
月以上ꎬ苗木整齐ꎬ质量较好ꎬ成活率更高ꎮ 田大清 [３１]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大规模工厂化育苗的绿枝带叶嫁
接方法ꎬ以木质化程度低的带叶绿枝为接穗ꎬ由于接穗组织细胞活跃ꎬ形成愈伤组织快ꎬ保留的叶片能进行
光合作用制造营养物质和激素ꎬ促进嫁接口愈合ꎬ嫁接成活率高达 ９８％以上ꎬ嫁接后将苗木移到保温保湿
拱棚内培育ꎬ成活不受季节影响ꎬ只要有半木质化绿枝ꎬ周年可嫁接ꎮ
２.２

扦插和高压
芒果属漆树科植物ꎬ扦插繁殖生根困难ꎮ 田金文等 [３２] 以 ２ 年生绿枝作插穗ꎬ保留 ２ 对腋芽ꎬ腋芽下

３ ~ ５ ｃｍ处斜切ꎬ用 ＡＢＴ 生根粉浸泡促进细胞分裂ꎬ插条成活率达 ８９％ꎮ 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研制出一
种芒果扦插繁育新型促根剂ꎬ可使插条在无地热装置和自动弥雾系统条件下生根率达 ９３％以上 [３３] ꎮ Ｄｉｊｋ￣

ｍａｎ [３４] 则将当年生枝条上 １ 个腋芽连同叶片取下作为插条ꎬ清水冲洗去除切口渗出物后用吲哚丁酸处理ꎬ
在连续喷雾、控制温度的条件下ꎬ一个半月后有 ７５％的腋芽生根ꎮ Ｂａｓｕ ｅｔ ａｌ [３５] 发现取环剥口以上的枝条
作插穗ꎬ用 ＩＢＡ 处理后在间歇喷雾的条件下可获得较高的生根率ꎮ Ｒｅｕｖｅｎｉ ｅｔ ａｌ [３６] 研究表明ꎬ在设施扦插
育苗的研究中ꎬ多胚种 Ｔｕ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Ｇｏｍｅｒａ、Ｓａｂｒｅ 和 １３ － １ 的最适生根温度均为 ２５ ~ ３０ ℃ ꎮ 芒果高压繁殖
系数低ꎬ一般在多年生的结果母树上结合整形修剪进行ꎬ可比嫁接或种子繁育法提早成苗ꎬ节省苗圃用地
及劳力ꎬ种植后若管理得当ꎬ第 ２ 年便能挂果 [３７] ꎮ Ｎａｚ ｅｔ ａｌ [３８] 以生根数和根长作为观测指标ꎬ研究不同浓
度 ＩＢＡ 对芒果高压生根的影响ꎬ认为 ２ ｇＬ －１ ＩＢＡ 处理 ２ 年生芒果压条时生根数最多ꎬ差异较为显著ꎬ而
不同浓度的药剂处理对根长的影响不显著ꎮ 用不同颜色的塑料薄膜包裹基质对压条的生根率和成活率有
较大影响ꎬ其中红色、蓝色和黑色薄膜包裹效果较好 [３９] ꎮ

２.３

２.３.１

组织培养
外植体选择

Ｌ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４０] 最早通过离体培养诱导出体细胞胚ꎬ之后逐渐兴起了对芒果组织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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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ꎮ 芒果组织培养大多以芒果胚珠和珠心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和体细胞胚ꎮ Ｄｅｗａｌｄ ｅｔ ａｌ [４１] 以 Ｐａｒｒｉｓ
和 Ｊａｍｅｓｓａｉｇｏｎ 的珠心组织为外植体ꎬ在改良后的 Ｂ ５ 培养基中诱导获得成熟的体细胞胚ꎬ继续培养后首次
得到再生植株ꎮ 黄镜浩等 [４２] 以扁桃杧未成熟的珠心组织为外植体ꎬ在添加 ２ꎬ４￣Ｄ 的改良 Ｂ ５ 培养基上培
养 ４ ~ ５ 周后ꎬ得到少量的胚性愈伤组织ꎬ经 ３ ~ ４ 个月的成熟培养ꎬ发育成乳白色的成熟体胚ꎬ萌发率为

８.３９％ꎬ最终有 ３ 个体胚萌发成苗ꎮ Ａｒａ ｅｔ ａｌ [４３] 将培养珠心组织得到的原胚破壁后ꎬ取原生质体为外植体ꎬ
原生质体分裂后形成的微细胞团在含有生长调节剂的培养基中不断增殖ꎬ转移至无生长调节剂的培养基
上诱导出体细胞胚ꎬ最终形成植株ꎮ 吴永杰 [４４] 以紫花芒和红芒的子叶和胚珠为外植体ꎬ在 ＭＢ 培养基上
诱导均获得胚性培养物ꎬ并发现子叶外植体的胚性培养物诱导率均高于胚珠外植体ꎬ诱导后胚性培养物可
直接经体胚发生途径形成成熟的子叶胚ꎬ通过再生培养均长成新植株ꎮ
除了以胚性培养物为外植体ꎬ国内外学者还对芒果其他组织、器官的再生进行了研究ꎮ 肖洁凝 [４５] 以
芒果顶芽、叶柄、花枝、幼果、子叶节、根尖及叶片等作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ꎬ萌发 ７ ｄ 的去顶幼苗子叶节
诱导出 ３ ~ ７ 个腋芽ꎬ继代培养后在生根培养基上诱导 １ 周后出根ꎮ 王晓峰等 [４６] 以离体胚轴为外植体ꎬ在
ＤＫ、ＭＳ、１ / ２ ＭＳ、ＷＰＭ 基本培养基中培养ꎬ发现在 ４ 种培养基中皆可萌发ꎬ但仅在 ＤＫ 和 ＷＰＭ 培养基中
正常成苗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ｔ ａｌ [４７] 用芒果茎尖作为外植体ꎬ发现茎尖深层带菌ꎬ常规消毒难以有效控制污染ꎬ培养
过程中难以克服酚害ꎬ且外植体年龄、受伤害程度及叶柄数量对茎尖的成活均有显著影响ꎮ Ｒａｇｈｕｖａｎｓｈｉ
ｅｔ ａｌ [４８] 以芒果充分展开的幼叶为外植体ꎬ在 ＭＳ 液体培养基中震荡培养ꎬ获得少量的再生植株ꎮ

２.３.２

褐变控制

褐变是指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外植体或培养物出现变褐死亡的现象ꎮ 褐变严重影响

外植体的脱分化和培养物的再分化进程ꎬ是组织培养能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４９] ꎮ 一般认为向培养基
内添加抗氧化剂和吸附剂是植物组织培养中用以控制褐化的有效手段 [５０] ꎮ Ｒａｇｈｕｖａｎｓｈｉ ｅｔ ａｌ [４８] 将消毒后
完全展开的幼叶接种到添加 ０.０５％ ＰＶＰ 的 ＭＳ 液体培养基中ꎬ震荡培养并定时更换培养基ꎬ发现外植体褐
化明显 减 少ꎬ 存 活 率 提 高 到 ３６％ꎮ 黄 镜 浩 等 [４２] 研 究 表 明ꎬ 继 代 培 养 基 中 添 加 ５０ ｍｇ  Ｌ －１ Ｖ Ｃ 或 １００

ｍｇＬ －１ ＰＶＰꎬ降低 ２ꎬ４￣Ｄ 浓度ꎬ 并将继代培养基与成熟培养基交替使用ꎬ 可有效 抑 制 愈 伤 组 织 褐 化ꎮ
Ｐａｔｅñａ ｅｔ ａｌ
王晓峰等

[５１]

[４６]

研究表明ꎬＢＰ 培养基中加入低浓度的 ２ꎬ４￣Ｄ 和高压灭菌的椰子水可有效控制外植体褐化ꎮ

研究了培养基对离体胚轴褐化的响应ꎬ发现胚轴在 ＭＳ 及 １ / ２ ＭＳ 液体培养基中酚害严重ꎬ胚

轴萌发后褐化死亡ꎬ在 ＤＫ 和 ＷＰＭ 液体培养基中褐化不明显ꎬ可正常成苗ꎮ

３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ꎬ芒果消费需求不断扩大ꎬ产业发展迅速 [１] ꎮ 但目前芒果苗木繁育还存在研究零散、不成体

系、过分集中、缺乏创新、资源浪费等现象ꎮ 良种苗木繁育在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芒果苗木的研究与管理工作ꎮ ( １) 种子繁殖是最常见的繁育方法ꎬ但种子储存困难ꎬ育成苗品种混

乱ꎬ需要确定各品种的最佳采种时间ꎬ加强物理、化学、生物等预处理对种子生活力、发芽率影响的研究ꎮ
还需要广泛开展芒果苗木生物学研究ꎬ重点加强育苗技术的配套化、精准化研究ꎬ形成规范集成育苗技术
体系ꎬ建立标准的工厂化育苗通道ꎮ (２) 现有芒果品种繁多ꎬ但优质、丰产、适应性好、抗性强的品种较少ꎬ
部分砧木丰产期遇寒害死亡或流胶病、根腐病严重ꎮ 生产上普遍用嫁接后成活和树体生长发育状况来描
述嫁接的亲和性ꎬ具有片面性和滞后性ꎬ部分后期不亲和的组合要在多年后才能表现出来ꎬ盲目选择极易
造成减产损失ꎮ 而有关芒果砧木筛选、砧穗亲和性的研究报道较少ꎬ需加强种子育成苗的生长性状和抗逆
性比较ꎬ筛选出高抗优质的砧木ꎬ同时结合细胞学与组织学以及生理生化和解剖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对不同
砧穗组合的亲和性进行研究ꎬ筛选出亲和性好的组合ꎬ为芒果的嫁接育苗提供指导ꎮ (３) 芒果扦插和高压
生根困难ꎬ应结合组织水平和植物生理内容ꎬ加强基础性研究ꎬ包括根源基及芽源基的生长机理、采穗时
间、穗条基本情况、基质和激素预处理等ꎬ以期达到较好的生根效果ꎮ 另外ꎬ可以从分子水平探索生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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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ꎬ掌握种间生根差异产生的原因ꎬ利用现代转基因技术ꎬ培育出易生根的芒果植株ꎮ (４) 组织培养在芒
果繁育上的运用尚未成熟ꎮ 一方面ꎬ应积极探索芒果组织培养机理ꎬ研究组织培养的基本规律和影响因

素ꎬ深入对酚害控制和生根诱导的研究ꎬ找到最适合培养的外植体、各生长时期的培养基类型和激素种类ꎬ
建立高效稳定的组织培养再生和转化体系ꎻ另一方面ꎬ要逐步进行光照、湿度、温度、激素等条件对外植体
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ꎬ着眼提高苗木质量、增殖倍数、生根率和移栽成活率ꎬ缩短培养周期ꎬ扩大繁殖系数ꎬ
不断筛选和优化培养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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