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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芍药产业化、商业化发展背景下,国内众多领域均加大对其组织培养研究力度,也是其创新
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从长远化发展角度探究,在组织培养探究阶段还需对其规律、特点等全面掌握,
可通过外植体选择、杀菌处理、再生途径等方面拓展,把探究过程具体内容详细记录,为芍药产业化、商
业化创新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发挥出其较强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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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issue culture of Paeonia lactiflora P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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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Paeonia lactiflora, many
domestic fields have increased their research on its tissue culture,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lly grasp its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age of tissue culture exploration.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can be recorded in detail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explant selection, sterilization treatment and regeneration
way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eony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and play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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