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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因聚合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已成为今后作物育种的主流方向。基因聚合分子育种主要包括遗传转
化基因聚合分子育种和分子标记筛选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本文简要综述了近年来作物基因聚合分子育种的研究进展，分析
了遗传转化基因聚合分子育种以及分子标记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基因聚合分子育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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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植物的许多农艺性状和生理生化代谢

和修饰的２个或２个以上的基因导人受体植物，由

都是由多基因调控。长期以来，育种家通过回交、远

于导人基因的表达，引起生物体的性状可遗传的修

缘杂交、物理化学诱变等手段培育高产、优质、多抗

饰，从而培育具有特异目标性状的植物新品种。

作物品种。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研究者

（２）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方法。该

试图通过多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手段来达到上述目

法通过成对杂交、回交、添加杂交、合成杂交、多父本

的。简单地说基因聚合分子育种就是在常规育种的

混合授粉杂交等技术，将有利基因聚合到同一个基

基础上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实现２个或２个以上基

因组，在后代中通过分子标记选择含有多个目标基

因整合到同一个体的育种方法。到目前为止，植物

因的单株，再从中选出优良株系，以实现有利基因的

基因聚合分子育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１）

聚合‘１－引。

遗传转化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方法。该法结合常规育
种技术，运用农杆菌介导法、植物ＤＮＡ病毒介导法、
电激法、显微注射法、基因枪轰击法、花粉管通道法
等基本的植物转化方法，采用不同策略将人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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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转化基因聚合分子育种
多数遗传转化研究都是将单一的外源基因转入

受体植物。可能有时单一基因表达强度不够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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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单一，尚不能获得理想转基因植物，因此，发展

３６５

基因的数目越多，工作量也就越大，试验周期也就越

植物多基因转化系统尤为重要。近年来，研究者们

长，得到转多价基因植株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将多个基因导入到植物基因组中进行探索，成功地

１．３

多载体共转化

实现了多个目的基因在作物中整合或表达。遗传转

多载体共转化是将位于不同载体上的多个目的

化多基因聚合技术主要有一次转化、顺序转化、共转

基因同时转到同一植物中，也叫一步法多基因转化。

化、杂交聚合及质体转化ｐ巧Ｊ。

Ｐｏｉｒｉｅｒ等¨刮用双菌株／双质粒（２个质粒载体分别

１．１单载体一次转化

位于不同的农杆菌细胞）共转化法，获得共转化率

多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主要有以下３种方法。
独立表达框组合法

为３７％、０—３５％、１６％的拟南芥转化植株。Ｗｕ

这是目前多基因表达载体构建

等Ⅲ。利用基因枪法对水稻进行了９个外源基因的

中应用较多的一种。将２个或２个以上目的基因串

共转化，结果发现５６％的植株带有７个或更多基

联在一起组建于同一表达载体中，目的基因的两端

因。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等¨副通过基因枪法把参与免疫球蛋

均具有各自的启动子、增强子、终止子等转录和翻译

白抗体形成的４个基因及１个选择标记基因同时转

调控元件。现已经组建了一日＋一Ｂ旧１、ｐｕｌｌ＋

化了水稻，结果有１２个株系（１９％）表达所有４种

ｐＵＢ。…、ｍｔｌＤ＋ｇｕｔＤ‘“、ＲＣＨＩＯ＋ＡＧ￡Ｕ【“、ＲＣ２４＋口．

免疫球蛋白组分。目前，多载体共转化已成为多基

Ｊ，３一Ｇｌｕ。…、ｅｃｈ４２＋ｎａｇＴＯ、ｅｃｈ４２＋ｇｌｕｃ７８、ｎａｇＴＯ＋

因聚合转化的首选方法，其简单易行，但由于不同大

ｇｌｕｃ７８、ｅｃｈ４２＋ｎａｇＴＯ＋ｇｌｕｃ７８…、ＡＣＡ ４－ＧＮＡ…等

小和数量的目的基因、不同的表达载体和受体、不同

载体，通过一次性转化获得了基因聚合的抗病虫水

转化事件和转化技术，其共转化的共整合频率也是

稻、抗蚜虫烟草、耐盐杨树等。多聚蛋白酶解法

应

不稳定的，目的基因在受体植物基因组的整合位点

用这种方法将目的基因的编码序列融合在同一表达

也难以确定。

框（ＯＦＲ）内，多个基因在同一个启动子下转录成一个

１．４

杂交聚合转化

转录单位＂’１“，转录单位翻译形成多聚蛋白前体，而

杂交聚合转化法先是产生不同的转基因植株，

后，蛋白酶切释放单体蛋白旧ｏ。王三红等【１纠将

然后采用常规育种手段再将这些植株进行杂交，借

ＤＲＥＢ、ｒｏｌＣ、儡丌等３个基因利用ＦＭＤＶ ２Ａ序列融

助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获得转基因纯系。采用这种

合在一个开放阅读框中，并通过农杆菌菌株ＬＢＡ４４０４

方法也已有成功的范例。Ｃａｏ等¨列将含有单转基

和Ｇｖ３１０１介导转化八棱海棠，获得了转基因植株，转

因的植株杂交，获得了聚合ｃｒｙｌＡｃ＋ｃｒｙｌＣ基因的花

化率分别为０．７２％和０．１５％。但这种方法基因表达

椰菜和菜用甘蓝。郭龙彪等Ⅲ１通过农杆菌介导法

量低而且可能是组织特异性或受发育调控，阻碍转基

和基因枪法将ＣＭＯ、ＢＡＤＨ、ｍｔｌＤ、ｇｕｔＤ和ＳＡＭＤＣ

因在组织中的同时表达。内部核糖体进入住点法

基因以单价或双价的形式导入水稻，再结合常规杂

ＩＲＥＳ是一段ｍＲＮＡ序列，可以直接引导核糖体对下

交育种，选育出了５价强耐盐性的转基因水稻植株。

游开放阅读框进行翻译而不需要５’帽子结构，能完全

李进斌等旧１。也通过杂交的方法将几丁质酶基因、Ｂ．

独立于上游顺反子而介导下游顺反子的有效翻

１，３葡聚糖酶基因和溶菌酶基因聚合于同一材料，

译¨“，不依赖于启动子的翻译起始区。

获得了高抗稻瘟病的水稻新品系。张光恒等旧２ ｏ利

１．２多载体顺序转化

用农杆菌介导ｇ培Ｃ—ＴＭ基因而获得的水稻优质晚

顺序转化，又叫重复转化或多次转化，是多次将

粳品种中超１２３ Ｔ，纯系，并以其作为葡萄糖焦磷酸

多个基因转入植物基因组中¨１。通常情况下，一个

酶（ＡＧＰ）基因的供体亲本，与营养功能粳稻品种巨

目的基因构建一个表达载体。要转化多个目的基因

胚ｌ号为矿基因供体亲本进行杂交，获得了含ｇＺ．

需要构建多个表达载体，也就是把多价基因的转化

ｇＧ－ＴＭ基因和ｇｅ基因的聚合株系。杂交聚合转化

变为多个单价基因的转化，但进行多次独立的转化。

避免了共转化中因外源基因经常插入同一位点而彼

各个基因的表达水平差异也较大¨Ｊ。Ｃａｏ等¨副先

此影响表达，但杂交聚合转化法费时费力，多适用于

后将ｃｒｙｌＣ、ｃｒｙｌＡｃ基因转入印度芥菜（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已有的转基因纯系。

ｊｕｎｃｅａ

ＣＶ．“Ｇｒｅｅｎ

Ｗａｖｅ”）获得了含ｃｒｙｌＡｃ＋ｃｒｙｌＣ

１．５

质体转化法

基因的植株。多载体顺序转化不需考虑载体的容

运用质体转化法，可将多个目的基因通过同源

量、目的基因的数目，利用目前成熟的载体构建以及

重组转入叶绿体基因组中。植物叶绿体多个基因共

基因转化技术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是要转化的目的

用～个启动子，它们以多顺反子的形式同时转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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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苏宁等旧３Ｊ利用基因枪法将含有水稻巯基

体。张增艳等”驯利用小麦抗白粉病基因Ｐｍ４、

蛋白酶抑制剂（Ｏｒｙｚａ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ＯＣ）基因炳草叶绿体

Ｐｍｌ３、Ｐｍ２１的特异ＰＣＲ，对含有Ｐｍ４ｂ、ＪＰｍ，３、Ｐｍ２１

表达载体和含有苏云金芽孢杆菌晶体毒蛋白基因

的小麦品系复合杂交Ｆ：４０个植株进行检测，从中

（Ｂｔ ｃｒｙｌＡｃ）烟草叶绿体表达载体共转化到烟草叶绿

选择到Ｐｍ４ｂ＋Ｐｍｌ３＋Ｐｍ２１ ３个基因聚合的抗病

体，获得壮观霉素抗性植株。质体转化法是一种自

植株１１个，筛选到Ｐｍ４ｂ＋Ｐｍｌ３、Ｐｍ４ｂ＋Ｐｍ２１、

然的多基因共表达法，许多叶绿体基因都是以操纵

Ｐｍｌ３＋Ｐｒ０２１

子的形式聚合在一起。另外，叶绿体属母系遗传，外

久、广谱抗病小麦育种奠定了基础。秦钢等旧川以含

源基因可以稳定遗传，而且可避免外源基因通过花

白叶枯病抗性基因Ｘａ２３的水稻品种ＷＢＢｌ为亲

粉漂移。因此，质体转化法可望为高等植物的多基

本，分别与含白叶枯病抗性基因Ｘａ４的恢复系杂

因转化开辟一条新的途径¨１。

交，利用ＳＳＲ标记对Ｆ：群体进行筛选，取得了较好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基因聚合分子

２

育种

２个基因聚合的抗病植株１９个，为持

的结果。
２．２回交群体
Ｓａｎｃｈｅｚ等旧纠应用ＳＴＳ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将

通过常规育种将分散于各个种质中的多个优良

Ｘａ５、Ｘａｌ３和Ｘａ２１等３个抗白叶枯病基因聚合到

基因聚合于同一个体，从而培育优良新品种的过程

ＩＲ６５５９８．１１２中，发现ＢＣ，Ｆ，群体抗性水平明显提

缓慢、难度较大。分子标记由于能对基因型进行直

高，与单个抗性基因相比具有更强更广谱抗性。

接的选择，具有快速、准确的优点。将分子标记技术

ＳＩＮＧＨ等ｐ驯应用ＳＴＳ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将‰５、

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即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进行作物

Ｘａｌ３和Ｘａ２１ ３个抗白叶枯病基因聚合到水稻品种

多基因的聚合育种正引起广泛的重视。随着作物遗

ＰＲｌ０６，结果发现ＢＣ：Ｆ：、ＢＣ：Ｆ，群体水平抗性明显加

传图谱的不断饱和，以及越来越多的目标性状基因

强。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ｒ等¨４１将Ｐ拓－５和‰２Ｊ基因聚合到

及ＱＴＬ的定位，分子标记辅助多基因聚合正日益体

ＩＲ５０中，应用ＳＴＳ标记检测ＢＣ。Ｆ，群体抗性，结果同

现出巨大的优势和应用前景。目前利用分子标记辅

时提高了对白叶枯病和稻瘟病的抗病能力。张晓科

助选择进行多基因聚合育种在大田作物中已有应

等ｐ纠认为，在聚合多种优质ＨＭＷ—ＧＳ基因和改良

用，如抗稻瘟病基因Ｐｉｌ、Ｐ讶．５和Ｐｉｔａ基因的聚

高产小麦品系品质育种中，回交转育、ＨＭＷ－ＧＳ基

合悼“。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基因聚合，能同时有效地

因分子标记辅助选育与高代蛋白质电泳筛选相结合

对多个抗性基因进行选择，并将之聚合于同一植株，

是一种定向、快速、有效的育种途径。邓其明等¨钊

以提高抗性，拓宽抗谱，达到持久抗性的目的【ｚ

通过常规回交育种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将

５｜。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应用于基因聚合分子育种的基本

来自ＩＲＢＢ２４的２个抗白叶枯病基因Ｘａ２１和Ｘａ４

要求有：标记必须与目标性状共分离或紧密连锁，建

聚合到感病的杂交稻恢复系绵恢７２５中，通过分子

立较大筛选群体，筛选技术具有重复性、简便低耗、

标记检测目标基因和亲本遗传背景差异，快速获得

安全高效拉“。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应用于基因聚合

了具有良好的产量潜力蜀恢２０７。易懋升等¨川运

育种有以下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将多个供体亲本中

用回交群体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获得了完全纯合

与目标性状紧密连锁的基因导入受体亲本，并根据

的聚合有２个恢复基因Ｒｆ３、Ｒｆ４和４个抗白叶枯病

回交与否将其分为３大类：（１）不通过回交方式；

基因Ｘａ４、Ｘａ５、Ｘａｌ３和Ｘａ２１的新材料。

（２）多个供体亲本先与受体回交；（３）多个供体亲本

２．３重组自交系

间先杂交后再与受体亲本回交¨“。二是从亲本杂

重组自交系是用单粒传方法产生的Ｆ：群体中

交后产生的分离世代，通过分子标记筛选出含有目

各个体的后代连续自交获得的纯系。Ｔｗａｒｄｏｗｓｋａ

标基因的纯系心７。２８｜。根据亲本杂交后产生的分离

等¨副将５４１×Ｏｔｌ．３杂交产生的重组自交系通过

世代，应用分子标记辅助聚合育种有５个基本策略：

ＲＡＰＤ标记筛选出含抗穗发芽性和ｄ．淀粉酶活性

利用Ｆ：群体及衍生群体、回交群体、重组自交系群

基因的黑麦新株系。巴沙拉特等”引将含Ｘａ４、‰５、

体、双单倍体群体及同时应用多种群体筛选聚合

Ｘａｌ３、Ｘａ２共４个抗白叶枯病基因的重组自交系

株系‘２引。

ＩＲＢＢ６０与８个水稻新品系，配制８个杂交组合，应

２．１

Ｆ：群体及其衍生群体
Ｆ：群体及其衍生群体是较容易获取的后代群

万方数据

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从后代分离群体中共获得
２１６个携带４个抗白叶枯病基因的纯合体。通过分

３期

徐小万等：作物基因聚合分子育种

子标记辅助选择将不同类型的抗病基因聚合在一起
的报道不多，研究者们还是开展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３

问题与展望

倪大虎等Ｈ叫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将广谱高抗稻

近１０年来，作物基因聚合分子育种已经取得了

瘟病的Ｐｉ９（ｔ）基因和全生育期高抗白叶枯病的

较大的进展，本文简要地综述了基因聚合分子育种的

Ｘａ２１或Ｘａ２３基因聚合到优良株系中。建立了含双

策略和成功事例。但是，通过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手段

抗或三抗基因重组自交系，获得了一批优良株系。

育成的、能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农作物品种相对很

２．４双单倍体群体

少，大多数基因聚合分子育种研究仍停留在实验室阶

罗瑛皓等Ｈ川利用小麦抗白粉病基因Ｐｍ４ｂ的
ＳＴＳ—ＰＣＲ标记，ＰｍＪ３和Ｐｍ矿的ＳＣＡＲ．ＰＣＲ标记，以

段。通过基因聚合分子育种以培育高产、优质、多抗
农作物品种，还有许多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

及与ＰｍＪ２共分离的同工酶标记（Ｏｔ—Ａｍｙ．１），对来自

在遗传转化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方面：（１）在多

小麦与玉米杂交产生的双单倍体材料的７个株系和９

基因单载体共转化聚合研究中，表达载体容量是其

个穗系的４９个随机单株进行检测，分别筛选出含有

研究的瓶颈，因此大容量人工染色体以及相应的转

ＰｍＪ２＋Ｐｍ４ｂ＋骱ｌｙ和Ｐｍｌ３＋Ｐｍ４ｂ＋Ｐｍｙ ３个抗病

化技术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２）如何保证基因高

基因的植株７个和１个，含有Ｐｍｌ２＋Ｐｍ４ｂ、Ｐｍ４ｂ＋

效表达又要防止同源重组和基因沉默的发生，这是

２个抗病基因的

多基因单载体共转化聚合研究中一个尚待解决的重

植株３个、６个、２个和２个。朱晓娜等【４２１分别用抗

要问题；（３）质体转化法目前研究较少，在今后多基

Ｐｍｙ、Ｐ饥Ｊ２＋尸ｍｙ和Ｐｍｌ３＋Ｐｍ４ｂ

条中３２号、３１号小种和水源１４号小种的花育８８８．

因聚合分子育种研究需要加强；（４）多个基因在同

５、西农１３７６和２１２３个育种材料进行杂交、复交，并

一个转基因植株中的转录和表达水平往往不一致，

花培纯合，对来自３个抗条锈育种材料的不同抗性基

这涉及蛋白质组学和转录组学，因此有待加强这方

因进行聚合，建立ＤＨ系。对该ＤＨ群体中抗条中３２

面的研究；（５）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等单

号小种基因进行ＲＡＰＤ标记分析，创制了聚合２个抗

位采用花粉管通道法，把成＋ｃｐ”双价抗虫基因导

条锈流行小种基因的小麦抗条锈新种质１３个。

入常规棉品种中，选育出第一个国审双价转基因抗

２．５

同时应用多种群体

虫棉品种，我国应加强自主研发的花粉管通道法以

在采用分子标记进行抗稻瘟病基因的聚合育种

培育更多的转基因作物品种。

方面，陈学伟等Ｈ引将Ｄｉｇｕ、ＢＬｌ和Ｐｉ４号水稻品种

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进行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方

中Ｐｉｄ（ｔ）、Ｐｉ－６和Ｐｉ－抛抗性基因聚合到保持系杂

面：（１）到目前为止，真正可用于分子标记的基因有

交品种Ｇ４６Ｂ中，在聚合杂交的Ｆ：及ＢＣ。群体中共

限，还需构建和整合更多较饱和的分子标记连锁图

获得了１５株含Ｐｉｄ（ｔ）Ｊ、Ｐｉ

ｔａ２等３个抗稻瘟

谱，寻找与目标基因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２）加大力

病基因的材料。邓其明等Ⅲ１采用复合杂交结合分

度进行受体亲本与多供体亲本问传统育种聚合方法

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将Ｘａ２１、Ｘａ２３、Ｘａ４聚合到水

研究，从中筛选出一套最有效的杂交途径；（３）有必要

稻优良恢复系绵恢７２５中，得到Ｘａ２１、Ｘａ２３和Ｘａ４

寻找新型的分子标记，以实现检测过程的自动化、规

的累加系植株对白叶枯病菌的抗性明显强于基因型

模化。另外，基因聚合分子育种在水稻、小麦、玉米、

为单基因和双基因累加系植株。谭彩霞等【４纠利用

烟草等大田作物研究较多，而在园艺作物方面研究较

特青／Ｌｅｍｏｎｔ的１１５个高代无性系在第９和第１１染

少，今后应该加强园艺作物基因聚合分子育种研究。

ｂ、Ｐｉ

色体上各发现了１个抗纹枯病主效ＱＴＬ，并于２００５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及其与传统育种技

年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分别聚合得到特青背景

术结合的日益紧密，通过基因聚合分子育种改良农

下的双感纯合系，Ｌｅｍｏｎｔ背景下的双感、双抗纯合

作物多个农艺性状，创造优良作物种质资源，快速培

系。陈红旗等ｍ１以Ｃ１０１ＬＡＣｔ和Ｃ１０１Ａ５１为稻瘟病

育高产、优质、多抗作物新品种，将产生较大的经济

抗性基因的供体亲本，金２３Ｂ为受体亲本，通过杂交、

效益和社会效益。

复交及～次回交，在分离世代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技术结合特异稻瘟病菌株接种鉴定和农艺性状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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