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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ｄｂｆｌ基因与耐旱相关性状的关联分析
苏治军，郝转芳，谢传晓，李明顺，石红良，吴永升，张世煌，李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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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脱水响应元件结合因子（ＤＢＦＩ蛋白）是高等植物体内ＤＲＥ／ＣＲＴ顺式元件的结合因子，是水分胁迫信号传导的核心
构件。本文以玉米自交系郑２２为材料，采用ＰＣＲ技术分离得到啦，７基因区域基因组ＤＮＡ（ｇＤＮＡ）全长９４９ ｂｐ，起始密码子至
终止密码子序列长６５４ ｂｐ。该基因由１个外显子组成，无内含子。ｄ坼基因在１７５份玉米自交系中共检测到９个ＳＮＰ变异
（平均每５７．３ ｂｐ一个），没有检测到ｌｎ／Ｄｅｌ变异，在３个多态性位点间存在较高程度的连锁不平衡（ｒ２＞０．５）。在干旱胁迫

下，ｄ妒基因中的多态性位点３９７与ＡＳＩ和单穗粒重显著关联（Ｐ＜０．０５），住点４７７与单穗粒重和结实株数百分率存在显著关
联（Ｐ＜０．０５）。位点３９７对ＡＳＩ和单穗粒重的贡献率分别为６．９４％和１０．０３％；位点４７７对单穗粒重和结实株数百分率的贡
献率分别是１．Ｏｌ％和３．６６％。根据２个位点将１７５份自交系分威４种单体型，其中单体型４含有能使ＡＳＩ减小、结实株数百
分率增加的等位基因位．占、，包含早４９、丹５９８、丹黄０２等耐旱和中度耐旱自交系，推测单体型４可能是啦，７基因的耐旱单体

型。研究结果为基于ｄ坍因开发耐旱功能标记提供信息。
关键词：玉米；ｄ垆；单核苷酸多态性；关联分析；单体型

ｄｂｆｌ Ｇｅｎ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ＳＵ

Ｚｈｉ－ｊｕｎ，ＨＡＯ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Ｍａｉｚｅ

Ｚｈｕａｎ—ｆａｎｇ，ＸＩＥ Ｃｈｕａｎ—ｘｉａｏ，ＬＩ Ｍｉｎｇ·ｓｈｕｎ，ＳＨＩ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ＷＵ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ｈｕａｎｇ，ＬＩ Ｘｉｎ—ｈ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ｒｏｐ Ｇｅｎ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ｒｏ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彬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ＢＦＩ（ＤＲ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ｎｃｏｄｅｄ ｂｙ ｄｂｆｌ ｇｅｎｅ，ｉｓ
ｃｏｒｅ

啦，７
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 ｖｉｖｏ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ｅｉｓ—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ＲＥ／Ｃ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Ｔｈｅ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

ｆｏｒ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９４９ ｂｐ ｏｆ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啦，７

ｗａ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６５４ｂｐ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ＬＤ ｄｅｇｒｅｅ（Ｌｉｎｋａｇｅ
ｉｎ

ｄ垆ｇｅｎ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ｔｏ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Ｎｉｎｅ ＳＮＰｓ ｉｎ

ｄ妒ｇｅｎｅ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ＤＥＬ（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ｙ，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ｗｅｒｅ

ｔｅｒｖａｌ），ｋｅｒｎｅｌ

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ｒ２＞０．５）ｗａｓ

ｅａｒ

ａｎｄ

ｅａｒ

１ ０．０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
ｅａｒ

１ ７５

ｅｘ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ｂｒｅ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ｒｙ ５７．３ ｂｐ．Ｈｉｇｈｅｒ

ｔｒａｉｔｓ（Ｐ＜０．０５），ＡＳＩ（Ａｎｔｈｅｓｉ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ＳＩ 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ｏｎ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ｉｔｅ ｐａｉｒｓ．Ｔｗｏ ＳＮＰ ｓｉｔ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ｏ 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ａ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ｂｒｅｄ ｌｉｎｅ Ｚｈｅｎｇ ２２ ｗｉｔｈ ＰＣ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ｃｏ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ｏｆ ｏｎ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ｏｎ

ｓｉｔｅ ４７７

ｏｎ

ｔｏ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ｔｅ ３９７

ｗａｓ

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６．９４％ａｎｄ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ｉｔｓ

ｅａ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０ １％ａｎｄ ３．６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ｓｉｔｅｓ，ｆｏｕｒ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１ ７５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ｂ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４ ｂ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ＳＩ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ａ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ｗ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ｔｏ

ｂ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ｄｉ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０．０２—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６００３９４，３０７２１１４０５５４）
作者简介：苏治军，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玉米耐旱分子育种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ａａｄ）６６１＿６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ｒｎ．ｃ“
通讯作者：李新海，张世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玉米种质改良与分子育种。Ｅ—ｍａｉｌ：ｌｉｘｈ２００８ｃａａｓ＠ｙａｈｏｏ．ｃｎ

万方数据

苏治军等：玉米ｄ妒基因与耐旱相关性状的关联分析

４期

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ｉｎｂ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４＂７５

Ｚａｏ ４９，Ｄａｎ ５９８，Ｄａｎｈｕａｎｇ ０２，ｅｔｃ．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ｇｅｎ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

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ｉｚｅ；ｄ坍（ＤＲ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近年来，全球性气候变化引发干旱发生周期越

不同地点的耐旱性鉴定¨０‘１ ３１。本研究中，玉米自交

来越短，程度越来越重，对粮食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系郑２２用于分离ｄ妒基因的基因组全长，１７５个自

玉米是我国主要作物，每年约５０％种植在干旱半干

交系用于ｄ卵等位变异分析。于６～８叶期，取无

旱地区，季节性干旱也时有发生¨。２ Ｊ。据统计，每年

坏死、无损伤、无病斑干净鲜叶约５００ ｍｇ，用ＣＴＡＢ

因干旱造成玉米减产约２０％～３０％，干旱已成为玉

法提取与纯化基因组ＤＮＡ

米产量的重要限制因素。实践证明，培育耐旱新品

１．２

种是增强玉米耐旱能力的有效措施。在传统耐旱育

０１４］。

ＰＣＲ引物设计、扩增产物回收与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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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础上，发掘耐旱基因位点，揭示耐旱遗传机制对

ｐｒｉｍｉｅｒ

提高作物耐旱性具有重要意义。

物，通过ｏｌｉ９０６软件检测引物扩增的可行性。上游

玉米ＤＢＦｌ蛋白是ＤＲＥ顺式作用元件（核心序
列为ＴＡＣＣＧＡＣＡＴ）的反式作用因子。属于ＡＰ２／

弓ｌ物为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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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传导途径。干旱胁迫下ＤＢＦｌ与ＤＩＰｌ（ＤＢＦｌ

５．０软件设计基因组ＤＮＡ的ＰＣＲ扩增引

ＰＣＲ扩增反应体系２５１ｘｌ，含２×Ｇ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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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引物、ｌＵ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大连宝生物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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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群体，对候选基因多态性位点及耐旱相关

公司，大连）说明书回收与纯化目的片段。

性状进行关联性分析，有可能发现基因内或基因之

１．３

ＰＣＲ扩增产物克隆、转化与测序

间的功能性位点多态性与表型差异之间的关联，从

将回收产物连接到ｐＭＤｌ８－Ｔ载体上（ＴａＫａＲａ

而找到自然存在的、功能性差异的等位基因功能单

公司，大连），转化大肠杆菌ＪＭｌ０９菌株感受态细

体型（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这已成为植物相关基因功能关联

胞，蓝白斑筛选。对筛选到的重组子进行菌落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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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克隆片段测序。为保证测序结果的可靠性，每

因，通过两个地点在干旱和灌溉两个处理下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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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分析，以期发掘与耐旱性状相关的优异等

１．４序列多态性分析

位基因变异及功能单体型，为耐旱分子育种提供参
考依据。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实验材料
２００７年春，将１７５份玉米自交系种植于中国农

序列比对利用ＤＮＡＭＡＮ软件将所测序列与
参考序列比对，去掉引物两端多余序列，保证序列的
准确可靠。根据测序结果碱基峰图，对测序质量不
好的序列，重新进行测序。对于只在一个自交系中
检测到的多态性，进行重复扩增和测序，确保序列的
准确性。使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Ｘ软件比对获得的所有目的序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实验基地。这１７５份

列¨“。通过Ｒｅａｌｉｇｎ

玉米自交系是从３７０多份本课题组积累的国内外玉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ｉｄｕｅ

米自交系中根据全基因组基因型分析结果选择而确

对的序列保存为ＰＨＹＬＩＰ格式文件，用于后续关联

定的，其中大部分的自交系已经进行了不同时期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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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ＴＡＳＳＥＬ软件

ＡＴＧ的Ａ记为＋１）。分析区域总长为５１６ ｂｐ。编

进行序列多样性分析；ＬＤ结构分析时，选择测量值

码区内共检测到９个多态性位点，全部为ＳＮＰ，没有

Ｄ’和ｒ２，将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值设为１０００¨６。”１。

检测到插入缺失位点。对检测到的９个ＳＮＰ进行

１．５关联分析

分析，发现核苷酸突变类型以及它们的发生频率均

使用ＴＡＳＳＥＬ软件进行耐旱候选基因的关联分

有所不同。ＳＮＰ碱基突变共有５种类型，分别是Ｃ／

析，关联分析将玉米自交系中获得的基因序列比对结

Ｔ（２）、Ｔ／Ａ（１）、Ｇ／Ｔ（１）、Ｃ／Ａ（１）和Ａ／Ｇ（４），碱基

果、群体结构及干旱条件下耐旱相关性状数据导入

颠换占到总突变类型的２／３。

ＴＡＳＳＥＬ软件，使用分析单元中的逻辑回归模型进行

２．４

ｄｂｆｌ基因的连锁不平衡结构

对ｄ妒基因的序列多态性进行位点间连锁不

关联分析，阈值选择Ｐ＜０．０５为显著，Ｐ＜０．０１为极
显著。

平衡结构分析（图３），发现位点８０和８６、８６和９ｌ

２结果与分析

蠢紧麓絮艄２６，５２不６鬻窆：糍警篙耋

２．１

锁不平衡结构（０．５＞ｒ２＞０．２），推测位点８０、８６、９１

ｄｂｆｌ基因组ＤＮＡ全长及基因结构
通过ＰＣＲ扩增，首先获得玉米自交系郑２２的

可能与ｄ驴的功能有一定关系。

ｄ妒基因编码区及其上下游侧翼序列。对ｄ垆基
因的结构（图１）分析表明，编码区自起始密码子
（ＡＴＧ）至终止密码子（ＴＧＡ）长６５４ｂｐ，由１个外显
子组成，无内含子。此外，获得的序列还包括５’非
翻译区（ＵＴＲ）８４ｂｐ，３’ＵＴＲ ２１１ｂｐ，总长度９４９ｂｐ。

图１玉米ｄｂｆｌ基因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ｂ／ｌ ｇｅｎｅ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ＵＴＲ：非翻译区Ｕｎ—ｔｒａｎＭ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ＣＤＳ：编码序列Ｃｏｄｉｎｇ
２．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ｂｆｌ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
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电子定位技术，将玉米

中与水分胁迫相关的转录因子基因ｄ蜩定位在玉
米染色体１．０７区段（图２）。前人的研究表明，该区
段与玉米的耐旱性高度相关¨舢２０１。

图３
Ｆｉｇ．３

ｄｂｆｌ基因多态性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ｄｂｆ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ｉｔｅｓ

２．５

几苷。

ｄｂｆｌ基因的序列多态性与耐旱相关性状间的
关联分析

ｎ¨ ¨ Ｕ：

ｎ¨ ¨ Ｕ，

ｎ¨ ¨Ｕ４
图２

Ｆｉｇ．２

Ｉｎ ｓＨｗｏ

ｎ¨ ¨ Ｕ，

ｎ¨Ｕ
６

利用ＴＡＳＳＥＬ２．０软件中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块将耐
ｎ¨¨Ｕ，

ｎ¨Ｕｏ ｎＵ９

旱相关性状¨３１及玉米自交系的群体结构心ｕ与
ｎ¨¨Ｕｍ

ｄｂｆｌ基因的电子定位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ｄｂｆｌ ｇｅｎｅ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 ｂｙ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ｄ坍基因序列多态性变异进行关联分析。２００７年
海南试验点在干旱胁迫下检测到位点３９７与ＡＳＩ
显著关联（Ｐ＜０．０５）；在２００８年新疆试验点检测
到位点３９７和位点４７７又与单穗粒重显著关联
（Ｐ＜０．０５），位点４７７又与结实率百分率显著关联

２．３

ｄｂｆｌ基因的序列多态性

（Ｐ＜０．０５）（表１）。在这两个试验点，没有检测到

ＰＣＲ扩增基因组ＤＮＡ，测序、序列分析后，共获

与株高关联显著的位点。分析这些变异位点对相关

得１７５份自交系在ｄ坍基因部分编码区的一致性

性状的贡献率，发现在干旱胁迫下位点３９７对ＡＳＩ和

序列（第７９—５９４位核苷酸，参考序列起始密码子

单穗粒重的贡献率分别为６．９４％和１０．０３％；位点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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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７

４７７对单穗粒重和结实株数百分率的贡献率分别

调控一个耐旱相关性状，同一位点也可能调控不

是１．０１％和３．６６％。这显示某些变异位点同时

同性状。

表１

千旱条件下表型性状与ｄｂｆｌ基因多态性位点的关联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ｂｆｌ ｇｅ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依据２个位点（３９７和４７７）对供试材料进行单

使是有核苷酸的差异，也大多是同义突变心２谢】。因

体型分型，将１７５份玉米自交系分为４种单体型（表

此，组成ＡＰ２的氨基酸序列很少发生变化。本研究

２）。分析这４种单体型，发现单体型４含有能使

中，通过序列比对发现水稻、小麦、拟南芥、胡萝卜

ＡＳＩ减小、结实株数百分率增加的位点，即位点３９７

ＡＰ２氨基酸序列完全相同。玉米与其相比，只有１

的Ｔ和位点４７７的Ｇ。此外，耐旱自交系和中度耐

个氨基酸的差异。预示ＡＰ２结构域可能由古老的

旱自交系早４９、丹５９８和丹黄０２均含有该单体型。

基因进化而来。此外，通过基因多态性和Ｔａｊｉｍａ’Ｄ

推测单体型４可能是ｄ垆基因的耐旱单体型。

测验从另一方面也显示ｄ垆基因虽然在玉米的驯
化与人工选择过程中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变异

ｄｂｆｌ基因的耐旱单体型类型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率不高，表明其保守性很高。此基因可以作为玉米

ｄｂｆｌ ｇｅｎｅ

改良的对象进行定向改良，以提高其正向贡献，增强

耐旱性。本研究发现ｄ坍基因不含有内含子，属于
单一外显子基因。这与徐兆师口纠对ＤＲＥＢ４Ｂ基因
序列分析结果相似。Ｎｉｃｋｏｌａｉ等ｍ ３也证实玉米基因

组中高ＧＣ含量的序列很少含有内含子。ｄ垆基因
通过核酸序列比对及翻译后的氨基酸序列分析，与
玉米ＤＢＦＩ参考序列有极高的相似性。
对候选基因进行序列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基因
ＤＳ：干旱敏感ＤｒｏｕｇＩＩｔ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ＭＤＳ：中度干旱敏感Ｍｅｄｉｕｍ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ＤＴ：耐旱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ＭＤＴ：中度耐旱Ｍｅｄｉｕｍ
ｄｍｕＩｇｌＩｔ

内的核苷酸变异，进而结合耐旱相关性状进行关联
分析以期发现与目的性状高度相关的变异，为下一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步开发功能标记并进行验证打下基础。结合本研究

３讨论

关联分析结果，可以在ｄｂｆｌ基因与耐旱性状高度相
关的位点，开发功能标记（ＳＮＰ、Ｉｎｄｅｌ等），在Ｆ２、

３．１

ｄｂｆｌ的基因结构及定位
基因的结构与其功能相适应，了解基因的基本

ＲＩＬ、ＮＩＬ等群体中进行定位及验证，开发的标记可
以为玉米耐旱性鉴定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提供

结构对预测和验证基因功能有重要作用。高等植物

基础。

ＤＢＦ结合因子与ＤＲＥＢ转录因子类似，都属于ＡＰ２／

３．２

ｄｂｆｌ基因的序列多态性分析

ＥＲＥＰＦ转录因子，在植物逆境胁迫信号传导途径中

玉米ＬＤ的衰退一般来说比较迅速，主要是因

有重要作用。目前的研究表明，ｄ妒基因在作物耐

为玉米属于异花授粉作物，重组率高，易发生变异。

旱过程中参与依赖于ＡＢＡ途径以基因家族的形式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基因和不同玉米研究群体检测

存在，成员较多，不同非等位基因成员之间有较高的

到的ＬＤ范围互不相同，从几百ｂｐ［２州到１００ ｋｂ［２８１乃

保守性，某些成员可能存在基因冗余。编码ＡＰ２蛋

至５００ ｋｂ旧列开始衰退。在ｄ坍基因编码区域的多

白结构域的核酸序列保守性较高，在高等植物中，即

态性检测中，共检测到９个ＳＮＰ，平均每５７．３ ｂｐ检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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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１个ＳＮＰ。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近¨…，即玉

丹９０４６、东９１等耐旱自交系）中含有的多态性位点

米中存在高频率的变异。连锁不平衡分析发现，

（３９７和４７７）虽然在单位点上没有正向贡献或正向

啦，：『基因的连锁不平衡程度较弱，显示该基因在进

贡献不大，但在组成单体型后是否影响自交系的耐

化过程中相对保守。在ｄ卵分析序列的９个ＳＮＰ

旱响应，需要进一步研究。

位点中，位点８４、１９２和３９７碱基的变异分别为

此外，由于耐旱性鉴定是在大田的自然状态下进

Ａ／Ｔ、Ｃ／Ｔ、Ａ／Ｇ，编码的氨基酸没有变化，属于同义

行的，受种植环境影响很大，为此需要多年多环境多重

突变。位点８０、８６、９１、４７７、５２６、和５７４的碱基变化

复进行鉴定，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表型性状的准

均产生氨基酸水平的变化，碱基突变类型分别为Ｔ／

确性。将耐旱相关性状结合群体结构分析结果与耐旱

Ｃ、Ｇ／Ｔ、Ｃ／Ａ、Ａ／Ｇ、Ａ／Ｇ和Ａ／Ｇ，相应的氨基酸变化

相关基因的多态性变异进行关联分析后所得的结果，

为Ｖａｌ／Ａｌａ、Ｖａｌ／Ｌｅｕ、Ｐｒｏ／Ｇｉｎ、Ｐｈｅ／Ｌｅｕ、Ａｓｐ／Ｇｌｙ、

只是耐旱的候选单体型，结论是否准确尚需进一步验

Ｖａｌ／Ｇｌｕ。由此推测ｄ垆的基因功能可能受以下因

证。本研究使用两点两个处理对比的数据，得出的一

素影响：一是氨基酸的同义突变不影响或很少影响

致性结果将用于功能标记开发及耐旱表型鉴定。

基因的功能，基因功能的变化主要由发生氨基酸变
异的几个多态性位点调控，这种调控或者是改变了
蛋白多肽的一级结构或者是通过改变蛋白质的高级
结构进而改变其功能；二是编码氨基酸的密码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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