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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鸭梨为梨属白梨系统优良资源，生产中其变异类型较多。本文首次对鸭梨及其９个鸭梨变异类型进行ＲＡＰＤ分析，
并初步筛选出３个多态性引物即￥２８、￥３２、Ｓ１７６。研究发现：芽变品种垂枝鸭梨增加了ｌ条特异带（￥３２·６００）。在芽变品种魏
县巨鸭梨、甜鸭梨、垂枝鸭梨的扩增产物中均少１条特异带（￥２８－４００）。魏县巨鸭梨扩增产物中缺少２条特异性条带（Ｓ１７６·
９００和￥１７６一１１５０）和阎庄自花结实鸭梨缺少ｌ条特异性条带（Ｓ１７６－１１５０）。可见魏县巨鸭梨、甜鸭梨、垂枝鸭梨与阎庄自花
与其他类型能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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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是世界五大果树之一，中国是世界梨主要原

内外¨’。鸭梨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变

产地，种质资源极为丰富，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繁多，

异类型，不少产区从中选出芽变优良品系和优良单

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河北省是我国第一

株¨。ｏ。目前，从鸭梨中已选出各具特点的突变系

产梨大省，原产的鸭梨、雪花梨、安梨驰名中外。果

１５个，其中大果系８个、优质系２个、白花结实系３

品也被列为河北省三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梨果产

个、早熟系及垂枝系各１个旧１。关于鸭梨变异类型

业在河北省果品业中居首位，被省政府确定为优势

曾进行过酶谱特征、果实和叶片性状鉴定等方面的

果树重点发展…。鸭梨在中国栽培历史久远，广泛

研究‘３Ｊ１。

分布于十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管理经验丰富，技

ＲＡＰＤ技术是建立于ＰＣＲ（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术水平较高，是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民致富的重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基础上的一种可对整个未知序列的基因

要产业之一，还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外销果品，享誉海

组进行多态性分析的ＤＮＡ分子标记技术∞。，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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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于果树种质资源研究中。ＲＡＰＤ技术在梨

表１鸭梨及其变异类型

属种质资源方面的研究较苹果等其他果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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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ｉ １９９８年，Ｂｏｔｔａ等…应用此技术研究了意大利
北部城市皮埃蒙特（Ｐｉｅｍｏｎｔｅ）的梨属种质资源，鉴
别了１７个梨品种并建立起了系统发育关系图。
２０００年，Ｋｉｍ等¨１讨论了ＲＡＰＤ技术在梨树品种
鉴定应用的潜力与局限性，并揭示了供试品种的
亲缘关系。２０００年，Ｗｅｎ等一。对原产中国的梨属
植物１３个种进行分析，探讨了新疆梨的分类地
位，并对供试材料进行了聚类分析。王丙旭¨叫应
用ＲＡＰＤ技术对梨树种质资源的秋子梨、砂梨、白
梨和西洋梨系统的４０个品种进行了品种鉴定、亲
缘关系和分类研究，发现苹果梨和白梨系统的鸭
梨和柄霞大香水聚在一起，库尔勒香梨和西洋梨
的品种聚在一起，得出了和表型标记不同的结果，
认为对它们的分类地位应重新确定。２００１年，曲
柏宏等…１对梨属植物４０个种和品种类型进行了
ＲＡＰＤ分析，将起源于欧洲的西洋梨和起源于中国
的３个种明显分开，发现白梨和砂梨的亲缘关系
最近，也认为苹果梨应归属于白梨系统。近几年
还有一些关于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文章陆续

发表‘１２川。
迄今，有关鸭梨芽变的ＲＡＰＤ分析还未见报道。

￥２８１、￥２８５、￥２８７、Ｓ２８４、Ｓ３００、Ｓ３０９、￥３１８、Ｓ３２４、￥３３８、
￥３５５、￥３５３、￥４４８、ｓ４５１、Ｓ４５５、Ｓ４６０、￥４４４、ｓ４９１、Ｓ１００５、
Ｓ１００９、Ｓ１０２６、Ｓ１１２５、Ｓ１１２８、Ｓ１１３７、Ｓ１３８９、Ｓ１４２９、

Ｓ１４４４、Ｓ１４５０、Ｓ１５０８，引物序列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ｕｎｂｉｏ．
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ｅ

ｍｏｒｅ．ａｓｐ？ｉｄ＝７４０

ｏ

２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选用５０条ＲＡＰＤ．ＰＣＲ引物对鸭梨及其变异
类型进行ＲＡＰＤ扩增，初步筛选ＲＡＰＤ标记，为鸭梨
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

一般认为，ＯＤ：∞／ＯＤ：舯比值为１．５以上即可进
行ＲＡＰＤ分析。本实验通过ＣＴＡＢ法提取鸭梨及其
变异类型的基因组ＤＮＡ，样品ＯＤ：柏／ＯＤ：舯的比值均

１材料与方法

在１．６一１．９之间（表２），表明提取的ＤＮＡ质量较

１．１材料

高，可用于ＲＡＰＤ扩增。

本试验于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在河北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实验室进行，所用鸭梨及其变异类

表２鸭梨及其变异类型基因组ＤＮＡ的ＯＤＭ．／ＯＤｍ
Ｔａｂｌｅ ２

叶片用于提取ＤＮＡ。

ＯＤ＿／ＯＤｍｏｆ ｇｅｎｏｍｌｃ ＤＮＡ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ｓ－

ＳＵｅＳ

型采自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资
源圃（表１）。选择健康的植株（枝条），摘取较幼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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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１．８

１．７

１．９

１．２方法

ＤＮＡ提取及ＲＡＰＤ扩增：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

通过对普通鸭梨及其９个鸭梨变异系进行

及ＲＡＰＤ扩增参照马艳芝等¨副的方法。ＲＡＰＤ扩

ＲＡＰＤ分析，从５０个引物中筛选出３个多态性引

增产物用１．５％琼脂糖凝胶（含０．５斗ｇ／ｍｌ ＥＢ）电泳

物，即￥３２、￥２８、Ｓ１７６，其扩增结果如图１所示。

分离，电泳缓冲液为０．５×ＴＢＥ，电泳于ＤＹＹ一Ⅲ稳

扩增结果表明，在引物￥３２的扩增产物中，在大

压电泳仪上进行（电压３．５Ｖ／ｃｍ）。根据扩增片段

约６００ｂｐ处垂枝鸭梨多了１条特异带，其他带型基本

的大小，适时停止电泳。电泳结果在紫外透射仪上

一致（图１一Ａ）。引物￥２８的扩增产物中，与其他材料

观察，照相。５０个ＲＡＰＤ引物分别为Ｓ１、Ｓ１７、￥２２、

相比，在大约４００ ｂｐ处魏县巨鸭梨、甜鸭梨、垂枝

￥２８，￥３０ｌ￥２４，￥３２，￥６６，￥６７，￥８１、￥８５１￥９３，Ｓ１０９，

鸭梨没带（图ｌ－Ｂ）。在引物Ｓ１７６的扩增产物中，魏

Ｓ１２６、Ｓ１３６、Ｓ１３４、Ｓ１３９、Ｓ１４２、Ｓ１７８、Ｓ１７６、Ｓ１３５、￥８９、

县巨鸭梨在９００ ｂｐ和１１５０ ｂｐ处没带；阎庄白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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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应用Ⅲ１。尽管已有成功利用ＲＡＰＤ标记鉴
别果树芽变的报道，但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ＲＡＰＤ
标记鉴别芽变的几率是相当低的【１“２２ ｏ，这种现象和
其他植物的研究情况相符∽３‘２

５｜。

本试验应用ＲＡＰＤ技术对９个鸭梨变异系进行
了分析，筛选出了３个多态性引物，即￥２８、￥３２、
Ｓ１７６。试验中所用鸭梨变异系经过了多年的研究观
察，发现其变异特点稳定，从而确认这些变异不是环
境条件引起的饰变，而是遗传物质引起的变异，但缺
乏直接证据，而ＲＡＰＤ技术为此提供了ＤＮＡ水平的
证据。虽然ＲＡＰＤ所用的一系列引物序列各不相
同，但对于任何特定的引物，它同基因组ＤＮＡ序列
都有特异结合位点，如果基因组这些区域发生ＤＮＡ
片段插入或缺失等突变，就有可能导致这些特定结
合位点分布发生改变，使ＲＡＰＤ扩增产物在琼脂糖
凝胶电泳中的ＤＮＡ条带增加（图１．Ａ）、减少（图１．
Ｂ、Ｃ）或分子量发生改变。
虽然有的研究认为ＲＡＰＤ标记无法鉴定由多倍
性引起的芽变【２６｜，甚至有些学者认为用分子标记技
术很难检测出来心７｜，而且刘继红等旧副研究认为
ＲＡＰＤ技术不能检测出芽变。但金勇丰等旧…、Ｄｅｂｅ—
ｎｅｒ等＂叫的研究结果表明，应用ＲＡＰＤ能将芽变系
与其对照品种区分开。而本研究鉴别了芽变优系，
可能是这几个芽变优系的变异程度较大。关于鸭梨
及其变异类型的ＲＡＰ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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