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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叶绿体基因多样性的中国水稻起源进化研究
王荣升，魏

鑫，曹立荣，乔卫华，张万霞，杨庆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选择原产中国的９８份亚洲栽培稻和１２５份普通野生稻为材料，对叶绿体中ａｔｐＡ序列、ｒｐｓｌ６内含子序列、ｔｍＰ．ｒｐＢ３
间隔区、ｔｍＧ－ｔｒｎ／ｂｉ序列、ｔｒｏｔ·ｔｍＬ阅隔区序列的５段高突变序列进行测序，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进行比对分析。绘制Ｎｅｔｗｏｒｋ
网络图，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普通野生稻的Ｉｎｄｅｌ和ＳＮＰ数目均比亚洲栽培稻多，序列多样性丰富；基于单倍型的
Ｎｅｔｗｏｒｋ网络图和系统发育树可将所有参试材料归为３个类群，类群Ｉ主要为粳稻与普通野生稻，类群ＩＩ主要为籼稻，类群ＩＩｌ
主要为普通野生稻，而类群ＩＩ和类群Ｉｎ亲缘关系较近，提示粳、籼两个亚种可能由偏粳、偏籼的普通野生稻分别进化而来，支
持二次起源学说；所有与亚洲栽培稻亲缘关系较近的普通野生稻均来源于华南地区，支持华南地区为我国亚洲栽培稻起源中
心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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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Ｅ，１８。０９ ７—２８。１４’Ｎ。我国

中国，广泛分布着被认为是亚洲栽培稻祖先种的普通

广泛分布的普通野生稻的遗传多样性异常丰富，研究

野生稻（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我国先后从国内７个省收

人员通过各种研究方法研究了其多样性…引。

集整理并登记注册了３７３３份普通野生稻材料，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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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序列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来研究基因多样性，进而

西、福建、湖南等省份。直接取叶片进行ＤＮＡ提取。

探讨水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一些专家曾先后对稻

利用３个已测序水稻叶绿体ＤＮＡ序列粳稻日本晴

属中不同种的核ＤＮＡ进行了基因多样性研究，并探

（ＡＹ５２２３３０．１）、籼稻９３—１１（ＡＹ５２２３２９．１）、粳稻

讨了水稻的籼粳分化及其演化过程¨。¨。也曾报道

（Ｘ１５９０１．１）¨“１７】，在ＮＣＢＩ核酸数据库中获得序列

叶绿体基因组的碱基替代率约为核ＤＮＡ的１／１０，

信息，使用序列比对工具ＶＩＳＴＡ（ｈｔｔｐ：／／ｇｅｎｏｍｅ．

因而叶绿体基因组具有更缓慢的进化速度，而叶绿

１ｂ１．ｇｏｖ／ｖｉｓｔａ／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进行全基因组比对分

体ＤＮＡ的非双亲遗传可以避免分子内重组对遗传

析¨＆１ ９１。根据比对结果筛选、检测，最后选出一段

进化研究造成的干扰，相对核ＤＮＡ的高突变率而

包含ｔＲＮＡ—Ｇｌｙ以及ｔＲＮＡ．ｆＭｅｔ部分序列的高变区

言，叶绿体ＤＮＡ更利于基因多样性和起源进化的

域ｔｒｎＧ—ｔｍｆＭ。同时在其他文献中通过前人的总结

研究㈣１。

和验证，分别选用了编码叶绿体ａ亚基序列的ａｔ·

国内学者对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一直存在分

ｐＡ［８·１６】、核糖体Ｓ１６亚基内含子序列ｒｐｓｌ６【２０】、ｔＲ—

歧，主要表现在多种起源学说并存¨ｍ”’。而对于亚

ＮＡ—Ｐｒｏ．核糖体蛋白Ｉ＿３３间隔区ｔｒｎＰ—ｒｐｌ３３¨ｏ、ｔＲＮＡ—

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籼亚种和粳亚种的起源分

Ｔｈｒ—ｔＲＮＡ．Ｌｅｕ间隔区ｔｒｎＴ．ｔｒｎＬ旧川等共５段序列，作

化过程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但目前普遍认为普通野

为本研究的分析序列。

生稻具有偏籼、偏粳两种类型，再通过进化产生亚洲

１．２试验方法

栽培稻的籼、粳亚种¨“圳。通过研究水稻叶绿体

１．２．１

ＤＮＡ基因多样性，可以对目前的亚洲栽培稻起源分

ＤＮＡ提取采用改进的低ｐＨ、高盐离子浓度法心２．２３］，

化过程进行验证，并提供更丰富的证据。

从大田采集新鲜叶片直接用于ＤＮＡ提取。根据

水稻叶绿体ＤＮＡ已经在多个种中完成了全基
因组测序：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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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体ＤＮＡ提取及引物设计

叶绿体

ＮＣＢＩ上已公布的基因组序列为模板设计引物，详细
引物序列见表１。
表１引物序列及退火温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ｉｖｃｔｌ＇ａ（登录号：ＡＰ００６７２８．１）等。通过

全基因组比对分析，可以获得水稻叶绿体ＤＮＡ的
高突变位点序列。利用这些高变异序列，再根据
已知的叶绿体基因组序列可以设计并合成引物。
因此叶绿体基因组的测序也为开展这些研究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本研究选取５段叶绿体中的高突变序列，通过
测序获得９８份亚洲栽培稻、１２５份普通野生稻的序
列数据。经过拼接、比对之后进行系统发育树的构
建，并利用多种生物信息学软件进行起源进化分析，
试图探讨亚洲栽培稻的起源进化过程以及籼、粳亚
种的分化过程，分析我国稻种资源演化过程与地理
位置间的关系。

ｌ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
选用亚洲栽培稻地方品种微核心种质９８份，分
别从全国２５个省、市搜集而来，其中籼稻５１份、粳
稻４７份，种植于广西农业科学院内，生长至分蘖期

１．２．２

后，取其叶片提取叶绿体ＤＮＡ；普通野生稻微核心

ｔｅｃｈ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种质材料１２５份，采集于广东、广西野生稻国家种质

５０ｐｌ，２斗ｌ

保存圃，材料分别来自我国的海南、广东、广西、江

ｅｒ，５ｌｔｍｏｌ／Ｌ引物，ＴｒａｎｓＴａｇ

万方数据

ＰＣＲ扩增及产物检测ＰＣＲ反应使用Ｂｉｏ．
９６型扩增仪进行扩增。反应体系为

ＤＮＡ模板，２．５ｍｍｏｌ／Ｌ
ＨｉＦｉ

ｄＮＴＰｓ，１０×Ｂｕｆｆ－

ＤＮＡ聚合酶２．５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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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８

扩增程序为９４℃预变性１０ｍｉｎ，９４。Ｃ变性０．５ｍｉｎ，
４８二５５。Ｃ退火１．５ｍｉｎ，７２℃延伸０．５ｍｉｎ，循环３５
次，最后７２。Ｃ延伸１０ｒａｉｎ。扩增产物经１％琼脂糖

１２卷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序列多样性分析

凝胶电泳３０ｒａｉｎ后，经Ａｌｐｈａ Ｉｎｎｏｔｅｅｈ成像仪检测，

经过ｓｅｑｍａｎ等软件拼接后，得到的２２３份材料

条带清晰的可以直接切胶回收测序。ＰＣＲ产物回

的ＤＮＡ序列，按照ｒｐｓｌ６、ｔｒｎＧ－ｔｍｆＭ、ａｔｐＡ、ｔｒｏＴ—ｔｍＬ、

收使用Ａｘｙｇｅｎ凝胶回收试剂盒，测序仪为ＡＢＩ公司

ｔｒｎＰ．ｒｐｌ３３的顺序进行连接，连接后获得一条完整序

的ＰＲＩＳＭ ３７３０ｘｌ，试剂为ＢｉｇＤｙｅ

列，序列长度最短４７６０ｂｐ，最长４７７９ｂｐ。经过ＢｉｏＥｄｉｔ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ｖ ３．１。

１．３序列分析方法

软件比对分析，获得最终长度为４７９７ｂｐ的序列，其中

获得的各测序序列利用Ｃｈｒｏｍａｓ软件（ｈｔｔｐ：／／

亚洲栽培稻终长度为４７８６ｂｐ，普通野生稻为４７９５ｂｐ。

ＷＷＷ．ｔｅｃｈｎｅｌｙｓｉｕｍ．ｃｏｍ．ａｎ）筛选测序结果，用ｓｅｑ—

将９８份亚洲栽培稻序列利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Ｘ软件旧副

ｍａｎ软件（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ｎａｓｔａｒ．ｃｏｍ）进行拼接、组

进行比对分析，统计ＳＮＰｓ及ｌｎｄｅｌｓ数量，其中ＳＮＰｓ

装，再使用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Ⅲ１进行修正，并将５段基因

为９个、Ｉｎｄｅｌｓ为８个，分别占序列全长的０．１９％和

序列按照ｒｐｓｌ６、ｔｒｎＧ－ｔｒｎｆＭ、ａｔｐＡ、ｔｒｏｔ·ｔｒｎＬ、ｔｒｎＰ—

０．１７％。对１２５份普通野生稻序列进行统计得到

ｒｐｌ３３的顺序连接成一条序列，以便于后续的数据分

ＳＮＰｓ为１２个、Ｉｎｄｅｌｓ为８个，分别占序列全长的

析。之后通过ＤＮＡｓｐ软件统计出序列的插入（Ｉｎ－

０．２５％和０．１７％。对全部２２３份材料拼接后比对

ｓｅａ）和缺失（Ｄｅｌｅｔｅ）数据及订值、０值等相关统计

获得ＳＮＰｓ为１２个、Ｉｎｄｅｌｓ为１０个，占全长的

数据‘２５１。利用ＭＥＧＡ软件‘２６ ３以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０．２５％和０．２１％。

法口７１构建系统发育树，分析系统进化过程，再使用

通过ＤＮＡｓｐ软件分别统计亚洲栽培稻和普通野

Ｎｅｔｗｏｒｋ软件（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ｌｕｘｕ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ｒｎ／）

生稻的多样性数据，并将亚洲栽培稻的籼稻、粳稻分

绘制进化网络图，分析亚洲栽培稻籼、粳起源和普通

别分析。得到反映核酸多样性的霄值和核酸多态性

野生稻籼、粳分化情况等。

的０值，以及中性检验的Ｔａｊｉｍａ’ｓ Ｄ值等Ⅲ１（表２）。

表２亚洲栽培稻、普通野生稻的ＳＮＰｓ及Ｉｎｄｅｌｓ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ＮＰｓ

ａｎｄ ｌｎｄｅｌ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ｒｉｃｅ

Ｎｓ：不显著；·：显著，Ｐ＜Ｏ．０５；｝｝极显著，Ｐ＜Ｏ．０ｌ
ＮＳ：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０５．·。：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Ｏｌ

表２指出，普通野生稻无论是Ｉｎｄｅｌ还是ＳＮＰ

虽然籼稻和粳稻的Ｉｎｄｅｌｓ数量一致，但通过对

数目均较亚洲栽培稻要多，其ＳＮＰｓ的叮ｒ＝

ＳＮＰ多样性的比较，发现籼稻的１Ｔ＝０．０００５１、０＝

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４７，与亚洲栽培稻１ｒ＝

０．０００４２，比粳稻的订值（０．０００１９）、０值

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３７相比较大，而普通野生稻材

（０．０００３８）大很多，且粳稻的Ｔａｊｉｍａ’ｓ Ｄ为负值

料的Ｔａｊｉｍａ’ｓ Ｄ值比亚洲栽培稻小，说明亚洲栽

（Ｄ＝一１．３９０６），籼稻的Ｔａｊｉｍａ’ｓ Ｄ为正值

培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受到的选择因素的影

（０．５８５６），即籼稻受到了正向的选择，粳稻受到了

响明显，而普通野生稻受到的影响较小，其序列

负向的选择，这也可能表明籼稻的进化时期更长

多样性更丰富。对插入缺失序列进行比较发现

久或进化过程更复杂。

亚洲栽培稻的Ｔａｊｉｍａ’ｓ Ｄ值显著，普通野生稻不

２．２序列单倍型分析

显著，且均为正值。也表明亚洲栽培稻受到的正

对全部２２３份水稻材料进行单倍型分析，共发

向选择要比普通野生稻大，与ＳＮＰｓ位点的分析

现２５种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值为０．８１１９，各单倍

结果一致。
万方数据

型中材料的个数较多的主要有单倍型１（８３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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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９

倍型５（３８份）、单倍型７（２１份）和单倍型２０（１８

广西。单倍型５中有２份粳稻、３４份籼稻和２份普

份）。单倍型Ｉ包含２７份粳稻品种、２份籼稻品种

通野生稻。单倍型７包含２份籼稻和１９份普通野

和５４份普通野生稻，其普通野生稻主要来自广东、

生稻（表３）。

表３各单倍型中不同类型材料分布
Ｔａｂ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３

单倍型编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ｏｆ ｅａｃｈ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材料类型

单倍型编号
数量

Ｔｙｐｅ ｏｆ

材料类型

Ｓ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Ａｍｏｕｎｔ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７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２

籼稻

Ｈ－７

材料类型

Ｔｙｐ…

Ｓ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Ａｍｏｕｎｔ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粳稻

Ｈ一１

单倍型编号
数量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１７

数量
Ａｍ。ｕ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粳稻

ｌ

普通野生稻

１９

Ｈ－１８

普通野生稻

１１

Ｈ＿８

籼稻

２

Ｈｊ９

普通野生稻

８

３

Ｈ．９

籼稻

ｌ

Ｈ－２０

普通野生稻

１８

９

Ｈ＿ｌＯ

粳稻

ｌ

Ｈ ２１

普通野生稻

５

籼稻４

Ｈ－ｌｌ

籼稻

１

Ｈ－２２

普通野生稻

１

籼稻

２

普通野生稻

５４

Ｈ＿２

粳稻

Ｈ＿３

粳稻

Ｈｊ

粳稻

１

Ｈ－１２

籼稻

ｌ

Ｈ＿２３

普通野生稻

１

Ｈ＿５

粳稻

２

Ｈ－１３

籼稻

ｌ

Ｈ＿２４

普通野生稻

ｌ

籼稻

３４

Ｈ－１４

籼稻

ｌ

Ｈ＿２５

普通野生稻

ｌ

普通野生稻

２

Ｈ－１５

粳稻

ｌ

籼稻

２

Ｈ－１６

粳稻

２

普通野生稻

２

普通野生稻

２

Ｈｊ

利用Ｎｅｔｗｏｒｋ对所有单倍型进行作图分析（图

群Ｉ相比两者距离较近，说明类群Ⅱ中的籼稻可能

１）。从图ｌ中看出所有单倍型可划分为３个类群，

由类群Ⅲ进化而来。类群Ｉ中的普通野生稻与类群

类群Ｉ主要为粳稻与来源于广东、广西等地的普通

Ⅲ的普通野生稻分化较明显，且遗传距离较远，说明

野生稻，类群Ⅱ主要为籼稻类群；类群Ⅲ均为普通野

在普通野生稻中存在偏籼、偏粳的分化，并分别进化

生稻，且主要来自海南、广西等地。类群Ｉ中材料主

产生了籼稻、粳稻亚种。从类群Ｉ与类群Ⅲ中普通

要集中于单倍型Ｉ中，粳稻与普通野生稻聚为一类，

野生稻分别与粳稻、籼稻的距离可以看出，类群Ｉ中

表明两者之间亲缘关系十分接近，可能其中的粳稻

普通野生稻与粳稻具有直接的进化关系。而类群Ⅲ

直接由这部分普通野生稻进化而来。而类群Ⅱ、类

中的普通野生稻为籼稻的祖先种，可能经过其他途

群Ⅲ则分别单独由籼稻和普通野生稻组成，但与类

径间接进化而来。

蚴疋１６◆Ｈ习４
Ｈ狲

ｉ掣

Ｈ

８＿３，

Ｈ

１９０

Ｈ＿２００
图ｌ利用Ｎｅｔｗｏｒｋ绘制的单倍型聚类图
Ｆｉｇ．１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黄色表示粳稻品种．蓝色表示籼稻品种，黑色表示普通野生稻。线上数字表示突变位置个数
Ｙｅｌｌｏｗ ｍｅａｎｓ Ｊａｐｏｎｉｅ，Ｂｌｕｅ ｍｅａｎｓ Ｉｎｄｉｅａ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ｍｅａｎｓ

万方数据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ｉｌｄ ｒｉｃｅ．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ｌｉｎｅｓ

ｍｅａｎｓ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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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利用单倍型构建系统进化树的分析

１２卷

果和类群划分摹本稳定、可靠。因此可以通过比对分

使用ＭＥＧＡ软件的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作图法构
建２５种单倍型的系统发育树（图２），可见其聚类结

析Ｎｅｔｗｏｒｋ图与聚类图的差异和共同点来探讨水稻
起源，分析其进化过程和进化方式。

果与Ｎｅｔｗｏｒｋ作图结果基本一致，仅有个别在不同
类群连接处的单倍型聚类后发生变化，如单倍型
１２、单倍型２３、单倍型２４等可能属于过渡类型，位
于图１中各类群的交界点。单倍型１９与单倍型２５
则与图１中有相反的聚类关系，说明这两个单倍型
可能为类群Ｉ和类群Ⅲ中的特异突变类型。另外类
群Ⅱ与类群Ⅲ可聚在一类之中，也说明类群Ⅱ中籼
稻与类群Ⅲ的普通野生稻可能存在直接的进化
关系。
２
ｌ

类群 Ⅲ

Ｏ
８
３
４

类群 Ⅱ
ｌ

７

、● ＼ｒｌ－、● ＩｒＪ

Ｍ一附肼㈨一¨舭蚴一 ㈣ 一蚴¨ 一麟㈣眦一 ¨ 一｜耋邮¨一㈣～

９
５

图３为根据最小进化法（ＭＥ）绘制的单倍型聚类图

２

Ｆｉｇ．３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ｅ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６

类群Ｉ

５

Ｏ

Ｍ一眦肌Ｍ一¨眦 一㈣¨ 一 舯叭一 眦¨一 川¨一叭 ¨一叭 肌

３

７丝加强筋ｕ
Ｍ

４

８
Ｏ．２０

０．ｔ５

图２
Ｆｉｇ．２

２５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６

２５种单倍型数据聚类图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ｅ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ＭＥＧＡ

图３为最小进化法（ＭＥ）［３０ｌ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图４为非加权组平均法（ＵＰＤＭＡ）［３１１构建的系统发
育树，比较图２、图３、图４以及图１可发现其中类群Ｉ
５射９＂筋伸￡！●２

中的单倍型１、单倍型２、单倍型３、单倍型４、单倍型

３

１０、单倍型１２、单倍型１３、单倍型１４、单倍型１５、单倍

４

ｍ

型１６在各个图中均聚为一类。类群Ⅱ中的单倍型５、

Ｂ

单倍型６、单倍型８、单倍型１１、单倍型２４在各个图中
也均聚为一类。类群Ⅲ中的单倍型１８、单倍型２０、单
倍型２３聚为一类。仅有７种单倍型依算法不同而略
有变动，且这些单倍型中所含材料较少，也并非各类
群中的主要单倍型，说明对这２５种单倍型的聚类结

万方数据

Ｈ— Ｈ— Ｈ—一¨ Ｈ— 一卧Ｈ—
图４
Ｆｉｇ．４

Ｈ：。：宝

为根据ＵＰＧＭＡ方法绘制的聚类图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ｅ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ＵＰＧ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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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３．１

叶绿体基因多样性及其进化关系

提出的。蔡星星等＂副通过对１０个亚洲国家的野生
稻和亚洲栽培稻进行的Ｉｎｄｅｌｓ引物检测，认为普通
野生稻与籼稻的亲缘关系更近，支持了籼稻是由普

１９９３年，Ｃｈａｓｅ等＂引首次对种子植物叶绿体基

通野生稻进化而来，粳稻是由籼稻驯化产生这一论

因组的ｒｂｃＬ基因序列进行了多样性研究。随着对

断。其二，籼粳稻二源论。该观点认为在普通野生

叶绿体基因研究的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叶绿体基

稻中已经分化出了偏粳、偏籼类型，再由这两种类型

因序列被用于起源、进化方面的研究。但基因序列

的普通野生稻分别进化产生了粳稻和籼稻。这种学

中的突变较少，用于这方面研究的位点有限。Ｓｈａｗ

说目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也获得了较多分子证

等＂副归纳出２１个用于叶绿体基因多样性研究的非

据口一…，但在承认二源论的同时，对于籼、粳稻的起

编码区序列。Ｊｏｈｎ等Ⅲ１基于ＤＮＡ条形码总结出了

源地又产生了争论：Ｙｉ等ｍ１利用ＲＡＰＤ法对不同地

多个叶绿体基因间隔区序列。近年，通过叶绿体基

区的普通野生稻和亚洲栽培稻进行了聚类分析，发

因多样性研究物种起源、进化的报道逐渐增多，Ｗｏｌｆ

现了分别与籼稻、粳稻遗传距离较近的普通野生稻

等＂纠曾对多种蕨类植物的叶绿体基因进行多样性

种质，且籼稻与印度普通野生稻遗传距离较近，粳稻

研究，分析蕨类植物的系统进化关系，通过对蕨类植

与中国的普通野生稻遗传距离较近，从而认为粳稻

物和种子植物叶绿体基因的同义突变率和非同义突

起源于中国的普通野生稻，而籼稻可能来源于印度

变率进行比较，预测了质体进化历史。Ｍａｓｏｏｄ

地区；另外一种与其类似的观点认为籼稻起源于印

等旧钊对普通野生稻和亚洲栽培稻的叶绿体编码区

度，粳稻起源于中国云南和东南亚地区Ｈ１｜；ＬｉＨ２１利

和内含子区的Ｉｎｄｅｌｓ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叶绿体基

用同工酶法分析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共５１１份水稻

因组中的反向重复区域、大单拷贝区域、小单拷贝区

品种，认为目前亚洲栽培稻有两个起源中心：中国广

域进行了分别统计，发现多数Ｉｎｄｅｌｓ均为单碱基插

东、广西等华南地区和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地区，而

入缺失，且插入缺失常发生在反向重复序列中的编

粳稻起源于我国华南地区，籼稻则起源于中国和南

码区，而碱基替代在编码区的发生频率比较小。

亚。目前这一观点得到了较多的证明，但除此之外

本研究通过比较哑洲栽培稻与普通野生稻之
间、籼稻与粳稻之间的基因序列，证实普通野生稻比

仍有很多关于籼、粳起源的学说，只是没有得到多数
研究人员的认同和证实。

亚洲栽培稻的多样性丰富。虽然籼稻比粳稻的基因

在本研究中粳稻品种与普通野生稻材料聚在一

多样性丰富，但由于ＳＮＰ位点较少，仍需进一步证

类，籼稻类群Ⅱ与普通野生稻类群Ⅲ的遗传距离较

实。此外，通过统计得出整条序列的ＳＮＰｓ和Ｉｎｄｅｌｓ

近。结合之前的分析，支持中国的普通野生稻大部

比率（ＳＮＰ或Ｉｎｄｅｌ个数／序列全长）为０．２５％和

分偏粳，粳稻起源于中国，而籼稻起源于中国及南亚

０．２１％，与Ｔａｎｇ等¨叫报道的叶绿体基因组ＳＮＰｓ和

地区这一说法。但本试验中没有涉及南亚、东南亚

Ｉｎｄｅｌｓ比率０．０５％和０．０２％差距较大，主要由于本

地区的普通野生稻，因此这一部分仅为根据目前研

研究所选用的均为突变频率较高的序列，因此会有

究结果进行的推论，具体籼稻的起源还需要有相应

较大的变异率，并不能代表整个叶绿体基因组的平

的验证。但这些结果支持了籼粳亚种的独立起源学

均水平。但通过叶绿体基因序列的分析，仍可发现

说，这也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Ｈ｝…。

我国普通野生稻的基因多样性十分丰富，可以用于

３．３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探讨

水稻起源进化研究。且无论从多样性保护，还是从

目前，关于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主要有４种争论：

优异基因挖掘来讲，普通野生稻都具有较高的研究

（１）华南起源学说，丁颖¨驯通过考证广东、广西等

价值，也更应当加强保护。

西江流域广泛分布着的普通野生稻，翻阅相关古籍

３．２籼稻、粳稻的起源与分化

并比较普通野生稻与这一地区栽培稻的形态、遗传

关于籼稻、粳稻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

等特征首先提出的。随后也有多位学者对此表示支

籼粳稻一源论。这种观点认为水稻籼粳亚种的分化

持，但分子方面研究较少。本实验室曾通过对来自

是由普通野生稻祖先种进化成原始籼稻，而原始籼

６个省（区）的２０个居群的６２８份普通野生稻，分析

稻通过逐渐对栽培环境特别是高纬度、高海拔的适

其１２条染色体２８个位点的ＳＳＲ标记，认为我国海

应逐渐进化产生了原始粳稻，即普通野生稻中并不

南省北部和广东、广西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为普通

存在籼、粳亚种的分化。这一观点首先是Ｅｈ丁颖口７１

野生稻的遗传多样性中心，推测这一地区为我国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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