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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优异种质对芜菁花ＩＩＩ．病毒抗性的遗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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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是一类广泛发生并危害十字花科蔬菜作

蔬菜作物中已有报道。其中多采用经典数量遗传学

物的世界性病害。在中国．病毒病严重影响十字花

中的单一世代分析法或六世代平均数分析方法。王

科蔬菜的产量和品质，每年导致减产２０％一３０％。

超等”’选用４十甘蓝高代自交系，采用Ｇｒｉｆｆｉｎｇ双勋

危害十字花科蔬菜作物的病毒病毒原主要有芜菁花

杂主法，分析表明甘蓝对ＴｕＭＶ的抗性表现为完全

叶病毒（ＴｕＭＶ）、黄瓜花叶病毒（ＣＭＶ）和萝ｈ耳突

显性，受两对独立的显性基因控制。曹光亮等”１通

花叶病毒（ＲＥＭＶ），其中ＴｕＭＶ与其他病毒复合侵

过完全双列杂变法对３册不结球白菜抗源进行了抗

塾占５４％、单独侵染占３２％，研究表明ＴｕＭＶ是危

ＴｕＭＶ遗传研究，表明其对ＴｕＭＶ的抗性表现为不

害萝Ｉ－的主要病原之一”“。

完全显性，且存在一定的细胞质遗传。魏航棠等“１

有关对ＴｕＭＶ抗性遗传规律的研究在十字花科
ｔ■日∞２００９－∞·２０

通过配合力分析沽，表明大白菜对ＴｕＭＶ的抗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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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李目Ⅲ等．》ｈ忧８种质＃＊＊≈＂病毒＃Ｂ∞遗侍分析

传属于数量性状．表现为不完全隐性，至少受４对以

１

２．２抗病性鉴定

上微效基因控制。Ｙｏｏｎ等“选用太白菜抗ＴｕＭＶ

按照行业标准（ＮＹ／ＳＨ０３７—１９９９）进行。取预

自交系Ｏ－２，通过六世代平均数分析甚研究表明，其

先接种了ＴｕＭＶ的ｃ．白菜病叶放人研钵中．加人古

对ＴｕＭＶ的抗性受２个隐性基因控制。黄祖杖”通

有Ｋ：ＨＰＯ．（１％）和Ｈａ：ＳＯ，（０ １％）的缓冲液（ｐＨ＝

过单一世代分析认为萝ｂ对ＴｕＭＶ的抗性属于数量

７

性状遗传，符合加性显性模型．以加性效应为主。

涟稀释至接种所需浓度（接种浓度为鲜叶重的２０

昆然．在不同作物巾，采用不同的抗源和应用不同的

倍液，即１：２０）。待萝ｈ幼苗２—３叶时接种．采用

分析方怯，所揖示出的十字花科蔬菜对ＴｕＭＶ抗性

摩擦法，即将６００目金刚砂均匀撒布于叶血，用棉纱

遗传规律不尽相同。

提取菌蒗于叶片上磨擦接种，然后用清水冲洗叶面。

本研究采用植物数量性状主基因＋多基因混合

０），研磨成匀浆，经干净的纱布过滤．再加＾缓冲

接种鉴定分两扶进行，间隔３ ｄ。接种在温窜的防虫

遭传的六世代联台分析方法””１，对我国萝ｈ特有

网内进行。接种后檀株进行正常肥水臂理（儡度保

抗源对ＴｕＭＶ的抗性进行遗传解析．以进一步明确

持在”一３０℃，正常光照管理）。

萝ｂ特异抗源对ＴｕＭＶ的抗性遗传机制，为萝ｈ抗

Ｌ

２．３病情调查与分级标准
接种后１ ８ｄ调查幼苗发病情况。单株府级的分

ＴｕＭＶ优质基困源的挖掘、种质资源创新和持久抗
病育种提供理沧依据。

缓标准按病情的轻重分为Ｏ、ｌ、３、５、７、９共６个病
级。０级：无病症；１级：接种叶出现少数退绿斑或心

１材料与方法

叶明脉，３级：心叶及中部叶花叶；５级：心叶履中部

１．１材料

叶花叶．心叶叶片皱缔呈畸撂；７级：心叶及中外部

试验所用尊ｈ材料为高抗ＴｕＭＶ的自变系

叶片重花叶．２—３片叶畸形皱缩，植株轻度矮化；９

Ｑ０７－１２和高感月交系ＫＢ０７·１０。９０７－１２易抽薹，

级重托叶，多数叶片畸形、皱缩叶片ｍ现坏死斑及

茎秆多牵６毛，花色淡觜色，叶面无皱缩，叶绿齿状深

叶脉坏死．植株严重矮化，甚至死亡。

裂，Ｉｔｆ＿尖尖形，叶面有刺毛，叶型羽叶，叶色深绿色。

１．２．４统计分析

ＫＢ０７－１０耐抽薹，茎秆光精无刺毛，花色紫色，叶面

统计分析采用盖钧镒等”的植物数量性状的

皱缩，叶缘渡状拽裂，叶尖圆形，叶面无刺毛，叶型板

主基因＋多基因混音遗传分析软件和方法。对

叶，叶色浅绿。上述材料由中崮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Ｑ０７—１２

卉研究所种质资源研究室经５—６代自交纯化获得，

鉴定数据进行分析，通过１对主基因（Ａ）、２对主基

其抗、感特性稳定。ＴｕＭＶ株系为经过纯化鉴定的

因（Ｂ）、多基固（Ｃ）、ｌ对主基因＋多基因（Ｄ）、２对

北京地区主流株系Ｃ．，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主基因＋多基因（Ｅ）等５类“种遗传模型的极大

研究所植物病理研究室提供。

似然估计，结合ＡＩＣ准则（Ａｋａｉｋｅ‘ｓｌｎｆｏｍａｔｌｏｎ

１．２方法

，＇ｉｏｎ）、似然比检验及一组适合性测验（均匀性检验、

１．２．１群体构建

Ｓｍｉｍｏｖ检验和Ｋｏｌｍｏｇｏ∞ｖ检验的５个统计量蚪、

２００７年１

ｘ

ＫＢ０７

１０组合的６十世代单株的抗ＴｕＭＶ

Ｃｒｉｔｅ·

１２月，将萝ｈ高抗自交系Ｑ０７—１２

哦、晖、。矿和Ｄ．）＋从中选择出最适遗传模型（ＡＩＣ

（Ｐ，）与高感自交系ＫＢ０７－１０（ｎ）种植于中国农业

值相对较小，适合性较好）．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相应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试验温室内，二青进行杂交

的遗传参数，估计基因相互作用效应的太小、主基凶

获得Ｆ．，二亲本分别与Ｆ，同交获得Ｂ．（Ｆ，ｘ Ｐ。），Ｂ：

和多基凼的遗传率等。

（Ｆ，×Ｐ，），Ｆ，自盘获得Ｆ：。２００８年３月。将Ｐｚ、ｎ、

Ｆ。…Ｂ
８ｅｍ

Ｂ。和Ｆ，材料播种于定温温室中的阿室内，于
ｘｇｅｍ营养钵中每钵１粒种于，基质为草炭蛭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６世代群体各病级植株捷数分布

石；３ １，经高温灭菌。亲本厦Ｆ．各种植３０株，３次

在Ｑ０７－１２ ｘＫＢ０７－１０组音的６十世代群体中。

重复，每重复１０株，分别置于Ｂ…Ｂ和Ｆ：群体待鉴

抗病亲本（Ｐ，）单株平均抗病级值为０ １．感病亲本

定幼苗之中，以便于控制环境条件的一致性。Ｂ．与

（Ｐ，）单株平均抗病缀值为６ ６６７，双亲抗病性差异

Ｂ：群体分别育苗１８０株和１４８株．Ｆ：群体育苗２“

显著；Ｆ．单株平均抗病级值为２ ６．介于双亲之间，

株。所有材料摆放密度一致，保持均匀一致的温光

偏向于抗病亲本。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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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群体Ｂ，、Ｂ：和Ｆ涪病缓植株瑰数分布见图

１，从围中可以看出，Ｂ…Ｂ和Ｆ：群体单株的病缎次

模型从中选出、可见萝ｈ组合Ｑ０７－１２×ＫＢ０７—１０抗

数分布均呈现出偏志分布，这表明萝ｈ对ＴｕＭＶ的

ＴｕＭＶ的遗传是受２对主基因控制的。结合适合性

抗性属于数量性状遗传，抗性遗传受主效基因的影

检验结果表明，在３０个统计量中，Ｅ．１和Ｅ ３模型

响，且存在多基因效应。

统计量达到显著水平的个数分别为１３个和１６个，
而Ｅ模型统计量达刮显著水平的个数仅为１０个，说
明Ｅ模型有１０个适台性检验统计量表明模型与分
离群体的分布是不一致的，绝大多数都是适合的．适
合性较好，因而可肚确定Ｅ模型即“两对加性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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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上位性主基因＋加性一显性上位性多基因”
模型为萝ｈ抗撒抗ＴｕＭＶ遗传的最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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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遗传参数的估计
在２对主基因＋多基因的Ｅ模型下．得到６世
代群棒抗病性分布的成分分布组成，根据成分分布
计算出Ｅ模型下各遗传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值，并
由此估计出一阶遗传参数和二阶遗传参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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