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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稻籼粳亚种问功能性成分含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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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ｌｌｌ份云南改良稻种和７７份元阳地方稻种采用程氏指数法进行籼粳分类，比色法测定抗性淀粉、１一氨基丁酸和
总黄酮舍量，并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１）总体抗性淀粉含量籼型＞偏籼＞偏粳＞粳型，１一氨基丁酸含
量则相反，黄酮舍量与籼粳分化的关系不明显；（２）抗性淀粉、总黄酮含量有色米＞无色米，１－氨基丁酸含量无色米＞有色米。
总体功能性成分含量有色米＞无色米，籼稻＞粳稻，糙米＞精米，地方种＞改良种，有色、籼型糙米功能性成分最高，揭示了籼
粳分化和米色与抗性淀粉、１－氨基丁酸与总黄酮含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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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世界５０％以上人口的主食，目前其产量
增加归结于单产能力的提高和化肥等投入增加¨１，
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能提高抗性淀粉（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者负担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施饮食预防
疾病新战略和解决亚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
功能稻米是指具有调节人体生理功能的保健型

ａｃｉｄ，ＧＡ－

稻米，与普通稻米相比具有特殊遗传性状和更丰富

ＢＡ）和黄酮（Ｆｌａｖｏｎｅｓ）等功能性成分含量，对于解决

的生理活性物质。其中抗性淀粉、１一氨基丁酸和黄

当前人们因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高血压、高血糖、心

酮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抗性淀粉是难于被健

脏病等慢性病发病率剧增、药物治疗副作用大和患

康者小肠消化吸收的淀粉及其降解产物，能促进肠

ｓｔａｒｃｈ，ＲＳ）、’一氨基丁酸（Ｙ—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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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指数法的鉴别性状及评分标准

道蠕动、平稳血糖、增加脂质排泄、控制体重、促进钙

袭１

镁吸收，对于便秘、痔疮、结肠癌等疾病有良好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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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１。目前，浙江大学选育的诱变稻种ＲＳｌｌｌ热
米饭抗性淀粉含量达到１０％，为普通大米的１０—２０
倍；美国农业部开发的产品Ｒｉｃｅｍｉｅ，能有效改善糖
负荷¨１。总之，抗性淀粉可有效改善糖脂代谢，达

稃毛

短、齐、硬、硬、稍齐、中长、不齐、长、稍软、长、乱、

到防治代谢综合症的目的。＾ｙ．氨基丁酸是一种广泛
存在于生物界的非蛋白质氨基酸，具有降血压、抗惊

酚反应

厥、营养神经细胞、促进生长素分泌、健肝利肾、改善

１．２穗节长

更年期综合症等多种保健功能，还可用于睡眠及精

直、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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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斯里兰卡等国用糙米、茶叶、蔬菜、水果等原

子粒长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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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Ｙ．氮基丁酸功能食品，并已经商品化¨１。我

以合系３５和滇屯５０２作为粳稻和籼稻的标准
Ｈｅｘｉ

稻米开发则刚起步。迄今高黄酮的稻米研究及水稻
籼粳分化与抗性淀粉、＾ｙ．氨基丁酸和黄酮间的关系
国内外未见系统报道。
云南是中国稻种最大的遗传多样化中心和优异
种质的富集地区，地理气候类型复杂，海拔７６—
２７００ｍ均有稻作分布¨１，其中海拔差异大（１１４—

软

（ｅｍ）

神障碍以及ＣＯ中毒的治疗药物Ｈ４１。目前，日本、

国虽已有商品化的＾ｙ．氨基丁酸绿茶，但＾ｙ一氨基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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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ｃａ ｒ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采用Ｇｏｎｉ法一１测定抗性淀粉，苯酚一次氯酸钠
比色法¨刮测定＾ｖ．氨基丁酸，亚硝酸钠一硝酸铝比色
法¨川测定总黄酮。根据测定数据制作的标准直线，
得到比色法测定抗性淀粉、Ｙ一氨基丁酸和总黄酮含
量的３个回归方程分别为：Ｙ＝１．６２５ｘ一０．０２２、Ｙ＝
４６．２２１Ｘ一１．５４６和Ｙ＝１８６２．３ｘ一２３．８２８，相关系数

２９３９ｍ）和立体气候明显的元阳梯田形成的地方品

分别为Ｒ２＝０．９９４８、Ｒ２＝０．９９１８和Ｒ２＝０．９９２２，表

种是研究云南稻种演化和多样性成因的典型材料。

明测定方法可靠，试验准确性高，结果稳定。

本文以１１１份云南改良稻种和７７份元阳地方稻种

结果与分析

为材料进行籼粳亚种分类，揭示籼粳分化与抗性淀

２

粉、Ｙ．氨基丁酸和黄酮含量的关系，为高效发掘优异

２．１籼粳亚种间功能成分含量的差异

种质资源、筛选高含量功能性成分的品种、指导种植

表２列出７７份元阳地方稻和１１１份云南改良

布局及其产业化提供参考。

稻各亚种的功能性成分含量平均值和两两比较ｔ检

１材料与方法

验显著性，得知抗性淀粉含量在元阳地方稻中表现
为籼型＞偏籼＞偏粳＞粳型，改良稻则是籼型＞偏

１．１材料

籼＞粳型＞偏粳，二者抗性淀粉含量均为有色米＞

选用１１ｌ份云南改良稻种及７７份元阳地方稻

无色米，地方稻和改良稻各亚种之间几乎都存在显

种，栽种于云南省农科院试验大棚，常规管理，抽穗

著或极显著差异，在粳稻和无色稻中没有显著区别；

期考察叶毛、壳色、１—２节长等性状，种植收获的子

＾｜『．氨基丁酸在元阳地方稻中含量为粳型＞偏粳＞偏

粒用砻谷机和精米机加工成糙米和精米，并粉碎至

籼＞籼型，改良稻为粳型＞偏粳＞籼型＞偏籼，二者

８０—１００目，６０℃恒温干燥待测。以宜糖米和明恢

１．氨基丁酸含量均为无色米＞有色米，并且地方稻

８６作为对照，判定各功能性成分在子粒中的分布。

和改良稻各个亚种中，都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地

１．２

方稻Ｙ．氨基丁酸含量明显高于改良稻，证明地方稻

方法

按程氏指数法哺。调查６个籼粳形态性状进行籼

是－ｙ．氨基丁酸优异的基因源，能为高１一氨基丁酸稻

粳亚种分类，６个性状形态指数积分为：籼型０—８，

米品种培育提供良好种质资源；黄酮在元阳地方稻

偏籼９—１３，偏粳１４—１７，粳型１８～２４（表１）。所有

中含量为偏粳＞籼型＞偏籼＞粳型，在改良稻中为粳

品种根据米皮颜色分为有色和无色两种，有色米以

型＞偏粳＞籼型＞偏籼，二者黄酮含量均为有色米＞

分值‘１’表示，无色米以分值‘０’表示，把质量性状

无色米。黄酮在稻米中多以花青素的形式存在，因此

转化为数字表示以利于统计软件分析。

在决定米色的米皮中含量极为丰富，特别是黑米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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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超过无色米１０倍以上，而在改

良稻中多为无色米，总体显示其黄酮含量较低。

表２元阳稻和改良稻不同亚种功能因子含量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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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碾宜糖米和明恢８６作为对照，显示了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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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首选籼稻，高＾ｙ一氨基丁酸品种，首选粳稻，高黄

和糙米的抗性淀粉含量差异不大，说明抗性淀粉主

酮品种，首选米皮颜色。

要存在于米粒中，加工工艺对它的影响不大。但糙

表３程氏指数与功能性因子及米色问的相关性水平

米１－氨基丁酸和黄酮含量约为精米１０倍左右，表

Ｔａｂｌｅ ３

明＾ｙ．氨基丁酸和黄酮主要存在于胚和米皮中，在稻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ｓ

ｉｎｄｅｘ，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ｃｏｌｏｒ

米碾制过程中，胚和米皮大部分被破坏，导致含量急
剧下降，并且碾制过程越精细，损失就越大。总之，
地方稻和改良稻３种功能性成分含量之间差异甚
大，均表现为地方稻＞改良稻，有色米＞无色米。
２．２程氏指数与功能性因子相关性
表３列出了程氏指数与３种功能性成分和米
色组成的２０对相关性的显著水平，其中有２对达
显著水平，１４对达极娃著水平，说明籼粳分化和功
能性成分之间存在紧密内在联系。程氏指数与抗
性淀粉相关性在地方稻和改良稻中都呈极显著负

对角线上、下分别表示元阳稻和地方改良稻的程氏指数与功能因子

相关，说明抗性淀粉含量随程氏指数的增大而减

之间的相关系数

小；而程氏指数与１一氨基丁酸相关性在地方稻和
改良稻中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１一氨基丁酸含
量随程氏指数的增大而增大，程氏指数与黄酮达
到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说明黄酮含量随程氏指
数的增大而减小；在元阳地方稻中，米色与程氏指

Ｕｐ ａｎｄ ｄｏｗｎ ｏｆ ｄｉａｇｏｎｄ

ｉｎｄｅｘ

ｌｉｎｅ

ｓ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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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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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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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云南是中国稻种最大的遗传和生态多样性中

数极显著负相关，说明元阳地方稻多为籼或偏籼

心，在数万年的起源、驯化和栽培过程中形成了多样

型，且多是有色米；米色与抗性淀粉和黄酮达到极

性突出的亚洲栽培稻，由中国云南、印度阿萨姆到尼

显著正相关水平，说明了颜色越深的米，抗性淀粉

泊尔这一稻种起源中心传播至全世界，成为世界上

和黄酮含量相对也高。总之，筛选高抗性淀粉品

一半以上人口的主要粮食‘１２ ３，省内稻区分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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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元阳地方籼型稻分布范围高至海拔１６００ｍ以

肥效比、高活性成分等多重优势。现代农业大量使

上，且其地处热带亚热带基因多样性中心区，在自然

用化肥增加产量，忽视改善品质，由此带来环境污

选择作用下形成了富含多种功能性成分的稻种。

染、多样性降低、育种基因源狭窄等一系列问题，地

抗性淀粉形成因素包括植物来源、产地及种植

方稻具有的某些优良性状可以为育种提供优良基因

环境、基因类型、直链淀粉链长、支链淀粉的线形化、

源，但一直未被重视，原因之一可能是地方稻种普遍

淀粉分子聚合度和淀粉颗粒的大小等，其抗消化的

产量较低、栽培性状差、口感不佳而达不到大规模生

能力源于直链淀粉晶体，其进食后刺激胰岛素的增

产要求，此外市场需求和人们饮食习惯等因素也促

加较慢，增加餐后饱腹感¨３｜。云南改良稻及元阳地

使育种方向侧重于甜糯无色米，后果就是丧失了宝

方稻随程氏指数的增加而抗性淀粉降低，说明粳稻

贵的基因源和营养价值。因此理想的育种目标应在

含较高的支链淀粉，米饭较软；而籼稻直链淀粉含量

获得高产品种前提下不降低其营养价值，通过选育

更高，米饭较硬，更耐饥饿，适合元阳地区的哈尼族

高产功能型水稻，对水稻品种的改良和粮食健康安

居民劳动强度高、需要耐饥食物作为日常口粮的生

全意义重大。

活需要，因此籼稻在哈尼族居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致谢：本试验中罗曦、孙正海、赵大伟、靳祥和赵

位，哈尼族居民在长期的人工和自然选择条件下，耐

春艳等研究生，以及吕国美、杨锦秀等同志做了部分

高寒高海拔的籼稻品种被筛选出来，形成了元阳地方

田间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稻以籼为主，籼粳分化随海拔变化连续分布的现象。
＾ｒ．氨基丁酸作为一种功能性氨基酸，广泛分布
于各种作物体内，众多研究均显示１．氨基丁酸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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