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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大豆品种中黄１８为试验材料，利用６０对ＳＳＲ核心引物对经过不同老化时间处理的群体及其繁殖后代群体进
行遗传完整性分析。经过老化处理的群体及其繁殖子代群体与未经老化处理的对照群体相比，等位基因频率、有效等住基因
数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经过老化处理种子及其繁殖子代群体的等位基因频率变化不大。未经老化处理、发芽率为９８％的
对照群体（Ｇ。－１）与其繁殖一代、繁殖二代群体相比，等住变异数、遗传多样性指数、香农指数和稀有等位基因数没有显著差
异，且遗传一致度相对较高；而经过老化处理、发芽率低于８５％的群体（Ｇ。－３和Ｇ０－４）及其后代繁殖群体与对照群体相比，等
位变异数、遗传多样性指数、香农指数和稀有等位基因数显著或极显著降低，且遗传一致度相对较低。因此，种子老化较繁殖
世代对大豆种质群体的遗传结构影响更大。
关键词：大豆；种子老化；繁殖世代；ＳＳＲ；遗传完整性；种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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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是作物育种、生物技术和作物科

财富。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种质资源的收集保

学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宝贵

存，目前已收集到６１０万份植物种质资源，其中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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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９０％以种子的形式保存在１３００多座低温种质库

究和作物育种的宝贵财富，保存好这些资源意义重

中…。我国国家长期库贮存的种质数量已达到

大。前人对大豆种质遗传完整性变化影响因素研

３５．２万份，长期保存的种质数量处于世界前列。

究，大多集中在更新年限方面¨引，而在种子老化和

然而，无论保存技术如何改进，随着贮藏时间的

繁殖世代方面探讨较少。本研究以大豆品种中黄

延长，种质库中种子的生活力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下

１８为材料，利用ＳＳＲ分子标记技术，分析评价了种

降，同时由于生活力监测及对外供种的消耗使得贮

子老化及繁殖世代对大豆种质资源遗传完整性的影

藏样品的数量不断减少。为此，当保存种质发芽率

响，为制定科学的大豆种质保存和更新策略提供了

下降或贮存种质数量减少至某一更新临界值时，就

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需进行繁殖更新，并以更新的种子形成下一轮种质
保存样品口１。许多研究报道表明，在种质繁殖更新
过程中，其遗传完整性易受到种子老化、繁殖群体大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小、授粉及收获方式、繁育体系和繁殖世代数等因素

大豆品种中黄１８的原始材料种子由中国农业

影响而发生改变ｐ１１。早期的种质遗传完整性检测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２００１年大田收获，种

方法有形态标记、细胞标记和同工酶标记等，这些方

子含水量为８％～９％。２００２年２月将种子放于铝

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随着ＤＮＡ分子标记技

箔袋内密封包装后，在４０±２℃下进行不同时间的

术的兴起，ＲＦＬＰ、ＲＡＰＤ、ＳＳＲ、ＡＦＬＰ等技术已应用于

人工老化处理（１１２ｄ、１５４ｄ、１９６ｄ），得到３个不同生

遗传完整性检测，Ｒｕｓｓｅｌｌ等一１、Ｐｏｗｅｌｌ等¨叫和Ｔａｒ－

活力水平的原始材料种子（Ｇ。－２、Ｇ。－３、Ｇ。一４），未经

ａｍｉｎｏ等¨川证明ＳＳＲ比其他分子标记具有更高的

人工老化处理的原始材料种子（Ｇ。·１）为对照

多态性，而且是共湿性标记。因此，ＳＳＲ标记技术是

（ＣＫ）。２００３年将原始材料种子（Ｇ。）进行田间种

研究种质遗传完整性变化较为理想的方法。

植，分别获得４个子一代繁殖群体种子（Ｇ，），２００６

中国是大豆的起源地，我国国家作物种质长期

年将子一代种子（Ｇ．）再进行田间种植，获得４个子

库中保存了大豆种质资源２．５万余份，包括育成品

二代繁殖群体种子（Ｇ：），详见表１。所有收获的种

种、地方品种和国外引进品种。另外保存的野生大

子晾干后在４℃条件下贮藏，以备试验用。本研究

豆种质资源６千余份。这些资源是我国大豆遗传研

以处理群体为基本单位。

表１

供试大豆种质群体

Ｔａｂｌｅ １

１．２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田间试验设计

复，每个重复播种的种子量为２００粒，每个处理需

繁殖一代（Ｇ，）与繁殖二代（Ｇ：）的田问繁殖

用８００粒种子，并按照当地的大田管理技术流程

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方案，每个处理设置４个重

进行繁殖更新，采取混合方法收获种子。繁殖更

万方数据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１９４

１１卷

新地点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农科院粮油作物研

续表

究所试验地。
１．３

种子发芽率测定
参照《国际种子检验规程》中的发芽条件进行

发芽试验¨引。发芽床采用滤纸，温度为２５％，重复
２次。逐日调查发芽数，第３天统计发芽势（Ｇｐ），
第４天统计发芽率（Ｇ）。
１．４

基因组ＤＮＡ提取
从每个处理群体材料中随机取出２００粒种子

种于蛭石中并在培养箱内进行变温培养。每天光
照１４ｈ，温度为３００Ｃ；黑暗１０ｈ，温度为２０℃，相对湿
度为８０％。幼苗长至３叶期时，每个处理随机取６０
株，单株提取ＤＮＡ。提取方法采用ＳＤＳ法，用１×ＴＥ
稀释成相同的浓度（２０ｎｇ／斗１），４。Ｃ保存备用。
１．５

ＳＳＲ引物选取
选取谢华等¨叫选出的６０对ＳＳＲ核心引物，相

关信息来自ｈｔｔｐ：／／ｓｏｙｂａｓｅ．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ｅｅｓ／ｓｓｒ．ｐｈｐ，
见表２。６０个ＳＳＲ位点均被定位在大豆遗传图谱
上，完全覆盖大豆２０个连锁群，每个连锁群上分布
２—４个位点，平均为３个。
表２

砷对ＳＳＲ核，厶引物的名称、核心序列、片段
大小、连锁群和染色体位置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ａｍｅ。ｃｏｒ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ｓｉｚｅ。Ｉｉｎ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Ｇ ｏｆ ６０

ｃｏｒｅ

ｐｒｉｍｅｒｓ

１．６

ＰＣＲ扩增与聚丙烯酰胺电泳检测
ＰＣＲ反应总体系为２０¨ｌ，包括１０×ＰＣＲ

（含Ｍｇ“）２１ｘｌ，２．５ｍｍｏｌ／Ｌ

万方数据

ｂｕｆｆｅｒ

ｄＮＴＰｌ．８阻ｌ，２．５Ｕ／ｌｔｌ Ｔａｑ

２期

王栋等：ＳＳＲ标记分析种子老化及繁殖世代对大豆种质遗传完整性的影响

酶０．４斗ｌ，５斗ｍｏｌ／Ｌ Ｐｒｉｍｅｒ—ｐａｉｒｓ（１＋１）斗ｌ，２０ｎｇ／Ｖ．１

片段大小。使用Ｐｏｗｅｒｍａｒｋｅｒ

ＤＮＡ ５斗ｌ，ｄｄＨ２０

ｓｉｏｎ １．３１、ＮＴＳＹＳ

９斗ｌ。ＰＣＲ扩增程序为：９４。Ｃ

４ｍｉｎ；

Ｖ３．２５、ＰＯＰＧＥＮＥ

ｖｅｔ－

ｐｃ２．１等软件对不同时间老化处

９４℃３０ｓ，４７℃３０ｓ，７２℃３０ｓ，３５个循环；７２℃

理和繁殖世代的大豆种质群体进行遗传结构分析，

１０ｍｉｎ，温度降至１５℃时取出，４℃下备用。扩增产

所得的实验数据用ＳＡＳ Ｖ８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物在６％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功率７０Ｗ，时
间４５ｒａｉｎ，银染法检测［１５１。ＰＣＲ反应中的Ｔａｑ酶、
ｄＮＴＰ和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均购自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

２

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２．１

公司。
１．７

结果与分析

利用６０对ＳＳＲ核心引物对大豆中黄１８ １２个
数据分析

种质群体进行分子标记检测，共检测到６０个位点、

统计扩增条带，每个引物视为１个位点，每条带

１３８个等位基因，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在１—４之

视为１个等位变异。在统一迁移率上有带记为１，

间，平均为２．３个。引物Ｓａｔｔ３０７扩增原始材料

无带记为０，缺失记为９，并参照ＤＮＡ

（Ｇ。）４个群体的ＳＳＲ电泳图谱分别见图ｌ、图２。

图１

ｍａｒｋｅｒ

Ｉ估计

引物Ｓａｔｔ３０７扩增群体Ｇ．－１和Ｇｏ－２的ＳＳＲ电泳图谱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ＳＲ ｗｉｔｈ

Ｆｉｇ．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图２

引物Ｓａｔｔ３０７扩增群体Ｇ．－３和Ｇ．－４的ＳＳＲ电泳图谱
ｏｆ ＳＳＲ ｗｉｔｈ

·利用Ｐｏｗｅｒｍａｒｋｅｒ Ｖ３．２５计算各个群体的等位
基因频率，用ＳＡＳ Ｖ８对其进行ｔ测验，结果见表３。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各处理群体与对照群体ｔ测验的
概率值Ｐ均大于０．９９９０，表明处理群体与对照群体
相比等位基因频率几乎没有差异。由此可见，种子
老化和繁殖世代对大豆中黄１８种质群体的等位基
因频率分布影响不大。
使用ＰＯＰＧＥＮ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３１对各个群体进行进

一步分析。计算各群体的等位基因数、多态位点数、
多态位点百分数、每位点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
数、遗传多样性指数和香农指数等遗传多样性参数，
结果见表４。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各群体的每位点
有效等位基因数与对照群体相比差异不显著，这与
等位基因频率差异分析相一致。经过不同时间老化
处理（１１２ｄ、１５４ｄ、１９６ｄ）的群体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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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ｍｅｒ Ｓａｔｔ３０７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１ ａｎｄ Ｇ．·２

ｐｒｉｍｅｒ Ｓａｔｔ３０７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３ ａｎｄ Ｇ．－４

表３

供试大豆种质群体等位基因频率ｔ测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ｔ－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ｌｌｅ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ｅａ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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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０—３、Ｇｏ－４及繁殖的子代群体Ｇ。·２、Ｇ。·３、Ｇ。·４和

著或极显著，但这几项参数分别比群体Ｇ。一３和

Ｇ：．２、Ｇ：－３、Ｇ：－４，其各项遗传多样性参数均低于对

Ｇ。－４要略高。结果表明，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

照群体Ｇ。．１，而且随老化时间的延长，生活力水平

生活力水平的下降，存活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低

愈低，其各项遗传多样性参数也愈低。每位点等位

于对照群体遗传多样性。由对照群体Ｇ。一１繁殖

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遗传多样性指数和香农指

的子代群体Ｇ，一１及其再次繁殖的群体Ｇ：一１，其

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发芽率低于８５％的群体

各项遗传多样性参数与对照群体Ｇ。－１相比几乎

Ｇ。．３、Ｇ。．４的每位点等位基因数、遗传多样性指

没有差异。表明未经过老化处理的高生活力水

数和香农指数３项遗传多样性参数与对照群体

平大豆种质材料经过两次繁殖更新后，其群体的

Ｇ。．１相比差异极显著。同样Ｇ。·３和Ｇ。一４的后

遗传结构得到了较好的保持。以上结果表明，种

代群体，即群体Ｇ，．３、Ｇ：－３以及群体Ｇ，一４、Ｇ２－４

子老化较繁殖世代对大豆种质材料的群体遗传

的每位点等位基因数、遗传多样性指数和香农指

结构影响更大。

数３个遗传多样性参数与对照群体相比差异显
表４

供试大豆种质群体的遗传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ｏ．ｏｆ Ａｌｌｅｌｅｓ；Ｘ：Ｎｏ．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ｅ ｌｏｃｉ；Ｐ：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ｅ ｌｏｃｉ；Ａ：Ｎｏ．ｏｆ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ｐｅｒ ｌｏｃｉ；Ａ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ｏｆ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５％、１％水平上显著差异‘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２．２

ａｔ

５％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ｉ；日：Ｉｎｄｅｘ

ｌ％ｌｅｖｅｌ

遗传一致度分析
使用ＰＯＰＧＥＮＥ

ｐｅｒ

ｉｎｄｅｘ

致。群体Ｇ，．１与对照群体Ｇ。·ｌ的遗传一致度最
１．３１计算出各个群体间

大，遗传距离也最近，其次是群体Ｇ：一１。这是因为

的遗传一致度，结果见表５。从表５可以看出，各群

群体Ｇ，．１是由未经老化处理的对照群体Ｇ。－ｌ繁

体与对照群体Ｇ。一１相比，遗传一致度最大的群体

殖更新而来，群体Ｇ：．１又是群体Ｇ。一ｌ繁殖更新而

是Ｇ，一１为０．９９９９，其次是群体Ｇ：一１为０．９９９８，遗

来，表明未经老化处理的高生活力水平大豆种质材

传一致度最小的是群体Ｇ。．４、Ｇ。一３，分别为０．９９６２、

料经过两次繁殖后其遗传一致度得到了较好的保

０．９９７０。根据各群体间的遗传一致度，利用ＮＴＳＹＳ

持。经过老化处理的群体Ｇ。－３、Ｇｏ－４与对照群体

ｐｃ２．１以非加权类平均法（ＵＰＧＭＡ）进行聚类分析，

Ｇ。．１的遗传一致度相对较低，表明种子老化对大豆

建立树状聚类图，结果见图３。从图３可以看出，虽

种质材料遗传一致度的影响较大。群体Ｇ。－３和群

然群体Ｇ。．４与对照群体Ｇ。·１的遗传一致度最低，

体Ｇ：一３、群体Ｇ。一２和群体Ｇ：一２、群体Ｇ，－４和群体

但是其绝对值仍然很高，最低也在０．９９６５处与对照

Ｇ：．４之间具有较高的遗传一致度，因为后者是由前

ｖｅｒｓｉｏｎ

群体Ｇ。．１聚在一起，表明所有群体与对照群体在

者繁殖更新而来。这６个群体与对照群体Ｇ。一１的

遗传一致度方面还是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与等位

遗传一致度比群体Ｇ。－３、Ｇｏ－４与对照群体Ｇ。一１的

基因频率以及每位点有效等位基因数的分析相一

要高，说明种子老化对大豆种质材料遗传一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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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繁殖世代更大。
表５

供试大豆种质群体间遗传一致度

Ｔａｂｌ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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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大豆种质群体稀有等位基因数目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ｏ．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叫州 ∽¨州郫¨Ｈ∽屹一蚪心¨心叫一∽抖旧叫岫
０．９９６５

０．９９７３

Ｏ．９９８２

０．９９９０

０．９９９９

遗传一致度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供试大豆种质群体ＵＰＧＭＡ聚类分析

图３
Ｆｉｇ．３

ＵＰＧＭＡ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３

稀有等位基因（Ｐ＜０．０５）变化分析
稀有等位基因是指群体内其基因频率低于５％

的等位基因。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差异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稀有等位基因（Ｐ＜０．０５）结合或综合到基因
型背景中。大豆种质材料在经过老化处理和繁殖更

（丢失数／增加数）也有相同的趋势。表明种子老化

新后易发生稀有等位基因的丢失或增加，从而导致

可以显著地影响大豆种质群体内的稀有等位基因数

群体内等位基因数的变化。各个群体内的稀有等位

目，主要是减少其数目。由对照群体Ｇ。－１繁殖更

基因数目的变化见表６。从表６可以看出，经过老

新的群体Ｇ。·１、Ｇ：－１与其相比，以上３个指标变化

化处理的群体Ｇ。－３、Ｇ０－４的稀有等位基因数要明

较小。表明未经过老化处理的高生活力水平大豆种

显低于对照群体Ｇ。·ｌ，而且与对照群体Ｇ。一１共有

质材料经过两次繁殖更新后，其稀有等位基因得到

的稀有等位基因数，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和生活力

了较好的保持；而由经过老化处理的低生活力水平

水平的降低而减少，各群体稀有等位基因的变化数

群体Ｇ。一２、Ｇ。一３、Ｇｏ－４繁殖更新的群体Ｇ，－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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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Ｇ，一４以及Ｇ：．２、Ｇ，．３、Ｇ：．４与对照群体Ｇｏ—ｌ相

体。这与张晗等¨７ ３研究的结果一致。通过对稀有

比稀有等位基因数明显减少；与对照群体Ｇ。·１共

等位基因变化的研究揭示了问题的本质。稀有等位

有的稀有等位基因数的变化趋势一致；而稀有等位

基因在群体内占有极小的份额，但是却大大增加了

基因变化数（丢失数／增加数）却显著增加。表明经

群体内的基因多样性。稀有等位基因易受到种子老

过老化处理的低生活力水平群体繁殖更新的后代群

化、繁殖群体大小、种子收获方式、繁殖世代等因素

体与对照群体相比其稀有等位基因数变化较大。以

影响而发生丢失。稀有等位基因的变化可以较小地

上分析表明，对稀有等位基因变化的影响，种子老化

改变群体内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却较大

较繁殖世代作用更大。

地改变群体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各群体的遗传结

讨论

３
３．１

构、各群体与对照群体间的遗传一致度以及稀有等
位基因变化的研究表明，种子老化比繁殖世代对大

种子老化及繁殖世代对大豆种质群体遗传完

豆种质遗传完整性的影响更大。因此，在进行大豆

整性变化的影响

种质繁殖更新时，确定高的发芽率更新标准是至关

遗传完整性（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是指群体的遗传
结构得到完全的保持，包括基因型频率分布及等位

重要的。
３．２

大豆种质繁殖更新发芽率标准

基因频率分布和其原始群体一样，保持不变¨６｜。维

种质资源繁殖更新策略研究的目标就是降低遗

持种质遗传完整性就是种质在贮藏过程中保持最低

传漂变、遗传漂移、选择和异型花粉污染及种子混杂

程度的遗传改变，在繁殖更新过程中要保持子代与

等对种质资源遗传完整性的影响，其研究内容主要

亲代具有最大程度的遗传相似性，这是种质保存工

包括更新发芽率标准、繁殖群体大小和种子收获方

作的核心。Ｐａｒｚｉｅｓ等＂１运用同工酶标记对贮藏不

式等¨“川。大豆是典型的自花授粉作物，天然自交

同年限的大麦地方品种的研究发现，不同繁殖世代

率约为０．５％一１．Ｏ％，繁殖群体大小和种子收获方

的种质材料之间醇溶蛋白谱带频率存在显著差异。

式对其遗传完整性的影响不会太大，其繁殖更新策

Ｃｈｅｂｏｔａｒ等Ｈ ｏ利用ＳＳＲ分子标记技术对不同繁殖世

略应着重考虑更新发芽率标准。适宜的繁殖更新发

代的黑麦品种的研究发现等位基因的频率也存在显

芽率指标可以降低贮藏种子基因突变和田间选择对

著差异，并且检测到了某些等位基因的丢失或增加。

种质资源遗传完整性的影响。根据大豆种子３０℃

Ｒｏｏｓ¨１对８个不同种子壳色和荚果颜色混合为一个

老化试验结果，李灵芝等口ｕ推荐发芽率８０％作为

群体的菜豆品种研究发现，经过１５次种子老化和更

大豆种子繁殖更新的生活力标准，７３％为更新发芽

新周期后其中的６个品种丢失。本研究利用ＳＳＲ

率下限。目前，国内外种质基因库繁殖更新的发芽

分子标记技术，通过对经过不同时间老化处理及繁

率标准通常在６５％一８５％之间旧ｏ。ＩＰＧＲＩ推荐标准

殖世代的大豆种质群体进行检测，发现各处理群体

为发芽率８５％，或者降至起始发芽率的８５％，最低

的等位基因频率、每位点有效等位基因数与对照群

临界值为发芽率６５％¨ｋ２“。本研究得出未经过老

体相比差别不大，表明种子老化和繁殖世代对大豆

化处理、发芽率为９８％的对照群体其繁殖更新的后

的遗传完整性影响不大。这与大豆自身的遗传结构

代群体与之相比，等位基因数、遗传多样性指数、香

特点有关，且供试品种中黄１８是育成品种，属于同

农指数和稀有等位基因数没有显著性差异，遗传一

质种质材料，基因型纯合，其材料个体之间基本上具

致度相对较高；而经过老化处理、发芽率低于８５％

有相同的遗传结构。在繁殖更新过程中，受外来花

的群体（Ｇ。．３、Ｇｏ－４的发芽率分别为８１％和７９％）

粉污染的概率也极小。因此，各处理群体与对照群

及其繁殖更新的后代群体与对照群体相比，等位基

体相比，遗传完整性得到了较好的保持。经过进一

因数、遗传多样性指数、香农指数和稀有等位基因数

步分析发现，经过老化处理的低生活力水平原始材

目显著降低，且遗传一致度相对较低。这印证了ＩＰ．

料群体与对照群体相比，等位基因数、多态位点数、

ＧＲＩ推荐发芽率为８５％在种质繁殖更新中的重要

多态位点百分数、每位点等位基因数、遗传多样性指

指导作用。

数和香农指数均发生下降，而且老化处理时间越长，
生活力水平越低，各项遗传多样性参数下降的程度
越大。表明经过老化处理的低生活力水平群体内的
遗传多样性低于未经过老化的高生活力水平对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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