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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品种早熟１８抗疫霉根腐病基因的ＳＳＲ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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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豆品种早熟１８是抗疫霉根腐病的有效抗源。本研究鉴定和分子标记早熟１８的抗疫霉根腐病基因，以期为该品
种的有效利用及分子辅助育种奠定基础。以感病大豆品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与早熟１８杂交建立分离群体。抗性遗传分析表明，早熟
１８对大豆疲霉茵抗性由１个显性单基因控制，该基因被定名为ＲｐｓＺＳｌ８。ＳＳＲ标记连锁分析表明。ＲｐｓＺＳｌ８位于大豆分子遗传
连锁群Ｄｌｂ上的ＳＳＲ标记Ｓａｔ＿０６９和Ｓａｔ＿１８３之间，与这两个标记的遗传距离分别为ｌＯ．０ ｃＭ和８．３ ｃＭ。ＲｐｓＺＳｌ８是Ｄ１ｂ连
锁群上鉴定的第一个抗疫霉根腐痛基因。
关键词：大豆；早熟１８；疲霉根腐病；抗病基因；ＳＳＲ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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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豆疫霉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引起的疫霉
根腐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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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

离大豆疫霉菌。近年来，大豆疫霉根腐病在我国发

ｒｏｔ）是具有毁灭性的大豆

生范围逐渐扩大，对大豆生产的危害性日益突

土传病害之一。该病于１９４８年在美国东北部的印

出＂－。利用抗病品种是控制大豆疫霉根腐病最经

第安纳州首次发现，目前已分布在世界主要大豆产

济、有效的措施Ｈ１。大豆与大豆疫霉菌的互作是典

区，成为严重影响大豆生产的重要病害之一…。

型的“基因对基因”关系。自Ｂｅｒｎａｒｄ等∞１鉴定出第

１９８９年，苏彦纯等嵋１首次在我国东北大豆主产区分

一个大豆抗疫霉根腐病基因Ｒｐｓｌ以来，迄今已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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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基因组的９个座位鉴定了１５个抗疫霉根腐基因。

１１卷

１．２抗性鉴定方法

这些基因被分别作图到大豆分子遗传图谱Ｊ、Ｆ、Ｇ、

Ｆ。、Ｆ：群体抗病性鉴定方法采用离体子叶伤口

Ｎ和Ｌ分子链锁群（ＭＬＧ）上哺。２Ｊ。然而，由于大豆

接种¨“。种子播种在以粗蛭石为基质的塑料钵中，

疫霉菌具有高度的变异性，不断产生的新的毒力突

播种后于１８—２６。Ｃ的温室培养。待子叶平展后，每

变体很容易克服大豆品种的抗性。一般认为大豆抗

株剪取１个健康子叶依次摆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铺有

疫霉根腐病基因的使用寿命为１０一１５年Ｈ Ｊ，但是新

３层用无菌水湿润的滤纸的搪瓷盘（３０ｅｍ×２０ｅｒａ×

抗病基因被克服的速度正在加快，如Ｒｐｓ８被鉴定后

３ｃｍ）内，每个子叶中央用针头刺５个小伤口，然后

不到３年，就已发现能够克服其抗性的大豆疫霉菌

用５ ｍ１注射器将４１．１菌株茵丝体匀浆物接种在伤

毒力型。虽然，在我国有目的利用抗病品种进行大

口上。接种后搪瓷盘用保鲜膜封紧，然后放入光照

豆疫霉根腐病防治才刚刚起步，但大豆疫霉菌的毒

培养箱，在２２—２４℃、１２ ｈ光照／１２ ｈ黑暗条件下培

力结构已相当复杂，除少数几个抗病基因外（如

养，４—５ ｄ后调查并记录结果。抗性评价参照Ｍｏｒ－

Ｒｐｓｌｃ、Ｒｐｓｌｋ），部分已知的大豆抗病基因已不具有

ｒｉｓｏｎ等¨副标准，子叶完全腐烂或大部分产生黑褐色

利用价值。因此，急需发掘新的抗病基因。

水浸状病斑为感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Ｓ），子叶健康或产

早熟１８是黄淮地区广泛栽培的大豆品种，具

生黑褐色病斑较小为抗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

有抗倒伏、抗裂荚和抗紫斑以及高抗３种类型花

Ｆ２：３家系采用改进下胚轴创伤接种法进行抗病性

叶病毒病和８个灰斑病生理小种特点¨“。陈晓玲

鉴定。每个家系分别取２０一３０粒播种于以粗蛭石为

等¨引对早熟１８抗疫霉根腐病研究表明，该品种对

基质的直径为１０ｃｍ的塑料花盆中，出苗前温室温度控

大豆疫霉菌具有广谱抗性，可能含有新的抗大豆

制在２５—２９℃，出苗后温度控制在１８～２５℃，培养１２ｄ

疫霉根腐病基因。本研究利用ＳＳＲ技术对早熟１８

后接种。接种方法为先用注射器针尖在大豆叶子下

抗疫霉根腐病基因进行鉴定，寻找与抗病基因紧

ｌｅｍ处划０．８ｃｍ长的伤口，然后将混匀的菌丝体注于伤

密连锁的分子标记，以期为该品种抗性的有效利

口处。接种后在２１—２５℃条件下保湿４８ｈ，然后转入温

用奠定基础。

室培养，４—５ ｄ后进行病情调查。抗性评价标准参照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
大豆品种早熟１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Ｐ１３９９０７３由中国

Ｇｏｒｄｏｎ等¨１方法，即一个家系如果有８０％以上的植株
死亡则为感病，如果有８０％以上植株正常生长则为抗
病，死亡植株在２０％一８０％的为杂合。
１．３大豆基因组ＤＮＡ提取与抗感池建立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

Ｆ：群体在取子叶进行抗病性鉴定后移栽到田间。

Ｐ１３９９０７３为引进的美国大豆品种，其中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不

在营养生长阶段，每个单株取幼嫩叶提取基因组

含有任何抗大豆疫霉根腐病基因，Ｐ１３９９０７３含有

ＤＮＡＨ ６｜。用于分离群体分组分析的抗感池按Ｍｉｃｈｅｌ．

邱好。抗大豆疫霉根腐病单基因品种（系）Ｈａｒｌｏｎ

ｍｏｒｅ等Ⅲ’的方法构建，等量取５个抗病单株ＤＮＡ混合

（Ｒｐｓｌａ）、Ｈａｒｏｓｏｙｌ３ＸＸ（Ｒｐｓｌ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７９（Ｒｐｓｌｃ）、

建立抗池，等量取５个感病单株ＤＮＡ混合建立感池。

Ｐ１１０３０９ｌ（跏Ｊ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８２（跏Ｊ Ｊ｝）、Ｌ７６－１９８８

１．４

ＳＳＲ标记分析

（Ｒｐｓ２）、Ｌ８３－５７０（Ｒｐｓ３ａ）、ＰＲＸｌ４６—３６（Ｒｐｓ３ｂ）、

ＳＳＲ引物序列来源于网址ｈｔｔｐ：／／ｂｌｄ９６．ａｒｓｕｓ－

ＰＲＸｌ４５．４８（Ｒｐｓ３ｃ）、Ｌ８５．２３５２（却一）、Ｌ８５—３０５９

ｄａ．ｇｏｖ／％７Ｅｐｏｏｌｅｙ／ｓｏｙ／ｃｒｅｇａｎ／ｓｏｙｍａｐ．ｈｔｍ和Ｚｈｅｎｇ

（如５）、Ｈａｒｏｓｏｙ６２ＸＸ（却ｓ６）和Ｈａｒｏｓｏｙ（Ｒｍ７）由美

等¨“，引物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提供，本研究组繁殖保存。作图

ＰＣＲ扩增参照宋显军等¨引程序，并略作修改。
ｂｕｆｆｅｒ

群体为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早熟１８杂交组合衍生的１个Ｆ：

ＰＣＲ反应体系为ｌＯｌｚｌ，其中１０×ＰＣＲ

群体及其衍生的Ｆ：．，家系。用于抗病性评价的大豆

ｄＮＴＰｓ １５０

疫霉菌菌株为４１—１，其毒力型为ｌａ、１ｄ、３ａ、３ｂ、３ｃ、

酶０．５ Ｕ，模板ＤＮＡ

５、６、７、８。菌株保存在稀释Ｖ８汁琼脂培养基，试验

补足。反应程序为９４℃预变性３ｍｉｎｌ；９４℃变性２５

前转入含１％琼脂的胡萝卜培养基平板，在２５℃黑

４７℃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３０ｓ，３１个循环；７２℃延伸

暗条件下培养８—１０ ｄ用于接种。菌株的毒力及用

５ｍｉｎ；４℃下保存。扩增在ＰＣＲ·１００扩增仪（ＭＪ

ｐ。ｍｏｌ／Ｌ，ＳＳＲ引物０．１５

１Ｉｘｌ，４种

ｇｍｏｌ／Ｌ，砌聚合

２ ｎｓ／扯ｌ，Ｍｇ“２ ｍｍｏｌ／Ｌ，ｄｄＨ２０
ｓ；

Ｒｅ－

于抗性鉴定有效性用苗期下胚轴创伤接种早熟１８、

ｓｅａｒｃｈ公司产品）上进行。ＰＣＲ产物电泳和银染参照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１４个鉴别品种（系）进行检测。

Ｔｉｘｉｅｒ等Ⅲ１方法。ＰＣＲ产物用６％的变性聚丙烯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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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凝胶电泳，电泳缓冲液为０．５×ＴＢＥ，７０Ｗ恒功率电

为抗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死亡率为１００％，为感病。Ｆ，接种

泳ｌｈ后银染检测。记录分子带型。

后全部表现为抗病，与早熟１８的表现一致，表明抗

在大豆基因组随机均匀选取ＳＳＲ引物筛选早

病基因为显性。

熟１８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抗池和感池间的多态性标记。对

Ｆ：群体和Ｆ：：，家系接种４１．１菌株后的鉴定结

抗、感池间产生稳定多态性的标记，用Ｆ：群体验证

果见表１。在鉴定的１９６个Ｆ：单株中，表现为抗病

ＳＳＲ标记与大豆疫霉根腐抗性基因的连锁关系。

的植株有１５３株，感病植株４３株。经ｘ２适合性检

１．５数据分析

测，Ｆ：群体的抗感分离比符合３：１的比例（，＝０．９８

用Ｍａｐｍａｋｅｒ ３．Ｏｂ软件分析ＳＳＲ标记与抗病基

＜ｘ。２

０５＝３．８４）。在鉴定的Ｆ２：３的１９６个家系中，５５

因之间的连锁关系嵋１。。重组率用Ｋｏｓａｍｂｉ作图方

个家系为纯合抗病，１００个家系为杂合，４１个家系为

程转换成遗传距离。似然率的十迸制对数（ＬＯＤ）

感病，纯合抗病、杂合、感病比经ｘ２检测，符合１：２：ｌ

被用于连锁可靠性的检测尺度，如果标记的ＬＯＤ阈

的分离比（Ｘ２＝２．０８＜ｘ。２．∞＝５．９９）。以上结果表

值小于或等于３．０被认为连锁。应用Ｍａｐｄｒａｗ软件

明，大豆品种早熟１８对大豆疫霉菌的抗性由ｌ对显

绘制抗病基因及其连锁ＳＳＲ标记的遗传图谱。

性单基因控制，该基因被暂定名为ＲｐｓＺＳｌ８。
２．２抗病基因ＲｐｓＺＳｌ８的ＳＳＲ标记与作图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从大豆基因组分子图谱上随机均匀地选择７５３

亲本及其后代对４１－１菌株的抗性遗传分析

对ＳＳＲ引物在早熟１８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之间筛选多态性

接种大豆疫霉菌４１－１菌株后，早熟１８和Ｗｉｌ—

标记，其中有２０２对引物产生多态性，亲本间多态性

ｌｉａｍｓ反应与预期的一致，早熟１８死亡率为０，表现

引物检出率为２６．８％。随后，再将这２０２对引物在

表１早熟１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及其杂交后代对大豆疫霉菌的反应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ａｏｓｈｕ

１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Ｆｌ，Ｆ２

ａｎｄ Ｆｚ：３ ｐｒｏｇｅｎ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Ｚａｏｓｈｕ幅ｔｏ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抗池和感池间进行多态性筛选，发现位于大豆分子

体，这两个标记在检测群体中的分离比经Ｘ２检测符

遗传图谱的Ｄ１ｂ连锁群的Ｓａｔ－０６９和Ｓａｔ一１８３在抗

合１：２：１（表２），为共显性标记。

感池间扩增出多态性片段，推测它们可能与抗病性
相关。进一步用标记Ｓａｔ一０６９和Ｓａｔ一１８３检测Ｆ２群
表２抗疫霉根腐病基因ＲｐｓＺＳｌ８及其连锁的ＳＳＲ标记在早熟１８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Ｆ２群体中的分离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ｐｓＺＳｌ８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ｅｄ 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Ｆ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Ａ＝早熟１８的基因型：ＡＢ＝杂合基因型；Ｂ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基冈型。在Ｐ＝Ｏ．０５下显著值，】ｄｆ＝３．８４，２
ＡＡ。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Ｚａｏｓｈｕ １８；ＡＢ＝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Ｂ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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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ｆ＝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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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Ｉ是标记Ｓａｔ一１８３在部分Ｆ：单株的扩增结果。
连锁分析表明，标记Ｓａｔ＿０６９和Ｓａｔ一１ ８３与抗病基因

图ｌ
Ｆｉｇ·１

ＲｐｓＺＳｌ８连锁。基于这两个标记在大豆连锁图谱中
的位置，将ＲｐｓＺＳｌ８定位在Ｄ１ｂ分子连锁群上。

Ｓａｔ一１８３在部分Ｆ２单株中的扩增结果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 Ｓａｔ一１８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２ ｐｌａｎｔｓ

１８；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同早熟１８基因型Ｆ２单株Ｆ２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ｚ：早熟１８

Ｚａｏｓｈｕ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１１卷

ｔｈｅ姗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杂合基因型Ｆ２单株Ｆ２ｐｌａｎｔｓ

ｇｅｎｍｙｐ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Ｚａｏｓｈｕ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

１８；Ｂ：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基因型Ｆ２单株Ｆ２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为了更加准确地定位ＲｐｓＺＳｌ８，用Ｄ１ｂ连锁群

显性单基因。应用ＳＳＲ标记将ＲｐｓＺＳｌ８定位在大

上的其他ＳＳＲ标记直接进行Ｆ：群体的基因型鉴定。

豆基因组分子连锁群Ｄ１ｂ上。除３个抗疫霉根腐

连锁分析表明，ＣＳＳＲ４５、Ｓａｔｔｌ７２、Ｓａｔｔ２７４、Ｓａｔ一１９８、

病ＱＴＬｓ外，ＲｐｓＺＳｌ８是第一个在分子连锁群Ｄｌｂ上

Ｓａｔ＿４１５和Ｓａｔ＿２８９等６个标记与ＲｐｓＺＳｌ８连锁。这

定位的抗疫霉根腐病基因。

些标记在分离群体均呈１：２：１分布，为共显性标记
（表２）。

在分子连锁群Ｄ１ｂ上，Ｂｕｒｎｈａｍ等旧列鉴定１个
与ＳＳＲ标记Ｓａｔｅ７９最近遗传距离为３．ＯｃＭ的抗疫

用Ｍａｐｍａｋｅｒ３．０ｂ软件构建了ＲｐｓＺＳｌ８和８个

霉根腐病ＱＴＬ，Ｈａｎ等Ⅲ１鉴定２个分别与ＳＳＲ标记

连锁ＳＳＲ标记的遗传连锁图（图２）。在该连锁图

Ｓａｔｅ７４连锁紧密抗疫霉根腐病ＱＴＬｓ。本研究作图

上，标记Ｓａｔ一０６９和Ｓａｔ一１８３定位于ＲｐｓＺＳｌ８的两

表明，ＲｐｓＺＳｌ８与ＳＳＲ标记Ｓａｔｅ７４的连锁距离为

侧，与该基因的遗传距离分别为１０．０ ｃＭ和８．３

１４．１

ｃＭ。标记ＣＳＳＲ４５和Ｓａｔｔｌ７２位于Ｓａｔ＿０６９一侧，而

ＲｐｓＺＳｌ８在相同的基因组区域ｍ Ｊ。

ｃＭ。因此，Ｈａｎ等Ⅲ１鉴定的２个ＱＴＬｓ可能与

标记Ｓａｔｔ２７４、Ｓａｔ一１９８、Ｓａｔ一４１５和Ｓａｔｔ２８９位于Ｓａｔ一

在大豆分子连锁群Ｄ１ｂ上也已定位了多个抗

１８３一侧。标记在连锁图上的位置与Ｓｏｎｇ等心２１构

大豆花叶病毒基因。Ｈａｙｅｓ等¨纠将Ｒｓｖ４定位在

建的遗传图谱上的标记一致。

Ｄ１ｂ连锁群上。王永军等Ⅲ】、战勇等心引、郭东全

一
～
～一

９ ６

２ ８
Ｏ Ｏ

一一一

５ ８

一

５ ７

一一
！｜｜

９ ７

ＲｐｓＺＳｌ８及其连锁的ＳＳＲ标记遗传连锁圈
在大豆Ｄｌｂ连锁群上的位置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Ｈｎｋａｇｅ
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叶病毒基因Ｒｓａ、Ｒｓｃ一７、Ｒｓｃ．８、Ｒｓｃ．９、Ｒｓｃ．１３、Ｒｎｌ、
Ｒｎ３和Ｒｓｍｖ３。通过关联分析，袁翠平等¨叫推测我
国大豆晋１２６１、晋１２６７和晋１２６５在分子连锁群
Ｄ１

８ ３

图２

等旧８Ｊ和栾晓燕等＂引在此连锁群上分别定位了抗花

ｍａｐ ｏｆ ＲｐｓＺＳｌ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ｏｎ

ＭＬＧ Ｄ１ ｂ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３讨论

ｂ上至少存在１个新的抗大豆胞囊线虫４号小种

（ＳＣＮ ４）基因，这３个品系是通过常规杂交方法由
对多个生理小种表现免疫或高抗灰皮支黑豆选育而
来。此外，在大豆分子连锁群Ｄ１ｂ上也已检测到多
个抗虫ＱＴＬｓ，如１个抗斜纹夜蛾ＱＴＬ［３１１、４个抗谷
实夜蛾ＱＴＬｓ［３２Ｊ引和１个抗筛豆龟蝽ＱＴＬ［３引。这些
研究表明，大豆分子连锁群Ｄ１ｂ存在抗性基因簇。
早熟１８对大豆疫霉菌具有广谱抗性，是目前国
内筛选出的较有利用价值的抗源之一。本研究将早
熟１８抗疫霉根腐病基因ＲｐｓＺＳｌ８定位在ＳＳＲ标记
Ｓａｔ＿０６９和Ｓａｔ＿１８３之问，与两个ＳＳＲ标记的遗传距
离分别为１０．ＯｃＭ和８．３ｅＭ。由于与ＲｐｓＺＳｌ８的连

迄今，已在大豆基因组的９个座位鉴定了１５个

锁距离较远，单独用这两个ＳＳＲ标记进行抗病基因

抗大豆疫霉根腐病基因ｍ１ ２１。本研究在大豆品种早

鉴定的准确率较低，但用两个标记进行基因型鉴定

熟１８中鉴定了一个抗疫霉根腐病基因ＲｐｓＺＳｌ８，与

的准确率理论上将提高到９８．３４％，可以满足抗病

其他已鉴定的抗疫霉根腐病基因一样，ＲｐｓＺＳｌ８为

育种分子辅助选择的要求。早熟１８高抗所有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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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燕等：大豆品种早熟１８抗疫霉根腐病基因的ＳＳＲ分子标记

ＳＭＶ株系和抗大部分南方株系Ⅲ】，作为抗源已育
成多个抗大豆花叶病品种，如中黄３７、汾豆６５、晋豆
２９、晋豆３４、晋遗３１等。Ｌｉａｏ等¨¨等位测验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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