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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地方品种和育成品种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田伯红
（河北省沧州市农林科学院，沧州０６１００１）

摘要：对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４８２份谷子地方品种和近３０年培育的谷子品种的１１个形态性状和农艺性状进行种植
观察，研究两类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与地方品种相比，育成品种形态性状的多样性指数大多低于地方品种，育成品种的株高
比地方品种显著降低，穗重、穗粒重和出谷率等性状显著提高。地方品种的广泛变异类型是现代谷子育种的重要遗传资源。
关键词：谷子；地方品种；育成品种；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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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Ｌ．）Ｐ．Ｂｅａｕｖ）在我国栽培

生产区，在长期的栽培和育种过程中不但产生了大

已有４１００多年…。悠久的栽培历史，多种多样的生

量的地方品种，而且还育成了很多优良品种。本研

态环境，加之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造就了丰富多彩

究通过对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谷子地方品种主

的谷子地方品种。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目前绝大

要形态性状和农艺性状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同

多数地方品种已经被生产力更高的育成品种所替

时与近３０年来培育的谷子品种（系）进行比较，以

代。但是，现代育种不可避免地导致品种的遗传基

期了解我国谷子地方品种在现代品种改良中的利用

础日趋狭窄旧。，进而严重阻碍了突破性品种的

价值，以及品种改良对谷子品种主要形态性状和农

培育。

艺性状遗传多样性的影响，促进谷子地方品种有益

我国是谷子的一个遗传多样性中心，拥有丰富

性状的发掘和利用。

的种质资源，保存在国家农作物种质库的谷子种质
资源超过２６０００多份，其中地方品种为２３５４１

ｌ材料与方法

份¨巧Ｊ。地方品种不但具有广泛的遗传多样性Ｈ’６１，

１．１供试材料

而且对ＮａＣＩ胁迫也具有广泛的变异类型…。重新

供试谷子品种共４８２份，分别来自河南、河北、

评价和利用地方品种是拓展我国谷子育种遗传基础

山东等地，其中地方品种３５９份（表１），育成品种

的重要途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是我国传统谷子

（系）１２３份（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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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试验方法

１１卷

日’＝一∑Ｐｉｌｏｇ，ｐ‘
甬

田间试验在沧州市农林科学院试验地进行，前
茬为小麦，土质为粘壤土，土壤肥力中等，播种前底

其中，ｎ为某一性状表型级别的数目，Ｐ；为某

施磷酸二铵２５ｋｇ／ｈｍ２。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播种，７

性状第ｉ级别内材料份数占总份数的百分比。根

月８日定苗，７月１５日和２５日进行中耕锄草，抽穗

据多样性指数比较４８２份谷子资源的形态性状和

前追施尿素１０ｋｇ／ｈｍ２。品种排列采用随机区组设

农艺性状的遗传多样性。利用ＳＡＳ（Ｖｅｒ．６，ＳＡＳ

计，３次重复，３行区，行长１．５ｍ，行距０．４ｍ，株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ａｌｅｉｇｈ，ＮＣ，ＵＳＡ）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距３．０ｃｍ。

采用ｔ一测验检验地方品种与育成品种平均数的差

１．３性状考察与数据分析

异显著性。

从每小区中间一行随机取１０株（排除边株）进

２结果与分析

行田问性状调查和室内考种，调查方法参照《谷子
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喁］。调查的性状分
为两类，一类是目测观察评价的外观形态性状，包括
叶鞘颜色、穗松紧度、穗型、刺毛长度和子粒颜色等

２．１形态性状的表现与遗传多样性
在考察的５个形态性状上，地方品种的遗传多
样性指数均明显大于育成品种。地方品种叶鞘颜色

５个形态性状，分析各性状不同类别的频率分布和

多为绿色和紫色（分别占５８．１２％和３７．０３％），具有

遗传多样性指数。另一类是通过测定数值表示的农

短或中等长度的刺毛（分别占６２．１１％和３０．２０％），

艺性状，包括抽穗期（出苗至抽穗的天数）、株高、穗

而多数育成品种的叶鞘颜色为绿色（８７．８８％），刺

长、穗重、穗粒重和出谷率（出谷率＝穗粒重／穗重）

毛长度较短（９６．６７％）（表３）。地方品种穗型呈现

等６个性状一］。对这类性状计算平均数、标准差、最

多样的变化，表现７种变异类型，以纺锤型和圆筒型

大值、最小值、变异幅度、变异系数和遗传多样性指

为主，少数品种的穗型为鸡嘴形、棒形、鸭嘴形、猫爪

数。在计算数量性状多样性指数时采用如下方法划

形和佛手形，育成品种的主要穗型为纺锤型

分级别：先计算参试材料总体平均数（ｉ）和标准差

（７４．２４％）和圆筒型（２４．２４％）。地方品种与育成

（ｓ），然后从第１级［ｘｉ＜（ｘ一２Ｓ）］到第ｌＯ级［ｘｉ＞

品种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前者的粒色变异类型较

（ｘ＋２５）］划分为１０级，每０．５ｓ为一级，每一级的相

多，红色和黑色子粒只见于地方品种，而绝大多数育

对频率用于计算多样性指数。按照下式计算Ｓｈａｎ．

成品种的粒色为黄色（９４．７０％）。两类品种穗松紧

ｎｏｎ－Ｗｅａｖｅｒ多样性指数（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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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异类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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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色

谷子品种农艺性状的表现和遗传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ｉｌｌｅ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叶鞘颜色５８．１２

穗型

裹４

０．７２１９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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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５７

１．１３６４
０．６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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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０５
０．２４３７

叶鞘颜色：１＝绿，２＝红，３＝紫；刺毛长度：Ｉ＝短，２＝中，３＝长；穗松
紧度：１＝松，２＝中，３＝紧；穗型：１＝鸡嘴型，２＝纺锤型，３＝圆筒型。
４＝棍棒型，５＝鸭嘴型，６＝猫爪型，７＝佛手型；粒色：１＝灰白，２＝

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０．０５、０．Ｏｌ显著水平

黄，３＝褐，４＝红，５＝黑。每栏上面数字为地方品种，下面数字为育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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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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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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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ｔ；Ｓｐｉｋｅ

ｓｈａｐｅ：１＝ｅｏｃｋ

ｍｏｕｔｈｆｏｒｍ，２＝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３＝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４＝
ｈａｎｄｆｏｒｍ；

又是早期杂交育种的重要亲本材料。本研究的结果

ｙｅｌｌｏｗ，３＝ｂｒｏｗｎ，４＝ｒｅｄ，５＝ｂｌａｃｋ．Ｖａｌｕ∞ｉｎ

显示，地方品种在形态表现上比育成品种具有更广

ｃｌａｖａｔｅ，５＝ｄｕｃｋ ｍｏｕｔｈｆｏｒｍ，６＝ｃ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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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ｒ：１

ｕｐｐ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２９∞ｙ，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２

地方品种既是现代育种开始之前的主栽品种，

ｐａｎｅｌ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ｅｌｌ

ｕｎｇｕｉｆｏｒｍ，７＝ｂｕｄｄａ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ｒ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２．２农艺性状的表现与遗传多样性

泛的变异类型。地方品种形态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指
数均明显大于育成品种（表３），地方品种的一些性
状在现代品种中没有观察到。例如，绝大多数育成

从考察的６个农艺性状看，地方品种与育成品

品种的粒色为黄色，穗型为纺锤型。根据本研究的

种遗传多样性指数的差异小于形态性状。两类品种

结果，现代品种改良使株高显著降低，穗重、穗粒重

株高、穗重和穗粒重等３个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指数

和出谷率显著增加，这是品种产量提高的基础。降

相近；地方品种抽穗期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小于育成

低株高，增强抗倒性，提高产量是华北地区谷子育种

品种，而穗长、出谷率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大于育成品

最主要的目标，通过培育优良品种，谷子单产提高了

种（表４）。两类品种６个性状的平均值均存在显著

１．５倍‘１

０１。

的差异。地方品种株高变化在８０—１６６ｃｍ之间，但

根据研究结果，育成品种之间性状的差异与品

是株高＞１３０ｃｍ的高秆类型占３２．０％，矮秆品种

种来源和地理分布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因在于：（１）

（株高＜ｌＯＯｃｍ）只占０．８％。品种改良显著降低了

河北、河南、山东３省同属华北夏谷种植区，地理差

品种的株高，育成品种大多属中秆类型，株高在

距不大，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基本一致；（２）３省育种

１００—１３０ｃｍ之间，株高＞１３０ｃｍ的高秆品种极少，

单位之间育成品种和育种材料的交流比较广泛，对

株高＜ｌＯＯｃｍ的品种也较少（３．３％）。育成品种的

重点骨干亲本的使用是一致的，这也是造成育成品

穗重、穗粒重和出谷率显著高于地方品种，抽穗期稍

种遗传基础狭窄、多样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系

有延长。育成品种穗部性状（包括穗长、穗重、穗粒

谱分析表明，３省的育成品种多出自少数骨干亲本

重和出谷率）的变异幅度均大于地方品种。变异系

的血缘，表明这些地区谷子育种存在的近亲繁殖和

数则小于地方品种。相反，育成品种株高和抽穗期

遗传基础狭窄问题十分严重。２０世纪６０一８０年代

的变异幅度均小于地方品种，而变异系数略大于地

华北夏谷区谷子品种主要来源于日本６０日、六十天

方品种。

还仓、米黄谷、小柳根等４个基础种质。９０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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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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