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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型性状和ＳＳＲ分子标记的云南省水稻主要
育成品种（系）的遗传相似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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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株高等１７个表型性状和４８个ＳＳＲ标记，对云南省１８个育种部门（或课题组）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选育的
４０个品种（系）进行遗传相似性分析。结果显示，基于１７个表型性状，４０个品种（系）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值平均为０．２４４，籼
型品种间为０．２８９。粳型为０．３０９。籼粳亚种间为０．１６２；基于４８个ＳＳＲ分子标记，４０个品种（系）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值平均
为０．３８３，籼型为０．３１８，粳型为０．４７８，籼粳亚种问为０．２６７；表明表型遗传相似性低于ＤＮＡ水平。４８个ＳＳＲ分子标记共检测
到２１４个等位基因（Ｎａ），每个标记平均为４．４５８个，变幅为２—８个；有效等住基因数（肌）平均值为２．８３３６，变幅为１．１５１５—
５．２９８１；多态性信息含量（ｍｅ）平均值为０．６０５８。变幅为０．２１１８一Ｏ．８８１６；基因型多样性指数（曰’）平均值为１．１３２８，变幅为
０．３７６８一１．８０８７；其中ＲＭ８４、ＲＭ２４９、ＲＭｌ５２、ＲＭ２２２和ＲＭ５２８是评价云南省水稻选育品种（系）遗传相似性比较理想的ＳＳＲ
标记。聚类分析显示。云南省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表现为亚种间遗传差异明显，亚种内遗传差异较小，粳型品种间遗传相
似性高于籼型，表明云南省选育的粳型品种（系）遗传多样性低，尤其是同一育种部门（或课题组）选育的品种间遗传相似度
。

较高。

关键词：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表型性状；微卫星标记；遗传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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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近５０％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水稻是
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约占粮食总产量的４０％Ｌ２ Ｊ。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矮化育种、杂交稻、超级杂
交稻研究等的巨大成功，一批高产选育品种的大
面积推广种植，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

价，为拓展云南省水稻品种的遗传基础以及品种的
合理布局提供参考。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供试材料

的作用¨１。然而，众所周知，一方面良种集约化导

供试的４０个水稻品种（系）包括籼型１１个、粳

致大量地方品种被替代，遗传多样性下降”４１；另

型２９个，其中陆稻２个，糯稻品种１个。为云南省

一方面，选育品种的亲本遗传基础狭窄，大多局限

１８个不同育种部门（或课题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于微效性状的较小改良（即微量的修修补补），很

来选育的常规品种，供试品种均经多年自交，遗传稳

少有动大手术的品种产生，是近年来产量徘徊、品

定。品种名称、系谱及选育部门等信息详见表１。

质和抗性难以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１。例如，自

１．２方法

１９９５年以来，我国稻谷单产徘徊在６０００—

１．２．１

６６００ｋｇ／ｈｍ２之间¨１。因此，要实现水稻品种选育

２００９年正季统一种植于云南省农科院昆明试验田，

研究再上新台阶，保障水稻生产持续发展，丰富水

３月１４日播种，５月１１日移栽。每个品种种植２行

稻品种遗传基础是关键。

区共２０株，２次重复，随机区组设计，株行距２０ｃｍ×

表型性状调查

４０个供试品种（系）于

针对水稻选育品种的遗传基础研究已有较多报

１０ｃｍ，单本栽插，田间管理按常规方法统一进行。

道。庄杰政等¨１利用５０个ＲＦＬＰ标记对２５份籼稻

按照《水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Ⅲ１记载

品种的研究表明，现有水稻品种的遗传基础十分狭

标准调查株高、有效穗、穗长、穗伸出度、剑叶角度、

窄。唐梅等ｐ１利用ＲＡＰＤ标记对四川Ｉ省骨干恢复

剑叶长、剑叶宽、穗型、穗总粒数、实粒数、秕粒数、结

系和保持系研究发现，保持系间、恢复系间遗传距离

实率、谷粒长、谷粒宽、粒长宽比、粒厚和倒伏性等共

小。何光华等¨驯利用９个ＲＡＰＤ标记对４２个中籼

１７个性状。每个品种调查１０株（每行５株），所有

“三系”杂交稻骨干亲本研究认为，恢复系和保持系

表型性状数据均经标准化处理后，利用统计分析软

的遗传多样性小，恢保间遗传一致性高。段世华

件ＳＰＳＳｌ３．０，按非加权分组平均法（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等…１利用ＲＡＰＤ标记对中国杂交水稻３５个主要恢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ｍｅａｎ，ＵＰＧＭＡ）进行聚

复系进行研究表明，大部分材料间遗传差异较小，遗

类分析¨“。

传背景较单一。魏兴华等¨引利用４０个ＳＳＲ标记，

１．２．２

分析了３２９份我国近５０年来常规稻主栽品种的遗

中多态性较高，以及具有籼粳鉴别的ＳＳＲ标

传变异表明，粳稻品种较籼稻显示出较强的季节型

记¨｝２¨，从中选择分布于水稻全基因组１２条染色

和地域特征，建议拓宽选育品种的遗传基础。总之，

体上的４８个ＳＳＲ标记，每条染色体上选择４个。引

大量研究表明我国水稻选育品种的遗传基础狭窄。

物序列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按Ｅｄ·

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省，稻作生态类型多样，但是对

ｗａｒｄｓ等心２１且稍有改进的ＣＴＡＢ法提取ＤＮＡ，并进

云南省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的遗传相似性研究相对滞

行ＤＮＡ的纯化。ＰＣＲ体系（总反应体积为１０“１）含

后，限制了水稻种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品种选育研

１．５ｐ．１

究的突破。本研究利用株高等１７个表型性状和４８

Ｌ ｄＮＴＰｓ，０．２ｐ．１ ５Ｕ／ｌ山ｌ

个ＳＳＲ标记，对云南省１８个育种部门（或课题组）

引物，２．Ｏ斗ｌ

选育的４０个水稻主要品种（系）进行遗传相似性评
万方数据

序为９５＂Ｃ ５ｍｉｎ；９５。Ｃ下３０ｓ，６０℃下３０ｓ，７２℃下４５ｓ，

ｐａｉｒ

‘

ＤＮＡ提取及ＰＣＲ反应参照已发表文章

１０×ＰＣＲ缓冲液（含Ｍｇ“），０．４ｐ，１
Ｔａｑ酶，１．０ｐｌ

２０ｎｇ／ｔｒｌ ＤＮＡ，４．９斗ｌ

２．５ｍｍｏｌ／

１０ｐ，ｍｏＬ／Ｌ ＳＳＲ

ｄｄＨ２０。扩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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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２

１２卷

●

合系４号

轰早生／云粳１３５

省农科院原中日合作课题组

２

合系３５号

合系４号／合系１５号

省农科院原中日合作课题组

３

合系４ｌ

滇靖８号／合系２２－２

省农科院原中日合作课题组

４

银光

银条粳／合系４０号

省农科院梗稻育种中心

５

滇粳优１号

银条梗／合系３４

省农科院粳稻育种中心

６

滇系４号

越光／合系２４／／合系３４

省农科院粳稻育种中心

７

云粳２６

云粳１２号／云粳优５号

省农科院梗稻育种中心

云粳１５号／云粳优８号

省农科院粳稻育种中心

８

云粳３０

９

云粳９号

西南１７５选株

省农科院粮作所高原粳稻课题

ｍ

云梗１３６

西南１７５选株

省农科院粮作所高原粳稻课题

ｎ

云冷２号·

轰早生／昆明２１７

省农科院粮作所

心

云冷２１号·

粳掉３号／丰锦／／粳掉３号

省农科院粮作所

Ｂ

云恢１１·

２０５／７６８／／ＩＰ，２１５３／１７６

省农科院稂作所两系育种

¨

云恢７２·

老糙谷／南高谷

省农科院粮作所两系育种

”

云恢１２４｝

２０５／７６８／／ＣＰＳＬ０１７

省农科院粮作所两系育种

坫

云恢２９０

１１舱６８选系

省农科院粮作所

＂

陆引４６

引自印度尼西亚

省农科院粮作所陆稻课题

掩

云陆５２

陆引２９／东回１４５

省农科院粮作所陆稻课题

挎

楚粳２号

植生１号／若叶

楚雄州农科所

加

楚粳２０号·

２５－３－３／楚粳７号３－１－２－１

楚雄州农科所

甜

楚粳２７号

楚梗２２／合系３９号

楚雄州农科所

毖

凤稻９号

中丹２号／［轰早生／／（６７２／７１６）］

大理州农科所

∞

大理州农科所

凤稻１５号

０４－２８６５／滇榆１号

Ｍ

风稻２４号

合系１５／云粳２３／／风稻１１

大理州农科所

笛

合靖９号·

不详

曲靖市种子管理站

拍

靖粳８号

合系２５号／云粳２７号

曲靖市农科所

”

沾粳１２号

ＩＩＵ．８／鄂早四号天杂／／鄂早二号／晋宁７６８

沾益监狱

勰

丽粳２号

丽江新团黑谷系选

面江市农科所

拶

丽粳６号

合系４ｌ号／丽粳５号

丽江市农科所

∞

丽粳３１４号

合系３５号／合系４０号／／鹤１６

丽江市农科所

”

红优４号

四喜粘／滇屯５０２

红河州农科所

记

红阳３号·

不详

红河州农科所

弘

滇屯５０２

滇侨２０号／毫皮

个旧市种子管理站／省滇型杂交水稻中心

＂

文檑１号

７８．２２０／ＢＬ４

文山州农科所

＂

文稻８号

滇屯５０２／泰引１号

文山州农科所

弘

滇陇２０１

毫木细／ＩＲ２４

德宏州农科所

竹

德优１８号·

红优１号／德优８号

德宏州农科所

景农３号／墨江紫檑

德宏州农科所

弘

德优１９号·

”

合系４２Ａ·

∞

榆密１５Ａ‘

‘：未通过审定的品系

万方数据

合系４２／滇受１号Ａ
粳 梗粳 粳籼 粳 粳 ．籼 籼祉梗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榆密１５／滇型Ｉ号Ａ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ｖａｒｉｅｔｌｅｓ

云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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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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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３

共３０个循环；然后７２℃下１０ｍｉｎ，扩增产物放４。Ｃ冰

个等位基因（表２），每个标记平均４．４５８个，变幅为

箱保存备用。采用８％的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银

２～８个。以检测出４个等位基因的标记为最多，共

染法检测扩增结果。

有１６个，检测出５个的次之，共有１５个，再次是３

１．３数据统计

个，共有８个标记。根据检测到的等位基因数在１２

以０、１统计ＳＳＲ扩增带型，并建立相应的数

条染色体上的分布，第５染色体上平均检测到的等

据库。在相同迁移率位置上，有带记为１，无带记

位基因数最多，为５．７５个，第６染色体次之，为５．５

为０。等位基因位点数（Ｎａ）为群体内等位变异的

个，第１２染色体最少，为３．２５个，其他染色体为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ｌ—

３．７５—５个。检测到等位基因最多的标记是ＲＭ８４

ｌｅｌｅｓ，Ｎｅ）心３１，Ｎｅ＝１／三（Ｐ；）２；多态性信息量（ｐｏｌｙ．

和ＲＭ２４９，均为８个，ＲＭｌ５２次之，为７个，ＲＭｌ６７

总数；有效等位基因位点数（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ＰＩＣ）‘圳，ＰＩＣ＝１一三

和ＲＭ４最少，仅为２个。４８个ＳＳＲ标记检测到的

（ｐ。）２；基因型多样性（日’），日’＝一驴ｉ伽只。式

有效等位基因数平均值为２．８３３６，变幅为１．１５１５—

中Ｐ；为第ｉ个多态位点上的基因频率。数据经转

５．２９８１，其中ＲＭ８４、ＲＭｌ５２和ＲＭ２２２检测到的有

化后用Ｐｏｐｇｅｎｅ ３２程序进行遗传相似性分析；根

效等位基因数最多。每个标记的多态性信息含量

Ｖ２．２进行ＵＰＧＭＡ

（ＰＩＣ）平均值为０．６０５８，变幅为０．２１１８—０．８８１６，最

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据遗传相似性矩阵用ＮＴＳＹＳ

ｐｃ

聚类分析。

高为ＲＭｌ５２、ＲＭ８４和ＲＭ５２８。每个标记的基因型
多样性指数（日’）平均值为１．１３２８，变幅为０．３７６８—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水稻选育品种Ｉ系）的ＳＳＲ标记多态性分析
４８个ＳＳＲ标记在４０个水稻选育品种（系）中均
扩增出条带，范围在８０一４００ｂｐ之间，共检测到２１４

１．８０８７，ＲＭ８４、ＲＭ５２８和ＲＭｌ５２为最高。综上表
明，ＲＭ８４、ＢＭ２４９、ＲＭｌ５２、ＲＭ２２２和ＲＭ５２８是评价
云南省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遗传相似性比较理
想的ＳＳＲ标记。

裹２

４０份水稻选育品种（系）的ＳＳＲ标记的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和遗传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ｌｌｅｌ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４０ ｒｉ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万方数据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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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卷

２．２水稻选育品种（系）的遗传相似性分析

值为０．２８９，变幅为０．０５９—０．４１２，其中，红优４号分

２．２．１基于表型性状的遗传相似性

基于株高等

别与文糯１号和文稻８号，德优１８号与云恢７２间遗

１７个表型性状，４０个选育品种（系）间遗传相似性系

传相似性系数值为最大，为０．４１２；而德优１９号与云

数（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ＧＳ）平均值为０．２４４，变幅为０—

恢７２，云恢２９０与陆引４６为最低，仅为０．０５９。２９个

０．６４７。籼粳两亚种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平均值为

粳型品种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平均值为０．３０９，变幅

０．１６２，变幅为０—０．４１２，其中，红阳３号分别与凤稻

为０—０．６４７，云恢１２４与凤稻９号间遗传相似性系数

１５号和云恢１１号，以及文糯１号与云粳２６号间遗传

值为最大，为０．６４７，其次是合系４号分别与云粳３０

相似性系数值为最大，为０．４１２；德优１９号分别与云

号和楚粳２０号，合系３５号分别与楚粳２７号和粳靖９

粳１３６、云冷２ｌ号和楚粳２号间遗传相似性系数值为

号，银光与云恢１２４，云冷２号与丽粳２号，楚粳２７号

最低，为０。１１个籼型品种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平均

与云粳２６号，云恢１１与云恢１２４，其遗传相似性系数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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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０．５８８，而云陆５２分别与云粳２６号和凤稻１５号

中文糯１号与文稻８号为最大，为０．６１２；其次分别

为最低，为０。另外，４０个品种（系）间的７８０个遗传

是德优１８号与滇屯５０２，为０．５７４，陆引４６与云恢

相似性系数的次数呈偏态分布，遗传相似性系数峰值

７２，陆引４６与红阳３号，均为０．５１６；最低则为云恢

为０．１２，中值为０．２３５（图１一Ａ）。

２９０与红阳３号，为０．１２８。２９个粳型品种间的遗

２．２．２基于ＳＳＲ标记的遗传相似性基于４８个

传相似性系数平均值为０．４７８，变幅为０．１６７—

ＳＳＲ标记，４０个选育品种（系）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

０．８４２，其中，滇系４号与楚粳２０号为最大，为

平均值为０．３８３，变幅为０．０８４—０．８４２。籼粳两亚

０．８４２；其次是银光与合系３５号，为０．７８７，凤稻１５

种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平均值为０．２６７，变幅为

号与凤稻２４号，为０．７７９；最低则为云恢１１与云粳

０．０８４—０．６３４，其中，德优１８号与榆密１５Ａ间遗传

９号，为０．１６７。另外，４０品种（系）间的７８０个遗传

相似性系数值为最大，为０．６３４；其次是凤稻１５号

相似性系数的次数呈现近似正态分布，遗传相似性

与云恢７２，为０．４６３；最低则分别是红优４号与云粳

系数峰值为０．３２，中值为０．３５８（图１一Ｂ）。综上表

１３６，为０．０８４，红阳３号与云陆５２，为０．０８５，红优４

明云南省选育的主要水稻品种（系）籼粳亚种间差

号与合系４号，为０．０８６。１１个籼型品种问遗传相

异明显，粳型品种间遗传相似性程度较籼型高，遗传

似性系数平均值为０．３１８，变幅为０．１２８—０．６１２，其

基础较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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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柏个水稻品种ｌ系）间遗传相似性系数的次数分布
Ｆ喀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ｆｏｒ ４０ ｒｉ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基于农艺性状Ｂａｓｅｄ

０１１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ｄａｔａ；Ｂ：基于ＳＳＲ标记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ｄａｔａ

２．３水稻选育品种（系）的聚类分析

主要集中在ａ．１类群中，籼型品种则集中于ｃ和ｄ类群

２．３．１

中，表明云南省选育的粳型品种较籼型遗传相似性程

基于表型性状的聚类分析基于株高等１７个

表型性状，４０个选育品种（系）的聚类树型图（图２一Ａ）

度高，遗传基础较狭窄。

可知，４０个供试品种在遗传相似性系数０．１６处被分为

２．３．２基于ＳＳＲ标记的聚类分析基于４８个ＳＳＲ

两个大类群，即籼粳两亚种群，Ｉ为粳亚种群，含有３０

标记，４０个供试品种（系）的聚类树型图（图２－Ｂ）可

个品种（系）。在粳亚种群中，除籼型的滇屯５０２和陆

知，４０个供试品种在遗传相似性系数０．２６处分为

引４６被误划分在该群外，符合率达到９３．３％；在相似

两个大类群，即籼粳两亚种群，Ｉ为粳亚种群，含有

系数约０．１７２处分为ａ．ｂ两个次类群，其中ａ次类群则

３０个品种（系）。在粳亚种群中，除德优１８被误划

在相似系数约０．２２４处又分为ａ．１和ａ一２两个次小类

分在该群，符合率达到９７．５％。在遗传相似系数约

群；ａ—１次小类群包含有２６个品种，除滇屯５０２外均全

０．３９６处分为ａ、ｂ两个次类群，其中ａ次类群则在

部是粳稻品种；ａ－２次小类群包含凤稻２４号１个品种；

约０．４５８处又分为ａ一１和ａ．２两个次小群，ａ一１次小

ｂ次类群仅包含陆引４６和合系４２Ａ与榆密１５Ａ两个

群包含合系４号、合系３５号、合系４１号、银光和云

不育系。Ⅱ为籼亚种群，含有１０个品种（系）。在籼亚

粳９号等５个品种，ａ一２次小群则集中了２２个品种；

种群中，除云陆５２被误划分在该群外，符合率达到

ｂ类群仅包括德优１８号、榆密１５Ａ和云陆５２等３

９０％。在相似系数约０．２００处分为Ｃ和ｄ两个次类群。

个品种。Ⅱ为籼亚种群，含有ｌＯ个品种（系）。在

总之，以遗传相似性系数约０．２２４作为阈值，可将４０个

籼亚种群中，１０个品种（系）全部属于籼稻，符合率

供试品种分为ａ一１、ａ一２、ｂ、ｃ和ｄ共５个类群，粳型品种

达到１００％，其中在相似系数约０．３０２处被划分为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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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ｄ两个次类群，每个次类群各包含５个品种。总

粳、３个凤稻、２个丽粳、２个云粳品种等，籼型品种

之，以遗传相似性系数０．４５８作为阀值，可将４０个

除滇屯５０２和云恢２９０两个软米品种聚在一起外，

供试品种分为ａ－１、ａ一２、ｂ、ｃ和ｄ共５个类群，其中

其余则比较分散。综上表明云南省选育的主要水稻

粳型品种主要集中在ａ一２类群，籼型则主要集中于ｅ

品种（系）籼粳亚种间差异明显，粳型品种较籼型遗

和ｄ类群。图中还显示，在粳型品种中，各育种部门

传相似性程度高，遗传基础较狭窄，尤其是同一育种

选育出的品种（系）均聚在一起，如３个合系、３个楚

部门选育出的粳型品种（系）。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４０

０．５３

０．６５

遗传相似系数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遗传相似系数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２基于表型和ＳＳＲ分子标记数据的４０份水稻材料的聚类分析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４０ Ｈ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Ａ：基于农艺性状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ｏｎ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ｄａｔａ；Ｂ：基于ＳＳＲ标记Ｂａｓｅｄ

ＯＩＩ

ａｎｄ 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ｄａｔａ

ＳＳＲ ｍａｉ＇ｋｅｒｌｌ ｄａｔａ

２．４水稻选育品种（系）系谱与ＳＳＲ标记的对应关０．４７３；图２．Ｂ显示，合系４号和合系３５号聚在ａ－１
系分析

类群，云冷２号和丽粳３１４号聚在ａ一２类群。来源

从供试品种（系）系谱（表１），以及ＳＳＲ标记的

于相同母本银条粳后代的银光和滇粳优１号，其遗

遗传相似性系数和聚类树型图（图２一Ｂ）可知。来源

传相似性系数值为０．２５３，分别聚在ａ一１与ａ．２类

于轰早生的后代有合系４号、云冷２号、合系３５号

群。来源于相同父本合系３４的滇粳优１号和滇系

和丽粳３１４号，其中，合系４号和云冷２号均有共同

４号，其遗传相似性系数值为０．７５０，聚在ａ．２类群

的母本轰早生，合系３５号有一个亲本是合系４号，

下一个小类群。西南１７５选株获得的云粳９号和云

丽粳３１４号有一亲本是合系３５号，而合系４号与合

粳１３６，其遗传相似系数值为０．５２６，分别聚在ａ一１

系３５号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值为０．６９６，丽粳３１４号

与ａ一２类群。丽粳６号的母本是合系４ｌ，二者的遗

与合系３５号为０．４１７，合系４号与云冷２号为

传相似性系数值为０．４００，分别聚在ａ一２与ａ．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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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红优４号和文稻８号均有一亲本为滇屯５０２，

在较大的遗传分化，籼粳亚种内较低的遗传变异相

然而，滇屯５０２与红优４号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值为

一致。并提出在分析栽培稻遗传多样性时，应分别

０．３９２，滇屯５０２与文稻８号为０．３１６，红优４号与文

分析籼粳亚种，避免因籼粳亚种间较大的遗传分化

稻８号为０．４８９；红优４号与文稻８号聚在ｃ类群，

而掩盖亚种内较小的遗传变异。本研究认为云南省

滇屯５０２聚在ｄ类群。来源于相同父本滇型１号Ａ

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中粳型品种（系）的遗传相

的合系４２Ａ和榆密１５Ａ，其遗传相似性系数值为

似性高于籼型，这与已有的研究认为我国常规籼稻

０．４３４，分别聚在ａ一２与ｂ类群。综上表明，系谱上

主栽品种遗传变异稍高于粳稻¨２’２５’３纠相一致。但

有血缘关系的品种间遗传相似性程度并非很高，未

与刘克德等∞４ ｏ和Ｚｈａｎｇ等口副对云南地方稻种遗传

必聚在同一个小类群，这可能与选育部门（育种人）

多样性分析，认为云南粳稻遗传多样性高于籼稻不

对后代选拔的方向（或特性）有关。

相一致。本研究的ＳＳＲ标记聚类结果显示，云南省

３

讨论

３．１表型性状与ＳＳＲ标记比较

选育的相同系列粳型品种（系）存在一定的地域分
布特点，尤其是相同育种部门（或育种者）育成的品
种往往遗传差异较小，聚在一起，如合系、楚粳、凤稻

表型性状和ＳＳＲ标记是两种常用的遗传相似

以及丽粳系列品种，这与应杰政等＂’和程本义等＂钊

性分析方法。ＳＳＲ标记体现的是ＤＮＡ水平上的差

的研究结果相类似。这一现象在国内大部分育种部

异，不受环境的影响，而表型性状则是环境和ＤＮＡ

门中同样存在，为加快育种进程，采取集中选用少数

变异互作的结果，易受环境影响Ⅲ’。本研究采用株

骨干亲本等做法，致使我国水稻品种数量明显增加

高等１７个表型性状，通过供试的４０个品种（系）

的同时，同类型近似品种也明显增加，育成品种的遗

间、１１个籼型品种间、２９个粳型间以及籼粳哑种间

传基础变窄、遗传背景趋于单一一“。

遗传相似性系数平均值，分别均显著低于４８个ＳＳＲ

我国有目的地进行水稻良种选育可追溯至

标记水平。另外，４０个供试品种（系）遗传相似性系

１９１９年ｐ“。经过８０多年的育种实践，我国已培育

数的次数分布结果，ＳＳＲ标记遗传相似性系数的次

出５０００多个水稻新品种并得到生产应用¨２’弼１。云

数分布图呈近似正态分布，而表型性状次数分布图

南省的水稻选育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从

则呈偏态分布。上述结果表明表型性状与ＳＳＲ标

西南１７５的变异株或天然杂交株中选育出新品种

记在遗传相似性分析上存在一定差异。原因是本研

（系）共计３世代２７个品种＂引。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云南

究的供试品种（系）所适应的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而

省审定的稻类新品种就高达２７７个，其中合系系列品

在同一试验地点昆明市（海拔１９１６ｍ，属典型的粳稻

种有合系２号、４、５、１０、１５、２２、２４、２５、３０、３４、３５、３９、

区）种植，籼型品种（系）不能正常生长发育，甚至少

４０、４ｌ和４２号共计１５个品种，楚粳系列品种有楚粳２

数粳型品种（系）也存在不适应因素，导致表型性状

号、３、４、５、６、７、８、１２、１４、１７、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

的遗传相似性不能真实地反映ＤＮＡ水平的遗传相

号和３０号共计１９个品种通过审定旧１。本研究基于

似性。这与张冬玲等旧钊研究认为，当研究群体分布

４８个ＳＳＲ标记的２９个粳型品种（系）间遗传相似性

较广，其外界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时，表型水平可能不

系数平均值为０。４７８，变幅为０．１６７—０．８４２。这结果

能真实地反映ＤＮＡ水平相一致。还与李红宇等旧¨

虽明显高于程保山等Ｈ¨以６８个ＳＳＲ标记分析３５个

研究认为的表型性状不适宜地理纬度差异较大的东

江苏各稻区粳稻主栽品种，其遗传相似系数变幅为

北地区的遗传多样性研究相类似。因此，鉴于云南

０．７５—０．９８。但是，云南省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的

省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适应的生态复杂多样，对

遗传基础不容乐观，应引起科技、管理以及育种和推

其进行遗传相似性分析，ＤＮＡ水平的鉴定结果较表

广等部门的高度重视，不能片面强调审定新品种的数

型性状更为可靠。

量，更应重视选育出的新品种在已有品种的产量、品

３．２

云南省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ｌ的遗传相似性

质和抗性等方面的改良程度。另外，新品种推广应用

本研究表明，云南省水稻主要选育品种（系）籼

过程中，避免一些人为因素导致新品种的淘汰（即被

粳亚种间表现较大的遗传差异，而籼粳亚种内则呈

品种选育者人为淘汰，因为新的品种选育出来了，必

现较高的遗传相似性。这与已有的研究旧８。３２１证明

须替代生产上的所谓“老品种”，才能体现育种工作

栽培稻籼粳亚种间遗传分化明显相一致，与魏兴华

者的成绩）。还有，建议品种审定应增加ＤＮＡ分子水

等¨副研究认为我国常规稻主栽品种籼粳亚种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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