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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标记在啤酒花种质资源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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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分子生物学中常用的ＤＮＡ分子标记对世界各地现存的野生和栽培的啤酒花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应用
作一综述。通过归纳总结，发现ＤＮＡ分子标记相比形态学标记和细胞学标记具有结果准确、稳定的特点，常用的分子标记技
术有ＲＡＰＤ、ＲＦＬＰ、ＩＳＳＲ、ＳＳＲ、ＡＦＬＰ、ＥＳＴ等；研究发现北美洲的啤酒花遗传多样性要高于欧洲的啤酒花，基因变异程度也相对
较高；野生啤酒花的基因序列具有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可在分子杂交遗传育种中作为一个种质去改善栽培品种的某些不良性
状。因此。利用分子标记研究啤酒花的遗传多样性将对啤酒花的育种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目前较为理想的技术是ＳＳＲ
和ＡＦＬ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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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ｏ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ｃｕｉｌ”，ＺＨＡＮＧ Ｔｉａｎ．ｈｕｌ”，ＬＩ Ｗｅｎ－ｊｉａｎｌ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３Ｇａｎｓｕ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ｉ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ｉｌｄ ａｎｄ ｃｕｈｉｖａｒｅｄ ｈｏ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Ｎ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Ｒａｎｄｏｍ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ＲＦＬＰ），Ｉｎｔｅｒ—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ｅａｔ（ＳＳＲ），ａｎｄ
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ＦＬＰ）ａｒｅ

ｉｄｉｏｐｌａ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ｒｅｄｉｔｙ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７

ｌ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Ｇｅ－

ｇｅｎｅ ｏｒｄｅｒ ｈａｓ

ａ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ｉｃｈ ｇｅｎ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ｙ ｔａｋ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ｓｏｍ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ｂａ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ｐ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

ｅｘｅｅ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ｐｓ．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ＳＲ ａｎｄ ＡＦＬＰ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Ｎ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

ＤＮＡ（ＲＡＰＤ），

Ｒｅｐｅａｔ（ＩＳＳＲ），Ｓｉｍｐ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ｈ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ｏｆｔ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ｈｏｐ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ｈｏｐｓ
ａｎ

ａｒ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Ｈｏｐ（Ｈｕｍｕｌｕｓ

－，

ｌｕｐｕｌｕｓ

Ｌ．）；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ＮＡ分子标记是存在于生物不同个体或不同

ＤＮＡ分子标记是基于细胞核内的ＤＮＡ片段的差

群体之间的核苷酸序列，它以ＤＮＡ序列的差异为基

异，因此它不受外界环境因素和基因表达与否的影

础。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以ＰＣＲ为基

响，相比形态学标记、生化标记和细胞学标记，它具

础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ＤＮＡ分子标记技术也

有独特的、不可比拟的遗传稳定性、可靠性和准确

得以广泛地应用于农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由于

性。ＤＮＡ分子标记根据其原理不同又可分为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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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１：第１类是以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为基础的限制性片

酒花中发现的这种“黄腐醇”能够阻止导致癌细胞

段长度多态性ＲＦＬＰ（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

生长的酶发挥作用，并且能够帮助人体消除其他致

ｍｏｒｐｈｉｓｍ）阻１；第２类是以ＰＣＲ【３１技术为基础的

癌物质，尤其是癌症初期具有较好的效果。鉴于以

ＤＮＡ分子标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随机扩增多态

上这些啤酒花的重要用途，本文希望运用分子标记

性ＤＮ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手段来了解和分析现存啤酒花资源的分布状况、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

传多样性、亲缘关系远近等。然而，目前世界上国外

ｍ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１、序列标签位点ＳＴ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对啤酒花的研究已经展开，但国内在这一研究方向

ｓｉｔｅｓ）坤１、简单序列重复间扩增ＩＳＳＲ（ｉｎｔｅｒ－

上还是空白。因此，希望本文的综述能对啤酒花的

ＲＡＰ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ＤＮＡ）Ｈ１、简单序列重复ＳＳＲ（ｓｉｍｐｌｅ
ｏｒ

ｔａｇｇｅｄ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段长度多态性ＡＦＬＰ（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ＤＮＡ）¨１、扩增片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

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ｓ－９］；伴随着生物科学的日益进步，这些
ＤＮＡ分子标记手段也日益得到完善，并不断应用到
植物研究中。ＤＮＡ分子标记手段应用到植物研究
中主要有四个方面：基因组作图一】、基因定位¨引、基

研究带来一定的指导作用。

２分子标记在遗传多样性和育种上的
饼冤
２．１随机扩增多态性ＤＮＡ ＲＡＰＤ（ｒａｎｄｏｍ
ｆｌ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ｍｐｌｉ－

ＤＮＡ）

因克隆¨¨和遗传多样性¨２１研究。ＤＮＡ分子标记对

ＲＡＰＤ是１９９０年由美国杜邦公司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基因组作图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得基因组从遗传学

等”。和加利福尼亚生物研究所的Ｗｅｌｓｈ等¨副发明

上一个简单的概念发展成一门复杂的新兴学科，成

的利用随机引物扩增寻找ＤＮＡ多态性的分子标记

为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方法。该技术建立在ＰＣＲ基础上，采用一系列不同

ＤＮＡ分子标记在植物遗传多样性研究上的广泛应

的随机排列的碱基序列寡核苷酸单链作为引物，对

用解决了许多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开创了植

所研究的基因组ＤＮＡ进行单引物扩增。基因组

物遗传多样性研究的新局面，对正确制定植物遗传

ＤＮＡ序列特定的结合位点与引物结合，在ＰＣＲ反应

资源图谱和原位保存策略提供了有力保证¨引。

条件下，可扩增出特异的ＤＮＡ片段，扩增产物片段

１啤酒花种质资源

的多态性反映了基因组ＤＮＡ的多态性。ＲＡＰＤ标
记只需要微量的ＤＮＡ，对被研究基因组无特定要

啤酒花¨刮（Ｈｕｍｕｌｕｓ ｌｕｐｕｌｕｓ），又名忽布、香蛇

求，适应性广；操作简便，实验周期短，能在较短的时

麻花、酒花和野酒花。属于蔷薇纲（Ｒｏｓｏｐｓｉｄａ），桑

间内对大量样品进行实验；灵敏度高，引物个别碱基

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大麻亚科（ｓｕｂｆａｎ Ｃａｎｎａｂｉｏｉｄｅａｅ）和萑

的变化会引起扩增条带数目和强度的极大变化；可

草属（Ｈｕｍ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多年生攀援草本植物；雌雄异

以覆盖整个基因组，包括编码和非编码区，可以研究

株，茎、枝和叶柄密生绒毛和倒钩刺，叶卵形或宽卵

整个基因组的变化；该技术的缺点是ＲＡＰＤ为显性

形，基部心形或近圆形，边缘具粗锯齿，背面疏生小

标记，不能提供完整信息，易受到实验条件的影响，

毛和黄色腺点；雄花排列为圆锥花序，花被片与雄蕊

稳定性差，不能区分纯合体和杂合体¨“２０。。

均为５，雌花每两朵生于一苞片掖间，苞片呈覆瓦状

原俊凤等旧¨利用１２个随机引物对新疆的７个

排列为一近球形的穗状花序。果穗球果状，瘦果扁

啤酒花居群进行了ＲＡＰＤ天然居群遗传多样性和群

平，花期秋季。果穗可用于啤酒酿造，雌花药用。喜

体间遗传分化的研究，共检测到１２１个可重复的位

冷凉，耐寒畏热，属长日照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点，其中多态性位点１１９个，占总位点的９８．３５％；

新疆、东北、华北以及山东、甘肃和陕西等省份。

分析认为新疆境内啤酒花自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很

啤酒花是一种具有贵重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的

丰富，居群间产生了一定的分化；野生啤酒花的遗传

作物¨“。啤酒花含有树脂类、挥发油、黄酮类、鞣

多样性要远远高于栽培种的啤酒花，地理距离跟遗

质、胆碱、粗纤维，氨基酸等多种化学成分，具有抗

传距离有相关关系，地理距离越远，遗传距离越大，

菌、抗肿瘤、抗氧化、雌性激素样、镇静等活性¨６‘。

但野生啤酒花群体所处的微环境差异大，空间距离

其中所含的树脂赋予啤酒独特的芳香和清爽的苦

在野生啤酒花群体的遗传分化中起作用不大。Ｍｕ—

味；鞣质既能消除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乳酸菌，又能将

ｒａｋａｍｉ旧引用ＲＡＰＤ法研究了５１株采自世界各地的

酒液中多余的蛋白质凝固、分离出来使酒液澄

啤酒花种类，利用１０个随机引物检测了品种之间的

清ⅢＪ。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的专家维尔纳表示，啤

遗传距离，并将它们归属为６类，分析认为许多含高

万方数据

１２卷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甲酸的种类其基因座位与欧洲品系的啤酒花有很大

异很大以及重复序列在染色体复制和不等交换中

差别。Ｓｕｓｔａｒ—Ｖｏｚｌｉｃ和Ｊａｖｏｍｉｋ¨刮用ＲＡＰＤ法分析

产生ｍ３０‘。

了来自世界各地啤酒花主要种植区的６５个品种，选

Ｊａｋｓｅ等ｂ¨讨论和研究了如何获得具有高应用

用２８个随机引物分析了其遗传变异和种类亲缘关

价值的微卫星标记；他们对现存的分离方法进行了

系；每个引物扩增片段的平均值为７．４，平均多态性

改进，采用几种限制酶互相组合去消化啤酒花基因

片段为２．９，所占比例为３８．６％，有３９个品种产生

组ＤＮＡ，并且找出了最优的酶组合方式，得到高质

了特异的ＲＡＰＤ图谱；随后又进行了居群分类分析，

量、适合啤酒花作物遗传学研究的微卫星标记，既可

并将其与之前的形态学分类结果进行了比较。

以降低实验成本，又可以缩短实验时间，为后续微卫

Ｊａｍｉｅ等旧４。纠用ＲＡＰＤ法鉴定了不同的啤酒花种

星标记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Ｓｔａｊｎｅｒ等＂引也

类，在６０个随机引物中，有２１个引物在Ｔ６品种中

讨论了微卫星序列的获得以及多态性的检测，构建

扩增出了特异条带，分析认为虽然得到了ＲＡＰＤ多

了６个分别富含ＧＡ、ＧＴ、ＡＣＡ、ＡＧＡ、ＣＡＧ和ＡＣＴＣ

态性条带，但这些多态性条带并不代表某个特异的

的微卫星序列的基因组文库，从文库中筛选出６０条

ＤＮＡ序列。

序列用于引物设计，得到２５个扩增位点，扩增出

２．２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ＲＦＬＰ（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２６５个等位基因，平均每个位点约１０．６个等位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因；从分析结果来看，二核苷酸基序的分布要广于三

ＲＦＬＰ是１９７４年Ｇｒｏｄｚｉｃｋｅｒ等发明的分子标记

核苷酸或四核苷酸基序，就多态性而言，重复序列越

技术，是一种以ＤＮＡ．ＤＮＡ杂交为基础的第１代遗

长多态性越丰富；微卫星序列的结构和长度是影响

传标记¨９１。该技术利用特定的限制性内切酶识别

其多态性程度的主要因素。

并切割不同生物个体的基因组ＤＮＡ，得到大小不同

Ｓｔａｊｎｅｒ等＂引使用２９个ＳＳＲ位点对６７株野生

的ＤＮＡ片段，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不同的片

和栽培啤酒花进行基因多态性和群体结构的分析，

段，然后与克隆ＤＮＡ探针进行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和放射

共检测到３１４个等位基因，平均每个座位检测到

显影，即可以得到反映个体特异性的图谱。该方法

１０．８个等位基因，Ｐ／Ｃ值为０．６０７；同时，根据遗传

已广泛用于遗传图谱构建、基因定位以及生物的进

距离图谱将这螳啤酒花分为７类，其中３大类为栽

化和分类关系研究旧“。

．

培种，４大类为野生种。Ｂａｓｓｉｌ等口４１运用８个ＳＳＲ

Ｐａｔｚａｋ旧刊用ＲＦＬＰ法研究了３４株来自啤酒花

位点对欧洲和北美洲的啤酒花进行遗传多样性评估

研究中心的样品，着重对啤酒花体细胞内的查耳酮

和基因型鉴定的分析，分析认为北美洲的啤酒花品

合成酶基因和邻羟基正戊酮合成酶基因的突变情况

种基因变异程度和遗传多样性均明显高于欧洲的品

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基因在母细胞和分生组织细

种，并且北美啤酒花中发现的特异基因数量也高于

胞之间并无分子水平上的差异。

欧洲啤酒花。

２．３

简单序列重复ＳｓＲ（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从以上这些对啤酒花的ＳＳＲ研究中，不难看出

ｒｅ·

ｐｅａｔ）
又叫微卫星ＤＮＡ标记，是由Ｈａｍａｄｅ于１９８２年
发现的第２代ＤＮＡ分子标记。一般是由存在于基
因组中的２—５个核苷酸序列重复单位串联组成的
ＤＮＡ分子序列。这种序列广泛并随机分布于真核
生物基因组中，重复次数具有高频率的变异，重复次

大力发展和研究北美的啤酒花品种对于丰富啤酒花
的种类以及培育各种优良性状的后代将会产生巨大
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野生啤酒花资源的利用。
２．４

简单序列重复区间ＩＳＳＲ（ｉｎｔｅｒ－ｓｉｍｐｌｅ鼬－
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

简单序列重复区间技术又叫锚定简单序列重复

数的不同产生了等位基因之间的多态性，这种专化

技术（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位点的多态性可以十分容易地通过设计特异引物进

拿大的Ｚｉｅｋｉｅｗｉｅｚ等¨列在１９９４年提出的。该技术

行ＰＣＲ扩增检测。ＳＳＲ两端的序列一般是相对保

以锚定的微卫星ＤＮＡ为引物，即是在ＳＳＲ序列的

守的单拷贝序列，通过设计特异引物以扩增串联重

３’端或５’端加上２—４个随机选择的核苷酸；在ＰＣＲ

复序列，再通过电泳检测扩增片段的多态性。根据

反应中，锚定引物可以引起特异位点退火，导致与锚

串联重复数的不同进行相应的遗传分析，揭示微卫

定引物互补的间隔不太大的重复序列间ＤＮＡ片段

星ＤＮＡ的长度多态性，产生多态性的原因是微卫星

进行扩增，所扩增的条带可通过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寡核苷酸的重复次数在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差

泳或者琼脂糖凝胶电泳加以分辨。该技术实验操作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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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快速、高效，预先不需要知道其基因序列信息，

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遗传距离的分析；将引物用荧

结合了ＲＡＰＤ标记技术和ＳＳＲ标记技术的优点，耗

光物质标记进行放射性检测，从８个引物组合中共

费少、模板ＤＮＡ用量少、遗传多态性高、重复

扩增出可检测的５２３个条带，其中１４５条具有多态

性好‘３引。

性，平均每个引物组合显示了１８个多态性；ＡＦＬＰ技

Ｇｏｄｗｉｎ等＂刊用ＩＳＳＲ方法对香蕉、菊花等几种

术的独到之处在于：①可以鉴别亲缘关系很近的基

植物进行了多态性分析，结果表明用ＩＳＳＲ方法检测

因型个体；②评估种群的基因相似性程度。Ｊａｋｓｅ

到的多态性水平要明显高于ＲＦＬＰ和ＲＡＰＤ检测到

等Ｈ引用８个ＡＦＬＰ引物分析了４１个啤酒花品种，得

的水平，而这种高的多态性与它的检测方法密切相

到分子量大小不同的３６３个条带，其中１５３条具有

关，并不只是扩增出了更多数量的多态性条带；然

多态性，约占４２％，计算出ＧＳ值为０．８６，根据ＧＳ

而，作者也提出使用溴化乙锭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值构建了遗传树谱图，将这些啤酒花品种分为了两

测分析ＩＳＳＲ产物将会丢失部分有用的多态性。Ｄａ—

大类；作者将ＡＦＬＰ方法同ＳＳＲ方法比较，认为ＳＳＲ

ｎｉｌｏｖａ等ｐ副使用２１个ＩＳＳＲ引物分析了２６株来自

比ＡＦＬＰ能得到更多的多态性片段；用ＡＦＬＰ数据构

俄罗斯和欧洲的啤酒花，共扩增得到１８３个ＤＮＡ条

建的系统图能与其他ＲＡＰＤ数据得到的结果呈现良

带，其中１０６条具有多态性，占了约５７．９％；根据遗

好的吻合性，而ＳＳＲ相比则吻合度较低。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传距离可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其多态性水平均高于

和ＨｅｎｎｉｎｇⅢ１用４个ＡＦＬＰ引物组合分析研究了６０

ＲＡＰＤ（３８．６％）和ＡＦＬＰ（４３．５％），发现了一些品种

株本土和栽培的啤酒花，扩增得到２９６个条带，１７６

特异的ＩＳＳＲ引物，如引物Ｋ１７扩增出的２５０ｂｐ的片

个属于多态性片段占据５９．５％，将它们分为Ａ１和

段只出现在来自日本的Ｋ６９２２６６中，未在其他品种

Ａ２两类，每一类又分为２个亚类，详细讨论了Ａ１－

中检测到。Ｄａｎｉｌｏｖａ和ｋａｄｏｖＨ引用２２个ＩＳＳＲ引物

ｌ、Ａ１—２、Ａ２—１和Ａ２－２之间遗传距离的远近；分析得

对采自俄罗斯和欧洲的雌性和雄性啤酒花进行分

出生长在北美地区的啤酒花相对于欧洲啤酒花有更

析，得到多态性片段百分比为５７．９％；两个引物

多的变异基因，因而认为在育种工作中引入北美的

Ｋ１０和Ｋ２２分别扩增了７００ｂｐ和５００ｂｐ的雄性特异

品种Ｈ．１ｕｐｕｌｕｓ ｖａｒ．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将会得到性状各异的

性片段；根据引物序列又设计了雄性特异的ＳＴＳ标

后代。

签，用这个ＳＴＳ标签又进一步分析了３３株雄性和

ＤＮＡ分子标记技术在啤酒花作物种植资源遗

５３株雌性啤酒花，得到了所预期的雄性特异片段，

传多样性和遗传距离评价方面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而在雌株啤酒花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片段，而且这

成功地将现存的野生啤酒花和栽培啤酒花进行分

两个引物序列与表达的啤酒花基因序列的相似程度

类，并得出啤酒花资源的发源地在中国；鉴定了雄性

达到了６０％一７０％。

特异的ＤＮＡ序列和品种特异的ＤＮＡ分子片段；发

２．５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ＡＦＬＰ（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现来自北美的啤酒花资源其基因多样性要远远高出
欧洲品系的啤酒花。同时分子标记也在日新月异地

ＡＦＬＰＭ０‘４ｕ技术是１９９２年由荷兰Ｋｅｙ Ｇｅｎｅ公

发生着变化，在啤酒花研究中越来越多的ＳＴＳ标记

司科学家Ｚａｂｅａｕ和Ｖｏｓ发明并发展起来的一种选

开始应用其中。ＳＴＳ标记Ｈ纠是根据单拷贝的ＤＮＡ

择扩增限制性酶切片段的方法，１９９３获欧洲专利局

片段两端的序列，设计１对特异引物，扩增基因组

专利，是一种ＲＦＬＰ与ＲＡＰＤ相结合而又不使用分

ＤＮＡ而产生的一段长度为几百ｂｐ的特异序列，ＳＴＳ

子杂交技术的分子标记手段；原理是将基因组ＤＮＡ

标记采用常规ＰＣＲ所用的引物长度，因此ＰＣＲ分

双酶切，经ＰＣＲ扩增限制性片段，然后进行选择。

析结果稳定可靠，ＲＦＬＰ标记经两端测序可转化为

用特定的双链接头与酶切ＤＮＡ片段连接作为扩增

ＳＴＳ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原理不同，各具特色，但基

反应的模板，用富含选择性碱基的引物对模板ＤＮＡ

本上都遵循一个大的原理如ＰＣＲ技术或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进行扩增，限制性位点侧翼的核苷酸与引物的选择

杂交。有作者将这几种分子标记的相互比较研究用

性碱基相匹配的限制性片段才可以被扩增。因而选

于啤酒花遗传多样性的分析。Ｐａｔｚａｋｍ ｏ和Ｐｏｗｅｌｌ

择性碱基的种类、数目和顺序决定了扩增片段的特

等Ｈ刊比较了ＲＡＰＤ、ＳＴＳ、ＩＳＳＲ和ＡＦＬＰ在评价啤酒

殊性。扩增产物经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后根

花资源遗传多样性方面的优劣，这几种方法都能区

据凝胶上ＤＮＡ指纹的有无来检测多态性Ⅲ’２“。

分所研究的１０类啤酒花品种，但是Ｏｓｖａｌｄ的３个品

Ｈａｒｔｌ等”引使用ＡＦＬＰ方法对８个啤酒花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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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ＩＳＳＲ；ＡＦＬＰ扩增出了数量最多的ＤＮＡ片段，

进行比较，获得对植物体相应生长繁殖的认识；从

被认为在分析亲缘关系很近的品种时是一个不错的

ＥＳＴ序列中开发的ＥＳＴ．ＳＳＲ标记有很多优点，如：

选择；扩增片段的数量和多态性程度在ＩＳＳＲ方法中

ＥＳＴ．ＳＳＲ标记在物种间具有高通用性，通常代表某

受电泳方式的影响，琼脂糖凝胶电泳得出的多态性

种基因功能，因而从一种物种中开发的ＥＳＴ－ＳＳＲ可

水平略微高于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得出的多态性水

通用于其他近缘物种，不但丰富标记数量而且显著

平，但差异不大，扩增片段的数量在两种电泳方式中

提高标记的利用价值；开发过程简单、成本低、还可

差异较大。ＩＳＳＲ和ＲＡＰＤ的分析结果具有最高的

反映出转录区的差异＂０。５２１。从以上这些文献的分

相关性０．９６６，ＩＳＳＲ与ＳＴＳ的相关性系数最低为

析来看，ＳＳＲ和ＡＦＬＰ是较为理想的分子标记分析

０．９１０。Ｐａｔｚａｋ口¨研究了用几种分子标记技术探讨

手段。ＤＮＡ分子标记可以克服传统的农艺性状易

啤酒花体外分生组织的体细胞变异情况；以热激前

受环境条件影响的缺点，能够反映种质资源的遗传

后体细胞的分子变化为基础，分别使用了ＲＡＰＤ、

本质。在作物上，越来越多的农艺性状得以深入地

ＳＴＳ、ＩＳＳＲ、ＡＦＬＰ和ＲＦＬＰ等分子标记技术，结果显

研究归结于分子标记的发展，借助于分子标记，能够

示：在ＲＦＬＰ和ＳＴＳ分析中，母本植株和体外分生组

对植物的基因组结构和遗传学得以深入理解。啤酒

织并未显示分子水平上的差异；ＲＡＰＤ和ＩＳＳＲ分析

花作为一种工业生产原料作物，不像拟南芥等模式

中，扩增片段存在分子水平上的差异，与母本植株的

生物其基因组信息和遗传背景已经完全搞清楚；也

相似性系数分别为０．９６５和０．９１３；在ＡＦＬＰ分析

不像水稻、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已经广泛运用各种

中，发现了特殊的扩增多态性片段；显然热激作用增

生物技术手段进行了远缘杂交育种和育种技术改良

加了ＤＮＡ序列的变异程度。

工作。目前国内啤酒花的选育工作才刚刚起步，依

由于ＲＦＬＰ标记多态性检出率低，而ＲＡＰＤ标

然处于育种初级阶段，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还相

记对实验条件过分地敏感，使得分子标记技术在种

对较少，对啤酒花作物的基因组信息了解太少。就

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检测方面的应用受到了限制。由

关于现存世界各地啤酒花品种的科学分类方法，不

于ＡＦＬＰ技术结合了ＲＦＬＰ的稳定性和ＲＡＰＤ技术

同的研究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构建了不同的

的方便性于一身，自从诞生以后，便广泛应用于种质

系统树谱图。ＤＮＡ分子标记的使用将不断地揭示

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评价。在用分子标记技术进行遗

啤酒花的基因组信息，将基因组作图、基因定位和转

传多样性研究时，检测位点对基因组的覆盖率是影

基因技术结合起来，为选育高甲酸、抗病、高产量的

响所得结果客观性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ＡＦＬＰ能

新品种做出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同时检测大量遗传位点，因此大大提高了对基因组
的覆盖范围，所得结论的准确性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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