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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小麦抗赤霉病资源

应用及育种成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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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 内江641 000)

摘要：随着我国小麦耕作制度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小麦面I】盏着各种病害的侵袭，赤霉病就是其

中危害最大、最难防控的病害。，虽然我国小麦赤霉病抗性资源丰富且来源广泛，理论研究成果显

著，但选育出的抗病品种较少，且遗传背景较单一，近1()余年小麦赤霉病抗性育种并没有取得显著

进步。笔者回顾了我国抗赤霉病遗传资源的发掘和鉴定成果，分析了2010—2()20年国审抗赤霉病

小麦新品种的遗传背景，综述了我国抗赤霉病资源应用于新品种的现状与进展，针对目前小麦抗

赤霉病资源利用与育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分子育种成果转化、加强抗性资源应用、逐步

提高国审小麦抗病要求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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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作物，其增产和稳产关

系到我国粮食安全。然而，随着我国小麦耕作制度和

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小麦面临着各种病害的侵袭，

赤霉病就是其中危害最大、防控最难的病害。赤霉病

发病级别在1级以上，籽粒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就会严重超标【1)，收获的小麦已不能作为粮食食用。

全球小麦科学家高度关注赤霉病的防控问题。我国

小麦赤霉病抗源材料丰富、来源广泛，育种家在小麦

赤霉病遗传育种研究中不懈努力，虽然选育m了一

批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然而，选育出’的抗病品种

较少．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笔者回顾了我国抗赤霉病

遗传资源的发掘和鉴定成果，研究了近10年同审抗

赤霉病小麦新品种的遗传背景，从应用实践的角度

综述了我国抗赤霉病资源的运用现状与进展，分析

了目前小麦抗赤霉病资源利用与育种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1 我国小麦赤霉病抗性资源

1．1 小麦近缘种抗性资源

小麦抗病基因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小麦近缘种，

至今发现的具有赤霉病抗性的小麦近缘种有鹅观草

属(尺oe船er施)、拟鹅观草属(风eMdoroe胛er洫)、披碱

草属(Efymw)、仲彬草属(Ke，蝌泷(z)、冰草属(49r叩)，

ron)、偃麦草属(E伽r柳o)、新麦草属(咫越^y—

ros￡伽^")、大麦属(日。刑e“m)、赖草属(厶y mw)、偏

凸山羊草(4e厨Zops秒帆￡r icoso)。通过小麦与近缘种

抗性资源远缘杂交可以增加赤霉病抗性资源的遗传

背景、丰富育种材料。小麦属间杂交虽然存在着杂交

不亲和性和F。不能存活或后代不育等障碍，但通过

不同的杂交方法和技术，特别是幼胚培养技术的成

熟，远缘杂交的成功率在不断增高。杨婷对小黑麦一

小冰麦衍生系研究．鉴定出3份赤霉病免疫材料和

36份高抗材料㈦。郝冬冬从小麦一华山新麦草后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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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出2份中抗赤霉病材料例。吕婷婷研究小麦一黑

麦衍生后代中赤霉病中抗水平材料占23．3％[4]。孑L令

让及其团队发现小麦近缘植物长穗偃麦草携带抗赤

霉病主效基因(屁67)，并成功将该抗病基因转移至

栽培小麦品种【5J。不难想象，随着更多外源基因的转

入，大量抗赤霉病基因将被发现并应用于新品种选育。

1．2我国小麦赤霉病优质抗性资源

已知的我国科学家对37 113份小麦材料进行过

抗源鉴定和筛选，从中鉴定出1 847份表现抗或中抗

的材料，包括苏麦3号、苏麦2号、望水白、60085、平

湖剑子麦、温州红和尚、翻山小麦等地方品种，以及

它们的后代材料【锚J。另外，我国也引进了一些国外抗

性资源，如瑞士的Arina、美国的Ernie和T11lman、德

国的Dream、巴西的Fmntana、韩国的Chok—wang、日

本的Nvubai等。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内外资源杂交，科

学家创建了一系列抗赤霉病小麦群体和等基因系。

极大丰富了我国小麦赤霉病抗性资源。

1．3小麦抗赤霉病基因

目前明确并已命名的抗赤霉病基因有7个，它

们分别是位于3B染色体短臂上的砌6，、位于6BS

染色体上的厩62、位于7Lr#1S上的忍63、位于4B染

色体上的肠64、位于5A染色体上的吼65、位于1E

染色体上的忍66、位于7E染色体上的屁67。其中

屁6，、鼢62、肠64、肠65来自于小麦，而肠63、而66、

厢67分别来自于小麦远缘物种赖草属、日本披碱草

和长穗偃麦草。另外也发现和预测到大量的抗小麦

赤霉病相关基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抗病基

因的发现和定位进展缓慢．发现更多的抗赤霉病基

因并研究其抗病作用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要克隆抗

病基因，则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成功克隆的抗

赤霉病基因只有忍6，和忍67。

2小麦赤霉病抗性遗传规律

小麦赤霉病抗性具有5种类型，抗侵染、抗扩

展、抗毒素积累、籽粒抗侵染、耐病型。抗性主要反映

自然发病或土表接种的条件下，小麦对病原菌初侵

染的抗性，是小麦抵御赤霉病菌侵染的第一道防线，

目前还没有发现完全抗侵染的小麦品种H。抗扩展类

型受环境影响小，抗性稳定，容易检测，已广泛应用

于检测种质资源及育种材料是否具有赤霉病抗性㈣j。

抗赤霉病性状表现为数量性状的遗传特点，不同小

麦品系所含的抗病基因不同⋯J，抗性亲本和感病亲本

杂交F。呈现双亲的中间类型，携带不同抗性位点的

亲本杂交，后代可能分离出超亲类型【12。31。赤霉病抗

性都受主效基因和微效基因共同控制，且受环境影

响较大¨4J。小麦遗传基础复杂，不同的抗源品种可能

具有不同的抗性基因，抗性位点的效应可以累加，利

用基因重组和聚合可以改良小麦抗赤霉病性状旧。另

外，赤霉病抗性与株高、穗粒数、干粒重等不良的农

艺性状连锁116j，小麦赤霉病抗性与株高呈正相关旧，

小穗密度越高越易感病呷l。小麦倍性和赤霉病抗性没

有关系¨7J。小麦赤霉病抗性遗传规律是育种家田间育

种的基础和重要参考。

3小麦赤霉病抗性资源分布规律

自然环境条件对野生材料的自然选择作用强

烈，来自雨量充沛地区的材料具有赤霉病抗性比例

大．而来自少雨干燥地区的材料具有赤霉病抗性比

例小。从高湿多雨环境下的小麦抗性资源中应能更

多的鉴定和发现赤霉病抗性资源¨9】。我国抗小麦赤霉

病材料主要来自四川、湖南、湖北、上海、江浙等长江

中下游地区的地方品种㈣，而我国的小麦主产区主要

分布在长城以南的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

徽等省，小麦主产区和赤霉病抗源分布是不一致的。

4抗赤霉病小麦育种成效

4．1 2009—2020年国审品种赤霉病抗性概况

2009—2020年国审小麦品种400个，区域试验中

做了赤霉病接种抗性鉴定的有360个，具体数据见

表1(数据来源于2009—2020年农业农村部新品种审

定公告)。360个国审品种中，只有生选6号达到高抗

水平．27个品种达到中抗水平，中抗以上比例仅占

8．05％；中感品种69个，占比L9．17％；高感品种

262个，占比72．78％。国审品种中感和感赤霉病品种

达91．95％，除2010年和2013年外，其余年份审定通

过的具有抗赤霉病的品种比例都在10％以内，

2012年、2015年和2017年这3年甚至没有抗赤霉

病的品种通过审定。从年度间抗赤霉病品种所占比

例分析，这10余年间赤霉病抗性育种并没有取得显

著进步。

4．2 2009—2020年国审抗赤霉病小麦品种遗传

背景

2009—2020年国审小麦具有抗赤霉病性状的品

种28个，其遗传背景数据见表2(数据来源于历年国

家审定公告和省市审定公告)，其中有16个品种亲

本来自扬麦5号或扬麦4号，占比55．17％。而扬麦

5号和扬麦4号都来自于“南大2419／胜利麦5／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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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9—2020年国审小麦品种赤霉病抗性

选系”，南大2419和阿夫均来源于意大利，这与我国

抗赤霉病最好的品种苏麦3来源近似。扬麦4号、扬

麦5号在小麦赤霉病抗性育种中能够贡献稳定的抗

原，是不可多得的中间材料。从29个抗赤霉病品种

的遗传背景不难看jn，我国小麦抗赤霉病资源主要

来自于国外，而我国地方抗性种质资源利用较少。从

选育省份来看，江苏省选育的抗赤霉病品种最多．占

75．86％，这与抗赤霉病资源分布是一致的。

4．3国审标准对赤霉病抗性鉴定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小麦国审标准为2017年颁布的《主

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其中规定长江中

下游冬麦区赤霉病未达到高感即可审定：长江上游

麦区冬麦品种、黄淮冬麦区南北片水地品种、东北春

麦区晚熟品种、西北春麦区水地品种对赤霉病抗性

没有限定，只做鉴定；黄淮冬麦区旱肥旱薄品种、北

部冬麦区旱水地品种、东北春麦区早熟品种、西北春

麦区旱地品种则没要求做抗赤霉病鉴定。

5问题与讨论

5．1 对国审小麦新品种的赤霉病抗-隍要求逐步提高

田间生产中赤霉病发病级别在l级以上．小麦

生产的面粉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对小麦品种的要

求就是高抗或免疫。从近10余年审定的品种来看，

几乎没有品种能达到要求，追求对赤霉病具有更高

的抗性，应成为小麦育种工作者的主要目标。小麦国

审标准对赤霉病抗性要求应逐步提高，限定所有区

域审定品种的赤霉病抗性，小麦主产区应提高赤霉

一6一

病抗性审定标准。河南省小麦新品种区试为此专门

设置了小麦抗赤霉病组，并对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放宽产量要求⋯．对抗赤霉病育种起到很好的激励作

用。国审标准应当引导新品种选育确定正确的方向，

增加小麦育种丁作者对赤霉病抗性的重视程度，全

面提升国审新品种总体抗性。

5-2加强对赤霉病抗性资源的应用

我国小麦地方品种赤霉病抗性资源繁多，国外

引进品种抗性资源丰富，小麦近缘属抗性资源广泛，

并且建立了多个抗赤霉病小麦群体。然而，好的抗赤

霉病资源很少．缺乏对小麦赤霉病免疫的种质资源，

近缘抗病资源与农艺性状差的基因紧密连锁，使得

抗赤霉病育种效果差，进展缓慢【21】。就近年国审品种

来看．选育的抗赤霉病新品种并不理想，抗性资源利

用极不充分，品种主要抗性来源于国外资源．尤其是

意大利的南大2419和阿夫利用最多。怎样将抗性资

源应用到田间育种的实践中，是近年小麦育种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近缘抗性资源的深入研究、分子辅助

育种、多基因聚合等育种途径综合运用，发掘稳定长

效的抗性基因，打破抗赤霉病基因与不利性状的连

锁，加快对赤霉病抗性资源的利用效率。

5．3加快分子育种成果的运用和转化

小麦抗赤霉病分子育种研究在分子标记技术、

基因组学研究、遗传转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并

已将这些成果运用于分子改良中。然而，现阶段分子

育种主要进展都以基础研究为主．分子育种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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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9—2020年国审抗赤霉病小麦品种遗传背景

运用和转化效率不高。寄主诱导的基因沉默(HIGS)

技术是通过转基因手段，使寄主表达病原自身基因

的反义RNA传输到病原．达到抑制病原基因表达的

目的．从而提高寄主抗病性，在抗病育种中具有应用

潜力阎，HIGS技术为小麦抗赤霉病新途径的开拓提供

了借鉴。怎样将分子育种与田问育种相结合，快速转

化分子育种成果，选育出大批的高抗赤霉病小麦新

品种。还有待育种工作者努力探索。

6结语与展望

我国小麦赤霉病已经扩展到全国各大麦区，成

为主要病害，小麦抗赤霉病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所幸

的是，我国对赤霉病的重视越来越强。国家小麦产业

体系官方宣布已经培育出一批达到抗或中抗的小麦

新品系【12】。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下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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