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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麦系列小麦品种(系)的染色体结构变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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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光跃，周海燕，陈新媛，李明，黄书盈
(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四川内江641000)

摘 要：为明确内麦系列小麦品种(系)的染色体结构特点，利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

bridization，FISH)技术和pTa535、pScll9．2探针对21份内麦系列小麦材料的染色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5

份材料含1RS／1BL易位染色体；探针除3A、7A、2B、3B、4B、2D和4D外的其他染色体在21份材料间存在结

构差异；共鉴定出49种染色体多态类型，其中数量最多的是A基因组(22)，其次是B基因组(14)和D基因组

(13)；在5B、6B、3D和7D染色体的同源染色体间存在不对称核型；根据A、B和D基因组的FISH核型，把21

份材料分为16类。通过FISH信号模式，发现所有材料在染色体水平上都有变异。多数材料的染色体类型

一致，推测这些材料的遗传背景一致或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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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clarify the chromosome structure characte“stics of Neimai wheat，the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technology and pTa535 and pScll9．2 probe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romo—

somes of Neimai whea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5 materials contained 1 RS／1 BL translocation chro—

mosomes．Among the 21 materials，the structural variation of chromosomes expect for 3A，7A，2B，

3B，4B，2D and 4D were observed．A total of 49 types of chromosome signal variation were identified，

containing the highest 22 types from A genome，followed by 14 types from B．-genome and 13 types

from D—genome for FISH analysis． Heteromorphism between homologous chromosomes were found

on 5B，6B，3D and 7D．According to the FISH karyotype of A，B，and D genomes，the 21 materials

were divided into 1 6 types． The FISH signal pattern indicated genetic variations exist in a11 materials

at chromosome level．Most of the 2 1 materials sha“ng the same chromosome types suggested that the

genetic background of these materials may be consistent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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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育种单位多年的定向育种，导致

小麦的遗传基础日益狭窄，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渐

下降[1。2]。评价材料的遗传多样性有利于小麦育

种亲本的选择，从而避免使用同一骨干亲本。在

遗传分析中，分子标记是常用的工具。这些分子

标记能方便和快捷地跟踪一些优良性状／基因，但

是分子标记不能反映染色体区段的具体结构变

异。而植物染色体核型分析是研究植物染色体数

量及结构变异、形态结构特征和物种起源与进化

关系的重要方法，在植物育种中具有重要应用价

值[3‘6]。近年来，在植物染色体核型分析中越来越

多的研究采用某些克隆重复序列或寡核苷酸序列

为探针，利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技术建立

FISH核型图。FISH技术是一种根据碱基互补

配对原则，使带有荧光物质的探针与目标DNA

接合，最后用荧光显微镜可直接观察目标DNA

所在的位置。近几年利用FISH技术，在小麦染

色体结构变异和外源染色体识别方面已经有很多

报道[7罐]。利用寡核苷酸探针和FISH技术，可以

反映不同小麦品种(系)的染色体结构差异[9]。

Tang等[1叩利用寡核苷酸序列探针pTa535和

pScll9．2，清晰地识别了小麦A、B和D基因组染

色体，并建立了中国春的标准FISH核型图。

Huang等凹3利用一系列寡核苷酸序列探针，对

373个栽培品种及骨干亲本进行FISH分析，发

现了大量的多态类型和结构变异，并根据FISH

核型对其进行分类。蒽玮等[1妇通过对南麦号系

列小麦品种进行FISH核型分析，明确了南麦号

系列小麦品种及其亲本的染色体结构特点。因

此，利用基于寡核苷酸探针的FISH技术，可以快

速、方便地分析小麦亲本及其衍生系的染色体结

构差异，进而跟踪亲本染色体结构在衍生系中的

变异情况。内麦系列品种(系)是由四川省内江市

农业科学院选育的高产且高抗条锈病品种(系)，

连续多年遴选为四川省及全国主导品种，在长江

上游区广泛种植，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本

研究利用内麦号系列品种(系)进行染色体核型分

析，研究这些材料的染色体结构变异情况，以期为

小麦育种提供更为直观的遗传变异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1份普通小麦(AABBDD，2竹=42)材料(表

1)，均由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选育。中国春

(CS)作为FISH核型的对照。

1．2 方法

每份材料随机选取5粒种子，置于湿润滤纸

的培养皿中，4℃过夜(约24 h)，露白后转移到

23℃恒温培养箱中。待根长达到1～2 cm时剪

取，用一氧化二氮密封处理4 h，之后用乙酸固定

5～10 min，70％乙醇保存口3|。取根尖2～3 mm

部分，在纤维素酶／果胶酶溶液(2：1，w／w)中酶

解，得到的悬浮液滴到载玻片上，于显微镜下镜检

并拍照‘1 2】。

荧光原位杂交过程参照Hao等[133的方法进

行，所有材料的FISH核型分析参照Tang等[9]的

标准。利用TAMRA(6一carboxytetramethylrho—

damine)和6一FAM(6一carboxy—fluorescein)分别

标记的寡核苷酸pTa535和pScll9．2作为探针

(pTa535和pScll9．2探针能清晰识别普通小麦

A、B和D基因组所有染色体)，对所有材料进行

FIsH核型分析。pTa535和pScll9．2两种重复

序列最初分别来源于普通小麦和黑麦。pTa535

和pScll9．2两种寡核苷酸探针均由上海生工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21份小麦材料和中国春的FISH分析

利用pScll9．2和pTa535探针对21份材料

和中国春根尖细胞进行原位杂交分析，建立了

FISH标准核型图(图1)。从pScll9．2的FISH

带型看，有5份材料(内麦482、内麦0821、内麦

919、内麦071和内麦854)含1RS／1BL易位染色

体。这5份1RS／1BL易位系材料在之间的试验

中高抗条锈病，为今后培育高抗条锈病材料提供

了新的育种资源。

所有材料的B基因组染色体以及2D和4D

染色体上都有pScll9．2信号。A基因组染色体

上的pscll9．2信号有7种类型：1、1A、2A、5A和

6A染色体上均有pScll9．2信号(内麦366)；2、

4A、5A和6A染色体上均有pScll9．2信号(内麦

9号、杏麦2号、靖麦19、内麦2889、内麦836和

内麦316)；3、5A和6A染色体上均有pScll9．2

信号(内麦5348)；4、4A和6A染色体上均有

pScll9．2信号(内麦482)；5、4A和5A染色体上

均有pScll9．2信号(中国春、内麦561、内麦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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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麦071和内麦673)；6、仅5A染色体上有

pScll9．2信号(内麦416、内麦866和内麦101)；

7、仅4A染色体上有pscll9．2信号(内麦0821、

内麦538、内麦7538、内麦854和内麦5348)。以

上结果说明，A基因组染色体遗传变异较丰富，尤

其是在5A染色体上。在D基因组中，pScll9．2

信号还出现在1D(内麦673和内麦101)和3D

(内麦482、内麦0821、内麦538、内麦7538、内麦

854、内麦510、内麦561、内麦919、内麦071、内麦

673、内麦416和内麦866)染色体上。pScll9．2

信号在1D、2D、3D和4D染色体的变异类型只有

1～2种(图2)，说明D基因组染色体遗传变异

低。所有B染色体上都有pScll9．2信号，但变

异类型也只有1～2种(5B和6B染色体除外)(图

2)，说明B基因组染色体遗传变异较低。pTa535

在所有材料的D基因组染色体、除5A外的其他

A基因组染色体以及3B、6B和7B染色体上分别

有强、较强和弱信号。同时，在中国春和内麦101

的5A染色体长臂上有较强的pTa535信号。

pScll9．2和pTa535探针信号表明，A基因组染

色体有较高的变异，而B和D基因组染色体有较

低的变异。所以在今后的育种过程中，选择杂交

亲本时要注意B和D基因组染色体的遗传变异，

这样才能丰富育成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表l 2l份材料的来源及审定情况

Tabk l sour∞and叩MI gbt鹏of the 2l materiab

“一”表示没有审定。“一”means no approval．

2．2 2l份小麦材料的FISH核型多样性分析

在21份小麦材料中共鉴定出49种染色体多

态类型(图2)。A基因组染色体多态类型数量最

多(22种)，其次是B基因组(14种)和D基因组

(13种)。所有材料每条染色体上多态类型出现

频率最高的被认定为类型1(5A除外)，其频率范

围为29％～100％，平均约83％。类型1是每条

染色体上最占优势的类型。每条染色体上多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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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频率次于类型1的被认定为类J趔2，频率为

5％～38％。、F均约1()％。类型2足每个染色体

上第二常见的类型，有～·定的选择优势。每条染

色体除类捌1和类，魁2外．其他多念类型频率为

5％～l 9％，iF均约8％。这些较低频率的染色体

多态类型r1『能在适应特定环境的品种·{，具钉

优势。

在A艇闲组染色体t{I．jA和6A染色体分别

有7种和4种变异类J趔，|f|『』￡余染色体都小超过

3种。在Ij螭凶组染色体一|I．5B染色体／fi 4种变

异类制，其余染色体郁不超过3利-。在I)肚因纰

染色体中，变异类_}14最高的足3I)染色体(3种)，

其余染色体的变蚌类型为1～2种(图2)。以l-^

结果表明。／fi旧染色体的变异类型数最不·敛，推

测作育种过程中变异类型数堪多的染色体住不断

进化，|而没彳r变异或者变”少的染色体比较保。、j_二。

5B、6B、3I)和7I)染色体的¨源染色体之问存柱

不刈‘币j；核J州(图2)。pScl l【)．2信i I'分别nj一条

513染色体的长臂和一条6I{染色体的％lj臂f：消

失。I)Ta535信哆分别在一条3I)染色体的长臂和

一条7D染色体的短臂上消欠。以f：染色体的彳i

刈+称核型-叮能是【{J染色体结构变芹引起。

}J：色信0为pTa535，绿色t1一j为pscll()．2。1：叫iⅢ奋；2：l^J友482；：{：内友9号；1：内麦()82l；j：内发j6l：6：内友91 9；7：内麦4l 6

8：内友j38；【)：内麦07】；1()：内发：{66；1l：内尘866；1 2：内麦673；l 3：内盛7j38；1 i：内友8j1；1j：杏麦2寸；I 6：女☆友l 9；1 7：内友288【)

18：内友jl()；1()：内麦5348；20：内发836；21：|^】麦31 6；22：内麦l()l。

Itcd and grcen signals show 1)r()bes pTa505 an【l I)Scll 9．2，rcsI)ectiv【、Iy；1：Chin(·sc S})ring；2：Nelnlal r182；3：Ncinlai 9； l：Nelm—

082l；5：Nclm{Il 561；6：Ncimai()l【)；7：Neinlai 4l 6；8：Neimal 538；()：Neinlai 07l；l()：Nelm}“066；11：N“nlai 866；1 2：Neinl}“673；1 3

Ne¨n{Ii 7538；11：Neinlai 854；1 5：Xingnlai 2；1 6：Jingmai l 9；l 7：Neim}li 2889；1 8：Ncinlai 5l()；1 9：Neinl}lI 5：{侣；2()：Neim“836；2l

NeinlfIl 31 6；22：Nelmal l()1．

图l 2l份小麦材料及中国春的FIsH核型图

Fig．1 FISH karyotype diagram of the 2 l materials and Chinese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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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j雨I D分别代j；&A、I{币|l I)基区旧【。1～7分别代表卡【f应J。I心组中的1～7寸染色体。

A，B and I)reprcs。111“1e A。B．and 1)gcll()nles，respectivPly．1 7 represent c11r()m()somes

图2 2l份小麦材料的染色体多态类型及频率

2．3 2l份小麦材料的FIsH核型分类

根据A、B和D基因组染色体的FIsH核型

类型，把21份材料分为16类(表2)。其中内麦

538、内麦7538和内麦510的FISH核型一致；靖

麦19、内麦2889和内麦836的F1sH核型一致；

内麦919和内麦071的FISH核型一致。其他材

料的FIsH核型都不一致。内麦538、内麦7538

与内麦510的亲本不同，但其FISH核型一致，这

说明它们的杂交亲本的遗传背景可能相似。内麦

5348与内麦101的亲本相同，但其FISH核型却

不一致，说明亲本一样的衍生系后代在染色体结

构上可能会发生变异(表1和表2)。

n 、’ 、^

3 诃论

3．1 染色体FISH类型的多态-眭

构建植物染色体FIsH核型图，在植物的分

类、进化以及育种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n。“J。

Huang等”’根据373个小麦栽培品种及骨干亲

本的高清FISH核型，鉴定出167种染色体多态

类型。同时在1们个品种中发现14种染色体结

构变异类型，包括易位、倒位和缺失等。在染色体

多态类型方面，本研究结果与Huang等I。】结果一

致，多态类型的数量都是A基因组>B基因组>

D基因组。本研究只发现49种染色体多态类型，

可能是研究材料比较少的原因造成的。本研究只

发现5B、6B、3D和7D染色体上均出现核型不对

称的现象。原因可能是所用探针只有pScll9．2

和pTa535，而这两个探针不能识别出更多的染色

体的结构变异。

3．2 FISH核型分类与遗传背景的关系

F1SH核型对小麦的分类以及亲本的追溯起

到重要作用f““]。本研究选取2l份内麦系列小

麦品种(系)材料，根据它们的杂交亲本了解杂交

后代染色体结构变异，结果发现，杂交组合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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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麦538 Neimai 538，内麦7538 Neimai 7538，

内麦510 Neimai 510

内麦482 Neimai 482

内麦854 Neimai 854

杏麦2号xingmai 2

靖麦19 Jingmail9，内麦2889 Neimai 2889，

内麦836 Neimai 836

内麦919 Neimai 919，内麦071 Neimai 071

内麦416 Ne油ai 416

内麦101 NeimailOl

内麦561 Neimai 561

内麦673 Neimai 673

内麦866 Neimai 866

内麦0821 Neimai 0821

内麦9号Neimai 9

内麦316 Neimai 316

内麦5348 Neimai 5348

内麦366 Neimai 366

(1，l，1，1，1，3，1) (2，1，1，1，4，2，2) (1，1，1，l，2，l，1)

(1，1，1，1，1，4，1) (2，1，1，1，1，1，1) (1，1，1，1，1，1，1)

(1，1，1，1，2，2，1) (1，1，1，1，1，1，1) (1，1，2，1，1，1，1)

(1，1，1，1，2，2，1) (1，1，1，1，1，2，1) (1，1，2，1，1，1，1)

(1，l，1，1，3，1，1) (2，l，1，1，1，1，1) (1，1，1，1，2，1，1)

(1，1，1，2，5，l，1) (1，1，1，1，1，2，1) (1，1，1，1，l，1，1)

(1，1，1，2，6，4，1) (1，1，1，1，2，l，1) (2，1，2，1，1，1，1)

(1，2，l，l，3，1，1) (1，1，1，1，1，2，1) (1，1，1，1，1，1，1)

(1，2，1，1，4，1，1) (1，1，1，1，1，1，1) (2，1，1，1，1，1，1)

(1，2，1，2，4，1，1) (1，1，1，1，1，1，1) (1，1，1，l，1，1，1)

(2，1，1，1，1，1，1) (2，1，1，1，1，1，1) (1，1，1，1，1，2，1)

(2，1，1，1，2，2，1) (1，1，1，1，1，1，1) (1，1，2，1，1，2，2)

(2，1，1，1，3，3，1) (1，1，1，1，2，1，1) (1，1，2，1，1，1，1)

(2，1，1，3，7，2，1) (1，1，1，1，3，3，1) (1，1，3，1，1，1，1)

(3，3，1，2，2，2，1) (1，l，1，l，3，2，1) (1，1，Z，1，2，1，1)

表中数据分别表示相应基因组l～7号染色体的多态类型，与图2对应。如内麦538 A基因组中(1，1，1，1，1，1，1)表示1～7号

染色体的第一种多态类型。

The datainthetableindicate polymorphictypes of chmmosomesl一7，correspondingtoFig．2．For example，(1，1，1，1，1，1，1)

of Neimai 538 indicate the first polymorphic type of chromosomes 1—7．

同的后代品种FIsH核型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染

色体结构变异造成的[11]；同时也发现，杂交组合

亲本不同的后代品种FISH核型一致，可能是亲

本FISH核型一致或者是遗传背景相似聃]。21

份材料根据A、B和D基因组染色体的FISH核

型将这些材料分成了16类，说明这些材料遗传多

样性较高，并且一些品种(系)有自己独特的

FISH核型[7]。本研究结果发现，在这16类中很

多只是在少数染色体(5A、6A、5B、6B和1D等)

上有信号差异，同时每条染色体多态类型出现频

率最高的占比29％～100％，其他类型占比5％～

38％(图2)，在育种过程中，一些染色体有选择优

势，而其他染色体较保守[9]。本研究结果表明，

FISH技术可以推测小麦品种系谱，反映染色体

之间的交换重组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内麦系列

小麦品种(系)染色体FISH核型，从染色体结构

水平来反映品种间的遗传多样性，从而推断小麦

品种(系)的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利用FISH技术可以反映小麦品

种(系)的染色体结构差异，进行染色体跟踪，可以

明确小麦染色体结构组成及遗传背景，为下一步

的分子标记育种提供可靠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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