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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植物突变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何策熙计林贞起世荣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北京)

摘要

通运:季变产生的突变体，是兰呆上人工创造的新的和质资源，部

分突变体三用于育种中并取得了突玻性的进展。较详细地讨论了扎

国突变体才征集、二幸存、鉴定和未/言约现状与进展。 ~t今 J舌如何开羊毛

lt异突变 b 质资源的研究提出了髦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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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tants induced by nuclear radiation or other mutagens arc new artificial

germplasm resoun:es. Some mutants have been applied in plant breeding and great

achievemenl has been reached. The status and progress about the collection , identifica

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utants in China are introduced. A proposal of dcvclopin昌 mu

tant germplasm re讪urccs with good ‘19ronomic characters is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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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突变种质资源概况

我国自 50 年代末开展诱变青种以来.采用辐射技术与真官技术相结合已培育出 29 种

植物共 325 个优良新品种(其中农作物品种为 282 个L约占世界诱变育种总租的 1/3. 惟f

面棋达 1. 川 10' 亩(I亩=667mη，无论在育成品种的数目和载培面棋上均居世界各国首

位.冥中"原丰早"水宿、"铁丰 18"大豆和..鲁棉 1 号"棉花突变品种荣我国家一等发明奖JI ，

这一大批突变新品种每年可为国家增产粮食 30-40 ，< 10"，.棉花\. 5-1. ax 10气，油料 0.5

- 0. 75 x 1O·l，为科技兴农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育成新品种的同时.还产生了成千上万的突

变仲〈即突变体h官们是人工创造的新酌种哽资霄，进一步丰富了种质基因库.

随着育种工作的发展.突变体的敬量持续增拙，多年来这些突变体一直融存在各育忡单

位.真中有些具有经济价值或遗传研究价值.而大多数尚未鉴定相利用。我国是世界上品种

资!f.大国之一.仅中国农科院国家种质摩.收集、整理、保存、鉴定的种质贸部就达 20 tJi
份，但对突变体的研究却为敬极少.全面收集、整理、保存、鉴定并开发利用盲价值的突变体

是二变神贯资瞟研究的主费任务之一.

在 19 >36- 1990 年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浙江省农抖院原子能刊m

研究所相山东省农科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共同协作，对我国现有突变种质资摞进行了收集、

整理、保存、鉴定和利用的研究.在此期间.我们共收集了29 种植物.包括2077 份突变仲(-Jt

中水和 15刀份、小麦 120 i:兮) .并对冀中的 700 份突变体进行了整理性鉴定‘发现了…乓优

异的突变体.官们在百种中得到 l应用并敢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_2J 。

早在 1962 年.广东宙农科院经济作切所育成了花生突变{卒"辐仰"，正:表现矮轩、早熟、

壳薄，在生严上虽未达到 rurr品种的要求.但用它作杂交亲本、先后育成了 JO 多个新品种 .10

年事计推卢 3 亿多商， f曾产 50 万 t 以上..晋辐 l 号"高梁系山西省份阳作物所育成. ~.~品

150 em. 生育期 130 天.高产、优质、恢复性百分之百.用官作恢复系配制了但多杂交组合.累

计推广 6 千万亩左右 s 用它作亲本育成了 1良多衍生恢显系，日前占全国恢}l系的 25%U I:.
形成了我国杂交高梁的骨F恢复系J」.··幅 66叮、麦系山东省农业大学原子能室培育.隙尚

79 em. 千 t~重 "6 g. 分睫多、 IN.穗率高、杆枪大，用官作父年育成了 12 个小麦新品种、 dlI 示.

计有鲁麦 5 号.鲁麦 8 号、鲁麦 II 号、 215953.311303 、 333"3 、 135001 、Fl l9993 、川:l 017 、

113367 、 3171 、 30"8. 1990 年仅山东省种值 15~7.31 万Iii.占该省小麦铺种面积的 39. ti7 ,;

nf见一个重要的优异变变体的作用远非几个优良品种所能比拟。

2 安交体的征集与筛选

据统:1·. 我国有敬千种ft:呐究哇体 ， fq 只有极少f，: i空1:1鉴定。 f't 而i 誓 H众多的突变体i1

个进行评 ::r 、鉴定却是非常用稚的呼通常在 ll t€担粉作物中创t:B现有典阳的大赛变体.佣 1'1

ι ，~!.场']: 'fl. 半婚生州、lIli 均1 句:脱叶'I. f? fI', ~! .{ill钩芒~!.光滑 ;1: 刷、抗病叶'l!!lZ 1t 't:时，) ~!J h~J ''1:

异.而在 f!! 咱们 M~a[IJ 没有 II: 现过比 'J! 变 .[11Jm 可能M两发 :J! '坚 'ι!IJ 此时!.\'..在 liF.~突变体

的问 o;t~~jf 征集相应的民{怕，剧本. tt'~{Hfl 似的条件 F种悦 • 'J! ，，}:体的 1'1:状盼、定 n'.j 即怡，立



本不同.我们就叫官突变体.

在目前的生产中.作物的突变体在多.衡量突变体的标准也不同.为此.我们只征集在理

论上或在经济上具有一定价值的突变体.以小麦为例，对所征集的突变体要量计及it录真系

谱、特征、特性、生育期、抗逆性以及室内考种项目和品质测定等 34 项内窑.在 1986-1990

年间所征集到的<120 份小麦突变体在我所种质库进行了整理性鉴定后、大部分部各具特色.

并撞奠株高、抗病性、成熟朗、落黄性等项在试验地里顺序种植.通过 3 年连续鉴定.从中初

步筛选出一批不同类型的优异材料.以楼秤为例，420 份材剧中.株商在 70 em 以下的为 61

份，占总征集材料的 H. 5%.饭秤所占的比例比常规育成的品种要高出若干倍. A 川an 等 .SJ

认为.半顿生的冬性品种胚芽峭的长厦只育高籽品种E芽鹏长度的 1/3- 3/ 4. KIlPIl'I~ i1KO

等，&J对 25 个冬小麦品种的悚高相胚芽鞠K度进行了测定.其相关系散r = 0.60土 O. 13，国

际上很多有名的愤秤品种，由于带有日本的"在林 10 号"或津巴布韦的"奥尔森"的敏秤基因

(Rhl. 和 Rhlz ) .而这两个隐性锺轩基因在胚芽鞠的长度上有罩阳作用.因此.在杂交后代中

虽加强了矮籽性状，但却缩短了胚芽帽，配响了杂种的顶土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t;响了官

们在生产上的应用 ~T J.按照 J飞lI.m 等川的观点，通过诱变产生的楼忏相半矮ff材料 .tt芽拍也

可能比亲本缩恒，表现矮轩基因某些不良多曼史性.为此.我们在暗室里用消毒过的i1IJi少.在发

芽盘里作发芽试验，温度控制在 18r.小辈种子回沙厚 1 em.7 天测定种子的发芽率和I~I 芳:

稍长度.并于第 8 天将苗载培在室外相似的条件下，~年收获时测定各突变体的株高.并分

别设两个高手f'1'照(农大 139 相东方红 3 号) .三个矮秤对照(农林 10 号、嗅尔森和i 楼变 I

号).现将 61 个场轩突变体相 5 个对照的株离巫胚芽蜻长度列入表 1 •

小麦锺柯突变体的平均应芽鞠长鹰及德高统计寝 I

~，:tl甲t-j株 :~.cm平均!f:!Hl'J 民 IJl .em'1~ 1:体非at

品 IF .'l'晚'再105 ， 7 士 3.46.n士 0.73'le 人 139 CK

尚If .'1'晚'现I~ I. 9 士 6.45. :!0 士 0.56t、A;~、 Ii i:[ CK

Viii .1咙然 I川队6日 3:t4. 冉3. 19 土 O. ~OT、林 10 \j CK

'自 'I', ~ CK lkJ!.1现剿， I ， '·Mn~土 6.R~.川士0.35

钮 H.'，'·.fI'，26. ~ ， t:!. 冉0~. fJl ，士 O. I ~~觉 I .,;. CK

lkH.','·.fI',56.9工 2. ~;" u土 0.50」二点 kι50

峰 If • '，'.仙7('.5 '-5.3,). 6 :1土 0.41I.j:川 13

电Hf.'" 剿.Rt I'4·O;65自 I ~- 4.915. 1.1tO. 7.1,r'::!f- 96

tL: II . ,,'. .fII,;)CI. 士 1: I. 2.~~. ~;'+O. ~6fl· ~J:. I '.j

峰 H.鸣"6~.:;:~o.r)c..73 士 0.211(' 各 R~I

哩。 'I .叶'烛.1IliJ \O(机 7. ~:~ I. 3二。t;， I O. I~I;~- {r 7 :.t~的

略目 I . '11.~!f，"风叮. I. 1.1. I: 7 t O. ;;2I.~ :.f, I ;) 2

~Ii .'I'~再ti 11. ;~ ~- I. fi

」

;" q tO. III! 二 I ~

tL: II

l{ 1!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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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衰

突变体.f.~ 平均a芽Il~应 .CIII 平均'事高 .em 位 状

.~4 号 ‘.43士 O. II ‘9.2士0.6 .府.早'且.…

1150321-2 5.49士。.34 ‘血 7士 1.3 an.单'且..货If

51503 5.14士。.12 6血‘士1. 4 an.巾'且

.d15 号籍 .\;l: 5.31士 0.42 30士 0.5 .，..早梳

'岸山 s 吵蟠M专 5.3‘士。.41 30士 0.5 .，..单钻

匙.10-70~3 5.47 士。.31 "士 I. t .府.竿a

.农 116370 6.42士 0.17 6'士 1.5 an.早'且.丰产性tf

菇'巨 21-111 5.31士 0.47 69.2士 I. 3 .府.早'鸟.鹅黄 tf

ft '''6005 5.79士。.11 59.1士 0.9 lin.抗M..筑 tf

霄 11650111 6.01 士。.13 69.2土 0.11 an.统M.AUW

曾 165050 5.35士。.15 59.3士 0.7 .Jf.画'麓'俯

鲁农 11607911 6.47士 O. U 69.5土 0.5 lin. 早'再

.325 5.79士 0.12 60.1士ι ， an.单'再.卒'再输

霄 11725·1 5.63士。.11 45.0士1. 11 可In.巾'再

霄 '725·2 5.U士。.13 42. I 土 2.7 "事f.巾'且

fit 11725-3 s.n 士0.12 44.2士 1.7 蟠n.巾'电

曾 '725-4 5.74士 O. U 43. 4士 0.11 蟠n. 巾'再.本'再帖

罚 8725-5 5.41 士。.27 U.I 士 0.67 峰If .·f· ，鸟，卒 Itf.枯

荫 11726-1 5.31 士。.11 42.5士 O.U lin. 魄po

衍 11726-2 5.64 士 0.5 44.3士 0.12 lin. 魄'再

f't 8726-3 6.31 士。.41 42.3士 0.32 四屠H.咙嘛，啊 't饱

饵 11126-4 5.31 士 O. :I~ 611.5士 0.41 幡n.咙po

r: IIn7-1 5.67士 O. 16 211.4 士 0.17 幡n. 咙，.，

" 11727-2 5.~5 士 O. I~ 29.3 主 O.:U 嗤n. 四跑po

内 117211 6.45 土 O. 口 59.2士 0.27 '衍，晚饵，fHW.H~ 币.向

蝠fl，ll 、J 5.62 土 O. I 50.6 士们 :H 四屠衍，晚'电.~曲也体 41*

I-I'盛阳-6 6.n士 0.12 51.7士 n.n II fF .筑I' l~的.lIfFy'何遗传

111,,111120 5. 711 土 0.2 65 士 4. 7 IIH. 多份.，.耐的

卉碱川5 6. II 士。.n 69. I 土 0.5 幡fF .".，电 .M1m

U:(~ 11626 6. 45 士 O. ~ 59.3 :1: n. 6 蟠n .'1" 电. ~再芮 O(

,. 304冉 6. :lf>土 O.~ 611. O.t O. ;, 唱H. 巾'再

1'1 3174 6.43 土 O. :'1 67.41:2.7 蝠啊.""电

n农1I1103H "再4士 0.22 59.2士 0.5 蝠n .'1'饵.~再鼠 or

n农 11110376 6.7410.3 59.3土。.9 自哥们. '1" 现，然荫 O(

1'1农 111104(17 6.31 J O. 14 ~9. l :l n.:; 峰n. 巾'电.*，flO(

:l



续衰

.变"窑" 乎均肇穿.1E_.a> 乎啕.离.a> 量 «
觅 61"31-70 5.7t金0. 3 ‘..0全0. 6 .ft.中'也.…F

fi Eia-37-60 5. 51 士 0.42 63...士0.7 _ft.中.....

fiNlI-.商量自 ..71士0. 51 65. 3士 I. ‘ '将.中'也

fi37蟹~ 5.3'士 0. %3 6L5士3. 6 II".中囔

'‘民·
ι31士 0.1. 5L 3土~. 7

IIff .'.'.
'画'原 A.·.' 5. 13士 o.n 56. 3土 2.' IIff .'."且

'画'原 A4-47 ~.67士 O.I~ ‘S儿 2士 3. • lin.吨'也

'画报 637 ，"锺臼 5.35士 0.14 13.1 士。.5 lin.中'且

路原t.a-5& 6.%7士 0.17 '6. %士0.1 '事f
Jill臣 l\I SS 忌 14士 !U! ~~. I 主 1.1 .ff
fiIi N.6% 6_14 士 0.%5 61.3士0.6 II"
fi.N高 53 6.17士 0.13 '5.1士 1.11 II'￥

瘾'晨 41 5.63士 0.47 69.3土 4. I 幡轩

觅'缸 60 tt 6. 口士 0.19 64.5士 3.6 蟠衍

宛Kt 62 5. R~土 0.15 66. I 主 2. 7 11ft

宛Kt 6~ I.12 士。.35 69.0士。.1 幡轩

囱表 l 看出 .3 个矮怀对照的胚芽鞠平均挺度为 3.77-4.03 cm.2 个高轩琦熙的E芽

辅平均长度为 5.21-6.50 em.而 61 个锺轩突变体的胚芽鞠挺度为 5.6-6. II em.明显地

挺于矮轩对照，而比高轩对照略有降低.但不甚显著.世育出现Allan 等.5)所说的..半楼生的

冬性品种胚芽鹏的长度只有高仔品种脏芽喃民度的比-=}-i的现象".由此可以认为:(门在两

变条件下比较睿易出现矮符突变.楼抨出现的频率比常饵育种略高1(2)诱变能部分炮打破

幡何与晚熟的基因连锁，在 61 份馁柯突变体中 .11 21 份突变体表现幢轩、早熟t 旦旦中熟 J 、 i在

黄侮 F或极桥、晚熟.稽货好，离 ~O 份突变体表现矮轩.晚熟、早枯、籽位不饱满.和3 的喽H

对照相似.但顶士能力却是较强的.

3 突变体的鉴定

费变体的整理性鉴定，一般都堕历时 3 年，以弄清真来摞、系谐、特征持性等，为突变体

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打下良好基础，但对一个具体突变体来说，宫的遗传性如何.利用价的

又将如何.还必须作配合力的测定.测定配合力的方法较多.拖庆霞等 tJ在以往主作的~础

上创造了一种恻在突变体优劣的方法 L 一均值法.即利用亲本杂吏后代的忠平均伯来估剪

突变体的配合力，据此从众多的愤n突变体巾找到帧优异的楼轩费饵.用樊似的 !f it.庄 IIn:J.

拽出早P.l.丰产.抗病‘优质等方面的优异畹饵.



矗过这种均值法提出了禀一哭*体的籍.配合为后雹可以在宵"中有目的地利用.童

篝为生产.务.为Tft深入尴摞时突变体的费变性质.iE.避-步进行'跑学观察鞠矗停学

分析t包括.色挚'事分析).目前.在西查育种中西变f突变}的性噩一量可分为下量四大羹=

(1)撞色.组宴董

摹措突变体的暴色体组的鼓目和原亲本相比发生了变化.11I出现多惰性、.倍性相非暨

倩哇"三种变化.浙江省农业饵学院蚕桑研究所面今后司'遣膏的暴"MR811".是矗过

缸R气b照射...隔一之醺"的枝条遁膏面成的....隔一之辘'是二倍体.奠黛色体2X=28 条，而

民811 则是四倍体.4X=56 条，它套理植镰苗壮，幢叶特剧E大，目酶仍在育种中应用.

'警 1 号系中国斜学院西北水土保待研究所用 4kR "Co 酣缉照时冬小麦 IS4 萌动种于

是选育面凰，糠高Iil SO em 左右.翼亲体的 E脸色体为 6X= -12 1.晨，面罐罐 I 等的黛色体为"

条(6X-I=4 1).通过细胞学观察可以证实辐幢 l 号是属黯色体的非'惰性突变.通过遗传

分析.连证明了辐橙 1 号的被籽特性属显 it突变.在撞事F宵静中有重要的利用价值.育司自 E

ra为霸的簸 II. 以上各樊突变都能通过显幢幢观察识剧.

(2)黛色体突变

系宿费包体敬 H未发生改变的接色体变异.-e又可分为两大樊 z

a..色体结构重排 闲细胞学或经恃殊.it t专学分析{匍单体分析法).可以觉察tl:~困

线性顺序的变化.通常相黯色 f* I¥J断型有关，即岛位、倒位、重复和缺失.Jt中以!t!色体易值

在育种中意义位大.利用~色体易位可将外留袋色体片断或基因导入受体.这对远雏杂交何

近雏野生资.利用具有重要童电.哈尔演师植大学生物系相黑龙江省农科院等 .I~) fP.f~.通

过帽射'.、黑麦与普通小麦杂交后代的种子.诱发黛色体易位.将黑麦 R 细~色体片断续捧

回转移到普通小麦的 A.B.D 纽曼色体上.并选出了龙辐麦 4 号、晗师 83-1019 、晗师 82 II. 咕

师 8~-23-1 、暗师 82-1-1. 哈师 827 .晗师 81 1136-2. 哈师 81-12制-II.哈师 81-1253·I.P古师

81-1412·5 和哈师川、 1 :l 38-4 尊一大批有利用价值的易位系.莫中龙辐毫 4 号正在黑比 ir. 宵

推广应用.以上易位材料是通过较复杂的组哩或精型分析观察出来的.近年来广东省农 f斗

院等单位，从在盹巾，巴结出了锻色体易 f茸的简易鉴定方法.他们通过镜怡盹 it半不 n栋的

花粉母细胞以观察民双线蝴.终变朋豆 ~rlJ 期出现的多价体.多价体的委到比扭直杂.在们!，'，

"0"型、闭锁环状的"月"字型、 "N"~~l. "V"字型和l开放式的链状叮"If!等， Fl 费在光学显做镜

下见到典中之.锐可以认为是易位系，践中纯台站也是一件分离具肖高产特性的"微突

变"的吁 1itt.. 至于倒位，重复何缺尖这三;黯最色体结构宽排的突变.日前国内研究悦少.

b. 基因突变 揣艘鱼体上某个菜四位后内的亚显攒变化，这种突变…艘来说没有细胞

学的异常.杂合于正常分离.不出现阪捕;类电 l的致死现银.突变 t~够回复.通过咆离辐射制各

种情变树萌发产生的基因突变是不能 IIJ 细胞学的方法观察到的 e

(3)幢外宪章

这是与'脸色体细 f11黛色体突变无芫的遗传安变。早期的遗传学研究指出，在高等悦物中

乎乎在曾一种细胞质遗传.宫 itT 以分为间费 I!PI跑质回 (plasmon) 遗传*'质体系 (pl a.~idom )遗作.

细胞质所控制的属协:11雄性不 4户、 fl:分 ft相P~~ 寰的形成事.山东省农饵院服于能利 III 研)'{.

所选出的小麦突变体 8140357 可能就是叶绍肃突变，该突变体从:~曲理起身前叶州为街白

色·起身后遗渐变蝉，最后叶也为 f原始也 .n古植物学与生物学特征与正常小麦无铮.

7



(tl.舍..

融合体突变多在无性霄'作'中出现.元性If殖作OJ一..量高度&舍的.t的眼填"!t

生组幌.~相区割的细菌层组虞.c~撞撞IJ噩 3 厚、少藏量4-5层 l.在营养生t是相分化

时.具有一定雹踵的撞主性.并产生相应的组织.双于时植铀的坦坦发生层从外歪里依次怀

为寝庄厚、应恩原、中桂..当勘撞'射在组织量生居时.可使其中裹一居肉个剧组幢的遗传

'质量生变鼻，这悖霞在同一组幌屡出现了不同遭佬II踵的细胞，这件由不同遭传堕细胞垣

凰...曹董组织叫..合体'，无筐'噩植帽的英变体大量可以分为四种Cit回 l 】二BBl.

z

~~~
⑨⑧⑨
图 I 范饨I喧辙fJ的~变结构t辜的精切西》

1 …一位贸企惋躁， :z一-.i/lIlIl1i体 CL- I I.! 郎分壳11:>'

J-一周愧'配合体位， I': 也在哭i:)，

4一一刷形瞰fT体， s一-H质ItII!.

最合体的结构在无性蟹噩植物中-AI是十分昆定的.当射线照射生快点的组织院时.~

生了细胞层次的重排.这是射线处理克性'璋植物后产生的'种特殊的变变放旦.当用$x宴

的荆量周财芽或枝条时.引起提些分生组织细胞分费的抑制或死亡，过作.周绿恢命体的『

层就产生了一些空隙.使 1:而酌组织!事露出来...，笛在的变珠"就可能 ff现出来 创II架外 lr; 三:

胞代骨下面扭扭的细胞D·t叫外阳市，飞! .这件-来就精加 r -Ft例:1H白宫怪哇的忽怀<"I; {Hl:::!];

集的 13 份龙钟，繁确突变体叶'有10 份居1使命体.巾I到农业问学院蘸辈册吨所Jft f;的 JJ'萨~~ .

山京农业大学JPi 町的费人蕉 • -e{iJ ~'J 但相颜色太多魁栩般的. fj filHIl准确定.\( -n体声! .:t:~

究奄属于那种突变.通过诱发产生的fE卉l!变体居于资百;在f.J.佣铺在.月4k和火JlfJt努.汇

有形形色色的界~Iff,.御l无钱或少幌仰的.蜡 ~I: 皮管也好的推果.耐零下 35r的梨树. ·m 多

"的植票.以及耐寒幢腔等.~之对于范性'畹榄物突变体的鉴定.在回内尚处在和1 t(i阶段.

很多斯问题有何进'步探索.

4 今后任务

通过 ftl到 U 1:: IT'· fII 共 r，~ ~ f). l~ Ii)付 29 仲农作物的突变体 ilHi ( 部分研-亿.~均报 ι

月



出一墨镜娟、李严、罐合性状好的水黯相小麦优鼻胃.».翼健一些包捶."、抗娟、航道、早

'且、优质、李产t大..大植、多徨》以应有撞辖研究或利用价值的贤..我国在西变育钟的哥

1Z.应用方面量居世界'先跑位.但对寞中宴变体的征集、'理、保存、鉴定相剩用方面回刚

刚.步.目前搜入的黄金相研究力量远远不健适应王停在厦的需要.为此.在II住工作的基

.1:.今后几年哇撞撞开厦匍下王作 z

(I)罐罐可各单位青出的英变体遭行征集、蟹'、保事.并jJfi堕理性鉴定.

(2)对通过重理性整定的安变体进行配合力的精定..远a育优异性状的变变体以供胃

仲应用.

(3)对筛选边的优良突变体道行系i.分析.并付寞中具育优异性状的供试品伸进行分

赛.

《的对'晴的:t异性状.首先在细胞学水平上进行基固定位工作.继而在分子水平上进行

基因重定、分离主转移等项哥究 E作.

(5)时'听鉴若出的优异性状模进行综合评!-7.摆出利用章里.

• tJ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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