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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小麦诱变育种的新进展.

孙先祖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哈尔滨〉

摘要

1980.......1990年选育推广了 5 个小麦新品种，这些品种具有早熟、

高产、质佳、抗病和适应性强的特点，种植面积373 330 公顷，取得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批新品系正在参加省区域试验和生

产试验.开展的诱变技术研究中，通过控制辐射条件、辐射与杂交相

结合、照射雌雄配子和合于以及3%P 浸渍处理等，提高了诱变效率.利

用辐纣与远缘杂交结合的方法，克服了杂交的不亲和性和民的不孕

性.成功地选出了 21 个有利用价值的小麦-黑麦易位系，并提出了诱

发和鉴定易位系的程序.辐射诱变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

较大进展，通过离体诱变和毒素筛选，获得了3 个抗根腐病突变体，

初步建立了离体诱变和抗病性筛选的技术体系.研究了突变体的生

化鉴定方法，加快了筛选速度和育种进程。

• 由中圃lJJ(子'量农步合供销



NEW ADVANCFS OF WHEAT MUTATION BREEDING IN

HERβNGnANGPROVIl旧CE-

(1.. ChiRese)

Sun G崎ngzu

(INSI1TUTE OF CROPS BREEDING ,HElLONGJIANGACADEMY OF
AGRlCULTIJRAL SClENCFS.HARBIN)

ABSTRACT

Five wheat varieties have been released between 1980 and 1990 , these varieti饵

萨黯回篇幅rly maturity , high yield .g，创ld quality ， dise田e resistance and wide adaptabili

ty. They have been cultivated on 373 330 ha. A lot of new lines joined regional test and

productive t四 in Heilongjiang proven臼. Some of them are proved to be very valuable

g町'mplasm fl町 cr<踊 br回ding. Technique of induced wheat mutation have been 5tOO

ied. Since selecting adaptable irradiation conditions ,using combination of radiation with

hybridization , irradiating male 部mete ， female gamete and zygote ，欲)liking tr，姐tment

with KHz32PO. , etc. , therefore the efficiency of indu但d mutation have been in

creased. By combination of radiation with distant hybridization , Fo unfruitfuln四sand

PI sterility have been over，ωme ，and 21 wheat-rye translocation lin目 have been 臼lect

ed. One of them ,6BS/6RL translocation line. which is 臼lled Longfumai No.1. was

reI础sed in 1987. The pr∞:edure of inducting and identifying transl。但tion lines has

been raised already. Mature em忧y俑，anthers and young embry础。f wh西t were irra

diated and inoculated as explants. The rude toxin of Bipoloris soro1ciniann , as a screen

ing factor ,was added to different medi and finally 3 lines with r田istance to Bipoloris

soroa四iou were selected. It was established that technical system for in-vitro radiation

induced mutation and screening wheat mutants of resistance to disease. The biochemi

cal indentifying methods for mutants have been studied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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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l 日

黑1也江省的小麦诱变育种已有 30 年的历史.在小董品种改良上起了重要作用.近 10 年

来髓'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隶属，小麦请变育种工作也取得了颤的进展.先后育成并推

广了 5 个小麦新品种，播种面极 373 330 公顿.得到了明显的经济敛益和社会娃益.贵变技

术及遭传理论的研究也装得了较大避履.研究成果曾 3 在受到省政府斐励.利用锢If与远缉

杂交相结合，克服了杂交相遭传的不亲相佳.成功地选出了岛位系.辐射谓变与生物技术相

结合的研究进展较快，通过离体诱变和霉素筛选.得到了抗根腐病的小麦突变体，初步建立

了离体语变及其抗病性筛选的技术体系.研究了突变体的生化鉴定方法.加蚀了选青进程.

黑龙江省的小麦诱变育种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将会取得更大成绩.

1 龙辐号小麦的选育及其效益

1. 1 龙辐号小囊的遣'黯况

龙辐麦 1 号是新曙光 3 号×辽眷 8 号的 F I 种于用 5X 10"N/emJ 照射.再经过 4 年温重

相田间连续选育.于 1977 年 F.MJ 代决选品系.又经过 6 年的各级试验和大面棋示范，于

19日3 年由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二。.

龙辐麦 2 号是茸攫 35X 克 250 的 F，种子用 4.6·1 C/同的'OCo y 射线照射，于 1980 年

F5M. 代民选出的中籽品系.经 5 年的各级试验 .1984 年由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推广ell.

龙辐麦 3 号是龙辐 77-4096XS-A-25 的 FO 种子用 3.35 C/kS 的lOCO Y 射线照射.经过 s

年的连续选育，于 \981 年 F.M. 决选晶系.又经过 5 年各级试验.于 1986 年由黑龙江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C3J.

龙牺麦 4 号是小黑麦品系黑杂 266X小麦品系宽 392 的几种子用 2.84 l:/k. 的~OCo y

射线照射，经过 5 年的连续选育，于 1982 年民M. 代决逃出的中熟品系.又经过 5 年的各级

试验.于 1987 年出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J.

龙辐麦 5 号是 29-4 白的细菌经 3.7 MBq JJp 理槽处理，在比代决选出的早熟突变系，

经过 5 年的各级试验.于 1990 年由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

1. 2 龙帽号小蟹的主要特点

(1) 熟期早 龙牺麦 1 号生育日敷70-75d左右(从出苗到成熟，下同).是我省目前

熟期最早的小麦品种.后茬可复种秩莱利早熟王米等.龙辐麦2 号、 3 号和 5 号生育期75

80 d 左右，与对照早'也品种龙麦\ 1 号相同.

(2) 晶质优 除龙牺 4 号外，龙牺号小麦的主要晶质均达到了优质标准.籽位置白质

含量平均为 17. 1%.不仅高而且稳定.沉降值平均为44.0 mL.干面筋平均为 12.0%. 龙辐

茬 1 号于 1988 年被评为全省的优质小麦. 1988-1990年在省科委的主待下，对我省6700

公顷以上的 19 个小麦品种品质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龙"麦1 号名列第一.

(3) 产量高 龙细查 l 号平均每公顷产麦3513闻，比对照晶种增严18.4%，在有擅穰

条件的肥快地块每公顷产麦可达4500 kg 以上.龙辐麦 2 号平均每公顷严费 5155.5 kl.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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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Y . J5.2%. 龙辐麦 3 号平均每公回产麦 5719.5 闻，比对'品种捕产 2<t .S Yo .1990

年在肇都"' 丁帜示范中每公顷产麦达 6472.5 kl. 龙辐麦 4 号平均每公顷产麦 4567.5 kg

比对照品种Jt.产 27.0% .1989 年在大面~撞广种植中每公颐产麦达 5100 ka. 龙辐麦 5 号平

均每公颐产麦 3702 kg. 比对照晶种"产 22.3%.

(4) 抗病性好 人工接种鉴定表明，龙辐董1.2.3.4相 5 号高抗叶儒、对府锈优势小

种 2IC..34C.相 34C. 兔疫.叶部对植庸病中抗..部抗恨腐，赤霉病轻.龙帽囊4 号是易位

系.具有.麦的血缘，在自然发病条件下，未发现病毒病和白杨霸.

(5、 抗逆性强 龙辐麦 1.2 相 5 号酣远..是我省东部地区抗警嚣的救灾品种.据

856 农场调查，在惺限迟擂期(5 月 25 日〉蟠种，龙辐费2 号平均每公顷产量2079 ka.比主锺

品种辽眷 4 号增产 50.4%.龙辐麦3 号根系发达，分噩噩，就旱性好.苗蝴水分试噩指出，在

土檀干事条件下，龙辐麦3号根体租为9. S7em'.对照品种龙董 II 号为 5. 57em'. 龙辐号小

麦植株桂蟹，茎基部节问题，抗倒伏.

1.1 龙辐号小麦的利用价值和最益

龙辐麦 1.2.3 相 5 号熟期早，产量高，晶眉佳.已成为我省主要的早熟品钟，在藏缰收班

机槐压力，篝开商雳灾害、保证丰产丰收上都具有重要作用.黑龙江省约有66.67 万公颐低

洼易费地和坝外沿江地，具有很大开发潜力.实幌表明，种植早鹦高产小麦是一项投资少搜

益高、切实可行的措施.目前已被许多生产单位广泛果用.随萄人口的蜡加相耕地面在的编

小.提高复种指数势在必行.黑茸江省系高纬度地区，生长期较题，利用早熟小麦后在进行事

重神，是提高复种指数的主要途径.不少城镇郊区利用龙牺号小茸的后茬种植蔬菜、早熟玉

米相大豆都获得了显蕃的经济最益.另外，用龙辐麦1.3 号进行米{玉米】麦间作.大大提高

了震撼型玉米的产量.这一增产措施已在吉林和黑龙在省的玉米产区推广应用.

幅不完全统计，龙辐号小麦10年'但推广面职达37.33 万公顷，纯增经济放益4780 万

歹巳.

2 提高小麦诱变效率的研究

2.1 跚射巍吏当代柿子的语童蜡果

辐射处理杂交当代种于，由于杂交分离世代与辐射分离世代相吻合.有利于选择.为了

研究照射杂交当代种子的实际语变放果，先后在4 个组合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

1980-1981年用 y 射线照射了2 个组合的且以及亲本种子，在8 个二代醉体及4 个亲

本醉体上调查了翻型.镜秤、鹏朗和'部性状.变异L叼.研究在明:(1】所考查的几种变异类

型在地岛.F， .&照射亲本的M，代酵体中都存在，只是费事不同.(2).型和幢舒等只涉及少

敬基因的变异.M.F，要高于相应的Fu早熟性是由多数基困的事加搜应控制的变异.M.F，

要少于相应巴，这可能与熟期变异基因的分离重组有关.门口个组合M.F. 的翻民和小翻散

与相应的F. 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组合间存在差异.照射枭吏当代种于对选择高产

突变体是有利的.由于不同组合M.F，和 F. 代可遗传的变异值不同，在选择照射材料时应该

注意.

1987-1988年配制了 2 个组合z克 84-287X 87K216 和 83- 12238 X 85 青 3980.每个组

合设 3 个处理: (J) Fo 种于不照射， (2) 照射R 种于"白照射现亵后M. 知交.试验结果看



出 z在第一代中，处理 1 的平均镰高介于双亲之间.但撞置'裹s处理 3 的平均镰离也介于双

亲之间，但接近高亲.抽德酬的变化圄组合画异.竟 84-Z87X87K216 的 3 个处理均出现了导

~变异植镜.翼平均频率为 32.6% 自在 83- 12238X 85 育 3980 中，均未出现旱'且'靡，丽处理 3

却出现了大量的晚'且株.在第二代中.橡高的变异很大，出理了高蟹宴壶，高府突董事的'序

为 z处理 30.9%】〉处理 I (I. 6Ye»处理2(0">，.研安曼率的顺序为E处理 2【 10.6"»

处理到2.9%» 处理1(2. -1%>.辐熙亲本后杂变革蝠It民种子均扩大了株离变异.捕..

的变异较r.早抽·的突变率醺序为z处理 3(5.8"» 处理1(0.1"'» 处理盯0">，囔蛐

.的突变.醺序为z处理 3(7.6%» 处理 2(6.5"» 处理1(2.8Ye).可见.处理3 的变异

范围极宽.在辐射与杂交相结合的育种中，景用先照甘亲本再遭行M. 植株杂交的方法成功

的可能性更大.

2.2 辐射处理幢幢配手E合子的西董踵果

为了克服辐照种子产生的嵌合理章和二倍体选撮，提高面变放..1987-1988年分别

在 2 份纯系材料上进行了y射线照射罐罐配子相合子的话变试验到.结果表明:(1)不同处

理 M，代的出苗朗和抽嚣明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但它们的植株高度降低，主'撞撞增加.在

株高上帽~;难配子的变异系数最大，英次是合子，照射罐配子的变异系鼓簸小.在真官几个

性状上则是照射台子变异系数量大，照财雌雄配于的变界革敬相盖不明显.(2)各处理 M2

代的抽'朋普遍提前，冥中照射合子的比对照提前2 天左右，照射罐罐配子的比对照提前4

-5 天，有的单株提前了9 天.另外，各处理株高也发生了明显分离，照射罐配于的镰高变异

系数为 15.6%.照射雄配子的为13.8% ，对晴的JIIJ为队 Z%. (3)各处理突变频率不同，就总

突变率而言.照射合于的总突变率最高，其仗是照射雄配子的.照射III配于的突变率最低.可

见，台于对射线最敏感.

2.3 "P漫遭处理囊檀的语董醺襄

12p 攫横处理是在注射法和攫'挂基础上研制出来的一种街的内，咽射方法川.撮作方

便，诱变敢果好，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攫檀处理后.由附庸、叶片相莹'等不同器官吸收'平

的动牵着出，Up先被叶喃咂收，然后通过辅导组织运往'都相旗时，但由于'是生艇和发育

中心，具有顶端优势，仍然积累了大量Up.为诱发性细胞变异提供了条件.处理后代根尖细

幢幢榕的观察表明.M. 和 M2 根尖细胞的帽棋率均大于对照，而M. 恒尖细胞的徽核事又大

于帕，从处理后代的变异情况来看，1.85MBq初 3.7MBq的12p 攫檀处理后.M. 代和 M2 代的

抽'期变化很大，M2 代的株高、幅最..植敬和干担重也都发生了变异.将大于租小于2" 分

JJlJ作为正向和负向变异的指标时，3.7MBq吐理的楝高正向变异率为32.96% , I. 85M8q处

理的疆民负向变异率为24.85%. 虽然'平幢幢处理后代的农艺性状向着优、省两个方向变

化，但有益变异仍大量:存在.从处理后代中选出了许多优良英变系，:Jt中龙栅10211 早熟〈较

原亲本早熟3-臼).矮梓f较原亲本矮5-I Ocm) ，植保收敛，抗倒伏，病害轻.辖黄好，产量

高. 1990年被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农作物品仲审定委员会审定撞'.命名为龙辐麦5 号.抗

涝、跑产和适应性强的龙辐10026 巳横生产利用，另外7 个晶系分别进入省区蠕试噩噩产量

对比试磕.

2.4 影响葡壶蜻果的外界最件

在辐射育种巾.v射线是一种常用的"当代生理损伤又很强的电离辐射，在一定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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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圈内，雷壶'事髓剖量的精细菌帽ill.但嗣量越高董亮撞应画画..不到足够大的后伐'

体..响了遭.艘'民.在高剖量跚Ifr.矗迫踵"外界条件.酶.当代的蝠tt损笛.畏离雷变

肇事的研究具有重要章又.

1910-198" 年遭行了...和 EDTA"合处理小董仲于对 γ财辑'射编自学慧8.

响曲研究阳.试量结息在明 z种于撞在擅霞中(-I96'C)踵酣可以战少11色体畸斐，悔.了'

财植Ii.EDrA 挪割了'财植面的修复《大的'翻了 35"前'重量瞿).幢楼'匾'与'翩翩

量之胃、'脸色'事畸变与'财割量之田部是正相关的.因此，用'横与'脸色体畸变篝可U作为

'酣植面的指标.

1987- 四"年以 2 倚稳定晶慕的民子骨子为材料，分别在擅氧(-196'C)、干嘛(

79'C)高温(30'C .40'C .SO'C)和蝇氯气中胃射，以苗画、植匠、啻幢幢细胞霞、...，植镰..活率

和生育状况等为指标，研究了上连条件对 y射缉'财簸应的影响.结果证明 z。】擅缸中!I tt

骨子篮有撞地蜡程当代的蝠 tt损筒，提高TN，代的成活率. (2)于冰对伸手.嗯财也有健妒

作用.与市温下的照射敢廉相比可画出一个割量组. (3)高温下照射钟于其保妒作用也很明

显，在 50'C下照射的姓果几乎等于擅氟的撞果. (4)纯缸气中醺财骨子降低了当代的辐尉损

伤，增强了抗辐尉能力.

对.ft育神来说，既能赢少"财的生理损伤和单的 2脸色体古董.又不降低突变频率的方

法矗为理想，这样可以用植高的'财耐量以提高话变履事.由试量可见，赞果最臂的是在液

氮中，咽耐，翼眩晕鲍氯气.高温和干冰.另外.经 γ财缉照财的种子再用一定浓度的 EDTA 榕

被处理也可U提高诱变慧泉.

3 辐射对于克服远缘杂交的不亲和性及其诱发提色体易位的研究

通过远篝杂支持真鼻篝种质导入小童是现代作物育种字的重要方法之一.远蜂杂交的

主要障碍是杂交的不矗御性〈包括遗传不亲和性).研究费明，辐射处理在克履远缉杂交不章

和性相诱发摩色体易值上具有重要作用.

3.1 辐射处理克服远蜡融寰的不章和性和PI 的不事幢

凰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陈义鲍等问先后在小麦与黑麦.小黑董，小麦与山羊草，小量与

提莫菲罐小麦等的远罐杂交组合上进行了辐财处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町的结实率.JI.{小

属囊凰茹266(6X)为母体.分别以龙幅30138.龙费川号相龙辐10211 为父本进行杂交.f/<

吏酶父母本植糠分别用6.8.10和 160yy财线照射.3个组合冉的平均结实率是z照财花粉

杂交的为8.78%.照射于房杂交的为8.23%.时照为 2.69Yo.结宴*提高的幅度为~.15

10.30%.牵交前照射还提高了杂交种于的完好率，真中，照射于房的~种完好率为78. H%.

照射花盼的为H.50%.对照则为51.56%. 为了研究辐照提高b 结实率的原因，授扮后间

隔一定时间取佯固定胚囊，用石跚切片方法制成连续切片，在显微镜下观事受桶和原胚发育

过理.理事表明.蟹'自后22h 合于进入分裂期，出现了8 个胚巩游离横.~8h进入原胚嗣，出

现了 32 个匪乳游离棋.同时还发现小鹏量和普通小麦裂变葡半散以上的胚囔帽体、收缩和

退化，矗鳝导致嗷宵.辐射处理提高了受精事.促进了原胚的正常发育.对那些有胚无脏现

的种于避行了离体培养，得到了正常植株.为了提高F，代结实事，又用y 射线处理-r F. 种

子，用I 10阳y 处理的，F ，M，檀楝锚宴率为22.97%，对照为 3. ~9% ，用 1I00y 处理的.矶M，



幢幢蜡宴事为 23.95". 可见..酣处理可以直.远.If变的不素相性，擅离民的蜡霎事

S.J .蜻谭震撞色..位E其‘位擎的毫宵

晴尔霞'毫大学李'晴"【-刚先后用·0町蜻蟹'财了小'噩《缸.1x)X蕾矗小量的

F.-FI 柿子.后代出现了大量矗色体'也.在一定嗣量植圃内..佳'事回嗣量的蟠画面蟠

寓 .10饵，昼疆的'个崇钟后代37 辘曼撞在....共125个..筐'事为%4.1".而惊Jy

处理的7 个凉种后代21 樨曼撞在...圄共420个..缸'事为61.4%". 在'蜻处理的

矗..变后代中章，膏性良"、具有篡噩噩噩"恒的植辘，再是蝠'李理事'但可遣青岛小

董-.囊'也墨.现已莓'曲'值系有II 个，奠中6RL/‘AL%个.5RL/SAL %个.5RL/5AS%
.,.. IIS/IRL I 个. I且llRL 7 个相 11S/7RL ..个.另外.还利用'耐爵在摩色体'值的方

法，为主E谷核不育小麦酣搁了董植基因，即将天董僵费事佳'色体上饵，的董撞事回转'

到了主备不育小麦具育Ti 基固的4D.色体上.使两个基因连愤.为文谷核不育幢曲噩定提

供了方便.

凰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孙先植等:叶17]以 11阳y 的 y 射缉'财鹏数%66(6.) X宽 79民

392 的民柿子，通过一定的矗膏瞿序，分捆在第4 代、第 5 代决量出了优良抗病晶磊82 南

389.1佣46 和 10877.经 G恒msa-C帘技术辜定.在们属岛位系.奠岛位形式分别为6菌l6RL.

2AS/2阻，和7RL/7AL.醋酶同工属和过氧化物同工酶的分4所囊明.3 个'佳革和醺杂266 具

有共同的精征谱带.这3 个易位系具双亲的优良特性，英中82 南 389 已撞黑龙在啻晶仲审

定要员会审定撞广.定名为龙辐麦4 号.

且他们的工作中巳单结出一毒面盘、鉴定和矗宵岛位矗的理序z

(I) 横交幅照相后代处理 小黑麦与小麦Rt变，对民·民代柿子进行'照处理.遁择

'通小囊囊盟并具有小黑囊粟些特征、在精每细胞具有大量多价体、育性极对照佳的植帷留

神.在MI 代以上的醉体中遗留膏性正常的植镰.

(2) 佳状分析和选挥 在后代植橡中理事具育小'费性状的小麦植橡.主要佳状有毛

颤，芽帽聋府囊红色.11难怪.1户'基部茸骨突起相多小...

(3) 细胞学理事避行体细菌中MGicn国-c 帘分析，鉴定屠色体岛位片断的大小.

(4) 同工由分析分析岛位累与双亲本的同工酶，拽出特E懂'fit.

(5) 岛位系与普通小麦田安噬定 F，经黛色体行为分析，判断易位盛色体幢相梅状

结合二价体&1在价体.

4 离体诱变与抗根腐突变体的筛选

1986-1990 年间在 53 份材料上研究了幅照对小麦不同外植体离体培养的影响和不同

基因型的离体精挥赞果，并通过辐照与离体培养相结合进行了抗棍庸瘸突变体的筛

选ell叶'1.

t.l 辐射时小囊不罔外植侈"事罐"的影响

低荆量(lOGy 以下)y 射线照射拙'呵提高诱导频率和分化'事，商荆量照射两者都降

低，分化频率的降低尤为严重.

无论辐射捕fL分裂酬的榄株，坯是离体在药，花药蜡葬的诱导帽率相分化"掌大体上随

剂量的增加而降低.相同荆量下照肘减般分噩幢楝对花药稽，事的影响比照射离停在西少.

7



y 蜻缉照M原匪酬的副胚.诱导嘱率比对醺平均酶.. 42. I Y..分配'事比对贾平均酶A

63.3" .经 U 值测定.噩异均达到显著水平，慑剂量。0.....3OOy)敏 X 财缉.嘿时瞌藕瞰'岳组

织产生相生佳，西导频率和分化'率均高于对堕.面且童岱组织族大.呈现白色.再生植株健

址..苗事高.随者割量增细.两仲帽率也随之降低.高剂量(50--700川，嘿射7童仿组织峡

小..画宿幅色暨虫，再生菌纤弱.

..剂量(S-25Gy)y射缉'酣时威黯胚'伤组织的形凰无明显.响，但显著"嗣了蛐苗

分化.

不同外植体离体培养的最果不同.威塾胚和姐胚的诱导帽率很高..在90%l<!1: I蛐蕾

艘筐，平均为52.8%5分化频率幼.嗣矗离.蛐胚~立.威'包胚矗怔.细跑李理事发现，不同

外植停产生盒髓组织的部也不同.1It融E和偏旺的ali组织最切从旺根辅相匹幢产生.锚'

的_Ii组织可以从俑'不同事佳同时产生.

C.2 不田基因型的鹰'事培"最墨

不诠酣缉处理幼'、在药、幼胚还是成熟旺.离体培养键果篝与基因堕密切相关.诱导帽

率和分配频率可以作为辐射敏感性的一静指标.研究中还发现.这两仲帽率在反映辐射敏感

性上与真它指标(细菌高、根苗等》基本一致.

离体辐射妓应与基因型之间的互交作用在离体谭变及宵神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在进行

谭入研究-

C.3 a根鹰突童体的画像幢毫

将根腐病菌钮霉素加在培养基中作为筛选因于进行了抗病性的离体筛选.研究结果表

明，根庸病毒素对'伤组织的诱导相幼苗分比霉育~响，对后者的影响尤为严重.毒章可以

捆在鹊导培养基中，也可捆在锺代培养基或分化培养基中.霉素浓度高低应使培养效果降低

40-50%为宣.

8 个晶系的不同外植体.经辐射处理后.在吉毒寰的墙"基上进行离体筛选，所得到的

Jz 植糠在接苗条件下避行抗根腐病鉴定.病情指数酶'正0.1ι21.3%.从中选出的 RB100-1.

KB"OO-2 和 RB"00-3 等 3 个抗病系.经连续 2 年田间和温室的抗病性鉴定，平均反应指敬分

割为 I. 臼 .1.59 和 I. "I .原亲本为2.85.抗恨嘴病能力提高了1 缀.这些品系正在进行异地

鉴定和产量对比试验.

利用辐射诱变与离体筛选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班得小麦抗病性变异并可在人为控

制的条件下尽快将冀筛选出来.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了抗病费变体的诱发和离体筛选程

序 z

5 突变体的生化鉴定方法

突变体的筛选鉴定是诱变育仲的重要环节，生他鉴定方法具宵快速准确的恃点.对费变

体的筛选和变异的遗传分析都具有重要意义. 1988-1990 年间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

了良好的结果.

5.1 囊'越蛋白的电法分析

囊.".白是遗传决定的.其电撤回是品种基因型的标志.利用'丙烯醺腊踵~电橄

(PAGE)分析了小麦易位东及其来本的囊"陪噩白细分，发现大情体小黑董黑杂266 育 3 最

'



辖征面...通小麦克 392 有...

特征面..3 个县位系的电撞田面

鼻子XI矗立间.说明它们膏曹切的

囊'美革.

在囊'擅罩白电泳分析上.用

甲噩代替了 PAGE 矗捷的现幢恒

<M>.不但解决了国内试制来霉的

困难，面且畏画了电泳的嘀嘀度相

撞定性.也和自囊'搞董白的分'

事也大为霞..

5.2 萃丙.....活性测定

萃丙篝醺'氨酶<PAL)值比

苯丙篝霞的民氢反应.形虞巨式向

桂黯..障是合血木盾章的母体物

质.水厦摩对病原菌的入攫有防御

作用.P.丛的活性与小麦晶种的抗

病性菁英.通过测定 PAL 的捂住，

鉴定了通过离体诱变筛选出来的

抗银扁宿费变体.结果表明

RB400-3PAL的活性最高.RB100-2

棚 RB..OO- l 的括性在之，与原裴本

相比，分割达到了缸里薯的和显著的水平.这与田间接钟重定的结果相一致.可见，测定 PAL

的捂住可以做为鉴定抗辙腐宪变体的一种方法.

5. S 蝠凰化幢幢饨画洁性测定

作"受到病害等不利因素作用时，可诱导细胞内程'越氧化物衔，倒-等，致使'睡过

氧化，鹏系统破坏，抗病性丧失.题氧比物岐化酶(5∞〉可帽幡禽 等越氧化物.使细圃'矗

挠兔曼砸坏.SOD 活性与作物的抗性密切相关.通过测定缸囚的活性，鉴定了突变体的抗病

性.测定结果量明，叶片 SOD 捂住大小的顺序为 JUP>3Ald·S">龙辐寰 4 号〉龙辐董 3 号

〉忧兔 ]85- J4，活性水平与抗性水平一重.翻定 SOD捂住也可作为整定抗病突变体的一种

方佳.

5. • 细胞，遭性测定

作输在病害和英宫不和j因于作用下，会使细胞的"藏班J:生变化，导藏内吉精外..介

质的导电事改变，品种抗性高低与细胞膜系统对不利因子的耐力有关.在毒章作用下，通过

测定棍的电导，鉴定了费变体的抗根庸病能力.棚定结果亵明，在 10% .40%2 个毒章浓度

下，新曙光、云麦选 2 个品种植细胞惨遭性倔强，对毒'反应敏感，而突变体 RB100 和 50072

根细幢幢噩性很小，对霉素反应不敏感.这与田间抗棍膺瘸的整定结果-致.在莓'处理下，

通过测定棍的电导率也可以做为鉴崽抗根庸费变体的一种方怯.

'



6 结语

羁曼膏曾在匾茸江省的品种政良上具有重要作用.全省障调查育种曲专量幌掏矗轩寝

矗辑的哥究flo.许多窜鲤育种部门也在..雷变膏种.现巳事JlL1专量研究尊位为盘头.窜

埋膏静'汩的酶作同蟠.追击的+年里尽管小责爵变膏种巫冀爵董技术'匠'了一定II蟹，但

在虞阜辑也相基画性研究"方面向膏植大量~.今后几年的工ft:重点是进一步瞿高矗育晶

静的水平.捆噩属果开a.露入开属离体雷变膏静的研究棚，大爵董技术在翼官小董膏神项

目中的应用.醺嗣在未来的十年内凰龙在省小麦雷变育仲将会发匾到一个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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