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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水稻辐射诱变育种效果的研究

万贵国 庞伯良 朱植奇

(湖南省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所，长沙)

胡麓书 朱潭瑞

〈湖南省生物研究所，长沙)

摘要

进一步提高辐射诱变效率，改进筛选技术仍是作物辐射遗传育

种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我们以水稻为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1)辐射

与杂交相结合，6°Co γ 射线处理与 Ar+ 、COz、远红外等激光处理相结

合，以及在总照射量一定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育种目标，选择适宜

的照射量率.均有提高水稻诱变效果的作用0(2)根据 M. 代性状表现

与 Mz 代变异频率的相关性，选择一定性状的M. 代材料留种，有减

少选择世代工作量，提高筛选效率的作用.

关键词z 水稻诱变效率植物育种



STUDY ON INCREASING MUTAGENIC EFFICIENCY

OF RADIATION BREEDIl唱G FOR RICE

(In c，缸~)

Wan Xianguo Pang 险业ang Zhu X血叩

<INSTITUTE FOR APPLICATION OF Aτ'OMIC ENERGY.

HU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ANGSHA)

Hu Nenshu 2hu Zerui

<HUNAN B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 CHANGSHA)

ABSTRACT

Increasing mutagenic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selection method are important

t叩，ics for crop mutation breeding. Investigation on the radiation breeding for rice

仅>ryza Sativa L. ) showed that the cr国sing in combination with gamma ray

irradiation or laser irradiation and pr叫町 selection of d<田ge rate can increase

mutagenic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of 内enotype in M1 generation

and mutation Ir，吨uency in M2 lor rice , the materials with certain characters were

chωen as seeds，油田 the works of generati侃 selections wiD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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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辐射育件作为一种新的育种手段在育成作精新品?中方面已取得了举世醺目的成

就.jj:在'嚣的育种方法力而作了大量的研究:飞但是.进一步提高辐q{i:毒·变叹率.改进精选技

术仍是广大辐射一百仲工作 ft·悦为关心的重要问题.为此.近年来我们以水韬为材料就这些问

起的部分内容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取得了有益的进展.现综述如下=

l 提高水韬辐射诱变效率的研究

I. 1 辐射与杂交相结合提高诱变妓擎的研究

由于辐肘杂合材料有利于打破基因连锁.促进基因重组.从而有提高诱变饺果的作用.

这在心麦上已在过不少报道【Z.3J.我们通过对幅照不同组合水韬杂件当代材料的研究亦取得

了相fL't的结果.研究表明 z

(l)杂交比亲牛二品种且.有更'高的特iq·t敏感性.同样经过 y 射线I. 87 万 rad 领照处理.无

论是'支芽字、哎f'l，;:字还足:t占实率.杂交组合比相应的亲本品种均表现出哥为严重的辐射损

lij..tt发芽来损伤').1表本品种的 1.53-12.07 fiJ;成候率损伤为亲本品种的 2.00-3.01 fi:h
拮实仨托If括为亲本品仲的1. 17-1. H 倍.口I见杂交组合比亲卒品种更容易受到辐射的影

响。

(2)M，F，(杂种~~\! 2 It) 比 M，(亲本品种辐照2ft>、民(杂种 2ft)有更宽的变异i苦，限

缸抵.Ii .{付f 耳不;问杂交组合 M盹士F良2 及相应 M矶"‘.F:民2 株高、抽蕾蚓、粒形、酶!型P盟」、￥模硬壳童毅I、芒、株高、不育?辛F
15 仲

吨楼宅 1~}f!J;相悟早 9 号 M， ft的变异类理l分别为 7 仲和 6 种.tt杂交 2 Ito:，)的变异类't'!为 5

~IJ. fU .tt M卅2 的变}f.~是~!~!JJ~达 II 仲.

~3)M:F芒有比 F:.M: 曰:i得多的总变异颇卒.以广·Il<i相 9 和竹系 2tl )(相 9 为W!J. 亲"*品

种广 1 、.栩 9、竹系 26 盹的总变异异频率分另IJ为 5.853% 、 2.36·1%和 3. 260~-o.组合广 4)( 湘

9 和竹系 26'x j栩!J F，的总变异频率分别壳/2.577%和 1.333%.而.tt M:民的总变异频率则

分别为 9.195%相 6.094%.是相应亲本盹加相应组合 Fz 总变异频率之和的 137.5%和

117.0%. 真是异经 t 测验.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I)生育期、株高、粒型等主要经济性状的变异频率，陆民亦比相应的民及M，高，特别

是早熟、楼忏、粒形等有益性状的变异频率.M品均显著高于相应的Mz 及 Fz • 如早熟变异

M:F，分别是 Fz 和陆的 I. ，16 倍和 2.16 倍 F楼秤变异陆民分别是F，相眺的 2.18 倍相I.

21 (11;.;i.形变异 M，F，分别是民和 M莹的 3.72 倍和 9.13 倍.

(5)M ，F，生育朗、株高的变异系勤、广义遗传力亦饭显著地高于 Fz 与 Mz • 例如广 4X栅

9 纶 1.87 万 rad 处理的.:U; 陆民播种至抽穗天般的变异系敷与广义遗传力分别为 3.23%

和 57. 66 ;10; 而未经辅照处理的 Fz 只有 2.86%和 46.93%. 真相应亲本的 Mz 平均仅为 2.

20% 相!l.16%.lt株高的变异系敷和广义遗传力的变化亦呈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杂交组合

中1r:fr-在相同的现象.

(6)杂交组合的遗传背景对牺射诱变效应有着明显的影响.牺射与杂交相结合虽有明报

Fr.，坦白 i窍变效果的作1TI .1!J.~达到损 w放果.还必须考虑杂交亲本的遗传背l;((飞 WH~们对

109 个杂交 trl 0' t而~{!JJftf，tn突变系入选情况的统计.当她和 1' ><' 'Ii地仲帽 ~{!I{j ft新品系的

入 i'! 斗;~-J 2.1~%.!也Jlp'远绿树"" !也J'I!远绿树'制 ~\!!cift新品系的入选率为 O.I(rj 呵地种百地用

3



在°Hr:. 完~:仁、突'去1亿"$~变!非.' !1地钟辐R雪后代的新品系的入选率~]分别为 50.00 吩.、

~5. U L' :i相 Hi. f:i7%. 叮见领~~当地种 K地理远缘神.突变体v突变体以及突变体 K当地种

:手4TfT材料叫:达到较峙的t露变育种效果.夜们育成的优质、高产、多抗陆目新品种及优质米

:5~变系 &6一 I:! 就是通过辐!!Il当地伸x地理远缘种育成的.

1.2 γ 射线与iJ光重合处理提高水稻诱变锺事的研究

i敏光是-种新的均理i秀变因素.由于激光能与生物体产生光效应.光FP1.l庄、热'({庄、电

£~注空军t f'HPII. in于育种已取得钊步的吱放凶.fE让-1.t与 ·dt续进行豆合处理.i壳变'it

1!: triiH'? 尚未见有关捉道.fl'jJt仁~Ui] III 'f q-t线 2.8 万 rad 汾骂II加氢离子激光(~度长 HilO 气 I.

jiEM古!主制 J em') til@";红外激光(i皮民 118.8μm.输出电压2-5 U 和 6-9 U.处理i1Jl"u]'*J

3日，相IiO s) 亘古处理水韬广陆磋4 号和涌早袖1 号于种子.研究了tt诱变放果"研究表明z

( 1)Jl:论是飞'射线烛，飞f激光豆合处理.还是 y 射线加远红外激光亘合处理.Jt当代的

$哥哥JJMf元r.r;远比 v (j射tt:交是单单l J!捡k处理理-要轻.1表史现为当代的发芽率、成秧率、萌高、株商‘主酶t长￡七、 1主:
德嗯⑤忖a丘c 丰粒~.~敬?

何.仨J主处理的 ;{t~号种~f&经过 γ 射线与 γ 射线+，\r争激光处理的种子.tt当代表现呵!去 I

听~:

表'

il5. 自

10.7

5::.5

市高 I ..Wi
M川 I (en)

13.05

10.31

13. P.5~;

76

,J!H

唱:，' ;;ι5吨i¢ ι
hi、 zai

-一-一…←…

‘to; 两酌

，γ|

JEZT7
77. ~7 i 21.臼|

川 l 川|
击中n据说明.~~处IIj1r，:.IMfj(J激光民有究解 y 射线当代辐射损伤的fl'lIlY-'二人:'.u式

q"去明:在·定的树 '.(-:a用，'-!.γ 射线 <t作物诱变的频率与照射如J "tilt正相关， fLUl l\'rj'lt J.~

r~ if.死亡严虫，得不到足协的时供 ffi洼的 ItJ!f;。就育仲 fl f-j;而fir .f"li]话驯的是唯物放应Hi:和 1

遗传词!主强的处 J!p.， ~民光能减轻 γ~·t线.r~成的''j ft辄射损伤.这对缸，商制 q·ti寿变育种设果Ji:.

\:'Him!~t陆的作 Ill.

口)飞， M线 IJUi敏.it tr 台处理有明显J也扩大突变 i普.提高突变频率的作用.例如.广 ~li l;是 l

~} frl' flfl ，\r+激此相y 射线悦蚀处理.tt 2 代变异类型分别为自种和15 仲.tt以德行为

统n'节忱的突变频率分别为29.17%和低 28%.以 y 射线+Ar+复合处理的，变异类型为

17 1'!'. 'J! 1::颇丰主为 69.23W飞湘早灿 1 号于仲于'用远红外激光和 y 射线4'.烛处理的.其 2

代的突变英咛l分别为 6 制z和自种.以.t'f!.株为单位统计的宪变频率分别为). 27%和1.6 1%.

1M y 射线 IJU远红外激光旦台处理的.变异类'1' 1为 14 种，突变频率为 J). 58%[气此外.我们还

~lJ.:现 y q·t线 lJU Ar'融克里什处理ftJ，~… a德行中出现两种~'1 I:去m变异的相v在H月极高于叮I.

处f啦，以 foj吃明这两制'物理 i窍'!l:肉 r在提前i陈变率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协同作用。~~们 IIIγ 射

线加('()，激克在什处 Ifil l!二 fil r:1'1'('.亦发现有委似的结果.

1/\ :.:;; 10 ':;'lfl



!.3 "Coγ射线照射水植于种子适宜照射量辜的研究

!!t:!射量xti;露变~率的也响已为所高的说'变育种工作者所重视.但在旦照射量-走的条

件下.~t!qHtt;:在对i莞变放辜的路响虽早有报道CtJ.但由于研究的结果不尽一致.以致在实际

百仲工作中往往被忽吨. f~们曾以广陆屡4 号于种子为材料.研究了在总照射量为3.27li

rad nJ .35.0 、 86.5 、 1:!7.8 、 188.9 和 461.7 rad/min 等不同照射量率的活变效果.我们的研究

发现=

(J) M, f-t辐射损伤与照射量率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M，代秧苗恨重.株高与照射量

率成负相关.相关系t7分别为-0.630 和 -0.667.不育悻率‘畸形株率与照射量率呈正相

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95 和 0.868.也就是说.照射fat率越大.损伤尊重z 与此相反.发芳:

宗、.Iit悻率与照射!it率呈正相关.相关系主2分别为 0.664 和 O. 901. I!P~~射量丰越小.抵伤毯

大 z前-鲜亟JI".株育效德敬、!¥，.株产量、干粒重~~II受照射量辜的茹响不大.

(~) M，代的变异情况在相当大的院度 t受照前景率的影响. tff~ff]所给定的照qH音

t42·在目:，./..巳突变.!tJI[卒相楼科、高忏&.~~的突变频率均以 86. 5 rad/min 处理的最高s早f~

突变时来以 188. !l rad , min 处理的较高.变异i苦也以 188.9 rad/min 处理的最宽z不育突变的

时丰:在各处理中均较高.但以 461.7 rad/min 处理的最高{详见表 2). 因而为了提高诱变哎

果.应该恨据不同的选育目标.选择适宜的照射量率进行辐熙处理.

表 2 M. 窒鼻频事与~J肘量事的关系

陀_-t监事(pm.';同时 。 35.0 86.5 127.8 188.9 161.7

巴变异频率 (j-'~ ) o. :1 7.01 1:.68 且 27 t且 81 且 87

J~结束变异 <:<1 。. ~， I 1.08 1.21 。.7t 1.51 0.18

Zt: 忏变异(:';(> 。 。. :?6 0.38 。 0. 12 0.21

培忏变异< j{) 。 :.36 5.18 t.25 3. 97 3. 15

平，且变异{巧， 。 0.05 。 。 0.06 。

这刻变tJ<%> 。 0. 2!l 1.18 0. ω 0.77 血 76

，，;商变异。;) 。 2.97 4.21 3. II t. O') t.27

uti也变异<Yo' 。 。 。'.19 且 05 。.29 。

1.4 M，代辐射绩应与M. 代性状童异相关性的研究

种子榄树经过辅照后.为了在M，代进行突变体的筛选.习惯上M"tt采用单株脱控(M，

fol'成株行〉、单l!脱粒(M，种成德行}、或者一株一位法.一株二位法等方法，留悍的.但用这些

方法留仲.M，代都需要种植很大的群体，才可能选到我们所需要的突变材料.为了减少陆

代的工作最.提高选择效率.我们期盟在Mdt出现的形态与生理变化上找到与M.ft性状

突变的相关性.以便在M， tt就进行有选择性的留种.因而曾以竹192、76-804、科梅三?早

筒，日，例'为材料.观察了M， ft苗商、生育期、结实率与M. 代性状突变的相关关系.经过统计

分析.发现有了如下的现象z

(I) M，代苗矮{平均9.07 em)的，盹代的且突变频it:&.叶绿素突变.不育突变、矮轩

j~变.秤色1~变的频率分别为6. ，t50%、1. 809%、1. 332%、1.641 %.0.171%和 0.306%.均

比 MItt前r:'li( 平均 20.05 cm)(tJrrr，.为真相应突变频率的J，48. 1I. 2.7.75、I. 6! 、 2. 3t fi"i和

5. 12 fi1o r:'riff突变1tj!辛苦毒峭的句;比向前的高。反之 .n形当.~1:和1也熟突;~的精!，私.矮酶的 ~!rJ

5



比i:1i苗在Jfi~叫2i苗分别为嗤茵的 2. .1 2 倍于自 2.06 倍.

<.2) M, It丧现也熟的{抽德朋迟 6 天).总突变频率及叶绿素突变、遐想突变、矮ff突

变、不育~~~变、窄al'形突变的频率均拉 M，代表现早熟的高.莫不同品种的平均突变频率.前

常分别为 15.26、 2.02 、 2.66 、 2.87 、6.63 初 0.83%.后者分别为 9. .1 5 、 0.5 1.1 .12、 1.53.1.37

相 O.6H;~. 前古-分别是后者-的 1.61 、 3.96 、 2.38 、 2.13、 1.52 何 1.22 倍.早照突变贝'I相反.:\1，

代表现平热的早~英变频率I. 03% .M，代表观jg~的未发现有早然突变.上述现象在不同

的品种中表现出恨峙的一致性.

(3) M , fbi占实丰田.r:i(90~纠，:.u二人中OO~50%) 、 flWltF20Y，)的不同 .M: ftS1ft收

~~变频率亦有主:男IJ.:巳:~~变革以中等结实的最高.为 29.8%;低结实的次之.为 27. .1;;;高活

实的 '/.J 19. 7'~.辰 HL 不育突变、迟熟突破、喽个丛生突变的频率亦呈此趋势.中等结实的分

别为 1 J. OO?" 、 3. 1\ 6~' 相 o. 22~'~; 低结实的分别为 7.37%.3.53% 和 0.15%; 高结实际J分别

1J 3. 0 l~; 、 2.00;;相比与!.~突变频率.J!Il是 M，代高结实的>低结实的>中结实的.分别 1J

I. HII~ 气。.59:'; ;fr. O. W; , III 绿京-安变顿率则是-旺结实的>中等结实的>βi结实的.平:;]:J 'l-J

1).7口了二、 O. -12~; 、 0.37;ι 怪忏突变频率以 M， tt低结实的最高.达 1 1. 06%. 粒月~J~茸的啊f

札以品结实上i低结实的较高.均'J.J 3.98%.中等结实的次之.为 2. 93~j.

由此可见.J]!成少盹代的种植醉体.提高选择效率.根据育种日标.在 M， fU[1有击

异性的臼种很有必要 Y 向自r..为了提高总部1突变频率.宜选tf: M, ftfi现为楼前馁~ '1、FE他德

K迟、 !'X;~主实中夺的植院白种z 为了我得更多的楼轩变变.可选择 M， 秧苗矮小.或迟怕醋、

!'lU占实率低的留 rl'; 为了获得更多的早熟突变.可选择 M，矮小.或早抽回或高结实的幢幢

在irl'; 布了获得吏¥的迟熟突变.可选择 M，秧苗较高，或迟拙德、或结实'中等的植株嗣种5

'J}了枝叶吏¥的不育完'~.i可选择 M，秧前接小.或迟抽隐戎结实中等的植株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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