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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诱变改造杂交轴稻恢复系的研究'

郭先篝属卫平划武息

《湖南省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所，*涉〉

摘要

利用辐射诱变改造杂交水稻恢复系的研究结果表明 z 在平均水

平上，国外品种比国内品种的辐射敏感性要强.国外品种因血缘关系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如 IR 系统比较耐辐射，水漂系统的次之，密

阳系统的则最敏感.恢复系杂种 Fo 代比 F1 代更敏感.对此，我们提

出了"多基因型混合系统"的观点予以解释.恢复系 Mz 代突变频率

的研究结果表明 z 不同来源的品种之间总的突变频率相差不大，但某

些性状间的差异可大到 30 倍以上.据此，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入研

究的问题一一辐射敏感性的差异是否与某些性状突变频率的高低有

关.通过辐射处理，获得了多种类型的突变体，其中少量的突变体由

于丢失恢复基因而成保持系，其它则仍具有恢复能力，以此配制的新

组合具有较强优势，特别优良的组合已被用于生产.

·本文隽...万......... ......
·申·赋予.貌.. (饵N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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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RE臼'ORER LINE OF HYBRID
RICE BY IRRADIATION-

(I" Chinese)

Guo Guangrong Yi Weiping Liu Wuqu.n

(INSTIl飞JTE FOR APPLICATION OF ATOMIC ENERGY.

HU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ANGSHA)

ABSTRACT

The work for improving restorer line of hybrid rice has been done. The

results showed the radiωensitivity of foreign varieties overtakes Chinese ones

at average level.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bl田地 relationship. there are va峙

。us situation on foreign varieties. i. e. varieties from IR 町stem are not sensi

tive. Shui-yun system are second and Miyang system are sensitiye. The

radiosensitivity for restorer lines of hybrid F. overtakes one for Fl. According

to this results. We have put forward the point of view -Multigene type blend

system". M, mutant frequency of r臼torer line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re was a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tal mutant frequencies

from the different variaties. But. there may be difference in some characters

by over thirty times between them. SO a problem. worthy to be further study

is proposed that do differences of radiosemsitivity between varieties relate to

the mutant frequency of these characters. Various mutants were obtained by

irradiation treatment , among which a few mutauts changed to maintainer line

because losing restorer genes , other more moltants still were restorer lines.

New combinations developed by these new mutant restorer lines have strong

heterosis. The optimum combinations have been utilized in rice production.

- c:回tribU(d b, lhe Chi睛"岛~itt， of N田!ur-匈rlcullUfll Ie.睛'.. (CS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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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吏水疆的研究成功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对我国植食生产的蜡最起到了巨大的撞动

作用.官利用不膏晕、保蜻矗和恢复矗配套选育符合生产要求的噩优势聋吏组合面'以成

功.奠中遭膏配合力强的恢复矗周是提高却变组合遣育肇事的关键技术之一.通霄，最交

水稻恢复晕的选膏办法有"遣桂、擎吏转育法和基因'姻法【飞除此以外，人们在实践中量

商认识到'财爵变对a量恢复..也醺膏..慧...恢Q6[叭 36.[飞 .26川等一批颤的指

吏水'自恢复系..是'财诱变遣育成功的.我们从 80 年代韧期开始也遭行了这一工作，本

文'孽挠地介绍辐财遣膏'由型聋吏水霸恢复系的研究情况.

1 试验方法

1.1 试黯材料

供武量用的亲拿一类是经有关研究证实具有恢复魅力的晶仲革品系，如来自菲律宾国

际水稻研究所的IR24. IR26. IR36.IR661等，来自尊国的曹阳系统品种密阳23. 密阳 46.

密阳 48. 水雷系统晶排水雷258. 水雷 287. 还有利用国外恢复系晶种特育面成的新恢复系

"明'晨 63. 回 64-7. 26 事早. 1126. K24 等.利用这些亲本晶种作为供武材料.主要是依

据官们或者携带的恢复基固有量剔，或者袖厦血肇关系不同，或者性就特点各异丽作出选

择的.另一费则是国内已经大面棋生产的撞广品种，主要是利用官们对当地环撞条件具有

良好的生辜适应性的特点丽作出遣择的.

1.2 .黯处理

对供武材料进行辐射诱变处理分内、外照射两种身式进行.内照射是利用I'P_II财缉

<NaH.llpo.> 在水稻幼'分化前进行，将盆趣的发育整齐一擎的帽株从泥土中取出，挠'

棍系混土，藏在盛育自来水的盆'事中"饥恤"三天，银后加入鼓射性lip <NaH.JlPO.> 癖霞，

真话度为 23.1-37.0M8q1悻.外照射则是利用本所"Co-l 鼓射嚣照射干种子和幼'分化

前的植棒，照射种子的荆最为IS. ::5-9. 975 Clkg. 照射活体植栋的荆量为 0.774 Clkg.

1.290 elkg和 1.806 C/kg. 备委照射处理均以末经处理的作为对照.试验地点在本所试验

队，有些试疆材剧在海南省三E市租广西南宁市进行种植.

1.3 田间试验及调查镜计方法

对供试材料的种植以两种方式进行.外照射处理干种于M. 代接处理方式的不同分别

擂神和移篇.M. 代撞尊樨种植并进行突变频率调查.活体幢幢幅射M. 代以盆'事尊悻种植，

M. 代按各处理以'行擂种租穆藕.M. 代入选的突变糠真后代均撞系谱法种植.突变频率

的计算公式为

M. 代费变糠<.行〉敷....，.1'..../
M. 代总楝<.行了Tλ 且υ。，

2 研究内容与结果

鸟' 辐射..性的寝现

为了遭到良好的情宽处理魏果，准确遭用词聋荆量，对篝跚射处理的恢复藏于种子就

看官们的指究柿子遭行了帽尉敏"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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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I· I 蠢拿幢篝擎的SUI..幢

试撞中键的遭择了 11 个恢复矗晶仲{冥中.自 IR 摹篝的晶种4 个.W固'阳军篝的

3 个，率由E革撞的 2 个，国内地方晶种2 个》曲于种子，以气::0-7 ft辑 8.55 elk. 的嗣量.哩

It.因虞菌事和花曾不育事~为指标研究了官们的蝠It..性.锚.细囊 E 厨列.

寝 J .跚跚..τ不田品_.....'锺......
项目

JR..ωI ....m I 水...ω|
.肉... (z)

平均

••• uo 51. , "-3 50- 7 n., 57.7

..萃.. uo s‘., ‘l.7 5'.1 5'.3 a ,
Il, ( )肉'字~.....

费 1 结果囊明，国内晶种囊现'比国外晶仲圃'町，无论从.II苗率还是在"不育事来

看..要越出国外晶钟 10"左右.我们通过对这一结果的分析，认为与国内恢复系晶钟

<it者它们的蠢事晶种〉与西南·华南征纬离'撞的厦固有关.因为从疆的起霞分化上分析.

'也是基本型，疆是从抽造化面来的变鼻型.t也比檀更甜'财这已有结论E飞本试量供试用的

国外'阳系统和水雷系统晶钟.带有蟹'自血缘，因此设有国内晶种耐'财也蝇不难理部了.

另外，从国外晶种来看，来'上的不同也寝现出明显的量周.国外三个系统的品种，尤

以密阳系统的最为敏感，水雷系统的民之，而 IR 系瘦的幢酣锢ft. 这种结果形成的原因又

与曹阳、水'系统带有艘多份量的檀帽血毒是密切相关的.

以上结果告诉费们，利用辐射满查处理水稻恢复矗材料，必须因·材'菌量.在现们

的试验甲为达到良好的雷变般果，对巳有材料的来霞、神费，将别是真血雄关蕉..经过

了必要的分析和帮证.单的作法趋势是对国内晶种可以蜡于植面的'醺剂量，面对于国外

晶钟，特别是来自幡圈带有梗帽血挚的晶仲唰蜻于篝小的照射剂量.事实襄明，我们在多

民试验中采取的这-原则，基本上达到了搜好的镜变般果.

2- 1.2 t事重襄"种的辐射撞'幢

辐射和杂交相结合是一种扩大变异遣育良种的有雄造经""1. 为了选育和改良恢复蕉，

我们剧不同特性的恢复系相互知交，或者以恢复矗与国内生产品种指交，再以"Co-γ 耐辑进

行'照处理，并对官们进行了辐射·属性的研究，其结果列于费2.

.z 镶量暴..静的.If..锥

.代 ••• un •• (em) 髦'不ff* un

F. 1S.6 '.7 60.3
5.7C!q

FI l3.t 15.5 7t.5

P. $.0 6.S 3S.7
'.55 c,..

PI 52.7 14.5 .'.3

由费 2 可以看到，两种照射量条件下几代的三项指标都比FJ 代敏感得多，这固然与F.

代种子.由人工卸究所得的当代种子带有一定的机械损伤有关，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俩是本

身敏感性所晕.

由于民代接受辐跚盾过于敏感，加之人工知交扩大种子最困难幢大，因此在辐射和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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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擂台的情况下，还是'财处理 F. 代种子为好.习惯上摊为民代的种子.是指 F. 代植

捧上厨结柿子，面这种柿子在遗传世代上宴周是 F. 代，基因型上巳出现分离，并包握有习

惯上称为 F. 代、宴则是民代的基因型，厨以这样最果但乎更好.

在 2 SlIt处理对镰震擎的雷壶.县

在2- 1 • .，雷撞的安壶"

菌文指出，来富不同的种于. .tt敏'性表现了一定的量异.我们对不同晶种于种子

的'财处理 M，代避行了突变'率的调查统计.现将其结果列于囊 3.

寝，不回...椰子孙乎在回-..aτM.代的'随壶.. c,,)·

‘"
撼' .‘ 不' •• .~翩 害'量

..计
'自安 .变 .变 '自安 鱼.变 .变

IR.键 怠' 1.7 ..15 0. 07 1.2 0.15 10. 21

•••• 1. ‘E 2.05 J.7 1.15 I.U 1.14 11.C'

.肉.ft 3. 5‘ o. u
怠'‘

2-:11 0. 11 0.01 10. 13

• IR ...... IRN!. 1R3.. IIU. .......布..13. ..CI. ••••• .内霉..".，1.粤.iI

.13. .时......

从寝 3所结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来霉的晶种，在相同周财量下，单的费变频率相撞甚

霞.单属这一点来看，并不能说明突变频率的高低与真辐射敏'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

从不同性拔的突变频率来看，来富不同，差别显著.fIlMlI突变，国内系统的晶种为3.56" •

密阳累缉的仅 1.61'" ，相盖一倍多.丽芒性突变，密阳司E挠的为 ].84'"，国内系统的仅

0.08"，相差 23 倍之多.植型突变方面，国内系统的为2.31"'. 而 IR 系统的仅0.07'"•

相盖章达 30 多倍.真宫性扰有些也有费制表现.这些结果表明，不同来霉的晶种，在"Co

7 酣缉的相同剂量处理下，虽锦单的突变频率差别不大，但不同性状的突变频率的高低甸回

种于来雷不同〈也可以说血缘关系不同〉费现盖到显著.这一认识，对于水稻辐射育种工

作者来说，值得借鉴.

此外，给我们另一个部割印象的结果是，恢复系材料的辐射诱变育种.既与矗帘的突

变育种有其相似的一面.又有其不尽相同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处理种子时，真单的突变

频率、处理对象等，与协往的做法大量相同.但对处理对象的不同、徽政造的佳状不同时，

则直选用不同的照射荆量.棍~目的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处理，这样敢果或许更佳.

2.2.2 镶篝襄幼'分化前肉、外照射虞蜜徽合体的寝现

水稻幼'分化前进行诱变处理，是一个提高贵变敢果的好方法I飞我们以湘杭32 选 s

〈一个带有IR 水稻血缘的恢复系}在其幼'分化前利用"Co-γ 射线进行0.774 C/峙的照射

量处理真话体植株，M. 代以单'为单位分别留种，M. 代种植'行.结果在M. 代'行内发

现有一提多性就突寰的'形体，即同一'行内的不同单棒发生了不同性状的变化.与此同

时也发现了比例更大的单一佳状的变化类型，即同-.行内只有某-个佳状的变化.这两

种费变融合体的英盟，在莫官非恢复革晶神的试验中也曾观事到过.此外，在以lip (N.H.
"PO.> 处理铺'分化前的植楝的内照射试撞中也有过同悍费现.在魏们对 3 个晶种的共 9

个处理巾，先后共!t现布 143 个 M. 代'行费现了这种特点，占整个 M. 代'行的 8.H~ ，其

出现'回事相当高.

2-鸟"跚镶筐 .M. 代寞'体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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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谓突变体的分离蟹事.是指 M. 代.行中篡-佳状的突变悻占总悻颤的比饵.因为这

一指标在一定理度上反峡了满变慧果的好坏.在突变遭传机理研究申是一个很有章叉的，

鼓.费的'以 840892 晶矗作为研究对集..理 M. 代.行中早'且安变的分离蟹率为 10.0~

....25.0". 遐想费变的分离频事为 7.8Ye -lω~. 幢府的为 3.1"....67.7". 高府的为

4. 8~ ....20. 0，"，.这一结果说明，在对恢复晕避行诱变处理时.选用方法碍当.翼诱变的最

果是非常理想的.

2. 3 辐射处理对镶筐襄品种的政良幢噩

.If处理恢复系诱发性就产生遗传变异.有良好的蔼变放果.同时也有很好的符合育

种目标的改良效果.在我们的试撞中尤为突出的苟以下几个方面 z

2.]. J 阜鹦冀童

在诸多类型的突变中.以早'鸟突变尤为突出.宫不仅寝理得安置频率艘高，面且寝踵

'变异幅度大.如在供试的 25 个恢复..处理试疆中..出现过不同比例的早'属安变，另外，

早熟变异幅度大的，比原品仲提阜成'包拍 d 以上.如明恢 63 为南方宿区配嗣过多个最交组

合的优良恢复系，但生育期提达 145....150 d. 为了选育出能配嗣早'跑噩优势组合的霸恢复

系.我们用·Co-'" 射辑处理明恢 63 于种子后在碍的 91-216. 全生育期仅 115 d.
1.3.1 优噩冀童

1985 年至 1991 年先后固定 14 份费变体材割的米质，其中9 份材割的米质明显变异.

以这些优质突变系和其原亲本晶种的来质进行比较，结果列于襄4.

寝·安蜜摹靴..拿品"的来属比..

•••• 噩禽.. ..It 直...

"‘) (,,) (.圃) un
51 11.5 1.1 15.1

....8 靡".

..拿... (4 今3

"囊ff <t个 3

'但幅度

(.帽，

41

n
+1%

"-·

..中'-' ~".示了Jlft锺属.

费 4 结果费明，通过辐射处理并遭行选择的结果，在重体水平上，决定了米质优劣矗

为重要的几个性抗方面，突变体较原晶钟都有显菁提高.这一结果i昆明，由发突变对恢复

革材料的米质改良，与常嫂育种法的米质改良，具有同样放果.但从其机理来说，常现育

种怯是通过利用优良米质亲本作为tk交亲本，基因重组后产生新的基因型而这到目的的.而

诱发突变则是通过在诱发突变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基因型而实现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正

是由于这种原因，才真正体现了揭发突变改良米质的权极作用.

1.3.3 花嚣形事及开花习性的寝现

费{门曹先后对经过测恢试验亵现具有恢复能力的5 个恢复系进行了花器形态方面的观

察研究.结果是.5 个材料中有4 个的罐蕃性头外'拿不及原亲本的高，但这4 个突变系材

料的花药腰包黄些，花药更饱满和充实些.镜幢花帽育性，不育花粉桩事均低于原亲本品

种，其中一个材料表现显低，仅0.07%.这些结果费明这些突变革作为恢复最父本使用，更

有利于融橱和传橱，利于知主制种提高结实事.此外.5 个突变恢复冕的开花时间，鄙艘原

来本晶种有变化，其中2 个早 10.....15 min. 3 个迟 10-30 min. 这一结果说明，新的费J:

.对于选择花时相遇的母本有夏文的活动余地，是-种有利变鼻的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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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宵幢幡擎的费量寝现

"于篝噩撞"幢雹神子露街后代，一般章说.这是自锺鲤..是正常理靠. 4D果不产

生柿子.跚不是-件好事.最西当人的认识"最神优势的理 a后，为了配嗣大量的最神，在

技术上又雷要-种自债不结实的..本.此时匍果.理自篱不育的理集 .IJ又是-件峙'了.

1918 年早翻锺培事节，费町且明恢 63 的幢幢肉'耐和仲子*!嗯勘处理 M. 代中发现了

一握不膏蜂，时寞中 22 个不膏镰割篝地上部分.令真再生.结果在再生宿撞.后囊'到有

7 镰育健恢复正常.于是'种于 1989 年上半年早宿季节嗣同再It麓.. 7个当中 4 个胃性

'到不同雹厦曲恢复，另外 3 个的农艺性就虽有分离.但基本保梅高度不育.之后.在仲

植中不断选择性就在定的树抖，同时量代调查了官们的结实寝理.所得结阜列于. s.
寝，儿"t宵'量....瘦聋."M鑫寝'

!..,. I". 1"1. I"'.
..毡" 正.

"盒. Ee "童. Ee
"壶' 重' "壶'

' 10. 7 73- 1 1. 7 15- 5 s., 10-. '.1 11-.

' 13- 5 79- 0 '.1 70. 1 ... 73. 1 11.5 77..

.. II.. .... 1..3 7..5 1.1 aι ， 10..‘ ..5

寝 5 结果囊明. 1989-1992四年嗣同，结实性寝现了同-趋势，即正事(7月〉蜡宴

事筐，为 10，"，左右，再生事 (9 月〉结宴事寓，为60，"，-80"左右.同一树刺在不同年僻

的相同季蜀，结实性有霞动.再生事踊三个树割的结实性费现正常，布利于真自身'噩.

罐上所邃，由于'财处理导鼓了宵性精璋的费变体的出现，虽穗'时还不篇作为'本

应用于育种宴际，但这-结.告诉人的....在这方面，应用遭传基因型更广泛曲多神树

斟量行突变体萌发，量以重大的矗挥压，遭行更鄙入的研究，有可融为最神优势利用旬章

'的最本树fl.

1. ]， 5 宪章幡氢巍的λ遭蝇.

从辐射踵良恢复辜的诱变目标出发~Jt诱发费变体进行选择，并将遭传性就葛定的不

分离的费变革与原来本晶种避行比授，结果说明，突变恢复"曲产量结构性就及在曾量

〈肉醺鉴定花药大小，花苟'包且也躏度，结合键幢在街可宵厦〉对原章本晶种均有所政良.

如 NIZ0 种原来本品种测 64-7 比艘，平均每幢幢鼓增细 13.5 租，结实事提高 4.8 ，"， .干植

重槽111 Z. 1 I' 在精可宵度增加 2.5 Ye. 这些事宴表明，辐射政遭恢复票，在农艺性极经济

佳状有所提高的同时，作为父本的传盼授'陆特性也有-定理度提高.

1.3.6 宪章幡重累的测幢幢.Jl优势寝现

1990-1992 年阴间，我们将选育出来的新的恢复晨与多个不育系配组，现'这些恢复

矗对不育疆的恢复度表现.结果供测的 4 个蔚恢复"对 V20A. 珍汕 91A 和协青阜 A 三个

不宵巍的恢复费现是， 2 个新恢复系的平均恢复度超过作为对照的恢复.测 64-1 的作用

., 64-1 对三个不育羁的平均恢复度为 81. 8Ya，而超过测 64-1 的霸恢复暴的平均恢复度为

82.4 Yo和 83.6"'. 这一结果说明，辐射锦变后并撞以遇'压，按照遗胃目标，能够达到政

遣恢复疆的目的.其中恢复度的提高，对于选膏'暗的恢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我们将这四个恢厦藏与不膏 .V20A 配制少量制仲，避行小区试黯观察官们的

产量优势.真中比对照(-) V64 增产的布 3 个，增产幅度为 2.5 Yo -8.1Yo，比对照

〈二) V46 增产的有-个，增产幅度为 6. 1Yo.这些结果费明，霸的恢复..配制组合的产量

7



优势也'理TiE向悻用.与其宫不育革配"的组合也寝'出大量相同的趟..在武撞边疆

中.瘦的精霸恢复晕拿到帽西自捕州凤凰县仲于公司鞠民江市仲于公司董行生产性试'量.寞

中膏二个组合的生产画畏达到 3 万盲目.J:(l盲句667ml).

2- 4 费量'应筐辜的遗传输矗

2-4-. 费量..擎的罐罐美事

1990年早季测'民试撞205个组合中，萄81 个测'民父本是V20A相攀袖 91A两个不育

矗·本的共同凭本.同踊测'配结摩.有31 个凭本对这两个每丰同时具有恢复力，有34 个

凭本时这两个It本均只有半恢复力.共同保梅的22 个.同年囔事画'民试撞，有51 个父本

候 1-32A. V20A和珍袖97A 三个不育."本画'民.结果寝理是对三个每本同时具有恢复

能力的有 12 个.面对V20A和事恤 91A囊...能力但对1-32A不具恢复.力的宿23

个.这些结果寝明.三个不胃晕倒胃性恢复具有不同的遗传特点.但同时也说明这些恢复

晕的'民银关系.幢真原来的亲本恢复矗量生了不同理度的变异.这件变鼻的产生，不捧障

田间试量矗件下自在授曾作'极缸'率的鼻在授"的可能筐，但这种大比例曲分离~鼻主

要是由于辐财诱发费变所产生的.这也篝是说，恢复..由于雯雯，也可能变成半恢复暴甚

至保持蠢，但经过选择，仍德可U培育出优良的恢复系，并相原来的恢复系保持完全相同

的遗传机嗣.

2-4- 1 宪章'民篝襄的产量与奠相应组合产量的遭情相关美摹

几年来挠的将遭育出来的各方面亵理优良的突变恢复矗与其配嗣出来的组合产量的遗

传相关关革遭行研究.结果在明恢复晕倒尊镰产量与组合产量呈正相关.如蝇的精组合'也

跚划分为 110-113d. 114-111 d. 118-125 d 早、中、远三个Mil组，官们的产量与相

应凭本尊镰产量的遗传相关噩'分割为0.8341- - , 0.1451 -和 0.1845- -，达到显著正相关

和植显著正相关的理度.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三.组合的产量提高，固然与真现亲的配

合力有关，同时也与恢复革父本的产量的提高关.密切.这一结施.与我国近年来二 .Q

交水黯研究中选用高产父本的作法不谋而合.

2- 5 虞童恢复襄配"组合的寝现

几年来，我们在本所试验跑共进行了 14 个早、晚帽霸组合的试验，优中选侃，又向蝴

南省辐射育种协作组 (1 个点〉推荐了 2 个早幅组合租 3 个晚稻组合进行高一级试量.冥中

表现最佳的列于亵 6_

寝·冀.镑'裹.佳组合的寝'

组合
槐高 .a.. 寞钮'

盒~."
手.. 严. !t CKJ 比 CK2

Celli) I. I. ") Cla，/i自》 C+. -) C+. -)

V20AIN120 '5.5 107.04 10.7' 2f.5 30.' ff' +1. ‘% -f.'"

V20Al161 11.0 111.13 10.11 1'.42 Z画.， f.7 +10.'" +f.2"

V20AlNI2I loo.f 123.1 108.lf 12.1 2'.3 f'5 +12.7" +5. ‘%
VM (CK» 11.0 .... H.fl 25.21 21.1 f3' f f

Vf' (CKz> '2.0 101.17 '1.2' I'. ‘R 30.3 f" f f

费 6 结果显示，费变.Jr.配嗣的组合和对跚组合比蟹，均具有一定的增产饨..严

量蜡掬佳状和产量水平曹所改凰"提高，说明辐射改造恢复.培育'即组合行之布辙，且簸

'



"噩.
生产中.寝饵"胃个凭本 (N6&l. NIZI) 穷'锺候民江市仲于公司和凤凰县神于公司

董衍生产嗣仲.真生产匾.已达到 3 万多商.说明真晴产缸'在大西现生产中是受了弯..

3 小结

(1).财..性的'究蜡晕寝嚼，水黯恢复系不回来事具有不同囊..70 年代韧帽，费

田水.饵，露町遭迫大量工悻，基本嘀嘀了财*...质雄性不育具膏恢复健力的恢复基

圃，分布..于僵鳝地区的'曲型水雹神童中E·1. 面僵鳝地区又与疆的...窗也密切相关..IA

量也曲角度..从拍到蟹的血篝变化..IA地理分布的角度..从低鳝到高纬.从寓'撞到

..撞的变化..经历了疆挺岁月的'变道理.X嗣也产生了李富的基因疆各异的仲厦费

事.恢复矗固不仅圃'自量量化，面且主要跑圃'人们的生产活动.tt翻噩噩行a种政良

的踵葫，量跚地'遭到各费"罩之中.费的试.中使用的国内晶钟'圃"曲'阳.捷、水

·墨篝t()l IR 墨捷晶件，量是摘'有恢复基固的不同鬓疆的大量归费.这件归费大致上区

翻了血"跑踵的量鼻.所'蝠'且证明，这种量鼻是遗传上的量异，面遭传上的量鼻导囊

了宫的时-CO_TO‘眩'财的..佳量鼻.

在键们的试验中，连'到国内恢复.晶种最变后的民代相 R 代的'财敏'佳量鼻幢

大..分析认为，这种蜡廉菁擎变时机撞撞伤的原因.也萄最仲当代生活力强弱的原因，但

主要可健是由于民代处于宿舍就蓉.K.是尊-基因型的曲合就辜的厦国.这仲曲舍辜的仲

子，当受到幢离嗣量的"耐~用..色体铺掏霞'量的童晴.11之蓦田水平上的费斐，均

可篱'响到'跑的存醋，量高使仲子'量道理中的-系列生命活动..囊'不正常，对高

健量It编幢"的精筐也圈之'以寝现.面 F. 代的鼻子对相同剂量的财缉寝'为不+分敏

5.团锦宿其仲子生命力强的一面，面主要原因则是民代种于是个多基因噩嚣舍的矗捷.植

"遭僻理论知识告诉费旬，民代植镰上的仲于是民代基因噩，是分离世代的种子，民代的

种于则是民代基因盟，矗不分离的，但在分寓的民代中仅占一定比'I(比例大小，接孟·

尔遭传晨'分布】，占幢大多.曲x宫矗困蟹的"财敏'性露'或蜀，在且体上则不足单一

矗因型的民代种子'椰幢噩.~面襄理为耐'财.这种在最变种子不罔世代事'出来的+

分明显的81f..佳盖到也蝇不.踵'了.

(2)费面上橱，恢复原仲子与通常晶静的仲子并无胃悍，锦而在巍的的研究中发现，血

'量不同的恢复'民锢It敏'性量鼻+分显著，忌的费变频率却又大囊相当.进一步剖析!t理，

·捷内的不同性就费斐_.虽锦徊量不大，但单个性就间的费变频率有时相撞甚远.这一

蜡果促使我的思考另一问题，即敏感性的整别是否与篡些性拔的费壶'事的商量相关联?这

-间圃，在菁英文融资料中未曾见到报遭，今后值'部入研究.再则，作为生. (至少包

括水箱}造化动力之-的费变I则，是生"遭传物质对自融界各种各挥镜变因章的反映，菌

·尉鳝则是x主要鹊变田'之.遭佬.8量对离幢sf缉..'性反..的噩剧，费壶"率在单

-性就上的噩剔..是自锦界的"仲阑干噩万别和性就间干噩万别的矗本原因之一.这一

认识，也'菁更多的人们，与讨论.

(3)对水稻恢MI.改良的锚'民寝明，宦噩"费寰宵钟的-.嫂..同时， 8射改良的

恢复矗配制组合利用/if仲饨tt，也幢达到符合'仲目标的跚跚蛐果.无论是费们试瞌中'

"的罕'属费莞、优质费变.葡利于自花蟹"作"倚'酷的花'结构的费斐...还是人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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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普遍熟悉了解的农艺性拔的突变，事p，.1i艇种优势的利用有益.总结这一认识，可以指导

人们对恢复系的诱变改良，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诱发突变在最种优势利用中的作用

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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