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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概述了植物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的类型、机制及在植物性状改良中的应用，并着重对无性系变异的筛选方法和用组

织培养中出现的变异进行植物性状改良作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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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体细胞无性系变异(somaclonal variation)

是指在植物组织培养再生植株的过程中出现的变

异⋯，是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植物体细胞无性系的细胞、再生植株及其后代

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变异中，有不少变异是对植

物性状改良有益的，并且可以稳定遗传，因此，

在植物育种上有广泛的应用。几十年来，人们利

用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已经筛选到了许多性状优良的

作物，并对其机制作了一些研究。随着体细胞无

性系变异在育种中的应用，人们已不满足于自然

发生的变异频率，于是通过一些化学和物理手段

进行诱导变异发生，并从中筛选出优良性状的植

株。通常情况下，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发生的频率

较高，变异的类型复杂，并且有些变异无法稳定

地在再生植株及其后代中表现，因此，选择合适

的筛选手段甚为重要。目前，筛选的方法主要有

大田筛选突变的再生植株及外加选择压力进行筛

选，还可以通过生化及分子生物技术对产生变异

的无性系进行分析和检测。3种筛选手段各有优

缺点，可以互相弥补，因此，往往是2—3种方

法联用，以期得到明确、稳定的体细胞无性系变

异及突变的再生植株，从而将体细胞无性系变异

应用到植物的性状改良中。本文就这些方面进行

介绍。

1植物体无性系变异的类型、机制和特点

早期的研究发现，马铃薯、烟草、小麦和

水稻等作物中出现的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形态

学、生长习性、细胞遗传学、生化水平及分子

生物学水平上都有体现，变异的种类繁多。

Veilleux和Johnson【21将体细胞无性系分为5种类

型：染色体畸变、可转位因子的激活、DNA甲

基化状态改变、基因点突变及外遗传变异。现在

对这5种变异类型的机制、特点介绍如下：

1．1染色体畸变包括染色体数目和染色体结构两

个方面的变异。染色体数目的变异包括倍性变异

和非倍性变异。染色体结构变异包括染色体断裂

后经过修复和重新连接所形成的易位、倒位、缺

失和重复。

染色体畸变较为常见，在植物体内各种类型

的染色体畸变现象普遍存在。在大多数的被子植

物中，至少有部分体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常发生染

色体多倍化口】。多倍化的程度因组织而异，一般

分生组织一直保持很低的变异率，而分化水平较

高的组织产生的变异则较多，即使同一组织内的

细胞之间倍性也不一致，存在着四倍体、八倍

体、十六倍体、三十二倍体、六十四倍体等不

同的变异。正因为这种变异在组织培养采用的外

植体中广泛存在，因而在组织培养中出现高频率

染色体畸变，这有可能是外植体自身已有的变

异。因而，Bright等【4】建议除原生质体外的其他

外植体培养均称为“复合培养’，(complexculture)。

这只是染色体畸变高频率发生在体细胞无性系的原

因之一。在培养条件下，体细胞无性系高频率的

染色体畸变现象已经有多例。如在水稻、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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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玉米的无性系再生植株中都发现了染色体

倍性变异‘s，6】，在大麦、小麦等植物的无性系再生

植株中还发现非倍性变异【7剐；另外，在小麦【9】、旱

芹【J0】、单冠毛菊‘11】、阳参【12】等无性系再生植株中

还发现染色体结构方面的变异。

Amato【81对培养无性系细胞中高倍体、单倍

体和非整数倍体变异的发生机制作了解释，认为

在体细胞培养过程中产生的这三类染色体数目变

异，主要源自于有丝分裂过程中纺锤体的异常，

不同程度的纺锤体缺失导致染色体不分离、移向

多极、滞后或不聚集，最终产生变异细胞。他

还认为，培养细胞中的无丝分裂也是染色体数目

变异的重要原因。

在无性系再生植株中，染色体畸变越多，植

株的损伤也就越严重，生长势就越弱，在育种中

的实际利用价值就越低。刁现民和孙敬三㈣认为

在马铃薯、水稻、小麦、甘蔗等由无性系再生

植株中，虽然有众多表型中发生变异，但是它们

的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说明细胞学

的变异只能解释少数的无性系变异，而更多的无

性系变异则可能是DNA水平上的变异。

1．2转座子的激活上世纪50年代初，Mca撇㈣
通过遗传现象的研究，首先发现能在基因组不同

区域之间转移的控制成分，这些可转移成分现在

一般称作转座单元，也叫转座子。转座作用涉及

转座子的复制，当一个拷贝插入基因组的新位置

(受点或靶点)后，原来位置(供点)上仍保留一个拷

贝。转座子插入后，使靶点处的基因失活，而

且转座子的存在和复制转座会加重细胞的生理负

担，因此具有一定的选择劣势；但是转座作用也

可以造成染色体的断裂，染色体区域的缺失、重

复和倒位、获易位，从而引起性状变异，因此

转座作用也有重要的进化意义。

植物体内的转位因子包括玉米的Ac因子、

Ds因子、Spm因子、Mu因子及金鱼草的T锄因
子。研究已证明许多不稳定遗传现象就是这类转

座因子的作用引起的。一些研究者指出，转座因

子的激活可能是导致体细胞无性系高频率变异的原

因之一【14“61。这种现象的发生机制是：在组织培

养过程中，由于细胞处于高速分裂的状态，所以

染色质复制滞后，结果引起细胞分裂后期形成染

色体桥和染色体断裂。在断裂部位的DNA修复过

程中属于异染色质的转座子发生去甲基化而被激

活，并发生转座作用，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结构基

因活化、失活和位置变化，导致无性系变异。玉

米Ac因子是研究最早的转座因子之一。Peschke

等f17，181用无Ac活性的玉米为材料，发现经组织培

养的再生植株中，有3％的再生植株Ac被活化，

另一转座因子Spm的转座活性也达到31％。而小

麦中，与转位因子有关的小穗形状变异在继后的

有性繁殖中性状不能稳定地传递【l 91。

用转座子激活的理论可以解释体细胞无性系

中出现的许多现象【201：首先，植物内多种遗传转座

子的作用会引起广泛的变异，这可以解释无性系

的高频率变异的发生；其次，转座子可以使没有

活化的结构基因活化，这就解释了无性系中较高

频率出现的显性突变；第三，转座子还可以是多

拷贝的基因中那些不表达的拷贝活化，提高基因

的表达强度，进而导致表型变异。

1．3 DNA甲基化状态的改变真核生物DNA中大

约2％一7％的胞嘧啶(C)存在着甲基化修饰，广泛

分布于各序列中，绝大多数甲基化发生在CG二

核苷酸对上。研究发现，一些基因中的某些位置

甲基化后其基因表现为不活跃的非表达基因，而

当这些位置去甲基化后，则活跃表达。因此，人

们把活跃表达的基因状态称为甲基化不足。在植

物体内，DNA甲基化多态性以孟德尔方式遗传，

但是在群体中等位基因的甲基化／脱甲基化则是一

个高频率发生的动态过程【2¨，而且，DNA甲基

化也会对真菌感染、春化作用和组织培养等环境

因素刺激而做出反应【221。

Brown等【231在玉米无性系再生植株中发现，

有些再生植株超甲基化，有些似乎是脱甲基化。

他们对此深入研究后发现，甲基化的变化在基因

组中分布不是随机的，甲基化对无性系变异起作

用。Devaux等【241在大麦体细胞无性系再生植株

中，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f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叩hism，I吼P)技术确证组织培养过
程中的确发生了DNA甲基化状态的变化。但有时

候DNA甲基化状态的改变并没有引起无性系表型

的改变，这种现象已在马铃薯、亚麻等植物的无

性系再生植株中发生f25】。这种现象表明发生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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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化状态的基因很有可能是隐性基因，或是其他不

足以引起表型有明显改变的性状控制基因，甚至

是发生甲基化状态的位置本来就是不活跃的区域，

因而无论甲基化改变与否都不会引起表达活性的改

变。这种现象尚待进一步研究。

1．4点突变突变是一种遗传状态【141，可以通过复

制而遗传的DNA结构的任何永久性改变都是突

变。点突变是指DNA碱基序列中由单个或多个碱

基对发生的变化，可以是碱基序列替换、插入、

缺失等。碱基序列替换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具有很高的恢复突变率，而碱基插入或缺失效率

则特别低。有些点突变严重影响到蛋白质活性甚

至完全失活，从而影响了植物体的表型；有些突

变虽然碱基发生了变化，但却是同义变化，即翻

译的氨基酸序列没有发生变化，也有些突变不影

响或基本上不影响蛋白质的活性，因此性状上无

明显的变化。

植物体细胞无性系可以高频率发生点突变。

人们已在番茄无性系的230个再生植株中发现了

13个变异是由于单基因的点突变造成的，突变频

率高达5．7％【261。

基因点突变在无性系中广泛存在。点突变与

以上其它几种变异方式比较，其对再生植株的损

伤小一些，因此得到的变异很快保持遗传上的稳

定；在人工诱发突变中会高频率地发生基因点突

变，这一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深入进行研究。

1．5外遗传的变异外遗传变异也称发育异常，是

由外部因素影响导致基因表达的改变，最终引起

表型上的变异。这些变异只是表现在当代植株或

是当代植株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遗传给下一代。

常见的外遗传变异是组织培养中的复幼现象阻71，

在离体培养的环境下，取自成龄的外植体会由于

其能适应这种环境而一步步向幼龄化方向发展，

因而组织培养物可以从成龄向幼龄状态的任何一种

发育状态发展，形成的再生植株也会因为培养物

所到达的发育阶段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发育状态。

这种状态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也可以消失。Skim

等【28】报道，桉属植物(EHcn眵pms)的再生植株可以

着生无柄叶片，这种典型的幼龄习性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停止表达。还有一种外遗传变异是培养

的无性系组织或细胞的驯化作用，他们对生长

素、细胞分裂素或维生素的需求会失去而变为白

养【z虬s¨。外遗传变异还包括移栽后的极强生长优

势【32】和短暂矮化等【33，341。

除以上几种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类型以外，还

有一类变异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植物细胞器DNA

的变化。高等植物中，细胞质中的叶绿体和线粒

体基因组是相对独立于核基因组遗传的物质，在

进化上保持相对稳定。在遗传上表现为非孟德尔

方式，主要表现为母性遗传和体细胞中的分离现

象。细胞器DNA是真核生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组织培养中的体细胞无性系，其再生植株常

会发生细胞器基因组DNA的变异，从而导致再生

植株的表型出现变异。另外，在小麦花粉培养中

经常出现大量的白化苗，分析发现，这种白化苗

的叶绿体基因丢失达80％；无性系再生植株的线

粒体DNA也经常发生变异【351。总之，无性系细

胞器基因变异也应当引起重视。

2筛选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的方法

无论是人工诱导还是培养条件下自发的体细

胞无性系变异，变异类型繁多，方向不易控制，

因此对变异进行有效的筛选就至关重要。现在常

用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再生植株在大田栽培并筛

选出性状突变的植株；实验室通过外加选择压力

进行筛选能适应选择压力的变异体；其他如一些

生化及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分析验证也非常重要。

几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常常需要彼此联用才能得

到可靠的筛选结果。

2．1从田间再生植株中筛选有用的突变体这种方

法较为简单，得到的结果能直观反映变异产生的

性状变化，可以对改良的性状作出直接判断，而

且也是迄今为止筛选一些农艺性状(例如株高、穗

型、熟期及营养成分)的最有效的方法[20】。米海

莉等【361以春小麦品种宁春4号为实验材料，在实

验室通过细胞培养产生再生植株，而后通过大田

(含盐量为O．3％一0．5％)种植筛选耐盐的突变体。

收获耐盐突变植株的种子，用盐水培养，测定

15 d后幼苗生长量及生理生化变化的结果表明：

突变植株产生的后代的抗盐能力远远超过正常的植

株。目前，从田间再生植株中筛选有用的突变体

是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筛选突变体的再生植株的最主

要方法，也是不可替代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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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以选择压力选择体细胞无性系突变体这是类

似于微生物筛选抗性突变体的方法，通过无性系

在组织培养阶段向培养基中加入选择压，选择出

有用的抗性细胞系，然后经过再生获得抗性突变

体植株。在无性系的培养阶段，可发生变异的细

胞或细胞团高度集中，此时外加选择压力，可使

有抗性性状的细胞突变体数达到高浓度，而后将

这些细胞或细胞团诱导再生植株，得到无嵌合体

的纯合性状的植株，再结合大田筛选，以求最终

得到改良植株。这比单纯采用大田筛选可节省大

量的人力、物力，缩短育种周期。选择压力筛

选方法已在各种体细胞无性系突变体的筛选中应

用。现简述如下：

2．2．1以氨基酸和氨基酸类似物作为筛选剂选择某

些氨基酸超量表达的细胞突变体在体细胞无性系

培养中加入氨基酸或氨基酸类似物，其作用有两

个：(1)在氨基酸生物合成中起反馈抑制作用；(2)

被组入蛋白质中后使酶的作用失活，从而可筛选

到对反馈抑制不敏感的突变体，这些突变体可以

超量表达某些氨基酸。 赖氨酸、苏氨酸、甲硫

氨酸等氨基酸的合成都是以天冬氨酸为底物，受

其末端产物的反馈抑制调控，其中赖氨酸加苏氨

酸是天冬氨酸生物合成途径中的第一个调节酶——

天冬氨酸激酶的最有效的协同反馈抑制剂，因

此，用氨基酸作为选择剂可以选择出对反馈都不

敏感而过量合成赖氨酸和苏氨酸等氨基酸的突变

体。人们常用这种方法来提高作物中相对缺乏的

氨基酸含量，以改善营养品质。Schaeffer和

Sha叩e【37’38】于1981年和1987年报道了两例抗氨乙

基半胱氨酸加抗赖氨酸的水稻突变体，其种子蛋

白中赖氨酸含量和种子贮存蛋白均发生变化。耿

瑞双等【391采用离体培养方法，选择抗赖氨酸和苏

氨酸的玉米突变体，不仅获得了积累游离苏氨酸

和赖氨酸的突变类型，还筛选到了种子蛋白质组

分发生改变的高蛋氨酸和高赖氨酸突变体，性状

遗传稳定，育性正常。

但总的来说这类工作进展缓慢，主要存在着

以下问题：(1)突变体通常育性很差；(2)突变体大

多数仅涉及游离氨基酸水平的变化，而对种子蛋

白的影响则甚微。

2．2．2抗逆细胞突变体的筛选温度、水分是限制

植物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也是作物栽培中最主

要的两个影响植物生长的限制因素‘4们。用人工形

成的低温、干旱、盐碱作为选择压力，可筛选

抗逆细胞突变体。人们采用这种方法，已在番

茄、苜蓿、柑桔、水稻、芦苇和小黑麦等植物

中得到稳定的抗盐细胞系和再生植株。此外，采

用类似的手段，也筛选到了耐旱的高粱再生植株

和耐寒的烟草植株。

采用化学方法控制杂革已成为现代农业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4¨，但是那些对威胁农业生产的

重要杂草具有活性的除草剂，在除杂草的同时也

明显地伤害植物，这就限制了这些除草剂的应

用。对这个问题，以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解

决：(1)应用对作物伤害小的除草剂和方法；(2)通

过杂交育种方法，把和栽培作物亲缘关系近的野

生植物的抗除草剂成分导入栽培作物中。这两种

方法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生

物技术的发展，现在已能通过遗传工程的方法来

培育耐除草剂的作物品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

法：(1)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把耐除草剂基因导

入现有作物品种中；(2)通过结合合理的诱导植物

体细胞无性系筛选对除草剂具有耐性的突变体。

Chaleff和Creason{421已筛选到抗莠定的烟草组织突

变细胞体；此外，有人在烟草中还分离出抗杀草

强和抗2，4一D的细胞系【20】。

重金属离子是工业污染土壤的一个重要有毒

成分。有人用重金属离子为筛选剂已得到多种耐

铝、镉、铜或汞的植物突变体f43】，这对保护工

业污染地区的植被有重大意义。

2．2．3抗病细胞突变体的筛选植物病毒对植物的

毒害作用方式是多样的，而植物的抗性也是由多

基因控制的，因此在组织培养中很难观察到植物

体细胞、组织对病毒的抗性作用，因此，难以

进行有效、准确地筛选。但在毒素是致病的唯一

因素，且对植物组织、细胞或原生质体的毒害作

用与整体植株一致的情况下，则可以用毒素作为

筛选剂筛选抗病的无性系突变细胞，而后再生为

植株，从而建立能稳定遗传的有性生殖品系。这

方面的经典实验是C砌sonml于1973年完成的。他

用烟草野火病毒素的类似物甲硫氨酸磺(MSO)为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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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剂，筛选到了抗性细胞系，经诱导后形成的再

生植株，抗性能稳定遗传。陆维忠等H51以小麦赤

霉病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oN)为筛选剂，

对小麦愈伤组织进行抗性突变筛选，最终得到了

在无性系阶段及再生植株的后代中能稳定表达的抗

性性状，获得了一个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系。

2．2．4单倍体细胞筛选细胞突变体的应用单倍体

培养筛选体细胞无性系是近年新兴的一种方法【201，

具有高效和容易稳定两大优点。首先，由于单倍

体细胞中隐性突变可以在细胞中表达，因此，在

筛选压力使用下可以选择出具有隐性抗性基因的细

胞突变株，大大提高了筛选抗性细胞系的几率；

其次，抗性细胞系突变体是单倍体，通过人工加

倍即可获得纯合的突变株，从而加速突变体的稳

定和纯合过程。单倍体细胞培养主要包括花粉培

养、小孢予培养和未受精子房及卵细胞培养3个

方面。其中，花粉和小孢子细胞培养是体外诱导

单倍体的主要途径。花粉中含有单倍体细胞(小孢

子)和二倍体(药隔、药壁、花丝等组织)。詹亚

光等【461以杨树花粉为外植体诱导单倍体愈伤组织，

筛选耐盐、耐碱变异体，得到了性状稳定的突变

体再生植株。

尽管已在多种植物中建立了花药培养技术，

但仍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对于多数植物来

说，能形成有活力的胚的花药的比例很小。陆维

忠等H51在小麦花粉单倍体培养中发现，出愈率为

2．89％一15．12％，出芽率仅为O．34％一1．87％。但

这样的问题还有：产生二倍体、四倍体；在混

倍性的材料中很难分离到单倍体；单倍体加倍不

总能得到纯合体，纯合体的双单倍体优势表现出

后代分离；单倍体的诱导有很强的基因依赖性，

～些物种的花药培养仍然十分困难；从雌配子体

诱导单倍体时仍存在很多困难。所以，这方面的

研究进展缓慢。我国的单倍体育种已走在世界前

列，1971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就通过水稻花

粉培养获得了水稻幼苗；此后，我国在烟草、水

稻、小麦、玉米等作物中也获得了通过花粉培养

的品种，并大面积推广⋯】。

2．2．5外加选择压力筛选体细胞无性系方法的缺点

一些性状常常在再生植株与培养细胞、组织、

器官中表现不一致或者是在组织培养阶段表现相同

的性状，在再生植株中则出现分化。Scowcroft

和Larkin【481报道，一个烟草突变细胞系能产生过

量的尼古丁，但再生植株水平上则表现正常；从

再生植株建立的愈伤组织又能产生高水平的尼古

丁。‘另外，选择压力下的筛选，只是把在组织

培养阶段突变的具有目的性状的变异体进行浓缩、

集中，其表型在当代细胞或细胞的一定的阶段表

现为选择压的抗性。但是类型繁多、真正有用的

变异体很少，必须将再生植株再在大田中进行性

状筛选才能得到能稳定遗传的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

系。Miller和Hughes【491用Cercospora病毒毒

素——尾孢菌素(cercosporin)作筛选剂，处理烟草

原生质体细胞及甜菜悬浮细胞，几乎没有得到有

用的抗性突变系，即使得到的抗病植株，其表型

也可能发生高度变异，没有应用价值。

2．3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无性系变异中

的应用一般筛选得到的变异要在生化及分子水平

上进行分析与鉴定，研究变异的机制和原因，从

而更好地为应用体细胞无性系变异育种这一技术奠

定基础。这些技术主要包括同工酶(酶谱分析)及

分子标记技术。

通常某些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类型中的外显子

碱基组成会发生变化，翻译成不同氨基酸组成的

酶，并改变酶在电场中的迁移率，这时，可通

过分析酶谱变化检测变异是否发生。经常使用的

是酯酶和过氧化物酶，还有一些其他的可溶性

酶，如D淀粉酶、Adhl酶以及其他一些可溶性蛋

白(如麦醇溶蛋白、谷蛋白等)。詹亚光等【。s1在筛

选能耐盐的杨树再生植株中发现过氧化物酶发生变

化，在相同区带突变株比正常植株的酶在往往多

1条带。

同工酶的改变只能解释一部分变异，有些情

况下，同工酶的变化常与表型不一致，如有时候

表型的变化极为明显，而同工酶却没有任何变

化。并且，同工酶的酶谱易受环境及个体发育的

影响，目前还无法消除这些干扰；且此项技术只

有用可溶性蛋白才能进行分析，其所能检测的范

围也很有限。

分子生物学技术能够直接对变异的DNA进彳于

分析，比同工酶分析更能直接地反映无性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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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用的鉴定植物体细胞系变异的分子生物学

方法有：RFLP、随机扩增多态性(random ampli—

fied polymoriphic DNA，RAPD)、简单重复序列

(simple sequence repeat，SSR)等。RFLP是由于

碱基插入或缺失而引起的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发

生变化，导致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图谱变化的方

法。采用那些能特异性地识别甲基化碱基的限制

性内切酶，对检测由于DNA甲基化状态改变而引

起的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尤为有用。RAPD是近10

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新技术，它建立在

PCR的基础上，因其快速、方便、经济等优点

而迅速应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是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体细胞无性系变异鉴定方法。SSR是高

等植物基因组中普遍存在的l巧个碱基组成的简单

重复序列，亦称为微卫星DNA。因其重复次数

不同而造成每个座位的多态性，对其进行分析可

检测特定位点SSR的长度多态性，这种在长度上

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基因性个体在特定微卫星位点的

多态性，能够检测出因改变了引物退火位置或重

复次数而引起的体细胞无性系的变异。采用

RFLP、RAPD、SSR等方法分析，均发现表型

与DNA水平变化不相统一的现象。植物体基因组

非常巨大，植物中非编码序列占基因组的绝大部

分，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又往往是比较均匀地发生

在基因组的各个部位上的，目前的分子标记技术

只能检测其中的有限部分，因此，那些无表型效

果的分子多态性如此之高就不足为奇。

3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植物性状改良中的应用

最初主要采用组织培养条件下自发的体细胞

无性系变异改良植物性状，但是由于变异效率太

低，随着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育种中的应用，人

们已不满足于自然发生的变异频率，于是采用一

些化学和物理手段诱导变异发生，并从中筛选出

优良性状的植株。

3．1组织培养条件下自发的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

植物性状改良中的应用最初应用体细胞无性系变

异改良植物性状多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例

子非常多，如水稻‘51、大麦‘61、小麦限91、玉米【81、

旱芹【lo】、单冠毛菊⋯】、阳参1121等在组织培养条件

下自发变异，并已应用到了植物性状改良中。作

为一种育种手段，．体细胞无性系变异频率高低很

重要，这与外植体来源、培养基成分、继代培

养时间和再生植株的方式等多重因素有关。一般

认为，以分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或细胞作为外植体

时，其在合适浓度的植物激素诱导形成愈伤组

织，经过较长时间的继代培养，可分化出再生植

株，从中有可能得到较高频率的体细胞无性系变

异。

3．2体细胞无性系的人工诱导变异虽然通过对外

植体来源、培养基成分、继代培养时间、再生

植株方式等培养条件进行优化可以提高体细胞无性

系的变异频率，但提高的幅度不大，效果不很明

显，严重影响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植物性状改良

中的应用。后来，人们采用许多物理因素(如各

种射线)和化学因素(各种化学诱变剂、生长调节

物质等)可以大幅度提高体细胞无性系变异频率，

而且许多诱变因素还可以定向诱变，使无性系再

生植株高频率的出现一些有益突变性状。现介绍

如下：

3．2．1物理诱变主要是用各种射线，如x一射线、

丫一射线、紫外线、电离辐射等。其作用机制是：

用高能粒子的直接作用或其所产生的自由基的间接

作用，引起DNA分子的损伤，从而诱发细胞内

部潜伏的各种错误修复系统，因而导致很高的突

变率。张建军等【501用廿射线辐照水稻的无性系细

胞后，其再生植株出现频率高达23．33％~68．42％

的各种类型变异。这些变异主要表现为：染色体

倍性变化，再生植株的株高、穗型、熟期等多

个性状的变异。沈圣泉等【511以丫-射线辐射水稻的

幼穗后并以之作为外植体建立无性系，诱导再生

的植株，与亲本相比，有多个农艺性状明显得到

改良。

3．2．2化学诱导一些化学合成的生长调节剂及化

学诱变剂，能引起无性系的高频率变异，还有一

些化学物质能特异地针对植物的某些性状进行诱

变。

植物激素及其类似物引起体细胞无性系变异

的研究较多。2，4一D可增加紫露草属(7砌如J翻n砌)

雄蕊毛中的粉红突变体的产生频率f52l。很多情

况下，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常因生长调节物质浓度

的变化而发生异常现象。如有人认为在油棕【531和

非洲大蕉【蚓微繁植株的花序变异就是由于细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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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过量使用；培养皿中积累浓度非常低(小于l

n2．mL。1)的此类物质就会使试管苗生长严重失

常【5引。

组织培养物的多倍性与培养基中2，4一D之间关

系，既有正相关报道【111，也有负相关的报道。

D01ezel等【561研究认为，如果使用的浓度为O．25

mg．L～，2，4．D能增加多倍体有丝分裂和减少二倍

体细胞有丝分裂；但浓度升至20 mg．L。时，2，4一D

则能促进二倍体细胞分裂和减少有丝分裂不规则现

象。与2，4一D作用相似【571，较低浓度的生长调节

物质能够有选择地刺激多倍体细胞的有丝分裂，

而较高浓度则抑制多倍体细胞有丝分裂。

一些化学物质对无性系有诱变作用。当用化

学诱变剂甲基磺酸乙酯(EMs)处理烟草原生质体，

可以筛选出对烟草野火病有抗性的细胞系，诱导

再生植株后，这种抗性可稳定遗传【5 81。甲基紫精

(即除草剂“百草枯”)具有很强的氧化还原活

性，它通过诱发生成自由基而使植物产生广泛的

氧化损伤。在光照条件下，甲基紫精对菜豆的各

种类型SOD有强烈的诱导作用【591：而在黑暗条件

下，可诱导玉米叶绿体Cu／zn SOD的合成【删。但

曾庆平等f6¨研究发现，甲基紫精、水杨酸和甲基

萘醌都能诱导无性系培养细胞的SOD活性增加，

以水杨酸处理的大蒜培养细胞SOD活力可提高

1．84∞．65倍，但这种变异能否在再生植株及其后

代中生成稳定表型尚未深入研究。另外，激素特

别是一些化学物质，对无性系所产生的作用，可

能介于诱导作用与这些物质的选择作用之间。

3．2．3体细胞无性系的人工诱导变异的优缺点人

工诱变育种是目前作物育种中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个体或器官水平进行诱变育种有明显的缺点删：

(1)嵌合体现象严重，这是发现和分离突变体的的

主要障碍，会降低选择效率。(2)突变频率低，

所需选择的群体大，浪费人力、物力；而单纯

通过增加诱变剂剂量来提高突变频率则对材料的损

伤太大，效果不理想。(3)育种周期长。而以单

细胞(如原生质体)或小细胞团(如悬浮培养细胞系)

为处理对象的细胞水平上的诱导可能有助于解决以

上出现的问题【201。这种育种方式不仅具有体细胞

无性系育种的共同特点，即选择性高，育种周期

短，还可以有效地解决嵌合体问题。以培养的无

性系细胞为处理对象，可以使这些细胞形成胚性

状态，其植株再生途径常是体细胞胚胎发生途

径，因此经诱导处理可能还可得到单细胞起源的

在遗传上稳定的非嵌合体或同质突变体。

3．2．4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植物性状改良中的应用

的优缺点从上可以知道，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植

物性状改良中的应用甚为广泛，成功的例子非常

多。它有以下特点【5，7，2o'27’471：(1)可以有效地避免在

整株或器官水平上出现变异而导致的嵌合体现象，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稳定、纯合的突变体。(2)需要

的外植体材料很少，增殖速度快，这在实验材料

难以获取时尤为重要。(3)体细胞无性系的变异频

率高，特别是在人工诱变的情况下，变异分布于

各种性状中，并且筛选手段简单、快速，节省

人力、物力。(4)相对于体细胞杂交及基因工程技

术来说，操作难度小，适用的作物范围广，且

经济，易在广大的育种单位开展。(5)在使用外源

基因导入技术中，须对目的基因进行克隆、转

化，背景研究要求较高。但目前对植物的一些重

要性状还没有找到对应的基因，如穗型、株高等

性状；即使有对应的基因，也多是多基因控制，

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效果一般不是很理想。而这

些性状通过无性系变异往往能得到较大的改良。

(6)产生的变异多，类型复杂；并非所有的变异

都能稳定遗传。(7)变异的方向多为自发，难以控

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负方向变异多，或者

是出现某一个性状表现优良，而其他性状则出现

负方向变异。(8)虽然变异范围广，但由于单基因

或少数基因变异的情况较多，所以只适用于对现

有品种进行有限的修饰和改良。(9)体细胞无性系

变异育种对不同作物的效果不同，相对来说，对

于以营养器官繁殖的作物如马铃薯、甘蔗、甜菜

等效果较好，而对种植面积很广的小麦、大麦、

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效果则很差【62，63】。

4结语

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出现体细胞变异是一种

很普遍的现象，且许多变异对植物性状改良是有

益的，并可以稳定遗传。目前，人们对植物体

细胞无性系变异机制的研究不够充分，虽然对一

些变异现象进行了解释，但仍不能揭示变异的全

部机制。由于无性系变异改良植物性状的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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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操作简单、周期短等优点，在育种中已有广泛

的应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育种方式。在实际应

用中，人们往往采用化学和物理方法诱导发生高

频率的突变，并结合多种筛选方法筛选出性状优

良的突变体。为了更好地利用这项技术，该领域

的研究应集中到以下几点：进一步明确植物体细

胞无性系变异的机制，寻求效率更高的诱导、筛

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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