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生理学报  Plant Physiology Journal  2014, 50 (12): 1753~1758　　doi: 10.13592/j.cnki.ppj.2014.1033 1753

收稿 2014-10-15　　修定      2014-11-26
资助 上海市科委基础重点项目(14JC1405300)、上海市种业发

展项目[沪农科种字(2012)第7号]、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

术体系(CARS-05)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学科领域建设专项

(LY11)。
      * 通讯作者(E-mail: sw1@saas.sh.cn; Tel: 021-62201032)。

花药和小孢子培养技术应用于大麦育种的回顾与展望

王亦菲, 陆瑞菊, 黄剑华*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上海市农业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上海201106

摘要: 大麦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作物之一, 也是啤酒和饲料工业的重要原料, 因此培育耐逆、抗病、丰产、优质大麦新品种, 
可以大大提高大麦的产量和品质。育种方法的改进, 可以提高大麦遗传改良的效率。本文对大麦的花药和小孢子培养技

术在遗传改良上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对依据小孢子培养技术, 发展多项大麦遗传改良技术的前景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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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rley (Hordeum vulgare 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ereal crops in the world, and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s for malting and animal feed.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barley, it is 
critical to breed new cultivars with the traits of stress tolerance, anti-disease, high yield and excellent quality. 
Efficiency of genetic improvement for barley can be increased by development of breeding method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work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ther and microspore culture in barley genetic improvement, and dis-
cussed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for barley genetic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microspore cultur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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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Review

作物育种包含三个主要过程: 一是通过各种

途径创造变异, 二是按育种目标选择变异, 三是使

有益变异迅速稳定并将其发展成为新品种。近代

作物育种的历史表明, 育种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

用将会极大地提高作物育种的效率。

60年代印度科学家从毛叶曼佗罗花药中首次

诱导出单倍体植株(Guha和Maheshwari 1964), 利
用大麦花药离体培养方法产生单倍体植株最早成

功于1973年(Clapham 1973), Kohler和Wenzel于
1985年报道了大麦小孢子离体培养。花药和小孢

子离体培养技术被国内外有关科学家和育种者所

重视和采用, 是因为花药培养再生植株经染色体

加倍成纯合加倍单倍体(doubled haploids, DHs), 再
生植株的所有基因都已纯合固定, 理想的等位基

因不会在以后的世代中由于分离而丢失, 可以避

免杂种后代的严重分离 ,  从而加速性状重组过

程, 缩短育种年限, 使各种隐性性状得以表现出

来, 以致可以在配子体水平上进行优良基因的筛

选, 极大地提高选择效率, 尤其可以提高由主效基

因控制的质量性状和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的选

择效率。

大麦是啤酒业的主要原料, 中国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啤酒生产和消费国 ,  啤酒年产量已接近

3 000万吨, 需要啤麦330万吨, 同时, 大麦又是优质

饲料。江苏、上海沿海地区是种植大麦的适宜地

区, 培育耐逆、抗病、丰产、优质大麦新品种, 无
疑可以提高这些地区栽培大麦的产量和品质。

与其他主要农作物相同, 包括诱变育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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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无性系变异技术、加倍单倍体育种、分子标记

辅助以及转基因育种等各类育种技术在大麦育种

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本文对大麦花药

和小孢子培养技术在遗传改良上的应用进行综述, 
对依据小孢子培养技术, 发展多项大麦遗传改良

技术的前景展开讨论。

1  花药培养技术应用于大麦遗传改良的研究

花药培养技术应用于大麦育种, 其前提工作

是建立花药培养高频再生技术。黄剑华等(1993, 
2001)和孙月芳等(2003)报道了以改良大麦迟钝基

因型花药培养胚性愈伤组织形成频率为目的的研

究结果, 采取一定的综合措施, 即: 取主茎或大分

蘖穗中的花药、供体材料适当早播、适当提高诱

导培养基中生长素的使用浓度和添加水解酪蛋白

(casein acid hydrolysate, CH)、麦穗和花蕾提取液

及脯氨酸等, 均可以提高迟钝基因型的花药培养

效果。黄剑华等(1991)报道了以上百份大麦基因

型为供试材料, 获得平均绿苗分化率5%的研究结

果, 继而又报道了大部分供试材料的绿苗率提高

到10%以上, 部分达到50%以上的花药培养结果

(黄剑华等1998)。华为等(2013)使用甘露醇预处理

大麦花药, 再在相应的诱导培养基和再生成苗培

养基上培养, 获得了大量分化绿苗。利用该方法

比较了10个大麦杂交组合花药预处理4 d和5 d的效

果, 结果表明花药预处理4 d或5 d对培养效果没有

显著差异, 均能达到较高的绿苗产率。同时利用

该方法比较了25个杂交组合的花药培养效果, 发
现组合间存在显著差异, 而且绿苗产率与花药培

养反应率(培养的花药中诱导出愈伤组织的花药比

率)和绿苗分化率呈极显著正相关。Guasmi等
(2013)报道了通过优化培养技术(取单核中期的花

药接种和花药经过0.3 mol·L-1甘露醇预处理20 d), 
使3份不同基因型大麦‘Igri’、‘Saida’和‘Libya’的
花药培养反应率分别达到80%、60%和30%。

国内外科学工作者利用大麦花药培养方法, 
对促进抗病、耐逆、高产及品质遗传改良的方法

和技术进行了研究, 同时, 获得了相应的优良大麦

种质材料。

通过抗大麦黄花叶病(barley yellow nosaic vi-
rus, BaYMV)六棱品种与感病二棱品种杂交F1的花

药培养, 快速获得了二棱抗BaYMV的重组体, 又证

实了大麦花药培养后代植株中有一半为抗性植株

的设想 ,  并且获得了一批较好的花培株系材料

(Foroughi-Wehr和Friedt 1984; Foroughi-Wehr和
Wenzel 1990); 通过花药培养技术与轮回选择的结

合, 加速了抗BaYMV和大麦云纹病(Rhynchospori-
um secalis)两种病害的大麦新株系培育进程(Dletz-
mann和Foroughi-Wehr 1996); 以瑞典引进的大麦核

质互作型雄性不育三系与当地大麦品种(系)杂交, 
其F1经花药培养再生的植株染色体加倍后, 从中筛

选出4个具开颖、抗大麦黄花叶病(BaYMV)的保

持系, 培育出不育率在97.20%~98.48%的4个不育

系和结实率大于95.00%的2个恢复系(杜永芹等

1996); 通过抗病材料与感病材料杂交F1的花药培养, 
获得双单倍体群体, 对该群体的抗感分离比进行了

分析, 获得了大麦抗秆锈、叶锈和白粉病的遗传控

制模式(Steffenson等1995); 结合抗BaYMV育种工

作, 开展了大麦花药培养研究, 从花培后代中选出

一些理想株系, 进行了鉴定试种(朱睦元1994)。
在含盐培养基上培养大麦花药并选择耐盐花

药培养再生植株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盐胁迫培养

基上通过F1花药培养筛选耐盐基因型是可行和有

效的(Ye等1987); 孙月芳等(2005)报道了辐照处理

花药后在铝胁迫培养基上诱导形成愈伤组织并在

铝胁迫培养基上少量分化形成绿苗; Bian等(2013)
应用花药培养获得大麦DH株系用于耐酸铝基因标

记筛选, 获得的新标记被进一步定位到4H染色体

上的一个与酸土耐性相关的QTL (数量性状位点)
区域, 可以解释DH群体66.9%的表型变异; 通过比

较双单倍体株系与F2集团(F2 bulks)方法对改良大

麦耐旱性的效率, 明确了利用花药培养产生双单

倍体的技术可以用于抗旱高产大麦新品种的选育

程序(Mayer等1995); 王军等(2007)以源于大麦

(‘Yerong’×‘Franklin’)杂交组合的加倍单倍体(DH)
群体165个系为材料, 考查湿害处理和对照的株

高、穗长、穗下节长、单株穗数、主穗粒数、单

株粒重、单株粒数、单株干重、千粒重、绿叶数

和叶绿素含量, 以各性状的耐湿系数作为衡量DH
系耐湿性的指标, 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动态聚类

分析和隶属函数法, 从样本相关矩阵出发, 对大麦

DH群体165个系的主要性状进行综合分析, 提出了

3个反映大麦主要耐湿性状的主成分及函数式,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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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为穗粒因子, 第3个为绿叶数因子; 对165个系

的耐湿性能力进行基于3个主成分的三维空间下

的动态聚类分析和综合评价 ,  将其分成高度耐

湿、中度耐湿和极不耐湿3类; 栾海业等(2014)以
耐湿大麦品种’泰兴9425’与湿害敏感品种‘Frank-
lin’构建的花药培养DH系及亲本为材料, 在湿害胁

迫条件下 ,  考察了大麦苗期与耐湿性相关的根

长、根鲜重、根干重、茎叶鲜重和茎叶干重, 各
性状均表现为连续分布, 且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双

向超亲遗传类型, 为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 5个根

系及茎叶性状共检测到13个QTL。利用大麦花药

培养方法“固定”突变体杂种优势, F1花培产生的

DH株系表现出较明显的产量优势(Polok等1997)。
在利用花药培养结合传统育种技术选育大麦

新品种研究上, 我国科技工作者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1996年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与中国

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合作, 利用花药培养技术, 培育

出优质大麦新品系‘91单2’, 而后, ‘91单2’通过江苏

省品种审定, 定名‘单二’ (李安生等2000)。1997年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与浙江省嘉兴农业科学研究所

合作, 利用花药培育技术, 培养F2代的花药, 在4年
时间内, 选育出高产大麦新品系‘花94-30’。‘花94-
30’分别通过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安徽等地

的品种审定, 定名‘花30’ (黄剑华等2000b)。该品种

推广种植面积接近1 000万亩(相关成果获2003年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杨建明等(2003)在报道

大麦育种研究进展时, 提及建立了成熟的大麦花

药培养DH育种技术, 运用该技术已先后育成了‘单
二’、‘单95168’、‘单57’等啤用大麦新品种和优质

啤用大麦材料。黄剑华等应用杂交结合花药盐

胁迫培养技术育成大麦新品种‘花22’(郞淑平等

2006), 该品种已经成为江苏、上海等地的主要

栽培品种(相关成果获2008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育种工作者利用大麦花

药培养形成加倍单倍体育种技术, 获得了一大批

优良加倍单倍体株系, 一些商业公司将花药培养

形成加倍单倍体技术用于大麦新品种培育程序(私
人通讯)。
2  小孢子培养技术应用于大麦遗传改良的研究

相对花药培养, 小孢子培养是真正意义上的

细胞培养系统, 且是单倍体、单细胞系统, 其所形

成的再生植物全部为单倍体或加倍单倍体。小孢

子细胞内只有一套染色体(基因), 单倍体细胞内基

因发生的任何变化, 可以通过染色体加倍一次性

纯合。

大麦小孢子离体培养高频再生是应用于遗传

改良的关键, 该培养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大田种植的杂交F1材料游离小孢子培养的平均绿

苗再生频率为11株·(105个小孢子)-1, ‘花22’的绿苗

再生频率达253株 · (10 5个小孢子 ) -1 (陈志伟等

2012)。运用培养基中添加完整小花的方法, 明显

提高了多个基因型大麦小孢子离体培养的胚状体

诱导及其绿苗分化率(Lu等2008)。在迟钝型的六

棱春性大麦上, 通过改变植物生长调节剂, 采用噻

苯隆(thidiazuron)和麦草畏(dicamba)以及细胞分裂

素3-[(9H-嘌呤-6-氨基)甲基]苯酚(meta-topolin), 成
倍提高了小孢子培养绿苗分化率 ( E s t e v e s等
2014)。Castillo等(2014)以2份春性六棱大麦和2份
春性二棱大麦为供试材料, 通过研究, 观察到(1)适
宜的幼穗取材时间, (2) 0.3 mol·L-1甘露醇预处理2 
d或结合低温、高温的15 d预处理, (3)诱导培养基

中添加甘露醇(32 g·L-1)以及(4)每mL 106个小孢子

的培养密度都能够明显提高小孢子离体培养的绿

苗再生频率。

陆瑞菊等(2011a, b)研究了大麦小孢子愈伤组

织培养阶段的诱导培养基中NaCl含量和氮含量与

愈伤组织产量的关系。并提出NaCl胁迫和氮素胁

迫下, 不同基因型小孢子培养愈伤组织产量的相

对值与苗期植株高度、茎叶干重、主根长度和根

干重的相对值以及单株产量的相对值存在一致性, 
说明供试品种小孢子水平与植株水平的耐盐性和

耐低氮性存在相关性和一致性, 为开展小孢子水

平的抗盐、耐低氮筛选奠定了理论基础。

陆瑞菊等(2012)以大麦品种‘花30’作为供试

材料, 比较了甲基磺酸乙酯(ethylmethylsulfone, 
EMS)处理小孢子、平阳霉素(pingyangmycin, 
PYM)处理小孢子、

60Co γ-射线辐照离体穗上的游

离小孢子、60Co γ-射线辐照干种子后再取其植株

上花药中小孢子这4种处理, 然后考察这些处理后

的游离小孢子在300 mg·L-1 NaCl胁迫培养下的愈

伤组织产量和愈伤组织在0.5% NaCl胁迫筛选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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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绿苗产量。结果表明, EMS处理离体小孢子

和60Co γ-射线辐照干种子的愈伤组织产量和绿苗

产量明显优于平阳霉素处理小孢子和60Co γ-射线

辐照离体穗的。以16份源于种子辐照处理的再生

植株自交一代种子为供试材料 ,  比较了在0.5% 
NaCl胁迫下种子的发芽率和幼苗的成活率以及植

株的分蘖数、株高和单株产量。结果表明, 原始

品种‘花30’的发芽率为0, 而供试的16份耐盐变异

体中, 有14份材料在NaCl胁迫下的发芽率优于‘花
30’, 鉴定出4份耐盐性明显优于‘花30’的变异体

材料。

以EMS处理大麦品种‘花30’的游离小孢子, 小
孢子经过低氮胁迫培养获得再生植株, 再生植株

自交后获得加倍单倍体(DH)株系, 在正常施肥和

低氮胁迫两种施肥条件下对DH株系进行鉴定, 选
择株高、单株有效穗和单株产量3个农艺性状作

为鉴定指标, 并与原始亲本‘花30’进行比较。结果

表明: 在大田正常施肥和低氮胁迫条件下, DH株系

中株高、有效穗和单株产量3个性状出现了明显

的正向变异, 在低氮胁迫下的表现更为明显。说

明利用游离小孢子的EMS处理结合低氮胁迫筛选

培养, 可以获取提高了耐低氮性的纯合变异体(陆
瑞菊等2014)。

在应用小孢子培养技术选育大麦优良品种研

究上, 我国科技工作者取得了领先的成绩。黄剑

华等在国际上首次利用杂交结合小孢子盐胁迫培

养的育种方法育成优良啤酒大麦品种‘花11’(黄剑

华等2000b; 陆瑞菊等2002)。该品种在江苏、上海

沿海地区大面积种植。它的耐盐性、抗逆性和丰

产性均优于‘花30’。该品种与‘花30’均来自于同一

杂交组合, ‘花30’是通过花药培养技术为核心的育

种方法育成的,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孢子水平的

培养更易于产生耐逆性、丰产性更好的再生植株

(相关成果获2011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志伟等(2012)报道了大麦空间诱变与小孢

子培养复合育种技术, 其主要特点为: 供试大麦品

系的种子搭载卫星上天, 返回地面后种植于大田, 
取其植株上花药中的小孢子(单倍体细胞), 进行高

盐、低氮、缺水、病菌毒素等胁迫因子的离体培

养, 存活小孢子携带了相应的抗性变异基因, 经进

一步的生长发育, 筛选出携带抗性变异基因的胚

状体, 再经胁迫分化培养, 获得具相应抗性的再生

苗, 通过染色体自然或人工加倍, 获得加倍单倍体

纯合抗性再生植株, 自交一代经大田的高盐、低

氮、缺水、病菌接种鉴定 ,  筛选出抗盐、耐低

氮、抗旱、抗病能力明显提高的优异新种质, 通
过进一步的综合农艺性状考察, 即可以在二年内

获得耐盐、节肥、抗旱、抗病新品系。首次应用

空间诱变与小孢子盐胁迫培养复合育种技术育成

‘空诱啤麦1号’ (沪农品认大麦2010第002号)和‘空
诱啤麦2号’ (沪农品认大麦2012第001号) 2份优良

大麦新品种。

依据上述研究结果, 作物种子、小孢子经过

诱变后, 其耐逆、抗病性会发生变异, 且这种变异

能够传递给后代。小孢子水平的耐逆、抗病定向

筛选, 可以提高抗性配子体的捡出率, 经染色体加

倍后, 所获的抗性基因可一次性纯合。

与花药胁迫培养筛选方法相比, 小孢子胁迫

筛选方法的灵敏度更高, 更易筛选出抗性变异体, 
经染色体加倍后, 抗性变异体的纯合率达100%; 与
花药培养技术相比, 游离小孢子脱离了花药壁的

保护, 直接置于离体培养环境, 诱导形成的胚状体

和再生植株的抗逆性比花药培养的更强。

3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大麦花药培养技术主要应用于生产

加倍单倍体株系, 加快优良性状的聚合以及构建

DH作图群体, 提高重要性状的遗传控制分析效率; 
而在小孢子培养上, 主要集中在技术优化研究上。

依据基于植物细胞全能性科学原理的小孢子培养

技术的特点和优势, 笔者所在实验室正在运用大麦

小孢子培养技术, 构建DH作图群体, 研发单倍体诱

变及胁迫筛选技术, 构建基于小孢子突变体的“近
等基因系”, 探索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大麦单倍体转

基因技术。以下对基于小孢子培养为核心的多项

大麦遗传改良新技术进行简要阐述与展望。

3.1  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大麦加倍单倍体及作图群

体构建技术

小孢子植株经染色体加倍成纯合双单倍体

(DHs)后所有基因都已纯合固定, 理想的等位基因

不会在以后的世代中由于分离而丢失, 可以避免

杂种后代的严重分离, 从而加速性状重组过程, 缩
短育种年限, 使各种隐性性状得以表现出来, 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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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配子体水平上进行优良基因的筛选, 极大地

提高选择效率, 尤其可以提高主效基因控制的质量

性状和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的选择效率。通过

大田的一次性鉴定, 即可选育出优良纯合株系。可

以迅速聚合位于不同品种的抗性、丰产性优良基

因, 培育出抗性更强、丰产性更好的新品种。

杂交一代花药中含有大量的基因重组配子体

(小孢子)。通过小孢子培养方法可以获得基因重

组胚状体。通过染色体加倍, 即可获得基因重组

的纯合加倍单倍体分子永久作图群体。

DH群体与常规群体相比有以下优点: 提高各

种纯合基因型出现的频率, 缩小试验规模。并且

DH群体为永久性群体, 可多年多点种植, 有效减少

环境误差, 提高试验分析的准确性; DH群体在分子

生物学上的应用最具优势的就是构建遗传连锁图

及QTL分析, 因为群体中每个个体在遗传上都是纯

合的, 非常适于连续性资料积累。

3.2  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大麦单倍体诱变及胁迫筛

选技术

单倍体细胞仅含一组染色体, 任何一种基因

都不存在与其对应的等位基因, 经诱变引发突变

后, 在培养过程中给予病毒素、营养、非生物逆

境等胁迫处理, 可以获得携带相应突变抗性基因

的再生加倍单倍体(DHs)植株, 所有基因一次性

纯合, 经过大田一次性筛选, 即可获得理想的纯合

株系。

3.3  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大麦转基因技术

由于小孢子细胞为单倍体细胞, 可以发展成

为转基因的理想受体。外源基因整合进入大麦染

色体组后, 经染色体加倍后不存在等位基因的干

扰, 且所有基因均一次纯合, 所控性状的遗传稳定

性好。另外, 随着小孢子原生质体培养技术的突

破, 利用单倍体原生质体可直接吸收外源DNA。

3.4  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大麦单倍体细胞杂交技术

二个单倍体原生质体融合后, 更易于存活和

再生成株 ,  可以发展成为多基因转移的新颖载

体。不同类型的野生或栽培大麦均含有一些有价

值的多基因控制性状, 通过单倍体原生质体可以

转到其他种或属植物的原生质体中去。也可以将

其他植物中所含的多基因性状转到大麦单倍体原

生质体中。

3.5  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大麦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

利用小孢子培养形成的DH作图群体和纯合

突变体, 易于筛选到与重要农艺性状连锁的分子

标记。运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小孢子培养相结

合的方法, 不仅可使目的基因快速聚合, 并且可使

与分子标记连锁的目标性状易于选择和稳定遗

传。

3.6  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大麦“近等基因”系构建技术

由于小孢子突变体和亲本类似于近等基因系, 
只有一个或主效基因的差别, 与原始亲本相比, 遗
传背景相似而仅有目标性状差异。利用小孢子突

变体, 通过从形态、生理生化及分子水平上对变

异机制进行研究, 可以加深对大麦重要性状的生

理、遗传控制机理的认识; 同时, 揭示一些谷类作

物重要农艺性状分子调控的可能机制; 也能够为

进一步获取大麦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及自主知识

产权的重要新基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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