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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组培苗遗传变异的RAPD检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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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对红掌 的遗传变异做 出检测 ．从红 掌品种粉冠军 继代 6代后 的组培 苗中随机选 取 100株样品进 

行 RAPD分析 ，从 50条 随机引物 中挑 选出 7条稳定性 较好的引物 ，共扩增 出 48条带 ．其 中 1株样 品带型发 

生 变化 ，红掌组 培苗 的样 品变异率 为 1％。研究结果 为红 掌工厂化 育苗提供 了快 速 、经 济和准确 的遗 传变异 

检测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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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was to detect the genetic variation in A nthurium alzdraeoltum．One hundred tissue culturing seedlings 

ofPink Champion variety sub—cultured 6 time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for RAPD analyses．Seven of50 random pfime~were 

used in this study for its stabilized amplification．Foay-eight clear bands were amplified from the samples mentioned above 

and l sample varied in the bands．So the genetic variation rate of the samples was 1％ ．The research results would provide 

rapid，economical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genetic variation for industrial seedling in A nthurium andFo~anlt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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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An ri“n2伽d， 伽“ )为天南 星科花烛 

属植物．因其花形独特。盆切两用，切花保鲜期 

长 ．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红掌是异花授粉植物 ， 

后代性状分离严重 ．变异率高．常采用分株等无性 

繁殖方法．但其生长缓慢，易带病虫害。因此，生 

产中主要采用组织培养繁殖种苗[1J。目前国内的种 

苗供应主要靠进E1．国产种苗普遍存在变异率高， 

种植后 品种退化严重 ．产花率低等问题 ，严重制约 

了红掌种苗的本地化生产 因此建立红掌种苗变异 

的检测技术。对打破技术瓶颈、实现红掌种苗国产 

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遗传变异检测方面的研究 

较多[2-71．石斛兰和文心兰的变异 检测技术 已有相 

关研究f8-9]．红掌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方 面也 

见报道【10Ï]．但是红掌种苗的变异检测技术还未涉 

及。本研究以 RAPD技术为基础 ，进行红掌母本和 

组培苗的变异检测技术研究，以实现优 良种苗商品化 

生产，为红掌的工厂化育苗体系的建立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采用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热带植物 

隔离检疫中心红掌种质资源圃保存的种植两年性状 

稳定的 ‘粉冠军 Fink Champion’母本 ．组培苗是 

由 ‘粉冠军 ’愈伤组织经继代 6次后直接诱导分化 

的植株 ．随机选取 100株用于种苗变异检测。 

1．2 方法 

1．2．1 红掌基因组 DNA的提取 参照张瞍f12J和范 

永山It31的方法 

1．2．2 DNA的 纯度 和 浓度 检 测 取 5 L样 品 

DNA加上 Loading buffer后 ．使用 l 琼脂糖凝胶 ． 

在 0．5 xTBE缓 冲 液 中 ．3V／cm 恒 压 电泳 1 2 h 

(Pcwer PAC3000电泳仪 ．BIO—RAD)。根据 电泳 

结果检测 DNA质量 

1．2_3 RAPD反应条件及引物筛选 RAPD反应采用 

25 L体系：IOxPCRBuffer2．5}xL，dNTPs2 L，raq 

Polymerase 1U(5U／gL，TaKaRa)，DNA模板 30 ng， 

引物 1 L(5 l~mol／L)，ddH20 18．3 txL。RAPD反应 

程序为 ：94℃预变性 5min．94 oC变性】rain．36 oC 

退火 1 mjn，72 延伸 1 min，4O个循环．最后 72 

qC延伸 6 min 随机 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合成 于 PCR仪(Veriti 96WellThermal Cycler， 

Applied Biosystems)上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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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琼脂糖凝胶电泳及成像 扩增反应结束后． 

取 10 L RAPD扩增产 物反应液 ，在 0．5~TBE缓 

冲液 中．2．0％琼脂糖凝 胶上 电泳 ．3V／cm恒压 电 

泳 1～2 h 电泳结束 后 于凝 胶成像 系统 中进 行成 

像 、拍照 

2 结果与分析 

2．1 DNA提取 

利用 SDS法提取的 DNA杂质少 ．能有效减少 

多糖和杂蛋 白的影响 从 红掌的基 因组 DNA的电 

泳图可 以看出 ．实验 中所提取 的 DNA完整性好 ． 

基本无降解 ．电泳孔无 多余 杂质存 留 ．样 品 中的 

RNA酶处 理 消化 良好 ．说 明本提 取方 法 获得 的 

DNA纯度高．杂质少．可用于红掌的遗传变异检 

测用 ．见图 1 

M：DNA Marker 15 000；1-6：红掌粉 冠军样品 。 

图 l 红掌粉冠军基 因组 DNA 

2．2 随机引物的确定 

从 50个 1O bp的随机 引物中筛 选 出 7个稳定 

性较好的用于 RAPD扩增 ，碱基序列见表 1。 

表 1 随机 引物及序 列 

2．3 组培苗的变异检测 

米用 S91、$99、S125、$283、S1159、OP49和 

OP80共 7条引物对红掌粉冠军母本及其组培苗进行 

RAPD变异检测。其结果共扩增出48条带 ．平均每条 

引物 6．8条带 ，100个样品中有一个样 品在约 800 bD 

处增加一条带 ，样 品变异率为 1％(图 2) 

M：DNAMarker2000；1：空 白 ； 

2：红掌粉 冠军组 培苗母 本 ；3～16：红掌粉冠 军组培 苗。 

图 2 红 掌粉冠军组培 苗 Sl159扩增 出的差 异条带 

3 讨 论 

(1)红掌组培苗一般通过外植体诱导愈伤组 

织．然后再从愈伤组织分化出再生植株．整个过程 

易发生变异。培养过程 中激素的积累．尤其是继代 

增 殖分化 阶段 ．愈伤组织的诱 导过程也易引起变 

异 _l4】：因此 ，变异检测成 了生产 中亟待解决 的问 

题 同时工厂化育苗生产规模大，实际操作中很难 

进行全部种苗 的变异检测 ．而是通过 同批次 的种 

苗进行随机抽检统计变异率来控制 ．因此种苗变 

异的快速检测技术对于优 良种苗的生产意义重大 

(2)目前 ，国内外对品种的遗传变异检测主要 

通过植物形态学进行鉴定与分析．但是植株的很多 

基 因水平的变异不全部表现在性状上 ．只有少数能 

够通过形态学分析鉴定 出来 ．仅仅依靠形态学的观 

察 往往很难做 出准确的检测 本研究结果提供 的 

RAPD检测技术是基于 DNA指纹 图谱技术 ．具有 

快 速 、准确 、体系 简单 的特点 ．对 于样 品基 因组 

DNA的要求较低 、DNA序列上的某个碱基 的改变 

都有可能检测出来等特点。相比较而言．AFLP技 

术不仅成本高，而且操作也复杂．SSR技术需开发 

很多引物．工作量大【l5J 

(3)本研究所检测的红掌组培苗共继代 6次 ． 

结果表 明其变异率为 1％。随着继代次数 的增加 ． 

变异率必然有所上升 ，但上升 的情况如何 ．继代多 

少次后 的变异率达到种 苗生产能够忍受 的极限等 ． 

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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