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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甘蓝型油菜基因及其应
用。
本发明筛选了一个在油菜不同生育期都具有
功 能 的 耐 旱 性 相 关 基 因 B n A .N F - Y A 7 ，根 据
BnA .NF-YA7基因SNP位点设计的dCAPS标记能准
确鉴定出耐旱材料，
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广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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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
能够进行甘蓝型油菜耐旱种质资源鉴定
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为选育耐旱且农艺、
品质
性状优良的育种材料或品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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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甘蓝型油菜的耐旱基因 ,其特征在于，
该基因为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的一个核
转录因子的等位基因，
其位于19159584bp的碱基为C。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甘蓝型油菜的耐旱基因，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因的特征序列位
于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19159555bp-19159690bp，
具有SEQ ID NO:1所示的序列。
3 .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因序列在筛选、选育、制备或检测甘蓝型油菜耐旱
品种中的应用。
4 .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子标记在筛选、选育、制备或检测甘蓝型油菜耐旱
品种中的应用。
5 .一种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选育、制备或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
骤：
1)基于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位于19159584bp的碱基位点，
利用dCAPS Finder2 .0在线
网站设计引物，
结合限制性内切酶NdeI开发dCAPS标记；
2)提取多个株系的DNA，
如甘蓝型油菜具有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因序列，
则
为耐旱型甘蓝型油菜。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选育、制备或检测方法，
其特征
在于，
所述步骤2)中，
提取DNA后进行PCR扩增所用的左右引物序列分别为：
左引物：
5 '-CCATATCCAGATCCTTACTACAGACATAT-3 '；
右引物：
5 '-TCCCATTAAATGTGCATGTACCTGA-3 '。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选育、制备或检测方法，
其特征
在于，
所述步骤2)中，
提取DNA后进行进行PCR扩增、
酶切和电泳，
电泳完成后用凝胶成像系
统观察，
若显示的条带位于105bp处，
则为耐旱材料。
8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选育、制备或检测方法，
其特征
在于，
所述PCR扩增程序如下：
94℃预变性5min；
94℃变性30s，
55℃退火30s，
72℃复性1min，
35个循环；
72℃延伸10min，
12℃保存。
9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PCR扩增
反应体系如下：
12 .5μL 2×Taq Master Mix缓冲液，
10μmol/L的引物各0 .5μL，
50～100ng基
因组DNA，
5U/μL的Easy Taq酶0 .25μL，
ddH2O双蒸水补足至25μL。
10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PCR扩增
产物采用1 .8％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上样量5 .0μL ；
电泳缓冲液为0 .5×TAE，
120V电泳
25min；
电泳完成后用凝胶成像系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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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甘蓝型油菜耐旱基因及其分子标记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甘蓝型油菜的耐旱基因及其分子标记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作物的耐旱性表型是由自身的生理抗性和结构特性以及生长发育进程的节奏与
农业气候因素变化配合的程度决定的，
与作物种类、材料基因型、
形态性状、生理生化过程
及干旱发生时期、
强度及时间长短有关，
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状。
[0003] 作物耐旱性鉴定技术最常用的是大田直接鉴定，
此外也有旱棚控水鉴定和控制土
壤水分含量的盆钵试验。鉴定指标主要包括产量、形态、生理和生化指标等，
此外也根据多
项指标所测数据获得材料耐旱总级别值或采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函数法鉴定材料耐旱性。
大田直接鉴定法仅限于在干旱、
半干旱地区或干旱季节进行鉴定，
受外界环境限制；
而旱棚
与盆钵鉴定受设施空间限制，
不利于大规模材料在同一时期即同一环境下进行耐旱性鉴
定。此外，
对单个指标进行鉴定缺乏准确性，
而对多个指标进行鉴定程序复杂、
耗时、
耗工且
对材料具有破坏性。
[0004]
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
当前主栽的甘蓝型油菜在整个生长季节需水量较
大，
对干旱的适应能力较差。甘蓝型油菜的耐旱性是由多基因控制并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的
复杂综合性状，
但近年来，
甘蓝型油菜在干旱胁迫方面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QTL、显著关联
标记和候选基因的挖掘，
目前并未获得具有显著耐旱性的等位基因，
无法用于分子标记辅
助选择在种质资源鉴定和耐旱品种选育方面的应用。
[0005] 在甘蓝型油菜耐旱种质资源鉴定和新品种选育过程中，
主要采用常规鉴定方法，
而常规鉴定方法耗工耗时、效率较低下，
对材料具有破坏性，
易受外界环境和主观意识影
响、
准确性较差，
严重制约了耐旱性品种的选育。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甘蓝型油菜的耐旱基因及其分子标记与
应用，
本发明所述的基因，
在芽期、苗期和成熟期都可被诱导表达，
且具有所述等位基因的
材料在芽期、苗期和成熟期都具有较强的耐旱性。本发明利用所述等位基因开发的分子标
记，
可通过分子标记鉴定种质资源耐旱性和辅助选育耐旱性新品种，
不易受环境影响，
准确
性高；
只需要利用植株少许叶片提取DNA，
对育种材料破坏性小；
可在早期进行选择，
效率
高，
有利于加快培育耐旱、
高产和优质品种的进程。
[0007]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甘蓝型油菜的耐旱基因 ,该基因为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的一个核转录因子的等
位基因，
其位于19159584bp处的碱基为C。
[0009] 本发明所述的甘蓝型油菜基因BnA .NF-YA7(位于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的一个核
转录因子)的等位基因，
位于A09染色体19158540bp-19160295bp ,具体地，
位于19159584bp
的碱基为C。现有技术公开的甘蓝型油菜基因序列中，
位于19159584bp处的碱基为G，
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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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甘蓝型油菜公开的序列不同。进一步地，
现有技术中，
未见有该位置基因序列的等位
基因被用于甘蓝型油菜抗旱品种筛选的相关记载，
且现有的序列不能用于识别或者鉴定或
者确认该甘蓝型油菜油菜是否属于抗旱品种，
而本发明的序列能够用于识别或者鉴定或者
确认该甘蓝型油菜油菜是否属于抗旱品种。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基因位于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19159555bp-19159690bp的序列，
具有SEQ ID NO:1所示的序列。
[0011] 上述基因序列在在筛选、
选育、制备或检测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中的应用。
[0012] 上述的序列作为分子标记在筛选、
选育、制备或检测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中的应
用。
[0013] 具体地，
如甘蓝型油菜具有上述的基因序列，
则为耐旱型甘蓝型油菜。
[0014] 一种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
选育、制备或检测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基于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位于19159584bp的碱基位点，
利用dCAPS Finder
2 .0在线网站设计引物，
结合限制性内切酶NdeI开发dCAPS标记；
[0016] 2)提取多个株系的DNA，
测序判断，
如甘蓝型油菜具有上述的基因序列，
则为耐旱
型甘蓝型油菜。
[0017] 具体地，
所述步骤1)中，
甘蓝型油菜A09染色体位于19159584bp的碱基为该基因第
三个外显子上的SNP。
[0018] 具体地，
所述步骤2)中，
提取DNA后进行PCR扩增所用的左右引物序列为：
[0019]
左引物5 '-CCATATCCAGATCCTTACTACAGACATAT-3 '；
[0020] 右引物5 '-TCCCATTAAATGTGCATGTACCTGA-3 '。
[0021] 所述步骤2)中，
提取DNA后进行进行PCR扩增、
酶切和电泳，
电泳完成后用凝胶成像
系统观察，
若显示的条带位于105bp处，
则为耐旱材料。
[0022] 所述PCR扩增程序如下：
94℃预变性5min；
94℃变性30s，
55℃退火30s，
72℃复性
1min，
35个循环；
72℃延伸10min，
12℃保存。
[0023] 所述PCR扩增反应体系如下：
12 .5μL 2×Taq Master Mix缓冲液，
10μmol/L的引物
各0 .5μL，
50～100ng基因组DNA，
5U/μL的Easy Taq酶0 .25μL，
ddH2O双蒸水补足至25μL；
[0024] 所述PCR扩增产物采用1 .8％琼脂糖凝胶电泳电泳检测，
上样量5 .0μL；
电泳缓冲液
为0 .5×TAE，
120V电泳25min；
电泳完成后用凝胶成像系统观察。
[0025] 综上所述，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1)本发明筛选了一个在油菜不同生育期都具有功能的耐旱性相关基因的等位基
因序列。
[0027] 2)根据甘蓝型油菜一个耐旱等位基因序列SNP位点设计的dCAPS标记，
结合本发明
筛选的耐旱基因，
判断该植株是否具有该耐旱基因，
进而能准确鉴定出该植株是否为耐旱
材料，
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广适性、
时效性。能够进行甘蓝型油菜耐旱种质资源鉴定和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
为选育耐旱且农艺、
品质性状优良的育种材料或品种奠定了基础。
[0028] 3)根据本发明的基因序列和分子标记，
可以广泛用于甘蓝型油菜筛选、
选育、制备
或检测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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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甘蓝型油菜基因变异与甘蓝型油菜耐旱性的关联分析(a:GP；
b:GI；
c:连锁
不平衡分析(LD))；
[0030] 图2是20％PEG6000胁迫下不同单倍型的GP与GI比较分析(a:BnA .NF-YA7(位于甘
蓝型油菜A09染色体的一个核转录因子)单倍型分析；
b:5种单倍型材料GI的箱图；
c:5种单
倍型材料GP的箱图；
d:5种单倍型材料在PEG处理下的发芽表现；
e:5种单倍型材料的GP和GI
统计图(p<0 .05))；
[0031] 图3是20％PEG6000胁迫下不同单倍型材料耐旱性比较(a：
20％PEG6000处理7天后
5种单倍型材料的耐旱性表现；
b：
20％PEG6000处理7天后5种单倍型材料的存活率；
c：
20％
PEG 6000胁迫下5种单倍型材料叶片含水量的动态变化)；
[0032] 图4是干旱胁迫下5种单倍型不同株系耐旱性比较(a：
干旱处理3周后5种单倍型不
同株系材料的耐旱性表现；
b：
干旱处理后5种单倍型材料的生理分析(POD、
SOD和CAT)；
c：
干
旱处理后5种单倍型材料的ABA含量；
d：
干旱处理后5种单倍型材料的可溶性蛋白和脯氨酸
含量；
e：
干旱胁迫下5种单倍型材料根冠比 ；
f：
干旱处理后5种单倍型材料的MDA含量；
g：
干
旱胁迫下5种单倍型材料叶片相对含水量)；
[0033] 图5是不同单倍型材料dCAPS标记表现。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的筛选出一种甘蓝型油菜耐旱基因BnA .NF-YA7(位于甘蓝型油菜A09染色
体的一个核转录因子)的等位基因，
位于A09染色体19158540bp-19160295bp ,具体地，
位于
19159584bp的碱基为C。
[0035] 具体地，
该甘蓝型油菜耐旱等位基因具有SEQ ID NO .1所示的核苷酸序列。
[0036] 上述基因序列和分子标记能够用于筛选、
选育、制备或检测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
其具体应用方法为：
如甘蓝型油菜具有上述的基因序列，
则为耐旱型甘蓝型油菜。
[0037]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 ，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的详细说明，
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不限于此。
[0038] 实施例1：
甘蓝型油菜干旱胁迫下种子发芽率(GP)和发芽指数(GI)全基因组关联
分析
[0039] 本实施例中所用的520份种质资源为我国油菜育种和科研单位共同收集的。
每份
种质资源选取50粒饱满种子利用4％NaClO溶液进行消毒处理，
均匀置于铺有滤纸的0 .9cm
直径培养皿中。首次，
干旱胁迫处理加入30ml 20％PEG6000溶液，
对照加入30ml ddH2O2 ，
之
后干旱胁迫处理加入15ml 20％PEG6000溶液，
对照加入15ml ddH2O2 ，
持续到第7天。进行3次
重复试验，
调查统计发芽率(GP)和发芽指数(GI)。结合60K芯片分析获得的基因型数据基于
MLM模型进行关联分析，
获得干旱胁迫下与发芽率(GP)和发芽指数(GI)显著关联的SNP。并
根据显著关联SNP所在衰减区间及拟南芥基因功能注释进一步预测筛选耐旱性相关的候选
基因。
[0040] 表1BnA .NF-YA7基因的多态性位点及其三种分析模型下与干旱胁迫下181份甘蓝
型油菜种子GP和GI的关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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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0043]

甘蓝型油菜干旱胁迫下种子发芽率(GP)和发芽指数(GI)候选基因关联分析：
如表
1所示，
基于全基因组重测序结果，
在BnA .NF-YA7基因内部及启动子区域(起始密码子上游
2kb)共检测到18个SNP。根据这些SNP数据和PEG处理下的181份材料GP和GI表型数据基于不
同分析模型进行关联分析，
SNP(S9_19159584)均与干旱胁迫下种子的GP和GI显著相关(p<
0 .01 ,图1a ,b)。
同时，
在对这18个SNP进行连锁不平衡(LD)分析时发现，
S9_19159584与基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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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SNP的LD值较低，
与启动子区域的SNP的LD值较高(图1c)。这些结果表明BnA .NF-YA7基
因内存在与甘蓝型油菜耐旱差异相关的遗传变异，
即S9_19159584与甘蓝型油菜耐旱性关
联。
[0044] 实施例2：
单倍型分析及耐旱性表型鉴定：
[0045] 根据重测序检测到的18个SNP，
进行单倍型分析，
共获得5个主要的单倍型(Hap ,
Haplotype) (图2a) ，
比较这些单倍型在干旱胁迫下的GP和GI，
结果发现Hap4的GP和GI要显
著高于Hap3和Hap5(p<0 .05) ，
Hap1仅次于Hap4，
而Hap2属于中间类型(图2b ,c)。利用20％
PEG6000模拟胁迫，
选取5种单倍型的不同株系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在PEG6000处理下，
不同
单倍型材料的GP与GI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
Hap4的种子GP和GI均最高，
其次为Hap1，
而Hap3
和Hap5单倍型材料在PEG6000处理下的GP和GI均较低(图2d ,e)。此外，
比较不同单倍型材料
在苗期的耐旱性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20％的PEG6000模拟干旱环境下(图3a)还是自然干旱
环境下(图4a) ，
不同单倍型材料苗期耐旱性结果与种子发芽表现一致。20％PEG6000模拟干
旱条件下，
处理7天以后Hap4和Hap1单倍型材料的存活率仍分别高达87 .5％和56 .5％，
而
Hap2和Hap3单倍型材料的存活率仅为10 .25％和12 .5％(图3a ,b)。
叶片含水量测定结果显
示，
PEG6000处理1h开始，
5种单倍型材料叶片含水量均急剧下降 ，
胁迫后3h达到最低值，
此
后叶片含水量逐步开始恢复，
Hap4和Hap1单倍型材料恢复较快，
在12h时已接近处理前的含
水量，
而其他3种单倍型材料直到72h仍未完全恢复(图3c)，
表明Hap1和Hap4较Hap2、
Hap3和
Hap5能较快适应外界渗透势的变化。另外，
盆栽实验结果表明在连续干旱处理3周后，
Hap4
和Hap1单倍型材料较其它3种单倍型材料表现出更强的耐旱性(图4a)。生理测定表明，
5种
单倍型材料在干旱处理后呈现明显的差异。干旱处理后，
Hap4单倍型材料的脯氨酸和可溶
性蛋白含量均显著高于其它单倍型材料，
尤其是Hap3。相反，
Hap4单倍型材料的SOD、CAT和
MAD含量均显著低于Hap3，
ABA含量无明显差异。根冠比测定结果显示，
耐旱类型的Hap1和
Hap4的根冠比显著小于不耐旱的Hap2、Hap3和Hap5，
表明不耐旱的单倍型材料对干旱胁迫
极度敏感，
受胁迫后地上部分生长受到抑制，
而耐旱的单倍型材料根系发达，
同时地上部分
正常生长，
因而导致耐旱类型的根冠比小于不耐旱类型。此外，
叶片相对含水量测定结果显
示耐旱类型的Hap1和Hap4的叶片相对含水量显著高于不耐旱的Hap2、Hap3和Hap5(图4bg)。上述结果进一步证实，
干旱条件下，
BnA .NF-YA7基因18个SNP不同单倍型间具有明显的
耐旱性差异。
极端表型的两种单倍型Hap3和Hap4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基因内的10个SNP上。
10
个SNP中有2个SNP位于UTR区域，
5个位于内含子上，
外显子上只存在3个SNP。
实施例1的试验
结果表明 ，
其中在第3个外显子上的SNP(S9_19159584)与甘蓝型油菜耐旱性关联，
即SNP
(S9_19159584)能够准确的将5种单倍型分为耐旱和不耐旱两种不同类型(图2a)。
[0046] 实施例3：
利用BnA .NF-YA7靶向dCAPS分子标记进行耐旱性鉴定
[0047] 一种甘蓝型油菜耐旱品种的筛选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48] 1) 基于基于甘蓝型 油菜A09染色体位于19159584bp的 碱基位点 ，
利 用dCAPS
Finder 2 .0在线网站设计引物，
结合限制性内切酶NdeI开发dCAPS标记；
[0049] 2)提取多个株系的DNA，
经下述鉴定后如甘蓝型油菜具有SEQ ID NO .1所述的基因
序列，
则为耐旱型甘蓝型油菜。
[0050] 具体地，
所述步骤2)中，
提取DNA后进行进行PCR扩增、
酶切和电泳，
PCR扩增程序如
下 ：94℃预变性5min ；94℃变性30s ，55℃退火30s ，72℃复性1min ，35个循环 ；
72℃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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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
12℃保存。PCR扩增反应体系如下：
12 .5μL2×Taq Master Mix缓冲液，
10μmol/L的引
物各0 .5μL，
50～100ng基因组DNA，
5U/μL的Easy Taq酶0 .25μL，
ddH2O双蒸水补足至25μL。扩
增产物采用采用1 .8％琼脂糖凝胶电泳电泳检测，
上样量5 .0μL；
电泳缓冲液为0 .5×TAE，
120V电泳25min；
电泳完成后用凝胶成像系统观察，
若显示的条带位于105bp处，
则具有SEQ
ID NO .1所示的基因序列，
为耐旱材料。
[0051] 具体地，
提取DNA后进行PCR扩增所用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2和SEQ ID NO .3
所 示 ，即 引 物 序 列 为 ：5 '- C C A T A T C C A G A T C C T T A C T A C A G A C A T A T - 3 '和 5 'TCCCATTAAATGTGCATGTACCTGA-3 '。
[0052] 提取将实施例2中5种单倍型材料多个株系的DNA，
按本实施例方法进行PCR扩增、
酶切和电泳，
电泳完成后用凝胶成像系统观察，
结果显示，
Hap4和Hap1具有SEQ ID NO .1所
示的基因序列，
其显示的条带位于105bp处，
为耐旱材料。
[0053] 结果表明，
本发明开发的dCAPS标记与表型共分离且能够正确将5种单倍型分为耐
旱和不耐旱两类(图5)。
[0054] 如上所述，
可较好的实施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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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LISTING
<110> 西南大学
<120> 一种甘蓝型油菜耐旱基因及其分子标记与应用
<130> 一种甘蓝型油菜耐旱基因及其分子标记与应用
<160> 3
<170> PatentIn version 3 .3
<210> 1
<211> 136
<212> DNA
<213> 甘蓝型油菜
<400> 1
ccatatccag atccttacta cagaagtatc tttgcaccaa acccacaagc gtatccacca 60
cgaccttatg aaaccggggt atggtgtatt acaacgattt cttgatttgg atcatgttaa 120
cagcattttt cacatc 136
<210> 2
<211> 2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2
ccatatccag atccttacta cagacatat 29
<210> 3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
tcccattaaa tgtgcatgta cctg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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