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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在连作程度高且更利于发病的广西等一年两熟玉米种植地区开展玉米穗粒腐病抗性数量性

状位点（QTL）定位研究，揭示玉米穗粒腐病抗性遗传变异的基本规律，为这些地区玉米穗粒腐病抗性育种提供一
定的理论依据。【方法】用 Mapmaker 3.0 软件对 148 个多态性 SSR 标记在 215 个 F2 单株间的基因型数据构建遗传
图谱。在广西南宁用针刺法对由 215 个 F2 单株发展而来的 F2:3 家系抗病性进行田间接种鉴定，记录家系内各单株
的病级，将家系内各单株的病级换算成家系的抗病指数。利用 winQTLCart2.5 软件中的复合区间作图法对各家系的
抗病指数进行抗病 QTL 分析。
【结果】148 个 SSR 标记构建了覆盖玉米 10 条染色体组总长度 1 396.3 cM 的连锁图谱，
标记间的平均遗传图距 9.43 cM。抗病指数在 α= 0.05 显著水平下进行 500 次排列检验计算得到 LOD 阈值为 2.2。
以 2.2 这个阈值为依据共检测到 3 个抗病指数 QTL 位点。这 3 个 QTL 的基因作用方式分别为超显性、超显性和
部分显性。各 QTL 的加性效应值有正有负，说明抗感亲本中均含有微效抗病基因。【结论】检测到的 3 个穗粒
腐病抗病 QTL 分别位于第 2、3、10 染色体上，可解释表型变异的 4.6%~6.6%，它们均为微效 QTL。未检测到较
大效应值的主效 Q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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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L Mapping for Resistance to Fusarium Ear Rot in Maize
ZHENG Debo, ZOU Chenglin, TAN Hua, ZHAI Ruining, MO Runxiu ,HUANG Aihua, HUANG Kaijian
(Maize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Nanning 530007，China)
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discover some basic regulations of maize’s resistance to Fusarium ear rot in
Guangxi, where maize was planted by the cropping system of two crops a year and had beneficial occurrence conditions to
Fusarium ear ro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tect QTLs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associated with resistance to F.
verticillioides and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istance breeding of maize ear rot in these areas.【Method】
Based on the genotypic date of 148 polymorphic SSR markers among 215 F2 plants, a linkage map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software Mapmaker 3.0. F2:3 lines, which developed from 215 F2 plants, were artificially inoculated to identify their resistance
to Fusarium ear rot by using the needle-punch method in Nanning.The infected grade of every plant in a line was recorded
after field investigation, then all the infected grades in a line were transformed into resistance index of corresponding line.
The resistance QTLs were analyzed by composite interval mapping (CIM) method of software WinQTLCart 2.5.【Result】
A linkage map was constructed 148 SSR markers, covering 10 maize chromosom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 396.3 cM and
the average genetic distance of 9.43 cM. The obtained LOD threshold value was 2.2 after the permutation test calculation
was conducted for 500 times with the disease resistance index at a significant level of 0.05. Based on this threshold val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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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resistance QTLs were detected. The result of gene action showed that these 3 QTLs were over-dominant, over-dominant
and partial dominant, respectively. These QTLs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additive value, which reflected
that there were minor resistance genes in both resistant and susceptible parents.【Conclusion】The 3 QTLs were located on
chromosome 2, 3 and 10, explaining 4.6%-6.6% of the phenotypic variation and they were minor resistance QTLs. No major
resistance QTL with large effect value was found in this study.
Key words：maize; Fusarium verticillioides; ear rot; resistance;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QTL)

【研究意义】玉米穗粒腐病是世界上普遍
发生、危害严重的真菌性病害，严重影响玉米的
产量和品质，已逐步上升为玉米生产上的主要病
害［1］，也是广西最常见的玉米真菌病害之一［2］。
玉米穗粒腐病一般品种发病率为 5％～ 10％，感
病品种发病率可高达 50％左右［3-4］。玉米穗粒腐
病致病菌有 20 多种，在我国主要是由拟轮枝镰孢
菌（串珠镰孢菌）［5］ 和禾谷镰孢菌引起的［6］。
选育和种植抗穗腐病玉米品种是最为经济有效的
防治方法［1］。近年来，由于异常气候的影响，玉
米种植区穗腐病有不断加重趋势。穗粒腐病的抗
性已成为玉米品种审定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广大
育种者应高度重视选育抗穗腐病的玉米品种。因
此，深入研究玉米穗腐病的病因、病原菌种类、
抗病机制、抗性基因等对创制抗病新材料及培育
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近年来，对于玉米穗粒腐
病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多侧重于其抗性遗传规
律方面。以经典遗传学研究为基础，分子生物学
手段的运用为穗粒腐病抗性遗传规律的研究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Pérez-Brito 等选用来自墨西哥高
原的两个抗病自交系分别与同一个感病自交系杂
交，构建了分别包含 238、206 个 F2:3 家系的 2 个
作图群体，采用针刺法接种鉴定各家系的穗粒腐
病抗性，在两个群体中分别找到 7 个和 9 个籽粒
抗性的 QTL，这些 QTL 中包括两个群体中共有的
QTL 位点 3 个（其中 1 个在第 3 染色体上，另外
2 个在第 6 染色体上），分别可以解释 4%~10%
的 表 型 变 异［7］。 Robertson-Hoyt 等 利 用 来 自 美
国种质资源的 2 份抗病材料 GE440 和 NC300，分
别与感病材料 FR1064 和 B104 构建了 2 个作图群
体，在抗病自交系 GE440 和 NC300 中分别找到
7 个和 5 个抗病 QTL，分别在第 2、4、5 染色体
上检测到共同的抗病 QTL，表型变异贡献率介于
4.4%~5.8% 之间 ［8-9］。张帆等利用抗病材料 R15
进行穗粒腐病抗性遗传研究，通过多年多点试验，

在雅安和绵阳两个点检测到 2 个共同的抗病 QTL
（分别位于第 6 和第 9 染色体上），分别可以解
释 18.7%~26.4% 的 表 型 遗 传 变 异［10］。Ding 等
检测到位于第 3 染色体着丝点附近多年多环境间
稳定遗传的抗病 QTL［11］。Li 等利用抗病自交系
BT-1 和感病自交系 N6 构建的 250 个 RIL 群体进
行玉米抗镰孢菌穗粒腐病的 QTL 定位，发现了分
别位于第 3、4、5、6 染色体上的 4 个 QTL，分别
能解释 2.5%~10.2% 的表型变异［12］。Chen 等用
抗病自交系 BT-1 和感病自交系 Xi502 组配的包
含 210 个家系的 F2:3 群体对玉米镰孢菌穗粒腐病
抗性进行 QTL 定位，检测到 3 个 QTL，分别位于
第 4、5、10 染色体上，其中位于第 4 染色体上的
QTL 能解释 17.95% 的表型变异。在第 4 染色体
4.05/4.06bin 区段，以感病亲本 Xi502 为轮回亲本
获得 的 NIL 群体中，杂合植株的抗病率比纯合植
株提高 33.7%~35.2% ［13］。Chen 等通过 GWAS 方
法在 3 个不同环境下对 818 份玉米热带材料的穗
腐病抗性进行分析，鉴定出与镰孢穗腐病抗性显
著相关的 SNP 位点 45 个，这些 SNP 位点对穗粒
腐病抗性的效应均表现为较小的加性效应，单个
SNP 位点的表型变异贡献率分别为 1%~4%。整合
GWAS 分析结果和穗粒腐病抗性 QTL 分析结果，
检测到位于第 2、3、4、5、9、10 染色体上的 8
个共同位点（第 4、5 染色体上分别有 2 个，其余
4 条染色体上均为 1 个），其中第 2、9 染色体上
的位点为新发现位点［14］。Maschietto 等用抗性亲
本 CO441 和感病亲本 CO354 构建的 188 个 F2:3 家
系对玉米轮枝镰孢菌穗粒腐病的 QTL 定位和候选
基因分析，共检测到 15 个穗粒腐病抗性 QTL，
并筛选出 24 个抗病候选基因［15］。此外，一些研
究者也已开展了穗粒腐抗性基因发掘及抗病机制
相关的研究。Liu 等通过对两个近等基因系转录
组的分析 , 发现了乙烯合成、病程相关蛋白、信
号途径基因等与抗病相关的基因［16］。Wang 等则
通过对侵染拟轮枝镰孢菌的抗感玉米材料进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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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组研究，发现一些中间产物参与了由拟轮枝镰
孢菌诱发的穗腐病抗病分子机制，如小分子热激
蛋白、次级代谢物、脱落酸、茉莉酸等，为研究
穗粒腐病的抗病机制提供了方向［17］。
【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广西等南方一年两熟
玉米种植区尚未有正式的玉米穗粒腐病抗性 QTL
定位的相关文献报道。相对一年一熟的玉米种植
区，广西等一年两熟玉米种植地区连作程度高［18］，
且感病敏感期具备适宜发病的温度湿度条件［3］，
更利于穗粒腐病的发生，且越来越严重，因而对
这些区域玉米安全生产的危害更严重。【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在这些地区开展玉米穗粒腐病抗性
QTL 定位研究，揭示玉米穗粒腐病抗性遗传变异
的规律，为这些区域的玉米穗粒腐病抗性育种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以感病自交系掖 478（Ye478）为母本、抗病自
交系 CML171 为父本构建包含 215 个家系的 F2∶3 群
体为试验材料。掖 478 和 CML171 均为本研究室种
植观察多年的自交系。掖 478 是国内穗粒腐病抗性
鉴定的感病对照，自然发病相当严重［6，19］；CML171
则较抗穗粒腐病，接种也感病较轻。
1.2 试验设计
2017 年早造在明阳基地试验地种植掖 478 和
CML171，杂交后获得 F1 代植株和 F2 代种子；同
年晚造种植 F2，F2 群体单株套袋自交获得 F2∶3 群
体。掖 478、CML171 和杂交后获得 F1 代苗期取
样提取 DNA 用于 SSR 引物的筛选，F2 群体苗期
取样提取 DNA 用于多态性 SSR 引物多态性检测。
2017 年晚造在明阳基地试验田种植 F2 种子，对
F2 单株进行严格套袋自交获得包含 215 个家系的
F2:3 群体进行性状测定并完成 QTL 定位。2018 年
早造种植 2 个亲本，F1 及 F2:3 家系，田间人工接
种轮枝镰孢菌，观察记载各家系内各单株的病级。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2 次重复，行长 3 m，行
宽 70 cm，株距 25 cm。田间管理标准与普通大田
生产相同。
1.3 性状测定
在吐丝后 10 d 采用针刺法人工接种拟轮枝镰
孢菌 (Fusarium verticillioides, 本所植保研究室杜青
分离培养后提供 ), 接种后 45 d 进行田间抗病性鉴

定。抗病性按玉米穗粒腐病抗性全国统一记载标
准分单株记载家系内各单株病级。根据病级计算
各个家系的病情指数 , 抗病指数 =1-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

1.4

∑ ( 各级病情株数 × 相应级别 )
×100
总株数 × 最高级别

SSR 分析和 QTL 分析

苗期分别取两个亲本及其 F1、F2 各单株幼
嫰 叶 片， 参 照 CTAB 法［20］ 提 取 叶 片 DNA； 在
前人玉米抗穗粒腐病 QTL 定位研究的基础上，
在 MaizeGDB 网 站（http://www.maizegdb. org） 的
IBM2005 图谱中选择均匀覆盖玉米全基因组的
452 对已发表的 SSR 分子标记，利用抗、感病亲
本筛选多态性好的标记，最终筛选出覆盖全基因
组、多态性好的分子标记 148 对［21］，用这些多
态性标记对作图群体内各单株进行基因型分析，
用于构建遗传连锁图谱；将 F2 群体各单株在各
多态性标记间的基因型数据按要求整理好，运行
Mapmaker 3.0 软件，构建遗传连锁图谱［22］，根
据 Mapmaker 3.0 的最终结果，用 Mapchart 2.3 软
件绘制连锁图谱［23］。
根据抗病指数计算公式将群体内各家系内各
单株的病级转化为各家系的抗病指数，结合构建的
遗传连锁图谱，利用 winQTLCart 2.5［24］软件中的复
合区间作图法进行抗病指数的 QTL 定位。定位过
程中，抗病指数在 α= 0.05 显著水平下进行 500 次
排列检验，确定其 QTL 的 LOD 阈值，软件各主要
参数设置如下：窗口大小 =10 cM；步长 =1 cM；背
景控制：正向 - 反向逐步回归法；背景标记个数：
5。计算得到抗病指数 QTL 的 LOD 阈值为 2.2，从
而选择 LOD 值≥ 2.2 来判断是否存在 QTL，并计
算各 QTL 的表型变异贡献率。QTL 作用方式依据
Stuber 等［25］提出的显性度判别标准来确定。

2
2.1

结果与分析
表型数据分析

田间接种鉴定调查结果（表 1）表明，抗病
亲 本 CML171 抗 病 指 数 为 0.75， 表 现 为 抗； 而
感 病 亲 本 掖 478 抗 病 指 数 为 0.33， 表 现 为 感；
两亲本的抗病性存在明显差异。运用 DPS 软件
V16.05［2 ６］对抗病指数进行统计分析。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两重复间差异不显著；215 个 F2:3 家系
间差异极显著。对 215 个 F2:3 家系抗病指数进行
正态分布检验 , 发现 F2 :3 群体抗病指数正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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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抗病指数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 of disease resistance index variance analysis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P

基因型 Genotype

6.285

214

0.0294

3.382**

0.0001

区组间 Block

0.0083

1

0.0083

0.951

0.3306

误差 Error

1.8585

214

0.0087

总变异 Total variance

8.1518

429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nce

注 : ** 表示差异极显著。
Note: ** represent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 值不显著 , 符合正态分布 , 可用于 QTL 定位研
究。
2.2 分离群体连锁图谱构建
共筛选出 148 对抗感亲本间多态性良好的
SSR 标记，进行 F2 分离群体单株基因型分析，最
终构建出整合了这 148 对多态性 SSR 位点的遗传
连锁图谱（图 1）。本研究中所构建的遗传连锁
图谱全长 1 396.3 cM，标记间的平均间距为 9.43
cM。148 个标记在 10 条染色体上的分布并不均
匀，以第 1 染色体标记数目最多（21 个）、 长
度最长（211 cM），第 4 染色体标记数目则最少
（9 个）、长度也最短（94.6 cM）。10 条染色体

上标记间平均间距在 6.71 ~12.36 cM 之间。标记
间平均间距第 9 染色体上最小（6.71 cM），第 7
染色体上最大（12.36 cM）。该连锁图谱存在 2
个间距较大的区间（大于 30 cM），分别是第 3
染 色 体 的 umc1489~umc2081 间 和 第 5 染 色 体 的
bnlg1700~phi109188 间。各标记在各染色体上的
顺序与 IBM2005 图谱基本一致。
2.3 抗病指数 QTL 定位结果及效应分析
采用复合区间作图法对 F2:3 群体各家系抗病
指数进行 QTL 检测和基因效应分析，共检测到分
别位于第 2、3、10 染色体上的抗病 QTL3 个 ( 图 2，
表 2)，其标记区间分别为 phi96100 ～ umc1555、

图 1 F2 分离群体遗传连锁图谱
Fig. 1 Genetic linkage map of F2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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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L 置信区间
QTL confidence interval
3
LOD 阈值
LOD threshold value

LOD

2.4

2.2

1.8

1.2

0.6

0
132

Ch-2

163

Ch-3

98

Ch-10

染色体长度 Chromosome length（cM）
染色体号 Chromosome NO.

Fig. 2

图 2 抗病指数 QTL 在染色体上的分布情况
Distribution of disease resistance index QTL on chromosomes

Table 2

表 2 抗病指数 QTL 分析
QTL analysis of disease resistance index
遗传效应

作用方式

贡献率

Genetic effect

Mode of

Contribution rate

|d/a|

action

（%）

4.95

OD

4.6

3.03

OD

5.7

0.44

PD

6.6

染色体

位置

标记区间

LOD 峰值

Chromosome

Position（cM）

Maker interval

Max LOD

a

d

2

16.8

phi96100-umc1555

2.49

0.12

-0.53

3

107.9

umc1399-umc1489

2.42

-0.16

0.48

10

0.1

umc1380-phi083

2.56

-0.36

0.16

注 ：a 为加性效应值，d 为显性效应值，|d/a| 为显性势 ；A: 加性 ( 显性势 =0～ 0.2);PD: 部分显性 ( 显性势 =0.21～0.80);D: 显性 ( 显性势 =0.81～
1.20);OD: 超显性 ( 显性势 >1.2)。
Note: a:additive effect value, d:dominant effect, |d/a|: dominant degree; A:additive(dominant degree =0-0.20);PD: partial dominance(dominant degree=0.210.80);D: dominance(dominant degree =0.81-1.20);OD: over-dominance(dominant degree>1.20).

umc1399 ～ umc1489 和 umc1380 ～ phi083。单个
QTL 的表型贡献率为 4.6% ～ 6.6%。基因作用方
式分别为超显性、超显性和部分显性。各 QTL 的
加性效应值有正有负，说明抗感亲本中均含有微
效抗病基因。

3
3.1

讨论
玉米抗穗粒腐病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

对比前人抗穗粒腐病 QTL 定位研究发现，
连 锁 图 谱 的 构 建 大 多 以 经 典 的 F2 分 离 群 体 为
主［7-10,14-15］， 也 有 用 RIL 群 体 等 稳 定 群 体 的 报
道［11-12］。本研究连锁图谱的构建采用 F2 分离群
体。相对其他稳定的群体，F2 群体具有构建方
法简单、构建周期短等优势，是进行初级定位的

首选。但其定位的精度较低，不适合精细定位等
研究。前人的抗穗粒腐病 QTL 定位研究以 SSR
标记为主，也有 AFLP、RFLP 或 SNP 标记等与
SSR 标记相结合的报道［10,15］，本研究选用 SSR
标记构建连锁图谱。SSR 标记在玉米染色体组上
的分布较广，数量较多，检测方式相对简单，成
本较低，是 QTL 定位研究的理想标记。但其也
存在一些缺点，如其基因型检测自动化程度不高、
在染色体组上分布不均，有些区域存在较大的间
隔（大于 30 cM）, 大大降低了 QTL 的检出效率
和检出机率。近年来，测序技术和基因芯片技术
日趋成熟，为 SNP 标记的开发和自动化检测提
供了技术保障。与 SSR 标记相比，SNP 标记在
玉米染色体组上的分布更广，数量更多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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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极高，检测自动化程度高，检测成本也越来越
低［27］，必将在 QTL 定位研究中逐渐取代 SSR 标
记。前人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研究者所用
标记的类型和数量各不相同，所构建的遗传连锁
图谱的总长度也不相同，但标记间的平均图距大
多为 10 cM 左右［10-11,13］。本研究构建的连锁图谱
标记数目、图谱全长与 Chen 等［13］的研究相当，
平均图距 9.43 cM，满足初级 QTL 定位的基本条件。
3.2 玉米抗穗粒腐病 QTL 分析
前人的 QTL 定位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环境条
件下，不同群体玉米抗穗粒腐病 QTL 在玉米 10
条染色体上均有分布，相同染色体上不同研究所
定位到的 QTL 位置也不尽相同，各 QTL 对表型
的贡献率也不尽相同［7-15］。由此可见，玉米穗粒
腐病抗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受微效多基因控制
的数量性状。相对于同类研究，本研究中仅仅定
位到 3 个效应较小的 QTL，还有很多 QTL 没有定
位到，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染色体的某个区段
虽存在穗粒腐病抗性的 QTL，但亲本 CML171 和
掖 478 在该 QTL 的等位基因差异不显著；或者两
亲本在该 QTL 的等位基因存在显著差异，但其遗
传效应较小，易受环境影响而无法检测到，亦或
是该 QTL 位点未与所检测到的多态性分子标记连
锁。另外，表型鉴定的误差也会对 QTL 的检出有
较大的影响。
前人的研究还表明，玉米穗粒腐病抗性 QTL
易受群体和环境条件影响。要检测到稳定的 QTL
位点，可采用不同群体在相同环境条件下进行
QTL 分析，尽量减小环境条件的误差，以不同群
体定位到的共同 QTL 作为最终的 QTL 位点；也可
以采用相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QTL
分析，以减小群体对定位结果的影响，以不同环
境条件下的共同 QTL 作为最终的定位结果。因此，
在类似的 QTL 定位研究中，我们必须进行多年多
点的表型鉴定，以便能检测到稳定 QTL 位点。

4

结论

本研究以抗病自交系 CML171 和感病自交系
掖 478 构建的 F2 群体为作图群体，构建了全长
1 396.3 cM 的遗传连锁图谱，标记间平均遗传距
离为 9.43 cM。结合 F2:3 家系的抗病指数数据，共
检测到位于第 2、3、10 染色体上的穗粒腐病抗病
指数 QTL3 个，分别可以解释 4.6%、5.7% 和 6.6%

的表型变异。基因作用方式分别为超显性、超显
性和部分显性。单个 QTL 的表型贡献率均较小，
为微效 QTL。未检测到主效 Q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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