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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抗线虫基因与抗性棚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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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寄生线虫是严重危害农业生产的一类重要病原生物，对全球作物产量造成重大损失。抗线虫基因在植
物抗线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发掘抗线虫基因并培育抗线虫品种是防治线虫病害的一条有效途径。抗线虫基因
的定位与克隆对解析植物抗线虫性的分子机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明确线虫与寄主植物之间的互作关系及抗线虫机
制，可以为制定和采取更加有效的防控策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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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Ｓ ４３２．４５

Ａ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５２９—１５４２．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Ｙｅ Ｄｅｙｏｕｌ，Ｃｈｅｎ Ｊｉｎｆｅｎ９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Ｇａｎｓｕ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ｆ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ｃｒｏｐ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ｌａ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ｐｅｓｔｓ 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ｇｅｎｅ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ｅｒｅｓｔ，ｗｈｉ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ｐｌａｎｔ；

ａ

７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

２１００９５，Ｃｈｉｎａ）

ｓｃｒｅｅ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ｍ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ｏｖｅｒ

ａ

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ｎ—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植物寄生线虫严重危害全球农业生产，全世界

学药剂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受政府的严格控制，这一

每年因线虫造成的作物产量损失高达１ ０００亿美
元［１］。植物寄生线虫的取食策略各不相同，外寄生

方法在实际生产中受到严重制约。因此，抗线虫品
种的选育显得愈来愈重要，最重要的是研究抗性基

线虫主要寄生在植物的根皮细胞，如毛刺线虫属

因及其内在的抗性机理。

（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 ｓｐｐ．），而内寄生线虫，如根结线虫属

有关内寄生线虫与寄主之间的互作关系前人已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内寄生线虫抗性基因的定位与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ｓｐｐ．）和孢囊线虫属（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ｓｐｐ．和Ｇｌｏｂｏｄｅｒａ ｓｐｐ．），在植物根部建立永久性的
取食位点后，线虫便从中吸取营养，进行生长发育和
繁殖［２］。内寄生线虫可通过轮作、土壤消毒和选用

抗病品种进行防治，然而，根结线虫具有广泛的寄主
范围，孢囊线虫在无寄主的条件下仍可在土壤中存

克隆，对解析线虫抗性的遗传及分子机理作出了巨
大贡献。本文对近年来在植物抗线虫基因与抗性机
理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

１抗线虫基因

活长达１０年以上，这使得通过轮作来防治线虫也无
济于事。防治植物内寄生线虫的化学措施，包括利

１．１甜菜抗线虫基因

用一些非特异性的和极其有毒的杀线虫剂，由于化

ｇａｒｉｓ）中获得的，该基因是一单显性基因，对甜菜孢

第一个抗线虫基因Ｈｓｌ扩１是从甜菜（Ｂｅ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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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７｜。Ｂａｋｋｅｒ等［８３从马铃薯二倍体种Ｓ．ｔｕｂｅｒｏｓ—

ｓｃｈａｃｈｔｉｉ）具有抗性［３］。该基因编码产物包含一个

ｕｍ

富亮氨酸重复序列（ＬＲＲｓ）和一个预测跨膜结构域

Ｇｐａ２／ＲＭ基因同源序列，与Ｇ乡以和Ｒｘｌ基因具

（ＴＭ），其蛋白质结构与番茄抗叶霉病基因Ｃｆ－９编

有９３％～９５％的序列相似性，位于马铃薯Ⅻ染色体

码蛋白结构相似。携带Ｈｓｌ妙１基因的甜菜叶片上

上的Ｇ声以／Ｒ矗基因簇内。

ｓｓｐ．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的３个单体中鉴定到了９个

通常会形成囊肿，有时会产生所谓的“多顶”表型。

此外，在马铃薯中还定位了一些数量性状与单

不具有这些不利性状的抗性植株后代其外源导人片

显性抗性基因位点。Ｇｒ０１．４被定位于Ｓ．ｓｐｅｇａｚｚｉ—

段减小，研究发现抗性植株后代中其外源导人片段

ｎｉｉⅢ染色体上，抗马铃薯金线虫（Ｇｌｏｂｏｄｅｒａ

减小到原始片段的３５％和１７％，分子检测后发现在

ｔｏｃｈｉｅｎｓｉｓ），马铃薯二倍体种Ⅳ染色体上的ＱＴＬ位点

抗性植株中均不含有Ｈｓ／抄１基因，这表明在导入片

Ｇｐａ４对马铃薯白色肥囊线虫具有抗性，ＧｒｏＩ，Ｇｒ０１．２

段上可能存在其他的抗线虫基因［１］。

和Ｇｒ０１．３均源自Ｓ．ｓｐｅｇａｚｚｉｎｉｉ，分别位于马铃薯Ⅶ、

ｒｏｓ—

栽培甜菜中缺乏ＢＣＮ抗源，其品种抗性均是通

Ｘ和Ⅺ染色体上，对马铃薯金线虫具有抗性［９］，

过种问杂交将野生甜菜Ｂ．ｐａｔｅｌｌａｒｉｓ，Ｂ．ｐｒｏｃｕｍ—

Ｒｍｄ是一个位于Ｓ．ｂｕｌｂｏｃａｓｔａｎｕｍ ＸＩ染色体上的

ｂｅｎｓ和Ｂ．ｗｅｂｂｉａｎａ中的ＢＣＮ抗性导人栽培甜菜

单显性基因，抗根结线虫、孢囊线虫、马铃薯长管蚜

中［４］。通过种间杂交形成３种抗线虫甜菜植株：

（Ｍａｃｒｏｓｉｐｈｕｍ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ｅ）与甘薯粉虱（Ｂｅｍｉｓｉａ

（１）染色体附加系（２ｎ一１９）；（２）染色体片段附加系

ｔａｂａｃｉ）［１０］。在马铃薯Ｖ染色体上定位了５个抗性

（２ｎ一１８＋ｆ）和（３）染色体代换系（２ｎ一１８）［１｜。这３

基因，分别为Ｃｐａ，Ｇｐ击，衙口，ＧｒｏＶＩ和Ｈ１，Ｇｐａ

种野生甜菜中至少含有３个抗线虫基因，它们分别

是一个ＱＴＬ，源自Ｓ．ｓｐｅｇａｚｚｉｎｉｉ，对马铃薯白线虫

位于３条不同的同源染色体上，其中Ｈｓｌ位于

具有抗性［１１］，Ｇｐ撕位于Ⅸ染色体上，与Ｇｐ笳共同

Ｂ．ｐａｔｅｌｌａｒｉｓ，Ｂ．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和Ｂ．ｗｅｂｂｉａｎａ的Ｉ染

作用抗马铃薯白线虫口２｜，唧击，Ｇｐａ６和Ｇｒｐｌ均被

色体上，分别为Ｈｓｌ ｐａ“，Ｈｓｌ抄１和Ｈｓｌ西１，Ｈ立位

定位于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与马铃薯野生种Ｓ．ｖｅｒｎｅｉ，Ｓ．

于Ｂ．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和Ｂ．ｗｅｂｂｉａｎａ的Ⅶ染色体上，分

ｖｅｒｎｅｉ

别为Ｈ．ｓ２ｔ～７和Ｈｓ２曲７，Ｈ好（Ｈ好时８）位于

ａｎｄｉｇｅｎａ的种间杂种上，目前尚不清楚它们的确切

Ｂ．ｗｅｂｂｉａｎａ的Ⅷ染色体上［４］。野生甜菜Ｂ．ｐｒｏｃ—

来源。Ｇｒｐｌ是一个单显性基因，对马铃薯白线虫和

ｕｍｂｅｎｓ

Ｉ染色体上的Ｈｓｌ如１基因，Ｂ．ｗｅｂｂｉａｎａ

Ｉ

ｓｓｐ．ｂａｌｌｓｉｉ，Ｓ．ｏｐｌｏｃｅｎｓｅ和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ｓｓｐ．

马铃薯金线虫均具有抗性［１ ３｜。ＧｒｏＶＩ和Ｈ１也是单

染色体上的Ｈｓｌ曲１和Ⅶ染色体上的Ｈｓ２…＋７基因均

显性基因，两者均抗马铃薯金线虫，‰Ⅵ源自Ｓ．

已导人栽培甜菜中，且这３个抗性基因均被定位于

ｖｅｒｎｅｉ，而Ｈ１源自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栽培甜菜的Ⅳ染色体上［５］。

１．３番茄抗线虫基因

ｓｓｐ．ａｎｄｉｇｅｎａＬｌ ４。。

栽培番茄（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是对根结

１．２马铃薯抗线虫基因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ＰＣＮ）

线虫（ｒｏｏｔ—ｋｎｏｔ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ＲＫＮ，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是马铃薯生产上的一种重要病原线虫。目前，已在

ｓｐｐ．）较为敏感的蔬菜作物之一，目前已在番茄中发

马铃薯中定位了许多抗线虫基因。唧以是第一个

现了多个抗ＲＫＮ基因。第１个抗ＲＫＮ基因是从

从马铃薯中分离到的抗线虫基因，它是一个单显性

秘鲁番茄（Ｌ．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ｕｍ）第６染色体短臂上的

抗性基因，抗马铃薯白线虫（Ｇｌｏｂｏｄｅｒ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是

Ｍｉｌ位点克隆获得的，该基因属ＮＢＳ－ＬＲＲ类Ｒ基

采用图位克隆从马铃薯野生亚种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

因家族，与番茄细菌性叶斑病抗性基因Ｐｒｆ高度同

ｓｓｐ．ａｎｄｉｇｅｎａⅫ染色体的一个复合位点中分离

源，其蛋白质结构中包含一个卷环（ＣＣ）基序，Ｎ端

得到的［６］。Ｇｐ以与抗马铃薯Ｘ病毒基因Ｒｘｌ高度

有一个超长结构域［１５。１ ６｜。该基因具有广谱抗性，能

同源，两者具有９３％的核苷酸相似性和８８％的氨基

有效抵抗除北方根结线虫（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酸同源性。该复合位点上除了Ｇ乡以与Ｒｘｌ基因
外，还鉴定到了另外两个抗病基因同源序列（ｒｅｓｉｓｔ—

外的其他３种主要根结线虫，如南方根结线虫（Ｍ．

马铃薯孢囊线虫（ｐｏｔａｔｏ

ｕｍ

ｃｙｓｔ

ｈａｐｌａ）以

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爪哇根结线虫（Ｍ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和花生根

ｈｏｍｏｌｏｇｕｅｓ，ＲＧＨｓ），其中ＲＧＨｌ是一个

结线虫（Ｍ．ａｒｅｎａｒｉａ），但Ｍｉ－１基因介导的抗性在温

功能未知的预测抗性基因，而ＲＧＨ３可能是一个假

度高于２８℃时失去活性［”］。Ｍｉ－１基因除抗根结线

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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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外，同时对马铃薯蚜虫和白粉虱Ｑ、Ｂ小种具有抗

线虫基因分别控制对一种根结线虫的抗性，其中，

性［１８－１９］。Ｈｅｒｏ是从番茄中克隆的第２个抗ＲＫＮ
基因，该基因源自醋栗番茄（Ｌ．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ｅ２、Ｍｅ５基因分别来自辣椒品系‘ＰＭ－２１７’
（‘Ｐ１２０１２３４’）和‘Ｙｏｌｏ Ｗｏｎｄｅｒ’，抗爪哇根结线虫；

位于番茄第４染色体的导人片段上，Ｈｅｒｏ基因不仅

Ｍｅ４基因来自于辣椒品系‘ＰＭ－６８７’（‘Ｐ１３２２７１９’），

对ＲＫＮ具有抗性，而且抗马铃薯金线虫，对马铃薯

抗花生根结线虫；Ｍｅｃｈｌ和Ｍｅｃｈ２基因分别来自于

白线虫也具有部分抗性［２

辣椒品系‘ＰＭＴ０２’（‘ＣＭ３３４’）和‘ＰＭ一２１７’

０｜。

已定位的番茄ＲＫＮ抗性基因还包括脚［２１｜、
Ｍ／５［２２］和腽９［”］，Ｍｉ－９与Ｍｉｌ基因一样均来自秘

（‘Ｐ１２０１２３４’），对奇氏根结线虫（Ｍ．ｃｈｉｔｗｏｏｄｉ）具有

鲁番茄，位于番茄第６染色体上，Ｍｉｌ基因源自秘鲁

抗性。现已将Ｍｅｌ、Ｍｅ３、Ｍｅ４、Ｍ衫、Ｍｅｃｈｌ和
Ｍｅｃｈ２定位于辣椒Ｐ９染色体上一个２８ ｃＭ的区段

番茄品系‘Ｐ１１２８６５７’，Ｍｉ－９来自于‘ＬＡ２１５７’品系。

内，该基因区段与番茄、马铃薯抗线虫基因位点具有

Ｍｉｌ与Ｍｉ一９基因的主要区别在于热稳定性不同，当

较高的共线性［２４］。辣椒Ｐ９染色体上的根结线虫抗

土壤温度高于３２℃时，Ｍｉｌ基因抗性消失，而Ｍｉ－９

性基因Ｍｅ３，马铃薯Ⅻ染色体上的孢囊线虫抗性基

基因对根结线虫仍具有抗性［１７｜。Ｍ／３位于秘鲁番

因Ｇｐａ２，与番茄第１２染色体上的根结线虫抗性基

茄品系‘Ｐ１１２６４４３—１ＭＨ’的第１２染色体上，该基因

因Ｍｉ３大致位于同源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段，目前

在高温下同样失去抗性Ｌ２１｜。Ｍｉ５与Ｍｉ３基因一样

仍不清楚这３个基因是否为同源基因［６’２

也来自于秘鲁番茄品系‘Ｐ１１２６４４３—１ＭＨ’，与Ｍ／３

１．５大豆抗线虫基因

基因紧密连锁，但是这两个基因的热稳定性不同，在

大豆孢囊线虫（ｓｏｙｂｅａｎ

ｃｙｓｔ

５｜。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ＣＮ，

土壤温度高于３２℃时Ｍｉ３基因抗性消失。此外，在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ｇｌｙｃｉｎｅｓ）是大豆生产上一种危害严重

秘鲁番茄中还发现了其他５个抗ＲＫＮ基因Ｍｉｇ、

的世界性害虫，ＳＣＮ生理小种分化较多，除１ｌ、１３

Ｍｉ４、Ｍｉ６、Ｍｉ７和Ｍｉ８，它们分别来自于秘鲁番茄品系

号小种外，目前已在大豆中发现了１、２…３

４ ５、６、７、

‘Ｐ１２７０４３５—２Ｒ２’、‘ＬＡｌ７０８’、‘Ｐ１２７０４３５—３ＭＨ’、

８、９、１０、１２、１４、１５、１６号共１４个生理小种Ｄ６］，并鉴

‘Ｐ１２７０４３５—３ＭＨ’和‘Ｐ１２７０４３５—２Ｒ２’，其中，Ｍ／２与

定到了一些抗ＳＣＮ的种质资源，如‘Ｐ１８８７８８’、

Ｍｉ８连锁，Ｍｉ６与Ｍｉ７连锁，Ｍｉ２、Ｍｉ４、Ｍｉ６耐高温，在

‘Ｐ１４３７６５４’、‘Ｐｅｋｉｎｇ’、‘ＰＩ ９０７６３’、‘ＰＩ

土壤温度为３２℃下仍对南方根结线虫具有抗性，而

‘ＰＩ

Ｍｉ７和Ｍｉ８在温度高于２５℃时对南方根结线虫的抗

性基因，分别为砌审、啦醇、舰ｇＳ、Ｒｈ９４和砌莎啪］。

性丧失‘１ ７｜。

此外，Ｂｒｏｃｋｅｒ等［２９］在ＳＣＮ抗源‘Ｐ１８８７８８’中发现了

１．４辣椒抗线虫基因

班露基因的一个等位基因以班一ｂ。目前已发表了１６

４３８４８９Ｂ’和

２０９３３２’等［２ ７｜。现已在大豆上命名了５个ＳＣＮ抗

辣椒（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咒ｕｕｍ）野生资源及其近缘野

张ＳＣＮ抗性ＱＴＬ遗传图谱，有６０个ＳＣＮ抗性基

生种中广泛存在抗线虫基因，１９５７年Ｈａｒｅ首次在

因或ＱＴＬ被定位于大豆２０条连锁群中的１７条连

ＸＳ’上发现了单显性抗

锁群上，包括连锁群Ａ１、Ａ２、Ｂ１、Ｂ２、Ｃ１、Ｃ２、Ｄ１ａ、

根结线虫基因Ｎ，该基因抗南方根结线虫、爪哇根结

Ｄ２、Ｅ、Ｆ、Ｇ、Ｈ、Ｉ、Ｊ、Ｌ、Ｍ和Ｎ。其中，连锁群Ｇ上

线虫和花生根结线虫，在２８℃以上会丧失部分抗

的ＳＣＮ抗性ＱＴＬ最多，共有４个，连锁群Ｂ１，Ｃ２

性，该基因抗性已被导人一些商业品种中，如‘Ｍｉｓ—

和Ｄ２上分别有３个ＱＴＬ，连锁群Ａ１、Ｂ２、Ｄｌａ、Ｅ和

Ｎｅｍａｈｅａｒｔ’［２引。此后，遗传学家又从３份

Ｍ上分别有２个ＱＴＬ，而其余连锁群上则分别只有

亲缘关系较远的辣椒种质资源‘Ｐ１３２２７１９’，

１个ＱＴＬ。在现有ＳＣＮ抗源中，‘Ｐｅｋｉｎｇ’中含有的

Ｍｏｒｅｌｏｓ ３３４）中

ＳＣＮ抗性ＱＴＬ最多，已定位了９个ＱＴＬ，其次为

发现了８个抗线虫基因，分别为Ｍｅｌ、Ｍｅ２、Ｍｅ３、

ＳＣＮ抗源‘Ｐ１４３８４８９Ｂ’，已定位了８个ＱＴＬ，

Ｍｅ４、Ｍｅ５、Ｍｅ７、ＭｅｃＭ和Ｍｅｃｈ２，其中，Ｍｅｌ、Ｍｅ３

‘Ｐ１４３７６５４’中定位了６个ＱＴＬ，而其余抗源中只含

和地７基因分别来自于辣椒品系‘ＰＭ－２１７’

有５个或５个以下ＱＴＬ。在ＳＣＮ抗性ＱＴＬ遗传

（‘Ｐ１２０１２３４’）、‘ＰＭ－６８７’（‘Ｐ１３２２７１９’）和‘ＰＭ７０２’

图谱构建中，‘Ｐｅｋｉｎｇ’是利用最多的抗源材料，其中

（‘ＣＭ３３４’），这３个基因具有广谱抗性，能抗花生根

有５张遗传图谱是独立采用该抗源构建的，另有４

结线虫、爪哇根结线虫和南方根结线虫；其他抗根结

张图谱分别是采用该抗源与‘Ｐ１４３７６５４’，‘Ｐ１８８７８８’

Ｃ．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Ｌ．‘Ｓａｎｔａｎｋａ

‘Ｐ１２０１２３４’和‘ＣＭ３３４’（Ｃｒｉｏｌ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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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Ｐ１９０７６３’组合构建的，目前报道的ＱＴＬ能够解

ＣＣＮ、禾谷ＲＫＮ的双抗材料，抗性由一对显性基因

释ＳＣＮ抗性ｌ％～９１％的表型变异［３引。尽管已定

Ｒｋｒｖｍｎｌ控制，位于易变山羊草第三同源群染色体

位的ＱＴＬ较多，但在大多数ＳＣＮ抗源中，ＳＣＮ抗

３Ｓｖ上［４０Ｉ。大麦（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中也存在丰富

性位点砌审仍是一个主效ＱＴＬ，在已定位的ＱＴＬ

的ＣＣＮ抗性资源，目前在大麦中已经发现４个抗线

中具有最大抗性。砌审基因被定位于大豆Ｇ连锁

虫基因Ｈａｌ、Ｈ以、Ｈａ３、Ｈａ４。其中，Ｈ缸、Ｈａ２和

群上，位于ＳＳＲ标记ＳＩＵＣ－Ｓｃａｌ３与ＢＡＲＣＳａｔｔ３０９

Ｈａ３均为单显性基因，被定位于大麦２Ｈ染色体上，

之间，距离Ｓａｔｔ３０９约１．５ ｃｍ，其介导的ＳＣＮ抗性

Ｈａ４也是一个单显性基因，被定位于大麦第５Ｈ染

与该基因内的１９ ｂｐ的插入缺失片段ＳＩＵＣＴＭＤｌ

色体上，该基因对澳大利亚致病型Ｈａｌ３的抗性与

共分离‘３１｜。Ｍｅｋｓｅｍ等［３２］从ＳＣＮ抗源‘Ｐｅｋｉｎｇ’中

Ｃｒｅ６基因类似Ｈ１。。

克隆出ＳＣＮ抗性候选基因砌审，该基因编码一个
富亮氨酸重复（ＬＲＲｓ）受体类激酶，与水稻白叶枯病

抗性基因Ｘａ２１和拟南芥受体类激酶基因家族高度

２抗线虫机理
２．１植物与线虫亲和性互作

同源，其蛋白质包含３个功能结构域：１２个胞外长

要阐明抗线虫基因介导的抗性反应，首先必须

末端重复序列（ＬＲＲｓ），１个跨膜结构域（ＴＭ）和１

了解植物与线虫的亲和性互作。根结线虫和孢囊线

个激酶结构域（ＳＴＫ）。

虫从卵中孵化后，其２龄幼虫进入土壤并在土壤中

１．６禾谷类抗线虫基因

移动寻找适宜的寄主作物，当２龄幼虫进入根皮层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ＣＣＮ，

后，根结线虫在细胞问移动，而孢囊线虫在细胞内移

ａｖｅｎａｅ）是危害禾谷类作物的世界性病

动，在找到利于取食位点形成的适宜细胞时线虫停

原线虫。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品种‘Ａｕｓｌ０８９４’和

止移动ｍ］。根结线虫与孢囊线虫取食位点诱导形

‘Ｌｏｒｏｓ’携带ＣＣＮ抗性基因Ｃｒｅｌ，位于小麦２Ｂ染

成的机制基本相似，线虫侵入后在根系中形成一个

色体上，对澳大利亚致病型Ｈａｌ３有较强抗性，对欧

多核取食细胞并从中汲取养分，２龄幼虫取食后经

洲致病型Ｈａｌ２、Ｈａｌ３也有抗性［３ ３｜。小麦近缘种偏

过３次蜕皮发育成为成虫。孢囊线虫的繁殖方式为

凸山羊草（Ａｅｇｉｌｏｐｓ说ｏＴｌｔｒｉｃｏｓａ，２ｎ＝２８，Ｄ”ＤｖＭｖＭｖ）携

有性生殖，雌虫与雄虫交配产卵后孵化出幼虫，１龄

带ＣＣＮ抗性基因Ｃｒｅ２、Ｃｒｅ５（ＣｒｅＸ）、Ｃｒｅ６，Ｃｒｅ２与

幼虫在卵内蜕皮后并在寄主植物上孵化出侵染性的

Ｃｒｅ５（ＣｒｅＸ）为一对等位基因，位于偏凸山羊草６Ｍ”

２龄幼虫。尽管温带地区的一些根结线虫种类也有

染色体上，Ｃｒｅ２对欧洲致病型有较强抗性，而Ｃｒｅ５

过有性生殖的研究报道，但一些重要的根结线虫种，

对法国致病型有一定水平抗性，对澳大利亚致病型

如南方根结线虫，爪哇根结线虫和花生根结线虫的

Ｈａｌ３也有较强的抗性［３４｜，Ｃｒｅ６为单显性基因，位

繁殖方式均为有丝分裂孤雌生殖Ｌ２］。

于偏凸山羊草５Ｍ”染色体的远端，表现高抗

２．２植物与线虫非亲和性互作

禾谷孢囊线虫（ｃｅｒｅ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ｃｙｓｔ

Ｈ口】３［３引。节节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ｔａｕｓｃｈｉｉ）携带ＣＣＮ抗

植物抗线虫反应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抗性反应

性基因Ｃｒｅ３（ＣｃｎＤｌ）和Ｃｒｅ４（ＣｃｎＤ２），它们是一对

表现为线虫侵染后５ ｄ内取食位点的细胞发生过敏

等位基因，分别表现高抗和中抗ＣＣＮ，Ｃｒ留基因位

反应（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ＨＲ），细胞出现坏

于节节麦的２Ｄ染色体长臂的远端部，对澳大利亚

死。过敏反应是许多病原菌包括内寄生线虫受到逆

致病型Ｈａｌ３具有高水平抗性，但对欧洲致病型

境胁迫后的普遍防卫机制，如Ｍｉ－１、Ｍｅ３基因，坏死

Ｈａｌ２、Ｈａｌ３敏感，Ｃｒｅ４基因位于节节麦的２Ｄ染色

细胞发生在线虫移动时接触过的细胞和初始取食细

体长臂的近端［３６３。Ｃ化Ｆ基因源于小麦品种‘Ｆｅｓ—

胞中［４３－４４］，而Ｈ１基因中，诱导形成的取食细胞较小

ｔｉｇｕａｙ’，位于小麦７ＨＬ染色体上，对ＣＣＮ表现高度

且被一层坏死细胞包裹，从而限制了取食位点的进

抗性［３ ７｜。黑麦（Ｓｅｃａｌｅ ｃｅｒｅａｌｅ）基因组中含有高抗

一步扩大［４ ５｜。孢囊线虫的性别分化发生在取食位

ＣＣＮ的单显性基因ＣｒｅＲ，位于山羊草６Ｒ染色体

点形成的第一周内，营养供应较好时，线虫发育为雌

上［３ ８｜。三芒山羊草（Ａｅｇｉｌｏｐｓ ｔｒｉｕｎｃｉａｌｉｓ，２ｎ一２８，

虫，反之则发育为雄虫［４６ｑ ７｜。许多研究发现，即便是

ＣＣＵＵ）携带ＣＣＮ抗性基因ＣｒｅＡｅｔ基因［３９３。易变

依赖孤雌生殖的根结线虫种类，在营养供应较差时，

山羊草（Ａｅｇｉｌｏｐ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２ｎ一２８，Ｕ７Ｕ７ＳＳ）是

产生的雄虫也较一般情况下要多［１ ９｜，这一现象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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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抗线虫基因的植物中雄虫数目较多的原因做出了

控细胞坏死。对含有Ｍｉ－１／Ｍｉ－１基因的番茄突变体

合理的解释。

进行研究，从中鉴定到了一个对蚜虫和根结线虫均

第二类抗性反应表现为线虫侵染后期取食位点

具有抗性的ｒｍｅｌ基因，该基因特异性地识别Ｍｉ－１

的细胞降解，但是并未发生过敏反应。许多植物抗

基因信号［４ ３。。大豆抗病候选基因砌朗和Ｒｈ９４与

线虫基因介导的抗性反应符合这一抗性机制，如

拟南芥受体类激酶基因家族高度同源，砌班和

Ｍｅｌ Ｌ４４‘、Ｈ以和Ｈａ３ Ｌ例以及Ｇｐａ２ Ｅ４９］。在线虫侵染

Ｒｈ９４基因中的一个活性异源二聚体参与或介导了

初期，亲和与非亲和性互作无明显差异，线虫能够建

ＳＣＮ抗，眭，大豆单显性基因砌审和Ｒｈ９４介导的双

立功能性的取食位点，使得雄虫和雌虫都能够正常

基因抗性反应很可能是由ＲＨＧＩ和ＲＨＧ４蛋白的

发育，但是在侵染后期，取食细胞的形态发生了变

互作所引起∞引。

化，抗病植物中取食细胞的扩大受到阻碍，细胞质减

２．４抗线虫基因的特异性

少，液泡增多，取食细胞与维管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

尽管根结线虫与孢囊线虫具有相似的营寄生机

糊，这些特征表明，抗性反应降低了取食细胞的代谢

制，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兼抗两类线虫的抗源植物。

活性，随着取食细胞的降解，取食位点周围的细胞发

Ｍｉ－１基因对许多根结线虫种类具有抗性，而Ｇｐａ２

生坏死。由于线虫发育后期的营养供应受到限制，

基因只对个别根结线虫种类中的特定种群具有抗

导致雌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受到抑制，这一抗性机

性。许多研究推测，抗病基因蛋白质结构中的ＬＲＲ

制与防卫反应缓慢的植物中产生较多雌虫的研究结

结构域决定抗性反应的特异性，ＬＲＲ结构域直接或

果相一致。

间接地参与了病原识别。抗线虫基因Ｇｐａ２与Ｒｘｌ

２．３抗线虫基因激活抗性反应

高度同源，但两者蛋白质结构中的ＬＲＲ结构域变异

对孢囊线虫或根结线虫具有抗性的单显性Ｒ

较大，这一发现符合上述推测。Ｍｉ－１基因编码产物

基因均可引发抗性反应，如线虫侵染后Ｈ１与Ｍｉ－１

中含有ＬＲＲ结构域，该结构域能够识别根结线虫与

基因引发了快速的过敏反应［４ ３｜，而Ｍｅｌ与Ｇｐａ２基

马铃薯蚜虫分泌的无毒基因产物［１６，５０］。尽管蚜虫与

因则引发了缓漫的抗性反应［４４，４９］。已克隆的抗线虫

根结线虫具有相似的取食行为，但两者分泌的无毒

基因与其他一些植物病原如细菌、真菌、卵菌和病毒

基因产物不完全相同，这是首例对两种毫不相关的

的抗性基因具有相同的结构基序，这表明抗线虫基

生物种类均具有抗性的Ｒ基因双重特异性。

因是植物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成员。Ｍｉ－１基因对两

此外，有研究认为Ｒ基因产物是大蛋白复合物

种完全不相关的生物种类即根结线虫和蚜虫均具有

的一部分［５２｜。Ｍｉ－１基因编码的蛋白质Ｎ端结构域

抗性［１６，５０］，这表明根结线虫和蚜虫的抗性机制具有

与一个包含２００个Ｃｔ．螺旋氨基酸残基的ＰＣＩ结构域

相似的信号传导途径。此外，Ｇｐａ２与Ｒｚｌ两个密

高度同源，大部分氨基酸残基位于蛋白质的Ｃ端和

切相关的基因对两种完全不同的病原具有抗性，它

多蛋白复合物的亚基内［５ ３｜，这表明Ｍ纠基因编码

们分别抗马铃薯孢囊线虫（Ｇ．ｐａｌｌｉｄａ）和马铃薯Ｘ

蛋白可能是一个多蛋白调控复合物的一部分，作为

病毒［６’５１｜。但是，Ｇ加２基因激活引发缓慢的抗性反

一个结构支架蛋白与其他蛋白质发生相互作用口６｜。

应，而Ｒｘｌ基因则引起快速的抗性反应，期间并未

因此，蚜虫与线虫的无毒基因产物并不直接与Ｒ基

发生明显的过敏反应。如此高度同源的Ｒ基因如

因蛋白发生相互作用，而是与特定的受体相互作用，

何诱导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防御机制，这可能是由

并通过Ｍｉ－１基因蛋白引发信号传导级联反应［５０｛。

于两者的蛋白质结构存在差异，如Ｇｐａ２基因的蛋

２．５线虫无毒基因产物的识别

白质结构中不含有酸性末端。Ｇｐ０２与Ｒｚｌ基因的

通过植物监控体系可以对蛋白质在线虫寄生过

ＬＺ－ＮＢＳ结构域高度保守，表明植物的抗线虫性和

程中所起的作用加以检测，但是目前尚未鉴定到线

病毒抗性可能与一般的信号传导途径有关，目前有

虫的无毒基因产物。如果线虫通道的邻近细胞发生

关学者正在通过互换两基因的结构域进行研究，从

过敏反应，在线虫侵染的早期就有可能识别到侵染

而验证这一假说是否成立［６］。

性线虫。抗病植物中的取食细胞发育受到抑制，对

Ｍｉ－１基因产物主要发挥调控蛋白的作用，其蛋

线虫的识别发生在线虫侵染后期。线虫侵入植物

白质Ｎ端与ＬＲＲ结构域之间存在的分子内互作调

时，线虫体表首先接触植物细胞，而蚜虫释放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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