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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截头’×西双版纳黄瓜重组自交系群体
重要农艺性状的遗传分析
薄凯亮，沈佳，钱春桃，宋慧，陈劲枫’
（南京农业大学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园艺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利用‘北京截头’黄瓜×西双版纳黄瓜产生的永久性重组自交系（ＲＩＬ）群体１２４个株系，对其苗期株高、第一雌花节
位、第一分枝节位、初级分枝数、瓜长、瓜把长、瓜横径、瓜肉厚、瓜腔直径和单瓜重等１０个重要农艺性状进行方差分析、相
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及通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性状在系组自交系群体中均存在双向超亲分离，分布频率大致
接近正态分布。１０个农艺性状在双亲之间均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瓜长和瓜横径均与单瓜重具有极显著相关关系，并
解释了单瓜重８９．Ｏ％的表型变异。瓜横径和瓜肉厚对单瓜重的通径分析与相关分析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表明通径分
析更有利于解释性状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黄瓜；重组自交系；农艺性状；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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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瓜主要农艺性状的遗传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遗传力分析¨。２ Ｊ、配合力分
析呤圳、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１等，研究材料多为非永久性群体和黄瓜自交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单株
产量及其构成因子等方面，并且发现单瓜重对单株产量的形成有重要作用【６１；但关于单瓜重及其构成因
子等相关性状的遗传分析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报道。同时，前人只针对少数性状进行了初步的遗传分析，而
未对黄瓜生长发育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农艺性状的遗传变异及其相关关系等进行全面的研究，这就大大
降低了遗传分析数据在育种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农艺性状之间的相关关系是表型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
而表型选择又是黄瓜育种实践中的有利工具；因此，对诸多农艺性状进行遗传评价将会加速黄瓜育种的
进程。

本文以黄瓜半野生变种——西双版纳黄瓜和普通栽培黄瓜‘北京截头’为双亲构建的永久性重组自
交系（ＲＩＬ）群体为材料，研究和评价苗期株高、第一雌花节位、第一分枝节位、初级分枝数、瓜长、瓜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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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ｌ

瓜横径、瓜肉厚、瓜腔直径、单瓜重等农艺性状的遗传变异及其相关性，为这些数量性状育种、ＱＴＬ精细定
位以及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供试材料
‘北京截头’黄瓜：华北型黄瓜新品种选育的骨干亲本，苗期植株较高、寡分枝、果型细长、果实表面带
密刺、成熟果实表皮为绿色，实验室高代自交保存。
西双版纳黄瓜：原产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珍贵黄瓜变种，耐弱光、苗期植株矮壮、多分枝、果型
短粗、果实表面光滑、成熟果实表皮为棕红色，实验室高代自交保存。
１．２群体构建与田间设计
２００５年春季于南京农业大学温室内进行杂交获得Ｆ。，其中以西双版纳黄瓜作为父本，‘北京截头’黄
瓜作为母本。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９年通过单粒传的方式获得了一套包括１２４个稳定株系的永久重组自交系群
体（Ｆ，）。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于南京农业大学江浦试验站选择土壤条件一致的塑料大棚种植重组自交系群体
及其双亲（‘北京截头’黄瓜和西双版纳黄瓜）。大棚所在地块的前茬作物为小麦，于２００８年春季改建为
塑料大棚种植黄瓜，且采用黄瓜与大豆轮作的栽培方式来排除连作障碍。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２次重
复，小区长３．０ ｍ、宽０．８ ｍ，每个小区种植１４株黄瓜，采用统一的浇水（滴灌）、施肥等田间栽培管理措施，
使植株在均匀一致的环境条件下生长。
１．３测量与分析方法
重组自交系的全部植株及其双亲均采用单株自交的方式留瓜，且每个植株座１个瓜，从同一株系的
１４株中选取１０株正常座瓜的植株进行苗期株高、第一雌花节位、第一分枝节位、初级分枝数、老熟瓜的瓜
长、瓜把长、瓜横径、瓜肉厚、瓜腔直径和单瓜重等农艺性状的调查。其中，苗期株高的数据采集于植株的
第５片真叶全部展开时期，采集时间为９月２０日。授粉５０ ｄ后调查老熟瓜的相关性状。各性状的具体
记载方法参照《黄瓜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ｏ¨。利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中的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逐
步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程序对上述性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各性状的数据均为小区内的平均值。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亲本及重组自交系（ＲＩＬ）群体主要农艺性状的评价
ＲＩＬ群体及其双亲的主要农艺性状表现见表ｌ。方差分析表明，试验所调查的ｌＯ个农艺性状在双亲
之间均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同时，供试材料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性状差异，变异范围较大。群体间
变异系数最大的为初级分枝数（５４．３％），其次为瓜把长（４７．１％），再次为单瓜重（４５．７％），而变异系数最
裹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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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本和重组自交系群体主要农艺性状的表现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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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为瓜横径（１９ ４％），各性状的平均变异系数为３６ ６Ⅸ，这表明术畦验所树建的ＩＩ『【群体并铢系之间
荇住很大差异．但立异程度凼性状不同ｌｎＪ异
符农艺忭状的袤型俯在ＩｔＩＩ．群体ＩＩ－的分布频率见嘲Ｉ

所有性状均吊往续变异，表明所研究ｈ／Ｊｆｋ状

为多基因控制的数特性状它Ｗ Ｊ的偏鹰和峰Ｉｆ！：均小Ｊ【（曩¨．丹椰频率凡数接近ＪＰ惫讣布．且存存州艟
的烈问超亲分离８十性状在Ｒ１１群体一ｐ的平均表刊值介ｒ双亲之间．此外．第一分枝节愤在ＪｔｌＬ群体巾，
的平均值超过１ｃ３【亲．而瓜粥厚在ＲＪ］群体中的平均ｆ｝！【小ｒ取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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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凯亮，等：‘北京截头’×西双版纳黄瓜重组自交系群体重要农艺性状的遗传分析

ＲＩＬ群体单瓜重与农艺性状的逐步回归分析
对单瓜重与苗期株高、第一雌花节位、第一分枝节位、初级分枝数、瓜长、瓜横径等９个农艺性状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求得回归方程为：多＝一１．０９０＋０．０３６Ｘ。＋ｏ．１６１Ｘ３。其中，多为单瓜重，ｘ。为瓜长，鼍为
瓜横径，该方程可以解释单瓜重８９．０％的表型变异。瓜长和瓜横径分别解释５５．６％和３３．４％的单瓜重的
表型变异，这说明瓜长对单瓜重具有重要作用，与相关分析的结果吻合。
２．４

ＲＩＬ群体单瓜重与其构成因子的通径分析
表３结果表明，瓜长、瓜横径、瓜肉厚（Ｘ。）和瓜

把长（置）对单瓜重的效应依次减弱，且瓜横径对单
瓜重的效应显著大于瓜肉厚和瓜把长的效应，这与
相关分析的结果不尽一致。主要是由于瓜把长、瓜
横径和瓜肉厚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致使五
通过｜］ｊｆ。、墨和墨的间接效应总和高达０．４６４。因而

掩盖了ｘ：对多的真实作用；同时墨通过ｘ。、乜和

＾＂，▲● ● ● Ｃ

墨的间接效应总和高达０．３７３，掩盖了丘对多的真
实作用。这都表明相关系数有时会造成一些假象，
图２单瓜重及其构成因子的通径关系

因此在选择过程中，性状之间表型相关系数及遗传
关系复杂，不能仅凭相关系数的大小作为选育依据。

Ｆｉｇ．２

Ｐａ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ｔｓ

通径系数更有利于解释其复杂的表型关系（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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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表３黄ｇｇ＇Ｋ（Ｘ。）、ｇｊＥ＇Ｋ（Ｘ２）、瓜横径（墨）和瓜肉厚（置）对单瓜重（多）的通径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直接通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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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通过ｘＩ的问接效应ＩＥＴ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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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过．：｜ｆ，的间接效应ｒＥｔ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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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过如的问接效应ＩＥｒ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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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通过以的问接效应ＩＥ小

Ｏ．０２５

如通过以的间接效应ＩＥ瑚

ｏ．１Ｊ６ｌ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０．５７１

也对；直接效应ＤＥ妮０．０２６
如通过Ｊｌ的问接效应厄，２ｌ

总计Ｔｏｔａｌ

Ｌ对；直接效应ＤＥｙ４

０．４０４
０．０９３

丘通过ＪＩ的间接效应厄－－０．１４５

０．３１４

膏２通过邑的间接效应ＩＥ∞０．１１５

．】ｒ４通过石２的间接效应ＩＥｍ

０．０１０

ｊｒ２通过Ｘ４的间接效应ＩＥ埘０．０３５

丘通过如的间接效应ＩＥ：３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０．２１９

总计Ｔｏｔａｌ
Ｎｏｔｅ：ＤＥ＝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０．４９０

０．４６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３讨论
本研究以具有西双版纳黄瓜遗传背景的重组自交系群体为材料，对黄瓜果实的单瓜重及相关性状进
行了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以及通径分析等研究。发现单瓜重与几个主要构成因子的相关顺
序由大到小依次为为：瓜长、瓜肉厚、瓜把长、瓜横径。而逐步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则表明，这些性状对单
瓜重的贡献效应由大Ｎ／Ｉ，依次为：瓜长、瓜横径、瓜肉厚、瓜把长，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不尽一致，回归分析
和通径分析之所以能够更加确切地发现性状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与杂交后代基因型的偏分离有关，此类结
果在水稻研究上也有报道旧Ｊ。此外，西双版纳黄瓜老熟果实的肉质较为致密、紧实，试验选择了果肉同样
致密、紧实的‘北京截头’黄瓜与其杂交进行ＲＩＬ群体的构建，以该群体为材料进行单瓜重的遗传分析可
以排除肉质对单瓜重的影响。试验结果为黄瓜单瓜重的ＱＴ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进一步试验有
望利用ＲＩＬ群体实现单瓜重的精细定位，这将大大加速黄瓜高产育种的进程。
Ｃｈｅｎ等一１于１９９４年首次在国际上对西双版纳黄瓜进行了报道。并相继对其细胞学、系统发育学以及
多项生理指标对环境胁迫的反应等方面进行了研究ｏｉｏ－’４］。西双版纳黄瓜原产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
是一个珍贵的黄瓜半野生变种，它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果型大、单瓜质量大等特点，其老熟果实单瓜重一
般２—３ ｋｇ，最大果重５ ｋｇ左右，且果肉显示橙色¨引，类胡萝ｂ素含量可达７００ ｐ．ｇ·１００９一，可以直接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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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为加工原料，是黄瓜高产育种和品质育种的重要资源。近２０多年来，随着黄瓜分子连锁图谱的构建
和不断饱和（１６’１７】，有关产量、品质、抗性以及许多重要农艺性状的Ｑ１Ｌ定位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ｌ弘驯。
株系间变异大、株系内性状稳定的典型性状群体是ＱＩ＂Ｌ作图的基础。黄瓜Ｑ１１Ｌ定位的群体类型已经从
Ｆ２群体逐渐发展成为ＲＩＬ群体，但是群体双亲的选择多集中在生态型以及品种之间的差异心１Ｊ，双亲间亲
缘关系较近，ＤＮＡ多态性欠丰富，同时黄瓜的遗传基础较为狭窄，遗传多样性水平低陋埘Ｊ，这就使得黄瓜
ＱＩ＂Ｌ精细定位研究发展十分缓慢。因此，利用一些亲缘关系较远的亲本杂交所产生的群体进行评价或
Ｑ１＂Ｌ定位，也许将更有利于黄瓜的育种研究。
西双版纳黄瓜与‘北京截头’黄瓜亲缘关系较远，各性状在其后代重组自交系群体中均发生了剧烈分
离，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农艺性状优良、单瓜重显著增加的株系，它们具有苗期株高较低，第一雌花节位较
低，初级分枝数较少，瓜长、瓜横径和瓜肉厚均较Ｆ。显著增加，瓜把长和瓜腔直径都明显小于Ｆ。等有利于
黄瓜育种的特点。通过进一步试验，可育成一系列携带有西双版纳黄瓜优良性状的骨干亲本材料。由此
可见，重组自交系的构建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选育优异材料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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