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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种质资源亲缘关系的ＩＳＳＲ分析
苏小俊，徐海，陈龙正，宋波，袁希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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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南京蔬菜遗传改良重点开放实验室，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利用ＩＳＳＲ标记，对来源于不同地区的丝瓜种质资源的亲缘关系进行了分析。从８０个ＩＳＳＲ引物中筛选出多态性

强、重复陛好的９个引物，对４３份丝瓜种质基因组ＤＮＡ进行扩增，共扩增出６０条谱带，平均每个引物扩增出６．６７条
带，其中多态性带４７个，多态性位点百分率为７８．３％。丝瓜种质间遗传相似系数变化范围在Ｉｏ．３７一Ｏ．９８之间，暗示了
丝瓜栽培种内的遗传基础相对狭窄。利用ＵＰＧＭＡ聚类分析，４３份丝瓜种质被划分为６个类群≯类群的划分与形态学性
状较吻合，而且与地理来源也有较高的相关性。
关键词：丝瓜；种质资源；亲缘关系；ＩＳＳ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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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Ｌｕｆ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Ｌ．）Ｒｏｅｍ．）为葫芦科（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丝瓜属（Ｌｕｆｆａ Ｍｉｌｌ．）植物，原产

印度或亚洲南部热带地区，为一年生攀缘性草本植物。丝瓜自宋代、明代引入我国以来，由南至北，普
遍栽培，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瓜种质，种质资源（尤其是地方资源）比较丰富¨Ｊ，对这些种质
资源的鉴定和评价是再收集和利用的前提。然而，关于丝瓜种质资源分类评价的研究报道很少，目前多
依据形态性状或园艺学特征进行分类。对丝瓜种质材料间遗传关系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丝瓜新品种的选育。

简单序列重复区间扩增多态性（ＩＳＳＲ），由于其稳定性好，易操作等，而被广泛应用于居群遗传
学、品种鉴定、物种分类与系统学比较以及物种的进化关系等研究中∽。７ｊ，但在丝瓜中尚未见相关报
道。本研究旨在利用ＩＳＳＲ标记技术，以国家蔬菜种质资源库中保存的具有代表性的丝瓜种质资源为试
材，探讨ＩＳＳＲ标记在鉴定丝瓜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中的有效性，同时应用该方法研究其亲缘关系，以
期为丝瓜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创新和有效利用提供ＤＮＡ分子水平上的理论依据。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供试材料
根据《中国蔬菜品种资源目录》中的性状描述，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国家蔬菜种质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２００８ＡＡｌ０２１５０）；江苏省高技术研究项目（ＢＧ２００７３０１）
作者简介：苏小俊，研究员，博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ｓｕｘｊ６０６＠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８通讯作者：陈劲枫，教授，博导，从事蔬菜遗传育种研
究，Ｅ—ｍａｉｌ：ｊｆｃｈｅｎ＠ｊａｎ．ｅｄ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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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中期库中提取有代表性的普通丝瓜种质４２份，有棱丝瓜品种１份（表１）。全部材料均种植于江苏
省农业科学院实验基地。
表１供试材料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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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江西宜春Ｙｉｅｈｕ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９９８

宁夏银川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２０００

ｌｕｆｆａ

长条丝瓜Ｂａｒ

湖南沅江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ｕｆｆａ

ｌｕｆｆａ

４２

ｌｕｆｆａ

Ｈｕ ７ｎａｎ

ｒｏｕ

ｌｕｆｆａ

４１

ｒｏｕ

湖南汉寿Ｈａｎｓｈｏｕ

Ｎｉｎｇｘｉａ

福建永安Ｙｏｎｇａ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ｌｕｆｆａ

贵州德江Ｄｅｊｉ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广东广州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６

１．２试验方法

基因组ＤＮＡ提取采用ＣＴＡＢ法油］。ＩＳＳＲ标记技术参照陈学军等‘９３的方法。ＩＳＳＲ反应体系共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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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在灭菌的０．２

ｍＬ

ｍｍｏ］·Ｌ～ＭｇＣｌ，２

ＰＣＲ薄壁管中依次加入下列组分：双蒸水１１．８斗Ｌ，１０×Ｂｕｆｆｅｒ溶液２止，２５

ｐ．Ｌ，２ ｍｍｏ］·Ｌ～ｄＮＴＰｓ ２．５ ｔｘＬ，１０ ｍｍｏ］·Ｌ。１

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２０～４０ ｎｇ模板ＤＮＡ

１

２０碱基随机引物０．５

ＩＬＬ，１

Ｕ的

ＩｘＬ（以上各反应组分均购于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稍加离心混匀后，于ＰＴＣ一１００ ＰＣＲ仪（ＭＪ，美国）中扩增。
Ｓ，７２ ＣＣ ２

反应程序：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５．８℃４５

ｒａｉｎ，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

ｖａｉｎ；最后４℃保存。扩增产物在１．２％琼脂糖凝胶上电泳分离１．５ ｈ（５ Ｖ·ｃｍ叫），０．５卜ｇ·Ｌ。１溴化
乙锭染色，用上海培青凝胶成像系统进行拍照分析。扩增片段的分子大小标记是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

ＧｅｎＲｕｌｅｒ

１００ ｂｐ Ｐｌｕｓ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

１．３数据统计

每个引物重复扩增２次，结果相同的进行数据统计，以０、１表示条带的有无。利用ＰｏｐＧｅｎ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２

１．３２软件计算多态性比例及相似性系数。利用ＮＴＳＹＳ２．１１版软件的非加权算术平均法（ＵＰＧ—

ＭＡ）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构建分子进化系统树。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４３份丝瓜种质总ＤＮＡ扩增产物的多态性分析

利用优化的反应体系从８０个ＩＳＳＲ引物中选取扩增条带清晰、稳定性好的９条引物进行统计分析
（图１）。用９个ＩＳＳＲ引物对４３份丝瓜种质资源进行ＰＣＲ扩增，结果如表２所示，共在６０个位点获得
扩增片段，平均每个引物扩增片段为６．６７条，扩增片段最多的引物是Ｓ】７，为９条，最少的引物为
￥３７，只有４条。多态性带共有４７条，多态性比例为７８．３％，平均每个引物产生５．２２条多态性带，多
态性变幅为６６．７％一８８．９％，引物Ｓ１７多态性信息含量最高（８８．９％），引物ｓ１含量最低（６６．７％），
丝瓜种质ＩＳＳＲ多态性比例相对较低，说明丝瓜遗传基础相对狭窄。

图１引物￥２４对４３份丝瓜种质扩增的ＩＳＳＲ带型
Ｆｉｇ．１

ＩＳＳＲ ｂ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４３ ｌｕｆｆａ

１—４３为种质编号，见表１。ｌ一４３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ｒ￥２４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ｉｏＩＩ￥ｈ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９个引物对４３份丝瓜种质ＤＮＡ扩增带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９ ＩＳＳＲ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４３ ｌｕｆｆａ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２．２依据ＩＳＳＲ标记的４３份丝瓜种质的聚类分析

４３份丝瓜种质两两间的相似系数分布在０．３７～０．９８之间。其中绿胜２号和其他４２份种质的相似系
数最小，为０．３７，表明种质问的亲缘关系最远；来自四川荥经的荥经丝瓜（Ｖ０５Ｈ００３２）和黑籽丝瓜

万方数据

第３期

苏小俊，等：丝瓜种质资源亲缘关系的ＩＳＳＲ分析

４５

（Ｖ０５Ｈ００３３）以及来自江苏连云港的白籽丝瓜（Ｖ０５Ｈ０１９０）和来自江苏无锡的半长丝瓜（Ｖ０５Ｈ０１７９）
之间的相似系数最大，为０．９８，表明两种质问的亲缘关系最近。
从聚类图上可以看出，以相似系数０．６７为标
准，４３份丝瓜种质可分为６类１１组（图２）。第

【

１、Ⅱ、Ⅲ、Ⅳ和Ｖ类是普通丝瓜种质，第Ⅵ类是

广● ＜，ＩＬ

有棱丝瓜种质。以相似系数０．７７为标准，各类可
以进一步分组。
第１类可分为２组：第１组包括宁德长丝瓜、
长条丝瓜、早丝瓜和汉寿棒丝瓜，主要为植株长势

Ⅱ

旺、瓜皮色深绿、果形长圆筒形、果径较小类型的

种质；第２组包括光泽丝瓜和福州抗病越初丝瓜。
第Ⅱ类分为３组：第１组包括株州沙田丝瓜、
沅江大肉丝瓜和白丝瓜３份种质，这一组种质主要
为瓜皮绿白色到白色类、圆筒形果的品种；第２组

Ⅲ

含长沙肉丝瓜、邵阳香丝瓜、肉丝瓜（Ｖ０５Ｈ０２０２）

，ｔ

等１２份种质，主要为短圆筒形果的品种；第３组

含黑籽有皱丝瓜、黑籽肉丝瓜（Ｖ０５Ｈ０００９）、黑籽

Ⅳ

ｆ、１０

肉丝瓜（Ｖ０５Ｈ００２５）和德江丝瓜４份种质，主要
为中圆筒形、果皮皱的品种。

第Ⅲ类为１组：包括尉氏丝瓜、开封丝瓜、杞

ＶⅥ

勰钉，”加¨＂弘捕拍”５筋８６２；９捞４雏乾¨臻Ｍ掂拦∞弛扒为卯∞

ｆｆ
Ｏ．９８

Ｏ．８８

县丝瓜、郑州棒锤丝瓜、林县丝瓜和黑籽丝瓜

棒形。

０．６９

０，５９

０．４８

０．３７

相似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０５Ｈ０２０３）６份种质。这一组主要是来自河南的

５份种质和来自宁夏银川的１份种质，果实为短

０．７９

图２依据ＩＳＳＲ标记的丝瓜种质聚类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４３ ｌｕｆｆａ
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ＳＳＲ

ａ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第Ⅳ类分为３组：第１组包括来源不同的３份
香丝瓜（Ｖ０５Ｈ０１８７、Ｖ０５Ｈ０２１２、Ｖ０５Ｈ０１８８）种质，为短棒形、果实具有清香风味的品种；第２组包
括本地丝瓜、白籽丝瓜和玉露丝瓜３份种质，主要果实为中长棒形；第３组包括半长丝瓜、宜兴丝瓜、
蛇形丝瓜和芜湖丝瓜４份种质，主要果实为长棒形，长度６０（３／／１左右，其中蛇形丝瓜１５０ ｃｍ以上。
第Ｖ类仅包括桂林水瓜１份种质，属单独的一组。
第Ⅵ类仅包括绿胜２号１份种质，为有棱丝瓜品种，属单独的一组。

３讨论
本研究表明，从ＩＳＳＲ扩增图谱来看，ＩＳＳＲ扩增片段多态性最高的为８８，９％，而最少的仅为
６６．７％，平均７８．３％，多态性比例相对较小，说明丝瓜遗传基础相对狭窄。从遗传相似系数来看，丝
瓜遗传相似系数分布在０．３７—０．９８之间。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普通丝瓜种内相似系数较高，材料
之间遗传相似系数变幅较小，表明尽管丝瓜属的遗传多样性可能比较丰富，但是仅仅体现在种间，种内
遗传变异较小，遗传基础相对狭窄，这与夏军辉等¨叫利用ＲＡＰＤ技术的研究结果相似。因此，可以进
行丝瓜属种问杂交，进行新种质资源的创制，拓宽育种材料遗传背景，为丝瓜育种奠定基础。
聚类分析发现，以大部分形态学和生物学性状类似的种质首先聚在一起。如第１类中，果形长圆筒
形、果径较小类型的种质聚为一类；第Ⅱ类中，１９份种质分为３组，３份圆筒形、１２份长远筒形和４
份短圆筒形的种质材料分别聚为一类；第Ⅵ类中，１０份种质分为３组，３份短棒形、３份中长棒形和４
份长棒形的种质材料分别聚为一类。表明聚类分析结果与形态学分类比较吻合。
从聚类分析结果可见，多数来源地相同的种质表现出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如第１类第２组，两份
来自福建的丝瓜种质聚在一起；第Ⅲ类中，５份来自河南的种质资源被聚在一起；来自四川的丝瓜种质

资源被聚在第Ⅱ类中；来自浙江、福建、上海、江苏的大部分种质资源聚为一类，说明这些地区丝瓜种
质资源之间交流相对频繁。以上结果表明：种质资源分类与地域有关，这与在茄子Ｈ１上的研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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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丝瓜自宋代传人中国以后，丝瓜种质资源在远距离的地域之间交流并不频繁，经过长期的种植
和选择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种质资源。因此，在丝瓜育种工作中应该加强地方种质资源之间
的交流，丰富育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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