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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辅助鉴定甘蓝自交亲和

性的专用PCR引物组合、试剂盒及其应用，涉及分

子育种技术。用于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的PCR引

物为BoS1F/BoS1R其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

和2所示。利用本发明提供的引物或试剂盒辅助

鉴定甘蓝自交亲和性和/或辅助筛选具有自交亲

和性的甘蓝，与田间鉴定结果吻合。将本发明的

PCR引物、试剂盒或方法用于育种具有操作简便

易行、特异性强、稳定性好、可以实现早期选育等

优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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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筛选甘蓝(Brassica  oleracea  L.)自交亲和性材料的PCR引物，其核苷酸序列

为：

上游引物BoS1F：5‘‑AAACTTGTATCTGAAGAC‑3’

下游引物BoS1R：5‘‑TCTCGTTCTTGCTAGTCTTC‑3’

所述PCR引物扩增的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特征条带大小为91bp，其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

2.用于筛选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的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含权利要求1所述的PCR引

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试剂盒，其特征在于，还包含用于进行PCR和/或电泳所需的试

剂。

4.用于筛选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PCR

引物和/或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试剂盒进行如下步骤：

(1)采用所述PCR引物对待测甘蓝材料的基因组DNA进行PCR；

(2)凝胶电泳检测PCR产物；

(3)从电泳检测结果中筛选出与所述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特征条带大小一致的材料；

若BoS1F/R的PCR产物出现91bp的特征条带，则待测甘蓝材料具有自交亲和性特征；

若BoS1F/R的PCR产物出现80bp的特征条带，则待测甘蓝材料不具有自交亲和性特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所述PCR引物对待测甘蓝材料的基因

组DNA进行PCR的反应体系为：模板基因组DNA0.2μL/μL，包含Mg2+的10×PCR  buffer缓冲液

0.1μL/μL，dNTPs  0.2mM，Taq  DNA聚合酶0.5U/μL，正向引物和反向引物0.4μM，其余为双蒸

水。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PCR的反应条件为：94℃预变性5min；

94℃变性30s，56℃退火30s，72℃延伸45s，35个循环；72℃延伸7min；4℃保存。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凝胶电泳检测指采用8％的聚丙烯酰

胺凝胶，于160V恒功率电泳分离70分钟，最后银染显色。

8.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试剂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标有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

用途的包装盒内装有权利要求1所述的PCR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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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筛选的PCR引物、试剂盒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辅助鉴定甘蓝亲和性的分子标记、专用

引物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结球甘蓝简称甘蓝，属于十字花科(Cruciferae)芸薹属(Brassica)甘蓝种。甘蓝

的适应性和抗逆性均较强，又具有较高的营养和保健价值，因而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广泛

栽培。在长期的甘蓝育种工作中，育种单位和种子公司大多利用自交不亲和系配制杂交种，

许多单位育种的重点集中在自交不亲和系，而忽略了自交亲和系的选育。由于自交不亲和

系配制的杂交种存在假杂种现象，促使雄性不育系的广泛利用。而利用雄性不育系配制甘

蓝杂交种时，存在蕾期人工授粉成本高和种子产量低等问题。为满足甘蓝制种途径变革的

需要，不育系的保持系和杂交种父本最好均是自交亲和系，因此，急需加强自交亲和系的选

育。

[0003] 自交不亲和性/自交亲和性的定义为育性正常的雌雄同株植物在花期自交授粉

后，受精卵能否正常形成。当花粉与柱头是遗传组成不同的异体花粉时，受精过程才能正常

进行。甘蓝具有明显的自交不亲和性，人们对自交不亲和植物杂种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自交不亲和性方面，但由于育种途径的变革促使雄性不育系的广泛利用，促使人们开始关

注作为自交不亲和性相对性状的自交亲和性。本课题拥有上百份具有优良性状的甘蓝自交

系材料，其中87‑534为强自交亲和系，其为甘蓝亲和性研究以及自交不亲和系的改良提供

了材料。本领域亟需开发出一种PCR引物及相关试剂盒用于辅助筛选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根据上述领域的需求，提供一个用于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的PCR标记，其特

异性强，稳定性好，能够快速有效的满足上述领域的需求。本发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如

下：

[0005] 用于筛选甘蓝(Brassica  oleracea  L.)自交亲和性材料的PCR引物，其核苷酸序

列为：

[0006] 上游引物BoS1F：5`‑AAACTTGTATCTGAAGAC‑3’

[0007] 下游引物BoS1R：5`‑TCTCGTTCTTGCTAGTCTTC‑3’

[0008] 所述PCR引物扩增的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特征条带大小为93bp，其核苷酸序列如

Seq  ID  No.1所示。

[0009] 用于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的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含盛装有液体剂或粉剂的所

述的PCR引物的试剂容器。

[0010] 还包含盛装有用于进行PCR和/或电泳所需的试剂的试剂容器。

[0011] 用于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采用所述PCR引物或所述试剂

盒进行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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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⑴以待测甘蓝样品为材料，提取样品的基因组DNA；

[0013] ⑵以步骤⑴所获得的基因组DNA为模板，采用所述PCR引物进行PCR反应，获得PCR

产物；

[0014] ⑶电泳检测步骤所述PCR产物，

[0015] 若BoS1F/R的PCR产物出现93bp的特征条带，则所述样品具有自交亲和性特征；可

作为自交亲和候选材料；

[0016] 若BoS1F/R的PCR产物出现80bp的条带，则所述样品不具有自交亲和性特征，不可

作为自交亲和候选材料。

[0017] 所述PCR反应的体系为：PCR反应总体积为10μL，其中上下游引物(10μmol/L)各0.5

μL，全式金生物2×EasyTaqPCRSuperMix5μL，模板DNA(20ng/μL)2μL，ddH2O  2μL。

[0018] 所述PCR反应的条件为：94℃预变性5min；94℃变性30s，56℃退火30s，72℃延伸

45s，35个循环；72℃延伸7min；4℃保存。

[0019] 上述试剂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20] 在标有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用途的包装盒内分装入液体或粉剂的所述PCR引物。

[0021] 上述制备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在所述包装盒内，装入用于进行PCR和/或电泳所

需的试剂。

[0022] 本发明开发了用于甘蓝自交亲和系辅助筛选的PCR引物，其特异性强，稳定性好，

在55℃不产生非特异扩增，能够十分准确地检测出待测甘蓝植株是否为隐性核基因雄性不

育。在一般情况下，不同品种甘蓝材料的育性需要在花期人工观察才能确定，而采用本发明

的引物BoS1F/R进行甘蓝亲和性的辅助筛选，在幼苗期就能够快速筛选出目标株系。因此，

采用本发明的PCR标记进行甘蓝的育种辅助选择，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提高了育种效率。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甘蓝自交亲和系辅助筛选的方法，该方法操作简单易行，

只需提取待测甘蓝的基因组DNA，采用引物BoS1F/R进行PCR反应，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PCR产物特征条带的长短，即可判断出待测植株中是否为亲和。

[0024] 综上所述，利用本发明提供的PCR标记和引物进行甘蓝自交亲和性的筛选，操作简

单易行，特异性强，稳定性好，能大大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表示引物BoS1F/R在不同甘蓝自交系中的扩增情况，其中，

[0026] M：Ladder；

[0027] 1为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87‑534”；

[0028] 2‑17自交不可育材料分别为“96‑100”、“01‑20”、“02‑12”、“美国早甘蓝”、“夏峰”、

“明德”、“美味早生”、“中甘21”、“中甘23”、“中甘25”、“中甘196”、“惠丰4号”、“郊赛”；

[0029] 图2表示引物BoS1F/R在87‑534和96‑100为父母本构建获得的F1、F2株系中的扩增

情况，其中，P1为87‑534，P2为96‑100，F1为87‑534与96‑100的杂交种；1‑14为部分F2株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实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实例仅用于解释本发

明而不代表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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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生物材料

[0032] 甘蓝材料：“87‑534”、“96‑100”、“01‑20”、“02‑12”、“美国早甘蓝”、“夏峰”、“明

德”、“美味早生”、“中甘21”、“中甘23”、“中甘25”、“中甘196”、“惠丰4号”、“郊赛”，“87‑534”

为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87‑534和96‑100为父母本构建获得的F1、F2100株。

[0033] 以上生物材料本实验室均有保存，可自申请日起二十年内向公众发放用于验证试

验。

[0034] 本发明未特别说明的实验试剂均为本领域常规试剂，或采用本领域常规方法配制

而得，可商购获得，规格为实验室纯级即可。

[0035] 实施例1.开发用于甘蓝自交亲和性辅助筛选的标记及其特异性引物：

[0036] 将甘蓝自交亲和材料“87‑534”以及自交不可育材料“96‑100”进行全基因组重测

序，寻找其中的SNP和Indel差异位点，在网站http://10 .122.68.27/cgi‑bin/gbrowse/

Oleracea/寻找和筛选存在差异位点处的DNA序列，然后在网站http://bioinfo .ut .ee/

primer3‑0.4.0/通过差异位点的DNA序列设计引物；

[0037] 用亲本DNA筛选设计出的所有引物，寻找其中有差异的引物；

[0038] 然后用筛选出来的有差异的引物对“87‑534”与“96‑100”的F2代材料的基因组DNA

混合池建立连锁标记，找到并确定候选基因，根据候选基因的序列在亲本“87‑534”以及

“96‑100”两者中的差异，找到一个PCR标记BoS1，根据该标记设计并筛选出以下引物：

[0039] 上游引物BoS1F：5`‑AAACTTGTATCTGAAGAC‑3’

[0040] 下游引物BoS1R：5`‑TCTCGTTCTTGCTAGTCTTC‑3’

[0041] 实施例2.试剂盒及其制备

[0042] 人工合成实施例1中筛选和设计获得的引物，直接装入离心管中，或配成10～100

倍工作浓度后装入离心管中后，装入试剂盒中。

[0043] 将用于进行PCR和/或电泳试剂的试剂容器装入试剂盒中。

[0044] 实施例3.本发明所述PCR引物或者试剂盒筛选甘蓝亲和性的准确性验证

[0045] 试剂：2×EasyTaqPCRSuperMix购于北京全式金生物

[0046] 步骤1、提取基因组DNA

[0047] 用CTAB(十六烷基三乙基溴化铵，Hexadecyl  trimethyl  ammonium  Bromide)法提

取甘蓝“87‑534”、“96‑100”、“01‑20”、“02‑12”、“美国早甘蓝”、“夏峰”、“明德”、“美味早

生”、“中甘21”、“中甘23”、“中甘25”、“中甘196”、“惠丰4号”基因组DNA。

[0048] DNA提取方法参见Murray  MG ,Thompson  WF(1980)Rapid  isolation  of  high 

molecular  weight  plant  DNA.Nucleic  Acids  Res  8:4321‑4325。

[0049] 步骤2、鉴定引物BoS1F/R在甘蓝材料中的扩增情况

[0050] 为鉴定引物在甘蓝中的扩增情况，委托华大基因公司合成引物BoS1F/R。以步骤1

得到的基因组DNA为模板，按照下列反应体系和反应程序进行PCR反应。

[0051] 所述PCR反应的体系为：PCR反应总体积为10μL，其中上下游引物BoS1F，BoS1R，(10

μmol/L)各0.5μL，2×EasyTaqPCRSuperMix5μL，模板DNA(20ng/μL)2μL，ddH2O2μL。

[0052] 所述PCR反应的条件为：94℃预变性5min；94℃变性30s，56℃退火30s，72℃延伸

45s，35个循环；72℃延伸7min；4℃保存。

[0053] 扩增产物在琼脂糖凝胶中电泳检测，150V恒压30min，经紫外光凝胶成像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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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结果如图1所示：将引物BoS1F/R用于甘蓝自交系材料扩增时，所有甘蓝样品均未

检出特征条带，仅有甘蓝亲和性材料“87‑534”发生非特异扩增，出现93bp条带(如Seq  ID 

No.3所示)。

[0055] 实施例4.本发明所述PCR引物或者试剂盒筛选87‑534和96‑100构建的F1和F2群体

中自交亲和性的准确性验证

[0056] 试剂：2×EasyTaqPCRSuperMix购于北京全式金生物

[0057] 步骤1、提取基因组DNA

[0058] 用CTAB(十六烷基三乙基溴化铵，Hexadecyl  trimethyl  ammonium  Bromide)法提

取甘蓝87‑534和96‑100构建获得的F1和100株F2群体基因组DNA。

[0059] DNA提取方法参见Murray  MG ,Thompson  WF(1980)Rapid  isolation  of  high 

molecular  weight  plant  DNA.Nucleic  Acids  Res  8:4321‑4325。

[0060] 步骤2、鉴定引物BoS1F/R在87‑534和96‑100构建的F1和F2群体中的扩增情况

[0061] 为鉴定引物在甘蓝中的扩增情况，委托华大基因公司合成引物BoS1F/R。以步骤1

得到的基因组DNA为模板，按照下列反应体系和反应程序进行PCR反应。

[0062] 所述PCR反应的体系为：PCR反应总体积为10μL，其中上下游引物BoS01F，BoS01R

(10μmol/L)各0.5μL，2×EasyTaqPCRSuperMix5μL，模板DNA(20ng/μL)2μL，ddH2O2μL。

[0063] 所述PCR反应的条件为：94℃预变性5min；94℃变性30s，56℃退火30s，72℃延伸

45s，35个循环；72℃延伸7min；4℃保存。

[0064] 扩增产物在琼脂糖凝胶中电泳检测，150V恒压30min，经紫外光凝胶成像仪拍照。

[0065] 将引物BoS1F/R用于F1、F2株系特异性扩增，扩增条带在F1单株为杂合条带；在F2群

体扩增条带表现为三种类型：带型与87‑534一致、带型与96‑100一致、带型与F1一致，部分

单株的PCR条带如图2所示。

[0066] 田间调查：根据F2群体单株的亲和指数田间调查，结果显示，以亲和指数小于1为

自交不亲和标准，群体中亲和单株有24株。

[0067] PCR检测：对同一F2群体单株进行pcr扩增，显示，BoS1F/R扩增产物带型与87‑534

一致的单株为25株，这25株包含田间调查发现的所有24株亲和单株。

[0068] 上述实验数据表明，本发明提供的引物BoS1F/R能够准确鉴定或筛选甘蓝亲和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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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SEQUENCE  LISTING

[0002] <110>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0003] <120>  用于甘蓝自交亲和性材料筛选的PCR引物、试剂盒及其应用

[0004] <130>  P190120‑SCH

[0005] <160>  3

[0006] <170>  PatentIn  version  3.3

[0007] <210>  1

[0008] <211>  18

[0009] <212>  DNA

[0010]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0011] <220>

[0012] <223>  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的PCR  BoS1标记的上游引物BoS1F

[0013] <400>  1

[0014] aaacttgtat  ctgaagac  18

[0015] <210>  2

[0016] <211>  20

[0017] <212>  DNA

[0018]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0019] <220>

[0020] <223>  甘蓝自交亲和性筛选的PCR  BoS1标记的下游引物BoS1R

[0021] <400>  2

[0022] tctcgttctt  gctagtcttc  20

[0023] <210>  3

[0024] <211>  91

[0025] <212>  DNA

[0026] <213>  甘蓝

[0027] <220>

[0028] <223>  用于自交亲和性筛选的PCR标记BoS1F/R的特征条带

[0029] <400>  3

[0030] aaacttgtat  ctgaagacaa  catagtgttg  acataggtcg  aaagggccgg  atgaaataga  60

[0031] atcaagacaa  ggaagactag  caagaacgag  a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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