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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共显性分子标记及

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共显性

分子标记及其应用，所述分子标记为含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188位的多态性为T/C的核苷酸

序列，和/或，为含有如SEQ  ID  NO .1所示的第

4438～4445位的多态性为5’‑CGAAACAC‑3’/5’‑

TGCAGGGG‑3’的核苷酸序列。针对所述分子标记

设计特异性扩增引物，利用PCR扩增进行BPH6基

因型的检测。本发明提供的BPH6的分子标记及其

扩增引物可用于鉴定水稻BPH6的基因型，选育抗

褐飞虱水稻资源，具有鉴定准确性高、操作简单、

成本低廉等优点，能够缩短抗褐飞虱水稻的育种

周期，降低育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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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的分子标记，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子标记的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其中，第188位的多态性为T/C，第4438~4445位的多态性为5’‑CGAAACAC‑3’/5’‑

TGCAGGGG‑3’。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子标记或其扩增引物或含有其扩增引物的试剂盒在鉴定水稻抗

褐飞虱基因BPH6的基因型或水稻抗褐飞虱性状中的应用。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子标记或其扩增引物或含有其扩增引物的试剂盒在水稻抗褐飞

虱品种分子育种中的应用。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提取待测水稻的基因组DNA；

（2）以步骤（1）获得的基因组DNA为模板，采用序列如SEQ  ID  NO.2‑3和SEQ  ID  NO.4‑5

所示的扩增引物进行PCR扩增；

（3）根据扩增产物的序列特征，判断BPH6的基因型；

（4）根据BPH6的基因型判断水稻的抗褐飞虱表型：如SEQ  ID  NO.1所示序列的第188位

为T，同时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4438~4445位的核苷酸序列为5’‑CGAAACAC‑3’，则为抗褐

飞虱表型；如SEQ  ID  NO.1所示序列的第188位为C，同时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4438~4445

位的核苷酸序列为5’‑TGCAGGGG‑3’，则为褐飞虱易感表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判断BPH6的基因型为根据电泳检测扩

增产物条带类型进行判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判断BPH6的基因型的标准如下：如扩

增产物为283  bp条带，待测水稻携带BPH6抗褐飞虱等位基因；如扩增产物为361  bp条带，待

测水稻携带BPH6褐飞虱易感等位基因；如扩增产物为283  bp和361  bp两种带型，待测水稻

为BPH6抗褐飞虱等位基因和褐飞虱易感等位基因杂合型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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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共显性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分子生物学及植物分子育种领域，具体地说，涉及水稻抗褐飞虱基因

BPH6共显性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褐飞虱(Nilaparvata  lugens  Stal,简称BPH)属于同翅目飞虱科昆虫,是水稻的

主要害虫。褐飞虱通过针状口器吸食水稻维管束鞘汁液,造成稻株发黄、倒伏甚至枯死。褐

飞虱在取食时传播水稻草状丛矮病和齿叶矮缩病,同时也促使水稻纹枯病、小球菌核病的

传播。随着高产不抗虫水稻品种的推广,以及水稻种植方式和耕种制度的改变,褐飞虱发生

频次增加,危害程度加大,已经成为我国和世界上水稻生产的首要虫害,对粮食生产安全造

成严重威胁。实践表明,选育和推广具有抗虫能力的水稻品种是防治褐飞虱最为经济、有效

的方法。

[0003] 传统的水稻抗虫育种是通过抗虫性状鉴定对植株进行表型选择，费时费力且易受

环境条件的影响及限制，鉴定结果容易造成误差，选择效率较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是一种

利用与抗性基因紧密连锁或基因内部功能标记，在后代中结合基因型和表型选择对目标性

状进行筛选的现代育种技术。该方法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育种效率，缩短育种周期，还可节

约大量人力、物力成本。褐飞虱抗性基因BPH6来源于水稻品种Swarnalata，对褐飞虱的多种

生物型具有较好的抗性，其基因序列目前已申请专利(CN106148353A)。目前现有技术中针

对褐飞虱抗性基因BPH6的分子标记均为连锁标记，开发BPH6基因内特异性标记对于该基因

及抗虫性状的准确鉴定以及进一步改良水稻抗褐飞虱抗性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

共显性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0005] 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位于水稻4号染色体长臂，其部分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1所示。通过对大量已知的分别包含BPH6抗虫等位基因与感虫等位基因的水稻品种的

BPH6编码区进行扩增、测序与序列比对分析，发明人发现BPH6基因内如SEQ  ID  NO.1所示的

核苷酸序列的188bp处存在一个SNP位点(对应水稻日本晴染色体位置为21397054)，其中

BPH6抗褐飞虱的等位为T，对应褐飞虱易感的等位为C。此外，还发现在BPH6基因内如SEQ  ID 

NO.1所示的核苷酸序列的4438bp～4445bp存在一段特异性序列(对应水稻日本晴染色体位

置为21400441～21400448)，其中BPH6抗褐飞虱的等位核苷酸序列为5’‑CGAAACAC‑3’，对应

褐飞虱易感的等位核苷酸序列为5’‑TGCAGGGG‑3’。

[0006] 本发明针对这两处BPH6基因内部特异的核苷酸序列开发高效、准确鉴定BPH6基因

型的分子标记。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的分子标记，所述分子标记为含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188位的多态性为T/C的核苷酸序列，和/或，为含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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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38～4445位的多态性为5’‑CGAAACAC‑3’/5’‑TGCAGGGG‑3’的核苷酸序列。

[0008] 进一步地，本发明提供用于扩增所述分子标记的引物。

[0009] 优选的，所述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下：

[0010] SEQ  ID  NO.2:AGGGCCTCTGGCGCTCTAC；

[0011] SEQ  ID  NO.3:AATGTGAAAGTGCAATTAGAAGGT；

[0012] SEQ  ID  NO.4:ATAGTGAAGTTGAATCCGAAGG；

[0013] SEQ  ID  NO.5:AGTGACTCAGCCTTGTGTTTCG。

[0014]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的检测试剂盒，其包含本发明所

述的扩增引物。

[0015] 更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所述的分子标记或所述的扩增引物或所述的试剂盒在

鉴定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的基因型、水稻抗褐飞虱性状或在水稻抗褐飞虱品种分子育种

中的应用。

[0016] 具体地，所述应用包括如下步骤：

[0017] (1)提取待测水稻的基因组DNA；

[0018] (2)以步骤(1)获得的基因组DNA为模板，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扩增引物，进行PCR扩

增；

[0019] (3)根据扩增产物的序列特征，判断BPH6的基因型；

[0020] (4)根据BPH6的基因型判断水稻的抗褐飞虱表型：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188位

为T，则为抗褐飞虱表型，如SEQ  ID  NO .1所示的第188位为C，则为褐飞虱易感表型；如SEQ 

ID  NO .1所示的第4438～4445位的核苷酸序列为5’‑CGAAACAC‑3’，则为抗褐飞虱表型；如

SEQ  ID  NO.1所示的第4438～4445位的核苷酸序列为5’‑TGCAGGGG‑3’，则为褐飞虱易感表

型。

[0021] 优选的，所述判断BPH6的基因型为根据电泳检测扩增产物条带类型进行判断。

[0022] 更优选的，所述判断BPH6的基因型的标准如下：如扩增产物为283bp条带，待测水

稻携带BPH6抗褐飞虱等位基因；如扩增产物为361bp条带，待测水稻携带BPH6褐飞虱易感等

位基因；如扩增产物为283bp和361bp两种带型，待测水稻为BPH6抗褐飞虱等位基因和褐飞

虱易感等位基因杂合型水稻。

[0023] 具体地，本发明提供的BPH6基因的分子标记、扩增引物或试剂盒在用于鉴定水稻

抗褐飞虱基因BPH6的基因型、水稻抗褐飞虱性状或在水稻抗褐飞虱品种分子育种时的PCR

反应条件和体系如下：

[0024] PCR反应条件为：94℃～98℃预变性3～10分钟；94℃～98℃变性10～30秒，52℃～

60℃退火10～30秒，72℃延伸30～60秒，共25～35个循环；72℃延伸3～10分钟。

[0025] PCR反应体系(10μL)：记为：10×PCR反应缓冲液1μL，10mM  dNTP  0.8μL，4条引物

(10μM)均为0.15μL，0.1μL  Taq  DNA聚合酶；2μL  DNA模板，双蒸水补足余量。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7] (1)BPH6基因已有的分子标记均为连锁标记，在子代发生分离交换或检测的假阴

性的概率较高，影响检测的准确性。本发明开发的BPH6基因内共显性分子标记，可以排除假

阴性的影响，能够准确鉴定BPH6基因的纯合或杂合基因型，实现抗褐飞虱水稻资源的高效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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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2)本发明提供的分子标记的扩增产物的不同条带大小差异较大，可通过琼脂糖

凝胶电泳判定待测水稻材料的基因型，成本低廉、无需酶切，检测程序方便快捷；

[0029] (3)利用本发明提供的分子标记进行辅助育种时，能够实现子代BPH6基因型的准

确、简单、高效检测，同时实现水稻生长早期的非破坏性检测，适于商业化大规模育种中对

BPH6基因型的大量筛选以及对水稻种质资源中BPH6等位基因型的鉴定。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已知的包含抗虫或感虫BPH6等位基因的水稻品种的BPH6基因编码区序列比

对图。其中，A为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188位的多态性为T/C的核苷酸序列，B为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4438～4445位的多态性为5’‑CGAAACAC‑3’/5’‑TGCAGGGG‑3’的核苷酸序列，

其中，Luoyang6为已知含有BPH6抗虫等位基因的水稻品种，9311、Nipponbare、DJ123、

Huazhan、IR64为已知的含BPH6感虫等位基因的水稻品种。

[0031] 图2为实施例4中水稻育种常用亲本的检测电泳图，M：DL1000  DNA  marker，其中泳

道1‑32依次对应为珞扬6号、9311、F1、华占、玉针香、638S、R1206、R608、CO2、R900、丰玉占、

华恢284、成恢19、华润2号、綿恢3728、Mf63、沪粳5、02428、沪粳6、杨粳5507、热粳35、越粳

0618、徽粳602、镇稻819、辽盐287、江苏粳2、盐稻1531、农垦31、Fukuniski、浙粳75、旱两优1

号、皖两优385。

[0032] 图3为实施例5中对F2群体检测的电泳图，M：DL1000  DNA  marker，泳道P1、P2分别

为抗虫亲本珞扬6号和感虫亲本9311，泳道1‑25为利用珞扬6/9311构建的F2群体单株，各材

料所属基因型标注与对应泳道上方，S代表感虫等位基因类型，R代表抗虫等位基因类型，H

代表杂合类型。

[0033] 图4为实施例5中部分F2:3株系的抗虫表型鉴定结果，其中R代表抗虫表型，S代表

感虫表型；抗虫对照珞杨6号和感虫对照9311均为3个重复，B6‑1～B6‑7代表7个F2:3株系，

每个F2:3株系为两个重复。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需要理解的是以下实

施例的给出仅是为了起到说明的目的，并不是用于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限制。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在不背离本发明的宗旨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修改和替换。

[0035]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6]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所用的

水稻材料均为可从商业途径或国家种质库得到或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广泛推广使用的材料。

[0037] 实施例1  BPH6基因共显性分子标记的开发

[0038] 水稻BPH6基因位于水稻4号染色体长臂，通过对珞杨6(BPH6导入系)、华占、IR64等

多个已知的抗虫和感虫水稻品种进行BPH6编码区及其上下游序列的扩增和测序，采用

DNAMAN软件以及NCBI数据库等序列分析工具进行序列比对分析，发现BPH6基因内如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188bp处存在一个SNP位点，其中BPH6抗虫等位为T，对应感虫等位为

C(如图1中A所示)。此外，还发现在BPH6基因内如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4438bp～

4445bp存在一段特异性编码序列，其中BPH6抗虫等位核苷酸序列为5’‑CGAAACAC‑3’，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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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虫等位核苷酸序列为5’‑TGCAGGGG‑3’(如图1中B所示)。针对这两处BPH6基因内部特异的

核苷酸序列开发分子标记，可以实现BPH6等位基因的鉴定。

[0039] 实施例2  BPH6基因共显性分子标记的检测引物设计

[0040] 针对实施例1开发的两个BPH6基因特异性分子标记设计检测引物，引物设计原理

如下。

[0041] 首先设计扩增抗虫等位基因的特异性引物，以BPH6抗虫等位特异序列5’‑

CGAAACAC‑3’的互补序列5’‑GTGTTTCG‑3’作为引物的3’端设计反向引物B6‑RR，再在其上游

设计与之配对的正向引物B6‑RF，引物RR和RF只能特异性扩增BPH6抗性等位基因，产生一条

283bp条带，而BPH6感虫等位在扩增时无带；

[0042] 然后，设计扩增感虫等位基因的特异性引物，以位于基因编码区188位的SNP中感

虫等位特有的C碱基为引物3’端，并在引物3’端第二位碱基引入一个错配碱基设计正向引

物B6‑SF，并在其下游设计与之配对的反向引物B6‑SR，SF与SR只能特异性扩增感虫等位基

因获得一条361bp条带，而扩增抗虫等位基因时无带。

[0043] 具体引物序列如表1所示，四条引物混合使用组成BPH6的共显性分子标记检测引

物组，当扩增产物只有283bp条带时，待测水稻携带BPH6抗虫等位基因，为抗虫表型；当扩增

产物只有361bp条带时，待测水稻携带BPH6感虫等位基因，为感虫表型；当扩增产物有283bp

和361bp两种带型时，待测水稻为BPH6抗虫和感虫杂合基因型水稻并表现为抗虫表型。

[0044] 表1  BPH6特异性分子标记引物序列及相关参数

[0045]

[0046] 实施例3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特异性分子标记检测方法的建立

[0047] 根据实施例2设计的BPH6两对分子标记的检测引物，设计PCR的反应程序和反应体

系，经过不断优化，确定如下反应程序和体系：

[0048] PCR反应体系(10μL)：记为：10×PCR反应缓冲液1μL，10mM  dNTP0.8μL，4条引物(10

μM)均为0.15μL，0.1μL  Taq  DNA聚合酶；2μL  DNA模板，双蒸水补足余量。

[0049] PCR反应条件为：95℃预变性5分钟；95℃变性30秒，58℃退火30秒，72℃延伸45秒，

共35个循环；72℃延伸8分钟。

[0050] 实施例4BPH6特异性分子标记在检测水稻抗虫及感虫品种中的应用

[0051] (1)生物材料

[0052] BPH6供体材料珞扬6号，感虫对照材料9311，以及珞扬6号杂9311获得的F1，并选取

29份育种亲本材料或市售水稻品种，具体包括：华占、玉针香、638S、R1206、R608、CO2、R900、

丰玉占、华恢284、成恢19、华润2号、綿恢3728、Mf63、沪粳5、02428、沪粳6、杨粳5507、热粳

35、越粳0618、徽粳602、镇稻819、辽盐287、江苏粳2、盐稻1531、农垦31、Fukuniski、浙粳75、

旱两优1号、皖两优385。

[0053] (2)水稻基因组DNA提取及引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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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采用CTAB法提取上述水稻材料的基因组DNA并合成表1所示的引物序列，具体为：

[0055] B6‑SF:AGGGCCTCTGGCGCTCTAC；

[0056] B6‑SR:AATGTGAAAGTGCAATTAGAAGGT；

[0057] B6‑RF:ATAGTGAAGTTGAATCCGAAGG；

[0058] B6‑RR:AGTGACTCAGCCTTGTGTTTCG。

[0059] (3)PCR检测

[0060] PCR的反应体系和反应程序如实施例3所述。扩增产物在2％琼脂糖凝胶中电泳，用

凝胶成像仪扫描记录结果。

[0061] (4)结果分析

[0062] PCR扩增产物的电泳结果如图2所示，1泳道BPH6供体珞扬6号材料特异性扩增出

283bp的条带，2泳道感虫对照材料9311扩增出361bp的条带，3泳道F1材料扩增出283bp和

361bp两条带型，4‑32泳道对应的亲本材料均扩增出与感虫对照材料9311一致的361bp的条

带。为了验证PCR检测的结果的准确性，将珞扬6、9311及29个亲本材料对应的分子标记目标

区进行了测序比对。结果表明，分子标记检测结果与测序结果一致，证明本发明提供的引物

能够准确鉴定抗褐飞虱基因BPH6的基因型，可实现准确高效的水稻品种资源的筛选。

[0063] 实施例5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在F2群体的单基因分离的检测及表型相关性分析

[0064] (1)生物材料

[0065] 抗虫亲本珞扬6号和感虫亲本9311，以及在两亲本杂交构建的F2群体中的随机选

取的96个F2单株。

[0066] (2)水稻基因组DNA的提取和PCR检测

[0067] 水稻基因组DNA的提取和PCR检测的引物、反应程序和体系如实施例4所述。

[0068] (3)F2:3群体部分株系苗期抗虫鉴定

[0069] 以选取的96个F2单株发展F2:3群体，采用标准苗期集团法对其中20个株系，其中

10个株系的BPH6基因型为A(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第188位为T，第4438～4445位

为5’‑CGAAACAC‑3’)，10个株系的BPH6基因型为B(SEQ  ID  NO.1所示的核苷酸序列的第188

位为C，第4438～4445位的多态性为5’‑TGCAGGGG‑3’)进行苗期抗虫性鉴定，以抗虫亲本珞

杨6号为抗虫对照，感虫亲本9311为感虫对照。

[0070] (4)结果分析

[0071] 抗虫亲本珞扬6号和感虫亲本9311以及部分F2株系的PCR扩增产物的电泳结果如

图3所示，泳道P1、P2分别为抗虫亲本珞扬6号和感虫亲本9311，泳道1‑25为利用两亲本构建

的随机选取的部分F2株系，各材料所属基因型标注于对应泳道下方，S代表感虫等位基因类

型，R代表抗虫等位基因类型，H代表杂合类型。结果表明，对96个F2株系进行检测，3种不同

基因型的分离比为23SS:49H:25RR，经卡方检验符合1:2:1的孟德尔单基因分离比(χ2＝

0.125＜χ2
0.05＝5.99)，因此，该标记为共显性标记，可以将两种不同纯合子以及杂合子基因

型进行区分，检测位点同时表现为单基因分离。

[0072] 对20份F2:3株系进行标准苗期抗虫鉴定，抗性结果及对应基因型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R代表抗虫，S代表感虫。部分株系的表型鉴定情况如图4，图4中抗虫对照珞杨6号和感

虫对照9311均为3个重复，其余每个F2:3株系为两个重复，每个重复16株，标注R代表该株系

抗虫，S代表感虫。结果表明，本发明的分子标记可以有效地筛选出含BPH6基因、具有抗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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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表型的水稻植株，从而加快水稻抗褐飞虱的育种。

[0073] 表2  F2:3株系苗期抗褐飞虱鉴定结果

[0074]

[0075]

[0076] 本发明提供的BPH6共显性分子标记及其检测引物，能够实现抗褐飞虱基因BPH6的

基因型的高效、准确鉴定，可以用于水稻资源的筛选鉴定，也可用于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

的分子遗传育种。

[0077]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做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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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序列表

[0002] <11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亚

华种业科学研究院

[0003] <120> 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6共显性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0004] <130>  KHP181115157.0

[0005] <160>  5

[0006]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0007] <210>  1

[0008] <211>  5777

[0009] <212>  DNA

[0010]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11] <400>  1

[0012] aacatccgtc  tcgtgctcgc  gctcgcgcag  aagcccatct  atccaagcat  tccaattgct  60

[0013] gctgcttcca  tcggtcggcc  agaattgctg  catgctgttg  tcttaagtta  tttggagcat  120

[0014] tcttcagttc  gtctatctag  cctgacttca  tacttgcttc  acctggctca  gggcctctgg  180

[0015] cgctctgttc  tatatatata  ctcaggtacg  tattagtaat  aactaattat  atttcttgta  240

[0016] acaatgcatc  aacttaatta  atttgcgtct  cgctcgatca  gtgttactta  gtttatttgt  300

[0017] tcatcgatct  ttgaaaaaaa  gaagaagcag  ttctactgat  tatatatcaa  aacatcaatt  360

[0018] gattatatat  ggttgatgta  attgttgtgt  atatgtgtgt  aggtggcgag  tggaattgat  420

[0019] cggttgatac  aatctgatac  gatgggttag  attaattgat  tttctgacga  ttctcctctt  480

[0020] cctgatcacc  atgattaaat  atgtacacct  tctaattgca  ctttcacatt  ctcgaattat  540

[0021] ataagcatgt  ctatttctgt  gtttatttcc  ttttatttga  tcaattgatt  tgagacgttg  600

[0022] atggcttaac  gtgcgcacat  aacatcaata  ttagtcgtcc  aaattcacga  tatatttaag  660

[0023] tgtataaaag  ctggaatata  tcttggcttg  gggagggggc  ttattagcgc  cagtgtgaaa  720

[0024] tggtttagct  agcatatgaa  tggcacataa  ttgcttatct  acatgaatcc  agttttttct  780

[0025] tagtgaaata  catggccagg  ggtggtgtca  cttatattca  tgaactttaa  aaatagcacg  840

[0026] tttagatccg  taaacttggt  ttaatatact  acccccgatc  caatcatctt  ttgaccacta  900

[0027] acgtggcatg  tcacgtaggc  aacactcttg  tgctcagtcc  cctccacata  tatcttcgca  960

[0028] cataacttgc  cctgaccagt  tcatttcaac  ccatccccaa  aaatatccct  aaatcggcta  1020

[0029] gggcttcgac  ggtgaggtta  gcggaaggag  gccgagaggt  agcggctatg  gcggcctcgg  1080

[0030] cggtgatatt  agcggcagga  ggcagcgctg  tgtagcgggg  ttagcggtgg  cacagtgcgg  1140

[0031] ccggattagc  tacgggagtc  agcgcaatgg  caattgctaa  tcgggaccgc  attttctata  1200

[0032] catacaagga  gaagagtgag  agggaagaac  gatttgagga  tttttttttt  tgggtgggat  1260

[0033] tctagtgtct  caatatagct  aaaaggagat  atatgcgatg  tgttgtgatg  tggagggggc  1320

[0034] tgagagcaaa  tgtattgtct  acgtggtcaa  acacagtcaa  aggatgttta  gaccggggtg  1380

[0035] gtacgttaaa  cgaagttcac  agacttaaac  gtgcaatttt  caaattcaca  tatctaagtg  1440

[0036] acaccaccac  acaaatttag  tgaccggcca  tgtattttac  tcttttttaa  aaaaaactaa  1500

[0037] aagtcagctt  agagcgtgcc  tgcactacca  ccaactcctt  tcagttacta  gtactagtag  1560

[0038] gactgcgcag  ccttgtagtc  taacggaccc  aaaacttgtt  ttgttaatta  aaaaaaaaga  1620

[0039] tcttatttgt  acactacact  tatgttgcct  cttcaagcta  attttatcag  taaccattta  1680

[0040] ttactcgttc  tatccatttt  tattttttta  aagcacacat  ctcattaatc  cttcaaagcc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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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acttgtaaat  tctaaaattc  atttggccgt  aaccagtagt  tgtttcatct  gatccggaag  1800

[0042] atttcagatg  ttaaacacca  gccacagcca  gcacacacta  gtagctggta  gcctcgcaga  1860

[0043] tgcacatcga  ctaatttgtt  gctccatata  tatacatgta  tacactagat  cagggtatgc  1920

[0044] atttcgtatg  ctttactttc  tttaatcgat  tgatccaaca  ccagaattaa  taaggtggcc  1980

[0045] tctcactttt  ttcttaactg  cttactccac  cacaggggtt  cgatggtcga  gacgtcgctg  2040

[0046] gcgctagaaa  tgacatactc  tggtatctcc  gatacagggc  tgattataaa  gtcatctatt  2100

[0047] ttgatggctg  gtatggattt  ggggcctccg  cagtgcttcg  atcggtagca  caagtgcttc  2160

[0048] ggtcagagaa  agctagtcca  gaactaagct  tcgacaggat  aatttacata  gattgctcat  2220

[0049] gctggaaaag  tagaagggca  atgcagagaa  agattgcaga  ggaactaaaa  cttgacagtg  2280

[0050] aaacaatggc  cctatttgat  aagaaggatg  aggatgatga  cttccgtgga  ccggaccaag  2340

[0051] gctctaggga  cgtgatacac  agtgtttcag  caaccattta  taaaaccttg  atgggatcaa  2400

[0052] gattcataat  catctttctt  aatggaagtg  atgacgagat  ggatatgcca  cgctttggca  2460

[0053] ttccaacctt  tcaagaatat  gacaacaata  aaatgatatg  gacattcagt  agaaggttcc  2520

[0054] ccactgtgaa  tagagaatac  tcagatataa  aagacaaact  acgacacacc  cacctttcca  2580

[0055] gtatattcaa  caatggaggc  aacgaattat  caagttcaga  gttttgtgca  ctgctgcgcg  2640

[0056] aggaggctga  taccataatt  tctcgccatc  catccatgac  aggctttgac  acagcaatgg  2700

[0057] ccatgaactg  ttgcctgtat  gagttatttc  tgcgatataa  tttccacaca  gctactaaat  2760

[0058] ttggttgggt  ttctcatgct  tccaactact  ggttatgtga  tggaattata  caagagaaca  2820

[0059] tagcaaaaag  tattagcagt  gcactacagc  aagagataag  atgggactgt  gatgattctt  2880

[0060] cccttgacac  tgcccttgaa  gagttcatga  aagagccccc  ctttatggtt  gttaaagatg  2940

[0061] acaatgtata  tggagctggg  caatatcact  ggatttcaat  cacatccaaa  gatacagaag  3000

[0062] ttagcagcat  gcagtctata  cctgcagtga  catcctcctt  cttcctgaca  tttgaaacag  3060

[0063] cggatgattc  aaaaccaaaa  gctttaccag  ccagcatttt  tagacattcc  agcaacctta  3120

[0064] gagtgctagt  tctctgctat  tgtggctttg  attttgcatc  tcctcctttc  ctcatatgcc  3180

[0065] atggcctaaa  attccttgga  ttggaccatt  gtactaatga  tagtacatgc  gaaagggatc  3240

[0066] aacatgtgga  ttggacagct  ttatctagtc  tatatgtgct  ggatctacgt  tacacagagt  3300

[0067] gggatgagat  cacttctcaa  gaaaaaatag  cactcatgta  taaccttcaa  gagctaaaca  3360

[0068] tagtgggatt  cagatgctgg  caacactatg  caaggagact  acaaggacag  ctaccttgcc  3420

[0069] tccgtaggct  ccgagtggtc  aaacctacgg  atcaggcaga  tatatcaaca  gacattgcca  3480

[0070] actcctttgt  ggagaagaca  caactagaaa  tacttgatct  ctctggggac  actagcatgg  3540

[0071] aaactattcc  caacagcatg  tcaaatgtgg  atagcctatt  ggtgcttatt  gtagatggtt  3600

[0072] gtgataggtt  gaaaaatgtt  attgtgtctg  atggtgtttt  tccttcactc  acatccttca  3660

[0073] gttttgatgg  ctacggacca  acataccatt  gggcatcaac  agttgagttg  cctccaaaag  3720

[0074] aaatgcgtcc  ttttgtagat  aacaagagag  atataaaaac  ttgtaagatc  tctttaaaag  3780

[0075] gctgcgcacg  attggagaac  ctattcttaa  ggcagctacc  caacctagtg  gagctagacc  3840

[0076] tctctggaac  tgcaataaag  atacttgatt  ttacaagtat  ggtggtggaa  gtctcatgtc  3900

[0077] tcaagcgact  atttctgcta  ggatgcaagc  aactccatgc  aataaaatgg  gacaatagtg  3960

[0078] gttcaacgat  aaagccggac  ctagagttgt  tgtgcgttga  cacaaggtct  agaagtaaat  4020

[0079] atcctcagtt  atttgttgac  aagaataaat  cccccggttt  cttgtcagtc  catgctgtta  4080

[0080] ttgtggacgc  gagaattgct  cggtccttat  acgctctaat  agaaaagacc  tcatatcatg  4140

[0081] ttgatatgaa  tatccatgtc  acctcttcga  cggtatatag  tgaagttgaa  tccgaaggaa  4200

[0082] cctacagaga  tagcattagc  caattaaggg  atcatgtgaa  catgcagcaa  caagaccttc  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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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gttcagcagg  ccagtaccat  gatgtccaac  ttagcatggt  tggcgatgtc  ccaatgcagt  4320

[0084] cattccccct  tcctccgaca  acaatgttga  gccgccatat  cgagattgca  caggggagcc  4380

[0085] acaacctgga  gagcgagctg  gatgatgatt  caccgattcc  tactttagct  catctagcga  4440

[0086] aacacaaggc  tgagtcactg  catgtgcatg  atctctcaac  catcactcct  ttgcccggag  4500

[0087] aacaatggcg  ctgtctcaag  tggtgtcgta  tagagaggtg  cccgaagata  gaaattgtct  4560

[0088] tccctagata  cgcatggaat  ttcgaccgtc  tggaaaccgc  ctgggtgtcg  gatctcttga  4620

[0089] tggcccgttg  catctggagt  aaaggaccta  gccagtaccg  tggttccttc  caaaatctgc  4680

[0090] agcacctgca  cctgcgcagc  tgcccaaggc  tccagttcgt  gctcccggtg  tgggtctcct  4740

[0091] ccttcccgga  cctgaaaacc  ctccacgtca  tccactgcag  caacctccac  aacatcttcg  4800

[0092] tgctggagga  cggagattac  ccagagcaaa  taaccgtcaa  aggtgtagca  ttcccgaagc  4860

[0093] taaccaccat  ccacctgcac  gacctcccga  tgctgcggca  gatttgcgac  gtcgagttca  4920

[0094] agatggtggc  tcccgcgctt  gagaccatca  agatcagggg  atgctggggc  ctgcgccggc  4980

[0095] tgccggccgt  cgctgcggat  ggaccgaagc  cggccgtgga  gatcgagaag  gacgtgtggg  5040

[0096] acgcgctgga  gtgggacggg  gtggaagccg  accaccaccc  ttccctcttc  caggcgccgg  5100

[0097] tgcactcgcg  ctactacagg  aagaagctgc  ccaggggctc  cgtcctcagg  tatatgtacg  5160

[0098] gtgcatgcat  cggaccatgt  acctagctag  ctgctccatc  ttgatttatt  tgcataatac  5220

[0099] ttgttctcag  ttatttcatt  tgtttgatct  gtgcttaatc  aatttgcttt  ctctgtctac  5280

[0100] tgttatattt  gttgcctagg  tgaattgaat  ccctgggctt  gggcggccat  gatttgggga  5340

[0101] ttgattggcg  acgaatgatg  gtgaatcagt  gagatgcttc  ttgcttgctt  ctgttgggtg  5400

[0102] atttgtctcc  ggtgatgttg  cagcaagctt  tgtggtgtga  gctgtgtgac  gggcacggac  5460

[0103] tgaccgtggc  tcgatcttgt  cctcgtatat  ggccgagttg  gccagagagc  gagattgcca  5520

[0104] tggctctgaa  ataataagcg  gctttgtttg  tgcgtggatg  cacagaccag  ctgattgagt  5580

[0105] gagtgtgtgt  ttcttgaatt  taattagcat  tctgggtgtg  gatgctcaga  tgcatgtgcg  5640

[0106] tgtgtggctt  gatatgatga  tctgctttgc  gtttgaaaca  ataataagca  gtagccattt  5700

[0107] gtgcctgcga  gcatatgtat  gtggctgctg  cagtgtgact  gtgtgagagt  gcattgcttg  5760

[0108] tgtgtaactg  aattctg  5777

[0109] <210>  2

[0110] <211>  19

[0111] <212>  DNA

[0112]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113] <400>  2

[0114] agggcctctg  gcgctctac  19

[0115] <210>  3

[0116] <211>  24

[0117] <212>  DNA

[0118]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119] <400>  3

[0120] aatgtgaaag  tgcaattaga  aggt  24

[0121] <210>  4

[0122] <211>  22

[0123] <212>  DNA

[0124]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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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400>  4

[0126] atagtgaagt  tgaatccgaa  gg  22

[0127] <210>  5

[0128] <211>  22

[0129] <212>  DNA

[0130]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131] <400>  5

[0132] agtgactcag  ccttgtgttt  cg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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