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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KASP分子标

记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分子遗传育种技术领域，公开了

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KASP分子标记，

包括SNP1和SNP2，所述SNP1分子标记引物包括正

向引物一、正向引物二和通用反向引物一，所述

SNP2分子标记引物包括正向引物三、正向引物四

和通用反向引物二；还公开了应用。本发明的

KASP分子标记遗传距离合适，定位的花生荚果和

种仁大小主效QTL遗传力高，技术可靠、经济、简

便，可实现高通量分型，能够同时对花生地下荚

果和种仁大小两个重要产量性状进行标记辅助

选择，鉴定准确且快速，可有效避免花生地下荚

果选育的复杂工序，提高育种效率，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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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KASP分子标记在制备选育大荚果和大种仁花生品种

的试剂盒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效QTL被命名为qB06YD1，qB06YD1定位于花生B06染

色体上，与qB06YD1连锁的KASP分子标记包括SNP1和SNP2，qB06YD1的定位区间大小为SNP1

与SNP2之间的246.7Kb范围；所述试剂盒包含SNP1分子标记的检测引物和SNP2分子标记的

检测引物，所述试剂盒可选育出包含宽荚果、厚荚果、重百荚、长种仁、重百仁五个优良产量

性状的花生品种；所述SNP1分子标记的检测引物包括正向引物一、正向引物二和通用反向

引物一，所述正向引物一、正向引物二和通用反向引物一的核苷酸序列分别见SEQ  ID 

NO.1、SEQ  ID  NO.2和SEQ  ID  NO.3；所述SNP2分子标记的检测引物包括正向引物三、正向引

物四和通用反向引物二，所述正向引物三、正向引物四和通用反向引物二的核苷酸序列分

别见SEQ  ID  NO.4、SEQ  ID  NO.5和SEQ  ID  NO.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试剂盒可用于KASP扩增检测，KASP的

PCR反应总体系为5μl，包括基因组DNA  2.43μl、2×KASP  Master  Mix  2.5μl、KASP引物混合

工作液0.07μl，其中KASP引物混合工作液为SNP1分子标记的检测引物和纯化水的混合液或

SNP2分子标记的检测引物和纯化水的混合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KASP的PCR反应程序如下：第一步：94

℃，15min；第二步：94℃，20s，61～55℃梯度PCR，1min，每个循环降低0.6℃，进行10个循环；

第三步：94℃，20s，55℃，1min，进行26个循环；第四步：10℃保存。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试剂盒通过KASP扩增技术鉴定花生杂

交后代单株的基因单倍型，若后代单株扩增鉴定到的单倍型为优势单倍型AA型，则筛选保

留该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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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KASP分子标记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分子遗传育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

KASP分子标记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花生是我国主要油料与经济作物之一，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7000万亩，年总产

1700万吨，花生油及花生制品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进一步提高花生年产

量对保障我国花生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由于耕地面积有限，通过增加播

种面积达到提高总产的空间不足，因此在当前稳定的播种面积下，通过提高单产是实现我

国花生稳产高产的最有效途径。研究表明花生荚果大小对单产有最直接的贡献，但由于花

生是一种“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作物，其收获的荚果位于地下，在常规杂交选育过程中对

产量相关性状的表型选择变得繁琐复杂。育种过程中需经过拔株、抖土、筛选等过程，该过

程劳动强度大、选种效率低，并且这种表型选择受环境影响大、选择准确性低。因此急需创

新型育种技术来克服传统花生育种方法的遗传改良周期长、难度大、效率低、准确性差等缺

陷。

[0003] 目前随着花生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利用基因组分子标记的辅助育种策略成为花生

育种新方向。近年来，随着数量性状基因座(QTL)作图方法的不断完善，使得基于分子标记

的优良基因型选择成为可能，其实质就是分析分子标记与目标性状QTL之间的连锁或关联

关系，开发可用的分子标记应用于辅助选择育种。以往常用的分子标记如SSR、DArT、CAPS

等，操作过程繁琐复杂，检测效率低，难以满足生产需要。因此，建立更加快速、高效、便捷的

标记检测技术成为当务之急。而SNP标记以其数量多、分布广、检测通量大、速度快等特点成

为新一代遗传标记，目前，KASP技术(竞争性等位基因特异性PCR)是国际上主要的SNP基因

分型方法之一。

[0004] 目前基于KASP技术开发SNP标记并应用于花生产量性状的辅助育种尚未见报道，

因此，为了有效避免花生地下荚果选育的复杂工序，提高花生育种效率，发明人开展了花生

荚果和种仁性状的QTL定位，并基于序列信息开发SNP分子标记，建立花生产量性状杂交后

代早期的辅助选择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KASP分子标记及应用，

本发明定位的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遗传力高，技术可靠、经济、简便，可实现高通量

分型，鉴定准确且快速，可有效避免花生地下荚果选育的复杂工序，提高育种效率。

[0006]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KASP分子标

记，所述主效QTL被命名为qB06YD1，qB06YD1定位于花生B06染色体上，与qB06YD1连锁的

KASP分子标记包括SNP1和SNP2，qB06YD1的定位区间大小为SNP1与SNP2之间的246.7Kb范

围；所述SNP1分子标记包括正向引物一、正向引物二和通用反向引物一，所述正向引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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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引物二和通用反向引物一的核苷酸序列分别见SEQ  ID  NO .1、SEQ  ID  NO .2和SEQ  ID 

NO .3；所述SNP2分子标记包括正向引物三、正向引物四和通用反向引物二，所述正向引物

三、正向引物四和通用反向引物二的核苷酸序列分别见SEQ  ID  NO .4、SEQ  ID  NO .5和SEQ 

ID  NO.6。

[0007]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还提供了KASP分子标记在制备选育大荚果和大种仁

花生品种的试剂盒中的应用，所述试剂盒包含SNP1分子标记和SNP2分子标记中的任意一

种，所述试剂盒可选育出包含宽荚果、厚荚果、重百荚、长种仁、重百仁五个优良产量性状的

花生品种。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试剂盒可用于KASP扩增检测，KASP的PCR反应总体系为5μl，包括基

因组DNA  2.43μl、2×KASP  Master  Mix  2.5μl、KASP引物混合工作液0.07μl，其中KASP引物

混合工作液为SNP1分子标记和纯化水的混合液或SNP2分子标记和纯化水的混合液。

[0009] 进一步的，所述KASP的PCR反应程序如下：第一步：94℃，15min；第二步：94℃，20s，

61～55℃梯度PCR，1min，每个循环降低0.6℃，进行10个循环；第三步：94℃，20s，55℃，

1min，进行26个循环；第四步：10℃保存。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试剂盒通过KASP扩增技术鉴定花生杂交后代单株的基因单倍型，

若后代单株扩增鉴定到的单倍型为优势单倍型AA型，则筛选保留该单株。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KASP分子标记遗传距离合适，定

位的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遗传力高，技术可靠、经济、简便，可实现高通量分型，能

够同时对花生地下荚果和种仁大小两个重要产量性状进行标记辅助选择，鉴定准确且快

速，可有效避免花生地下荚果选育的复杂工序，提高育种效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花生B06染色体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qB06YD1)的关

联定位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基于两个显著性SNP设计的KASP标记在育成品种中的基因

分型结果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两个SNP位点单倍型分析比较结果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双亲杂交后代群体不同单倍型百荚重和百仁重显著性差

异分析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

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17] 实施例：

[0018] 本实施例对来自全世界15个国家的390份花生资源品种开展了10X的全基因组重

测序，共获得12.93Tb测序数据，通过遗传变异分析，在花生全基因组水平共鉴定到3029805

个SNP，通过质控过滤，最终筛选了2568601个SNP构建了一张高密度遗传变异图谱。之后利

用遗传变异图谱开展群体结构分析，明确关联群体不同的亚群结构，获得群体结构Q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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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关联群体个体间亲缘关系评估，获得亲缘关系K矩阵。分别调查了四个不同环境

下的荚果长、荚果宽、荚果厚、百荚重、种仁长、种仁宽、种仁厚和百仁重等8个主要的产量性

状。为了降低环境效应对关联分析结果的影响，利用最佳线性无偏预测(Best  linear 

unbiasedprediction，BLUP)对同一性状不同环境下的表型进行预测，获得BLUP预测表型

值。

[0019] 以上述获得的Q和K矩阵为矫正因子，利用混合线性模型(Efficient  Mixed‑

ModelAssociation  eXpedited，EMMAX)结合上述遗传变异图谱和BLUP预测表型值开展花生

产量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对关联结果进行Bonferroni校正，以1E‑06为阈值进行显著性

关联位点筛选。最终在B06染色体上找到一个荚果和种仁产量性状主效QTL，见附图1，箭头

表示对应性状显著性关联位点。本实施例将该主效QTL命名为qB06YD1，qB06YD1的两个显著

关联标记SNP1和SNP2同时与荚果宽、荚果厚、百荚重、种仁长、百仁重五个产量性状显著关

联，区间大小为246.7Kb。qB06YD1对百荚重和百仁重两个性状的表型变异解释率分别达到

29.56％和40.00％，表明该QTL是一个效应值较大的产量性状主效QTL，具有重要的育种价

值。

[0020] 本实施例利用上述SNP1和SNP2标记位点两端100bp侧翼序列设计引物，开发KASP

标记。通过“伏花生”参考基因组(NCBI数据库：https://www.ncbi.nlm .nih.gov/；登录号

SDMP00000000)搜索B06染色体SNP1和SNP2的物理位置，根据该位置提取各SNP上下游100bp

序列，依据KASP引物设计原理，开发SNP的KASP标记引物，具体引物序列见表1。

[0021] 表1两个SNP位点及对应的KASP引物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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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0023] 本实施例对上述两个KASP标记在育成品种中的准确性及优异单倍型进行了验证

和分析，选取已完成重测序的11份小荚果花生品种和12份大荚果花生品种为试验材料。苗

期取幼嫩叶片，提取基因组DNA，利用上述KASP标记引物对提取的基因组DNA进行PCR扩增。

PCR反应总体系为5μl，包括基因组DNA2.43μl、2×KASPMaster  Mix  2.5μl、KASPAssay  Mix

(引物混合工作液)0.07μl，其中，KASP引物混合工作液包括FAM荧光结合的特异序列正向引

物(F1)、HEX荧光结合的特异序列正向引物(F2)、通用反向引物(R)和纯化水。PCR反应程序

如下：第一步：94℃，15min；第二步：94℃，20s，61～55℃梯度PCR，1min，每个循环降低0.6

℃，进行10个循环；第三步：94℃，20s，55℃，1min，进行26个循环；第四步：10℃保存。通过

KASP荧光分析仪Pherastar(LGC公司)，参照其分型操作指南，扫描分析上述PCR结果。

[0024] 见表2和附图2，试验结果显示利用本实施例设计的两个KASP标记(SNP1和SNP2)对

试验材料的两个SNP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其结果与重测序获得的基因型结果完全一致，表明

本实施例所设计的KASP标记准确可靠，可用于分子育种辅助选择。

[0025] 表2两个KASP标记与重测序的基因分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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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0027]

[0028] 本实施例对上述两个SNP位点进行基因分型鉴定，其中SNP1基因型为C/A，SNP2基

因型为G/A，共有AA和CG两种单倍型，见附图3，其中AA和CG分别表示两个位点的两种单倍

型，表型值均为四个不同环境下的BLUP预测表型。进一步的单倍型表型差异分析显示AA单

倍型为优势单倍型，在荚果长、荚果宽、荚果厚、百荚重、种仁长、种仁宽、种仁厚和百仁重等

8个主要的产量性状上均极显著大于CG单倍型，这为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单倍型鉴定筛选

提供了理论基础。

[0029] 以表2中大荚果品种“粤油101”和小荚果品种“全健豆拧”为亲本杂交，对103个F4

杂交后代群体进行KASP标记基因分型。见附图4，其中，44个单株与大荚果品种“粤油101”单

倍型一致，都为AA型；36个单株与小荚果品种“全健豆拧”单倍型一致，都为CG型；其余单株

为其他类型。百荚重和百仁重两个重要产量性状表型统计分析显示，44个AA单倍型均极显

著大于36个CG单倍型。这表明本实施例的KASP分子标记能够用于花生荚果产量的分子辅助

育种。

[0030] 本实施例研发的KASP标记遗传距离合适，技术可靠、经济、简便，可实现高通量分

型，能够用于花生地下荚果和种仁大小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在进行产量育种时，可在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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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行室内发芽后提取种苗基因组DNA，利用本实施例的两个KASP标记进行基因分型，提早

筛选优异单倍型(AA类型)，建立产量性状杂交后代早期的辅助选择技术，可有效避免花生

地下荚果选育的复杂工序，提高育种效率。

[0031] 如上即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上述实施例以及实施例中的具体参数仅是为了清楚表

述发明验证过程，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仍然以其

权利要求书为准，凡是运用本发明的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结构变化，同理均应包

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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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序列表

[0002] <11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0003] <120> 花生荚果和种仁大小主效QTL的KASP分子标记及应用

[0004] <160>  6

[0005]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0006] <210>  1

[0007] <211>  21

[0008] <212>  DNA

[0009]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10] <400>  1

[0011] atagctagac  atgtacgtgt  a  21

[0012] <210>  2

[0013] <211>  21

[0014] <212>  DNA

[0015]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16] <400>  2

[0017] atagctagac  atgtacgtgt  c  21

[0018] <210>  3

[0019] <211>  24

[0020] <212>  DNA

[0021]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22] <400>  3

[0023] cacgagtgag  tattccagag  ttgc  24

[0024] <210>  4

[0025] <211>  18

[0026] <212>  DNA

[0027]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28] <400>  4

[0029] taaataactt  ttcaaaag  18

[0030] <210>  5

[0031] <211>  17

[0032] <212>  DNA

[0033]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34] <400>  5

[0035] taaataactt  ttcaaaaa  18

[0036] <210>  6

[0037] <211>  23

[0038]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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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40] <400>  6

[0041] aattgttgat  gaagttattt  aa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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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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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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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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