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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水稻株型改良是提高水稻产量的一个有效途径。水稻理想株型基因犐犘犃１是一个调控水稻株型

的关键基因，利用基因组编辑技术 （ＴＡＬＥＮｓ技术）定点突变水稻犐犘犃１基因，了解犐犘犃１基因不同序列变异的

株型效应，为进一步利用犐犘犃１基因创制实用型水稻新株型材料奠定基础。【方法】利用ＴＡＬＥＮｓ技术定点突变

优良恢复系明恢８６的犐犘犃１基因，通过测序鉴定突变体，种植于标准小区，调查分析其株型相关性状。【结果】

利用ＴＡＬＥＮｓ技术获得了８种不同序列突变的水稻犻狆犪１突变体，并通过转基因植株自交结合ＰＣＲ分析筛选到

去除了ＴＡＬＥＮｓ表达框，获得４种不含外源转基因成分的纯合突变体材料 （犐犘犃１基因表达区分别缺失２、４、

１６、２３ｂｐ）。表型分析发现，犐犘犃１基因突变能够显著改变水稻的株高、有效穗数、穗长及穗粒数等性状。与野

生型比较，缺失移码突变体株高降低７．９％～１１．４％，有效穗数增加４６．９％～６８．４％，穗长短２４．２％～２９．３％，

穗粒数减少３１％～３４％，结实率和千粒重差异不明显。【结论】利用ＴＡＬＥＮｓ技术定点突变水稻犐犘犃１基因能

够明显改变水稻株高、有效穗数、穗长及穗粒数等主要性状，产生水稻新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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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提高水稻产量一直是水稻育种研

究的重要内容。前人研究表明，理想株型与杂种优

势利用相结合是提高水稻产量的有效途径［１－２］。改

良水稻株型实质是协调水稻产量相关性状———有效

穗数、穗粒数和粒重等主要性状之间的关系。传统

杂交育种方法改良水稻产量相关性状存在的不确定

性和盲目性，大大限制了水稻高产育种水平的提

高。大量水稻产量相关性状基因的克隆及相关生物

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基因组编辑

技术的应用，为定向改良水稻株型和产量相关性状

创造了条件，也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前人研究

进展】基因组编辑技术（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是一种在基

因组水平上对ＤＮＡ序列进行改造的遗传操作技术。

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序列特异性核酸酶（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ＳＳＮｓ）锚定基因组特定的位点，产

生ＤＮＡ双链断裂，激活细胞自身修复机制，进行非同

源末端连接或同源重组修复。在修复过程中会发生

基因序列改变，从而实现基因定点缺失、定点插入或

替换等突变，从而达到定点改造基因组的目的［３］。目

前用于基因组编辑的序列特异性核酸酶（ＳＳＮｓ）主要

有３类：锌指核酸酶（Ｚｉｎｃｆｉｎｇｅｒ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ＺＦＮ）、类转

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ｌｉ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ＴＡＬＥＮ ） 和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ｄｓｈｏｒｔｐａｌｉｎｄｒｏｍｉｃ

ｒｅｐｅａｔｓ／ＣＲＩＳＰ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９）系统。近年来，随着基

因组编辑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始广

泛应用于作物遗传及育种种质创新研究［４］。【本研究

切入点】水稻理想株型基因犐犱犲犪犾犘犾犪狀狋犃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犲１

（犐犘犃１）是决定株型的关键调节因子，编码ＳＰＬ１４蛋

白，是一个ＳＰＬ转录因子家族成员，其表达主要受

ｍｉＲＮＡ１５６调节
［５－６］。当ｍｉＲＮＡ１５６在基因犐犘犃１上

的识别位点发生突变时，干扰ｍｉＲＮＡ１５６调控犐犘犃１

ｍＲＮＡ的降解，使犐犘犃１表达量增高，导致水稻植株

的分蘖数减少，株高和穗粒数增加，形成所谓的分蘖

少、穗大、株型好的 “理想株型”［５－７］。但由于不同的

生态环境及育种目标，对株型的要求有所差异，使得

理想株型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通常，水稻多穗型品

种较少蘖、大穗型品种有更好的适应性。本研究从创

制与理想株型相反的水稻株型材料入手，探讨创制多

穗型水稻株型的方法，并了解其株型特征。【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基于基因组编辑技术在基因定向突变方

面的有效性，本研究利用ＴＡＬＥＮｓ技术，定点突变明

恢８６背景下的犐犘犃１基因，创制一批犐犘犃１基因突变

体，获得与理想株型相反的水稻株型材料，为水稻株

型改良提供新的遗传变异材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研究所用受体水稻品种明恢８６，是一个优

良的籼型三系杂交稻恢复系［８］。所用菌株由本实验

室保存；ＴＡＬＥＮ 左臂骨架载体、ＴＡＬＥＮ 右臂骨

架载体、植物表达载体ｐ１３００Ｍ等质粒载体均由上

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基因序列的获取及靶位点的设计和选择　

利用粳稻日本晴基因组上犐犘犃１基因的序列信息

（ＮＣＢ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ｇｏｖ／），考虑

犐犘犃１基因序列较长，设计了两对分段扩增引物

（ＩＰＡ１Ｆ１：ＧＣＴＡＣＡＧＴＣＴＣＣＴＴＣＣＣＡＣＣ，

ＩＰＡ１Ｒ１：ＣＡＧＧＣＡＡＧＴＣＡＣＡＴＣＡＣＴＣＡＡ

Ｃ；ＩＰＡ１Ｆ２：ＣＡＣ ＡＧＣ ＡＧＣ ＡＧＴ ＧＧＡ ＴＡＧ

ＧＡＩ，ＰＡ１Ｒ２：ＣＧＣＡＴＴＡＴＴＡＴＴＣＡＴＣＡＣ

ＡＧＧ ＧＡ ）， 通 过 ＰｒｉｍｅＳＴＡＲ ＨＳ Ｄ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ＰＣＲ扩增体系，扩增获得明恢８６中

犐犘犃１基因全长序列，与日本晴进行比对分析。

靶位点的设计和选择是利用相关ＴＡＬＥＮｓ靶

位点设计辅助网站 （或ｗｗｗ．ｔａｌ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ｒｇ／）

获得基因可供选择的靶位点，综合基因特点选择最

优靶位点［９］。

１２２　载体构建及转基因植株的获得　合适靶位

点选取后，明确 ＴＡＬＥＮ 左臂、右臂识别序列，

根据上海斯丹赛公司提供的试剂盒使用说明书及模

块组合方法，首先分别合成左、右臂识别元件及其

连接的ＦｏｋＩ核酸酶的表达载体。在由上海斯丹赛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ＴＡＬＥＮ 左臂骨架载体、

ＴＡＬＥＮ 右臂骨架载体的基础上添加识别靶位的

ＴＡＬＥ蛋白的表达元件。验证正确后，再将左、

右臂识别元件及其连接的ＦｏｋＩ核酸酶的表达元件

连接到植物表达载体ｐ１３００Ｍ 上，并通过测序确

定，构建完整的ＴＡＬＥＮｓ表达载体。将构建好的

表达质粒导入农杆菌ＬＢＡ４４０４，采用本实验室创

建的高效农杆菌介导籼稻胚性愈伤转化方法［１０］，

获得转基因再生植株。

１２３　水稻遗传转化苗阳性植株筛选　检测

ＴＡＬＥＮｓ表达载体框是否成功插入到再生水稻基

因组中，本研究通过 ＴＡＬＥＮｓ表达载体框引物

（ＴＦ：５ＴＧＡ ＣＣＧ ＡＧＴ ＴＣＡ ＡＧＴ ＴＣＣ３′；

ＴＲ：５′ＴＴＧＣＧＧＧＡＣＴＣＴＡＡＴＣＡ３′）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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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遗传转化苗的总ＤＮＡ，能够扩增出３９２ｂｐ特

异性条带的为阳性转化植株。

１２４　靶位点序列突变检测　ＴＡＬＥＮｓ载体遗传

转化阳性植株的靶位点序列分析采用ＰＣＲ扩增，

然后测序分析。扩增引物 （ＩＴＦ：ＧＣＡＧＴＧＧＣＧ

ＧＧＡ ＴＡＴ ＧＧＴ；ＩＴＲ：ＡＴＣ ＧＴＧ ＴＴＧ ＣＴＧ

ＧＴＴＴＧＧ）基于靶位点两侧序列设计。对于测序

后确定的突变体，当靶位点序列缺失或插入４ｂｐ

以上时，后代追踪突变位点采用ＰＣＲ结合聚丙烯

酰胺凝胶 （２％）电泳分析，而不是测序分析，以

提高效率，减少费用。

１２５　突变体的相关表型分析　犐犘犃１是影响株

型的重要基因，突变体的表型分析主要从株高、穗

数、穗粒数、千粒重、穗长等方面考察表型。因穗

数受环境影响较大，所以在突变体周围种植保护

行，以尽量减少环境造成的误差。所有的田间调查

数据都进行３次重复，并用ＤＰＳ７．０５数据处理软

件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目标基因序列分析及靶位点选择

为了准确利用基因组编辑技术编辑籼稻恢复系

明恢８６的理想株型基因犐犘犃１，需要了解明恢８６

中犐犘犃１基因序列信息。因此，利用ＰＣＲ扩增明

恢８６背景下犐犘犃１基因序列，测序后比对发现，

明恢８６中犐犘犃１基因序列与日本晴的一致。

依据相关文献［５－７］，基因犐犘犃１是水稻分蘖数

的一 个 负 调 控 因 子，其 表 达 序 列 区 有 一 个

ｍｉＲＮＡ１５６结合位点，该结合位点序列发生碱基替

换突变时，基因犐犘犃１的表达产物增加，引起水稻

株型的变化。为了解该ｍｉＲＮＡ１５６结合位点区发生

强突变对水稻株型的影响，本研究ＴＡＬＥＮｓ的靶位

点选择在ｍｉＲＮＡ１５６结合的位点附近 （图１）。依据

ＴＡＬＥＮｓ靶序列设计原则，本研究设计了２个

ＴＡＬＥＮｓ靶位 （表１），分别利用这２个靶序列构建

了相应的ＴＡＬＥＮｓ表达载体ＴＩＰＡ１１和ＴＩＰＡ１２，

以期增加获得期望突变的概率。

表１　基因编辑的靶位点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犪狉犵犲狋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犳狅狉犵犲狀犲犲犱犻狋犻狀犵

靶位点编号

ＴａｒｇｅｔＮｕｍ．

靶位点序列

Ｔａｒｇｅ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ＩＰＡ１１ 左臂Ｌｅｆｔａｒｍ：ＧＣＣＧＣＣＡＣＣＧＡＣＴＣＧＡＧ

右臂Ｒｉｇｈｔａｒｍ：ＴＣＣＣＡＴＧＧＣＴＧＧＧＴＴＧＡＣＡ

ＴＩＰＡ１２ 左臂Ｌｅｆｔａｒｍ：ＣＧＧＴＧＣＣＧＣＣＡＣＣＧＡＣＴ

右臂Ｒｉｇｈｔａｒｍ：ＧＧＧＴＴＧＡＣＡＧＡＡＧＡＧ

图１　ＴＡＬＥＮｓ编辑水稻犐犘犃１基因的靶位点

犉犻犵．１　犜犪狉犵犲狋狊犻狋犲狊犻狀狉犻犮犲犐犘犃１犵犲狀犲犳狅狉犜犃犔犈犖狊犲犱犻狋犻狀犵

注：空心框为基因犐犘犃１的非翻译区，实心框为犐犘犃１的编码

区，实线 为 内 含 子；箭 头 所 示 为 ｍｉＲＮＡ１５６ 结 合 序 列 区；

ＴＩＰＡ１１、ＴＩＰＡ１２为基于ＴＡＬＥＮｓ设计的２个靶位点。

Ｎｏｔｅ：Ｅｍｐｔｙｆｒａｍｅｅｎｃｌｏｓｅｓｕ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ｆｉｌｌｅｄｆｒａｍｅ，

ｃｏ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ｎｔｒｏ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５６；ＴＩＰＡ１１ａｎｄＴＩＰＡ１２ａｒｅｔｗｏｔａｒｇｅｔ

ｓｉｔ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ＡＬＥＮｓ．

２２　农杆菌介导转化和阳性再生克隆的筛选

将所 构 建 的 ＴＡＬＥＮｓ 载 体 （ＴＩＰＡ１１ 和

ＴＩＰＡ１２）分别经农杆菌介导转化水稻愈伤组织，

获得转基因再生植株。ＰＣＲ检测发现，不同的载

体转基因后代的阳性克隆率有所不同。总的看

ＴＡＬＥＮｓ载体的阳性克隆率较高，ＴＩＰＡ１１和

ＴＩＰＡ１２的阳性克隆率分别为９４．７％和８５．１％

（表２、图２）。

表２　基因编辑再生植株阳性率及靶位点突变率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狅狊犻狋犻狏犲狋狉犪狀狊犵犲狀犻犮犪狀犱犿狌狋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狅犳狋犪狉犵犲狋犵犲狀犲

犲犱犻狋犻狀犵狅狀狆犾犪狀狋狊

载体名称

Ｖｅｃｔｏｒｎａｍｅ

再生

克隆数

阳性

克隆数

阳性率

／％

突变

克隆数

阳性克隆

突变率／％

ＴＩＰＡ１１ ３８ ３６ ９４．７ ２ ５．６

ＴＩＰＡ１２ ６７ ５７ ８５．１ ０ ０．０

注：再生克隆数 Ｎｕｍ．ｏｆ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ｌｏｎｅｓ，阳性克隆数 Ｎｕｍ．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ｌｏｎｅｓ，阳性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突变克隆数Ｎｕｍ．ｏｆ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ｏｎｅｓ，阳性

克隆突变率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ｌｏｎｅｓ。

图２　基因编辑Ｔ０代阳性转基因植株筛选

犉犻犵．２　犛犮狉犲犲狀犻狀犵狅犳犵犲狀犲犲犱犻狋犲犱犜０犿狌狋犪狀狋狋狉犪狀狊犵犲狀犻犮狆犾犪狀狋狊

注：ＣＫ＋为阳性 （质粒），ＣＫ－为阴性对照 （野生型明恢８６）；

１～１１为部分转基因植株；Ｍ为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

Ｎｏｔｅ：Ｃ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ｌａｓｍｉｄ）；ＣＫ－：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ｎｇｈｕｉ８６）；ｎｕｍｂｅｒｓ１－１１：ｐａｒｔｓｏｆ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ｐｌａｎｔｓ；Ｍ：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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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转基因植株中靶位点序列检测

对ＴＡＬＥＮｓ载体获得Ｔ０代阳性转基因植株，

用引物ＩＴＦ／ＩＴＲ扩增犐犘犃１基因的靶位点区，测

序发现ＴＩＰＡ１１载体转基因阳性克隆中只有２个

克隆的植株靶位点有突变，阳性植株突变率约

５．６％；而ＴＩＰＡ１２载体转基因后代中未检测到靶

位点的突变（表２）。进一步将ＴＩＰＡ１１和ＴＩＰＡ１２

的抗性愈伤组织进行继代培养，连续继代后分化，结

果发现：ＴＩＰＡ１１新的再生植株中出现新突变（原

来无突变克隆）或新的突变类型（原有突变克隆），并

出现纯合突变和大片段缺失的类型；连续继代两代

后即出现缺失１６ｂｐ的纯合突变和缺失１８０ｂｐ的

大片段缺失突变体。在 ＴＩＰＡ１１继代分化苗中筛

选到３１株突变体，突变类型有８种（图３）。而在

ＴＩＰＡ１２继代分化苗中仍未筛选到靶位点突变植

株，推测ＴＩＰＡ１２的ＴＡＬＥＮｓ蛋白可能缺少活性。

图３　ＴＡＬＥＮｓ编辑基因犐犘犃１的序列突变类型

犉犻犵．３　犕狌狋犪狋犻狅狀狋狔狆犲狊狅犳犐犘犃１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犫狔犜犃犔犈犖狊

注：下划线部分序列为 ＴＡＬＥＮｓ识别序列，中间阴影部分为

Ｓｐａｃｅｒ序列，缺失的碱基用 “－”表示；左边编号 Ａ起头的为

未经过连续继代的抗性愈伤组织直接分化苗，编号Ｂ起头和Ｃ起

头的分别为抗性愈伤组织连续继代２次和３次后的分化苗。右边

数字为变化碱基数，缺失为 “－”，插入为 “＋”；Ｈｏｍｏ为纯合

突变，未标示者为杂合突变。

Ｎｏｔｅ：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ＴＡＬＥＮ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ｓｈａｄｅｄｐａｒｔ，ｓｐａｃ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Ｏｎｔｈｅ

ｌｅｆｔ，ｎｕｍｂｅｒｓｂｅｇｉｎｗｉｔｈＡａ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ｎ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ａｌｌｕｓ；ｎｕ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Ｂ，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ｓｕｂ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ｔｗｉｃｅ；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Ｃ，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ｄａｔａａｒｅｃｏｕｎ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ｂａｓｅ；ａｎｄ，

＂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 ＋＂，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Ｈｏｍｏ＂，

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ｍａｒｋｅｄ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２４　不含转基因成分突变体植株筛选

将上述目标基因序列突变的Ｔ０代植株进行自

交，获得Ｔ１代种子，种植成Ｔ１代植株。利用载体

引物对这些Ｔ１代植株中的转基因成分进行ＰＣＲ分

析，筛选出不含转基因成分的Ｔ１代植株 （图４）。

再利用测序 （单碱基变异）或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多碱基缺失或插入）对不含转基因成分植株中靶

位点序列进行分析，获得不含外源转基因成分的纯

合或杂合靶基因突变体 （图５）。进一步对纯合突

变体的农艺性状进行选择可获得水稻新种质。

图４　不含转基因成分 （ＴＡＬＥＮｓ载体成分）的Ｔ１植株

筛选

犉犻犵．４　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犜１狆犾犪狀狋狊狑犻狋犺狅狌狋狋狉犪狀狊犵犲狀犻犮（犜犃犔犈犖狊

狏犲犮狋狅狉）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注：泳道１～１０为靶基因有突变的一个转基因Ｔ１ 代株系，其中

无扩增条带的为不含转基因成分植株；泳道１１：野生型明恢８６；

泳道１２：清水；Ｍ：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

Ｎｏｔｅ：Ｌａｎｅｓ１－１０ａｒｅＴ１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ｐｌａｎｔｓｍｕｔａｔｅｄｉｎ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ａｎｄｓ，ｎｏｎ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Ｌａｎｅ

１１ｉｓ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ｎｇｈｕｉ８６；Ｌａｎｅ１２，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

图５　不含转基因成分的突变体筛选

犉犻犵．５　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狀犿狌狋犪狀狋狊犳狉犲犲狅犳狋狉犪狀狊犵犲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注：Ａ为测序检测野生型及缺失２ｂｐ （ＣＴ）纯合和杂合突变体

靶序列；Ｂ为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结果，野生型 （ｗｔ），缺失４ｂｐ

（ＣＴＣＴ）的纯合 （ｍ）和杂合子 （ｈｍ）。

Ｎｏｔ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ａｎｄ

ｍｕｔ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２ｂｐ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ＣＴ）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ｂ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Ｂ，ｍａｒｋ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ｉｔｅｉｎ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ｗｔ）ａｎｄｍｕｔ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４ｂｐ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ＣＴＣＴ），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ｍ）

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ｔｅ（ｈｍ）ｂｙ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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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犐犘犃１ＴＡＬＥＮｓ转基因植株后代表型观察及

新株型材料创制

选择不含外源转基因成分的３种突变体 （缺失

２、４、１６ｂｐ移码突变体）观察田间表型。田间调

查结果发现，这３种突变体的表型变化一致，株高

相对野生型显著降低，而分蘖数显著增多 （图６）。

对考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犐犘犃１基因突变能

够显著改变水稻的株高、有效穗数、穗长及穗粒

数。在明恢８６遗传背景下，缺失移码突变体的株

高为９０．６～９４．１ｃｍ、有效穗数为１４．４～１６．５

个· 株－１、穗长为 １８．１～１９．４ｃｍ、穗粒数为

１１３．２～１２２．７粒、结实率为７９．２０％～８３．７０％、

千粒重为２８．１～２８．８ｇ。与野生型比较，突变体的

株高降低７．９％～１１．４％，有效穗数增加４６．９％～

６８．４％，穗长变短２４．２％～２９．３％，穗粒数减少

３１％～３４％，结实率和千粒重差异不明显 （表３）。

由此可见，利用ＴＡＬＥＮｓ基因组编辑技术定点突

变水稻犐犘犃１基因能够明显改变水稻株高、有效穗

数、穗长及穗粒数等性状，产生与野生型不同的水

稻新株型。

表３　犻狆犪１纯合突变体主要农艺性状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犪犻狀犪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狋狉犪犻狋狊狅犳犐犘犃１犿狌狋犪狀狋狊

样品编号

ＳａｍｐｌｅＮＯ．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ｃｍ

有效穗数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ｎ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穗长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ｐａｎｉｃ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穗粒数

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ｒｐａｎｉｃｌｅ

结实率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千粒重１０００

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ｇ

犻狆犪１ＣＫ １０２．２Ａａ ９．８Ａ ２５．６Ａ １７８．２Ａａ ８１．４ａ ２８．３ａ

犻狆犪１２ ９０．６Ｂｂ １５．８Ｃ １９．３Ｂ １２２．７Ｂｂ ７９．２０ａ ２８．１ａ

犻狆犪１４ ９０．７Ｂｂ １６．５Ｃ １９．４Ｂ １２１．２Ｂｂ ８３．７０ａ ２８．６ａ

犻狆犪１１６ ９４．１Ｂｃ １４．４Ｂ １８．１Ｃ １１３．２Ｂｃ ８２．５０ａ ２８．８ａ

注：犻狆犪１ＣＫ为杂合突变体分离得到的野生型；犻狆犪１２、犻狆犪１４、犻狆犪１１６分别为Ｔ２代缺失２、４、１６ｂｐ的纯合突变体。表中同列数据后无相同大、

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同一性状不同样品材料之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犘＜０．０１）和显著水平（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犻狆犪１ＣＫｉｓａ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ｆｒｏｍｐｒｏｇｅｎｙｏｆａ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ｍｕｔａｎｔ；犻狆犪１２，犻狆犪１４，ａｎｄ犻狆犪１１６ａｒｅＴ２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ｍｕｔ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２ｂｐ，４

ｂｐ，ａｎｄ１６ｂ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ａｔａｉｎａ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犘＜０．０１）

ａｎ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犘＜０．０５）．

图６　犐犘犃１基因编辑突变体株型

犉犻犵．６　犘犾犪狀狋犪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犲狊狅犳狑犻犾犱狋狔狆犲犪狀犱犐犘犃１犵犲狀犲

犲犱犻狋犲犱犿狌狋犪狀狋狊

注：犻狆犪１ＣＫ为杂合突变体分离得到的野生型；犻狆犪１２、犻狆犪１４、

犻狆犪１１６分别为Ｔ２代缺失２、４、１６ｂｐ的纯合突变体。

Ｎｏｔｅ：犻狆犪１ＣＫｉｓａ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ｆｒｏｍｐｒｏｇｅｎｙｏｆａ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

ｍｕｔａｎｔ；犻狆犪１２，犻狆犪１４，ａｎｄ犻狆犪１１６ａｒｅＴ２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ｍｕｔ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２ｂｐ，４ｂｐ，ａｎｄ１６ｂ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讨　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Ｋｈｕｓｈ等提出水稻 “新株

型”（理想株型）概念，其特征是少分蘖、植株较

矮、穗粒数较多、茎秆强壮、根系发达并抗多种病

虫害等［１８－１９］，但依此理念早期进行的水稻新株型

育种实践效果并不理想［２０－２１］。水稻理想株型育种

虽然进展缓慢，但有关理想株型相关基因的分子遗

传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特别是围绕水稻理

想株型关键基因犐犘犃１ 的功能及调控机制研

究［５－６，２２－２４］，为水稻理想株型育种注入了新的活

力。本研究通过基因组编辑技术定向突变了犐犘犃１

基因，在优良恢复系明恢８６的背景下创制了一批

犻狆犪１基因移码突变体，表型观察发现：其植株显

著矮化，分蘖显著增多，穗粒数显著减少，是一些

与理想株型特征完全不同的株型变异。

目前生产上应用的每一种水稻株型都有缺陷，

这是因为水稻产量构成因子 （有效穗数、穗粒数和

千粒重）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增加水稻产量实质

是它们彼此之间协调或折中的结果。早期的理想株

型材料中，犐犘犃１表达量增加，可显著增加穗粒

数、但也显著减少了分蘖数，使得理想株型的增产

效应并不明显［２０－２１］。对超级稻甬优１２的最新研

究发现，控制犐犘犃１的表达水平可以适度调节理想

株型性状，从而有可能获得理想产量［２２］。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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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产上应用的水稻品种产量形成的遗传机理要

复杂得多，不仅仅是犐犘犃１基因，也涉及其他相关

基因及其互作效应［２５－２６］。本研究通过基因编辑突

变犐犘犃１基因后产生了一系列多穗型株型突变体，

但这些突变体的产量效应，特别是与不同不育系配

组后的杂种表现，以及与其他产量构成性状基因

（如穗粒数基因、粒重基因等）的关系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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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ＹＯＳＨＩＤＡＳ．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Ｊ］．犃狀狀狌

犚犲狏犘犾犪狀狋犘犺狔狊犻狅犾，１９７２，２３：４３７－４６４．

［１２］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Ｍ．Ｔｈ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ｃｒｏｐｉｄｅｏｔｙｐｅｓ ［Ｊ］．

犈狌狆犺狔狋犻犮犪，１９６８，１７：３８５－４０３．

［１３］ＨＡＭＢＬＩＮ Ｊ．Ｔｈｅｉｄｅｏｔｙｐ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ｓｅｆｕｌｏｒｏｕｔｄａｔｅｄ

［Ｍ］／／ＢＵＸＴＯＮＤＲ，ＳＨＩＢＬＥＳＲ，ＦＯＲＸＢＥＲＧＲＡ，ｅｔ

ａｌ．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狅狆 犛犮犻犲狀犮犲犐．犕犪犱犻狊狅狀：犆狉狅狆犛犮犻犲狀犮犲

犛狅犮犻犲狋狔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犐狀犮犘狉犲狊狊，１９９３：５８９－５９７．

［１４］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ＭＰ，ＡＣＥＶＥＤＯＥ，ＳＡＹＲＥＫＤ，ｅｔａｌ．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ｗｈｅａ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ｄｅｏｔｙｐｅ［Ｊ］．犉犻犲犾犱犆狉狅狆狊犚犲狊，１９９４，３７：１４９

－１６０．

［１５］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Ｍ．Ａ ｂａｒｌｅｙ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

ｉｄｅｏｔｙｐｅ［Ｊ］．犑犃犵狉犻犮犛犮犻，１９７９，９３：２６１－２６９．

［１６］ＲＡＳＭＵＳＳＯＮ Ｄ Ｃ．Ａ ｐｌａｎｔｂｒｅｅｄ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ｏｔｙｐ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Ｊ］．犉犻犲犾犱犆狉狅狆狊犚犲狊，１９９１，２６：１９１－

２００．

［１７］ＫＯＫＵＢＵＮ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ｉｄｅｏｔｙｐｅｓ

［Ｊ］．犑犪狆犪狀犃犵狉犻犮犚犲狊犙狌犪狉狋，１９８８，２１：２３７－２４３．

［１８］ＰＥＮＧＳ，ＫＨＵＳＨ ＧＳ，ＣＡＳＳＭＡＮＫＧ．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ｎｅｗｐｌａｎｔｉｄｅｏｔｙｐｅｆ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

ＣＡＳＳＭＡＮＫ Ｇ．犅狉犲犪犽犻狀犵狋犺犲犢犻犲犾犱犅犪狉狉犻犲狉．犔狅狊犅犪狅狊：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犻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犘狉犲狊狊，１９９４：５－２０．

［１９］ＫＨＵＳＨ Ｇ Ｓ．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ｆｒｉｃｅ ［Ｊ］．

犌犲狅犑狅狌狉狀犪犾，１９９５，３５：２９－３３２．

［２０］ＰＥＮＧＳ．ＫＨＵＳＨＧＳ，ＶＩＲＫＰ，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ｉｄｅｏｔｙｐ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犉犻犲犾犱犆狉狅狆狊犚犲狊，

２００８，１０８：３２－３８．

［２１］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Ｄ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ｙｉｅｌｄｓ ［Ｊ］．犉犻犲犾犱犆狉狅狆狊犚犲狊，１９９１，２６：

１７１－１９０．

［２２］ＺＨＡＮＧＬ，ＹＵ Ｈ，ＭＡＢ，ｅｔａｌ．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ａｎｄｅｍａｒｒａ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ＰＡ１ａｎｄｌｅａｄｓｔｏ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ｒｉｃｅ［Ｊ］．犖犪狋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１７，８：１４７８９．

［２３］ＷＡＮＧ Ｊ， ＹＵ Ｈ， ＸＩＯＮＧ Ｇ，ｅｔ 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ＰＡ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ＩＰＡ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ｐｌａｎｔ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ｎ

ｒｉｃｅ［Ｊ］．犘犾犪狀狋犆犲犾犾，２０１７，２９：６９７－７０７．

［２４］ＳＯＮＧ Ｘ，ＬＵ Ｚ，ＹＵ Ｈ．ｅｔａｌ．ＩＰＡ１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ａ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Ｄ５３ ｉｎ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ｒｉｃｅ［Ｊ］．犆犲犾犾犚犲狊，２０１７，２７：１１２８

－１１４１．

［２５］ＬＩＭ，ＬＩＸ，ＺＨＯＵＺ，ｅｔａｌ．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ｙｉｅｌ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Ｇｎ１ａ，ＤＥＰ１，ＧＳ３，ａｎｄＩＰＡ１ｉｎｒｉｃｅｕｓｉｎｇａ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ｓｙｓｔｅｍ ［Ｊ］．犉狉狅狀狋犘犾犪狀狋犛犮犻，２０１６，７：３７７．

［２６］ＯＲＤＯＮＩＯＲＬ，ＭＡＴＳＵＯＫＡ Ｍ．Ｎｅｗｐａｔｈ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ｂｅｔｔｅｒ

ｒｉｃ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Ｊ］．犆犲犾犾犚犲狊，２０１７，２７：１１８９－１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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