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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豆资源利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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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野生大豆种质资源的起源尧应用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袁对其遗传性状进行了简单分析袁
并从国内分布的地理位置尧种质资源发展等方面提出展望袁以期为野生大豆资源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野生大豆曰资源现状曰应用曰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 S5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21冤23-0030-03
DOI院员园援猿怨远怨/躁援蚤泽泽灶援1007原5739援圆园圆1援23援013
开放科学渊资源服务冤标识码渊OSID冤院

我国野生大豆种质资源分布广泛袁 资源丰富袁很

一年生野生大豆是培育栽培大豆的重要资源袁为

多品种变异程度相对较高袁 现已有 6 172 种野生大豆

适应生存环境条件袁 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然选

被存录于国家长期种质资源保存库中袁这为野生大豆

择袁因而具有高抗尧高蛋白尧高产等特性遥 在自然条件

以及栽培大豆的育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遥 通过对

下生长袁其遗传基因也未曾因受到人为影响而发生变

品种的研究和创新袁寻找使大豆稳定性更好尧产量更

化遥 已知野生大豆中蛋白的含量为 30%~55%袁平均可

高尧抗性更强的途径遥 使用基因重组技术来重塑大豆

以达到 45%左右袁蛋白含量明显高于栽培大豆袁这在

基因序列袁进而优化育种资源尧改良品种[1]遥 自 20 世纪

育种研究中有关键作用遥 野生大豆对环境中的干旱[4]尧

和主要利用技术价值进行研究遥 具有丰富遗传背景与

腐病等生物胁迫因素的抗性也远远高于栽培大豆遥 我

优良基因的野生大豆和半野生大豆袁在大豆育种中有

国野生大豆群体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袁显著高于栽培

显著的作用遥 在世界水平上袁利用野生大豆种质获得

群体袁世界范围性分布仅在东亚中北部袁野生大豆在

大豆质-核互作不育系已有突破性研究进展遥 另外袁有

我国多个省渊市冤都有分布袁其密度大尧种类丰富[7]遥 有

80 年代以来袁已有很多学者对野生大豆主要农艺性状

关学者在大豆的起源与进化尧细胞学尧遗传学尧生物化
学尧结构植物学以及种群生态研究等方面也做了许多
有益的探索遥 经过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袁
我国野生大豆的研究与利用已在诸多方面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2]遥

1 野生大豆种质资源现状

我国对野生大豆种质资源的驯化已有 1 000 年历

史袁在环境选择中袁很多与环境相适应的大豆基因丢

失袁但这种遗传多样性的丢失可以通过育种的方式进
行改善遥 邱丽娟等[3]通过对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 7 份

野生大豆资源进行全部基因组测序和独立组装袁构建
首个野生大豆泛基因组遥 结果发现袁野生大豆具有优
良基因袁如抗病尧抗逆基因等远远多于栽培大豆袁且具
有更多的优良基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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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尧阴湿地[5-6]等非生物胁迫因素袁以及蚜虫尧疫霉根

研究表明袁不同地理位置的野生大豆资源生长状况不
同袁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我国不同地理位置野生大豆资源情况

地理区域
东部洼地
西北干旱盐碱地
北方高寒区
中部丘陵区
南方平原

分布情况
种类多尧分布广
种类稀少尧营养不良
零星分布
种类资源丰富
点尧片状分布

叶形
以卵圆为主
较小的椭圆形
以针叶状为主
卵圆尧披针叶状
各种叶形

长期的自然选择使得野生大豆出现了很多优良
的性状袁 如变异类型丰富以及环境适应能力良好
等 [ 8- 9]遥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袁F5 代后袁当作物密度增加

至 26 万~29 万株/hm2 时袁野生大豆茎秆抗倒伏性有所
提升袁抗病性也会增强遥 这些性状使得野生大豆在创

造新资源及选育栽培大豆新品种等方面起到了不可
估量的作用[10-11]遥

2 野生大豆资源创新与应用
2.1 在大豆雄性不育系相关研究中的应用
育种资源与育种方法是提高育种效率的关键袁有

王有福等院野生大豆资源利用研究进展
性杂交与作物的轮回选择为创造出新的资源提供了

矿物质含量不低于普通大豆袁这些都满足动物的生长

更好的方式袁可将不同的优质资源进行整合袁创造出

发育需求[17-19]袁更适合作为新型饲料的原料遥 因此袁野

更加优良的种质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袁就有研究
者陆续利用野生大豆开展选育大豆细胞质不育系的

生大豆具有更大的饲料潜力遥

3 展望

相关研究遥 这些研究主要是选择来自不同地理位置且

目前袁 传统栽培大豆品种育种已进入瓶颈期袁野

进化程度不同的野生大豆袁在全国选定公主岭尧郑州尧

生大豆资源已在多方面有所应用袁为保证野生大豆资

徐州尧杭州尧长沙和泉州等 6 个城市作为试验城市开

源利用质量袁加强野生大豆优异资源的发掘鉴定具有

展试验袁将这些野生大豆与当地栽培的大豆品种进行

重要意义遥 我国野生大豆在育种上的利用仍需要改

杂交袁 这使杂交大豆制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袁有

进遥 一是需进一步探索野生大豆抗逆机理和遗传机

利于大豆杂交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与应用遥

制遥 二是应加大遗传多样性研究及生态群体间的遗传

轮回选择育种中应与其亲本就不同的交配方法

有关方面研究力度遥 有研究表明袁当回交次数达到一

进行比较袁 轮回选择育种也是几十年的育种结果袁如

定程度时袁野生大豆的蛋白含量会明显下降袁但很有

袁即渊栽培伊

[12-13]

果要加速育种进程袁就要进行广义回交

可能提高脂肪的含量袁因而对于回交次数的确定还有

野生冤伊栽培遥 这种回交的亲本是随育种的最终目标而

待研究遥 三是利用野生大豆进行栽培大豆品种的遗传

改变的袁可以更多地融合栽培品种的遗传性袁并对新

基因工程选育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发现的缺点进行针对性改善遥 通过野生大豆育种的改

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袁部分地区可

良袁其品种尧品系的遗传基础变宽袁株型发生明显改

能存在对资源过度开发的情况袁这使得野生大豆生存

变袁光能截获能力提高[14]袁光合效率提升袁大豆的丰产

受到生态系统变化的威胁遥 目前袁已有一些具有重要

性尧抗逆性更强遥 这使得我国的大豆产量在世界上的

经济价值的野生大豆资源被列为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排名上升一个新的台阶遥

植物遥 因此袁野生大豆的种群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袁这

2.2 在生物技术中的应用

也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科研任务遥

在生物技术中应用最早的是 1985 年利用花粉管

普及野生大豆资源相关内容袁提高居民利用野生

通道技术将野生大豆总 DNA 导入栽培大豆的研究袁

大豆的意识袁对我国粮食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重大意

大豆细胞的 DNA 中遥 应用此种花粉管通道技术所得

物技术和合理的试验方法袁可以逐渐加强对野生大豆

此项研究是将野生大豆 DNA 的某些片段重组到栽培

义遥 随着野生大豆耐盐性研究的深入袁结合先进的生

的目标性状具有变异所带的不利性状少尧 速度快尧相

的深入研究与保护利用袁从而实现粮食的增产遥

对稳定和易于集中育种目标选择等优点袁野生大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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