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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SPCR 技术检测抗药性雨久花 ALS 突变基因
碱基种类的探讨
吴明根 1，金万赫 2 ，许勇男 3
(1. 延边大学农学院，延吉 133000；2. 延边州农委，延吉 133000；3. 延吉市农业局，延吉 133000)
摘 要：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Allele-specific PCR 简称:ASPCR）技术是一项快速、简便、低成本的检测等位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的新方法。作者针对雨久花感抗磺酰脲类生态型 ALS 基因编码区第 592 位碱基密码（ALS 氨
基酸 第 197 位）特征，采用在引物 3′末端设有胸腺嘧啶核苷酸（感性）或鸟嘌呤（抗性）核苷酸的 2 种引物，对
延边稻田发生的雨久花感抗磺酰脲类生态型 ALS 基因编码区第 592 位进行了 ASPCR。检测结果显示，当以引物 3′
末端设有胸腺嘧啶引物时，感性类型出现 ASPCR 扩增带，而抗性类型无带出现，反之抗性类型有带而感性类型无
带，检测到延边稻田发生的抗磺酰脲类雨久花生态型的 ALS 197 位点的脯氨酸被组氨酸替代，证明了该方法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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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llele-specific PCR for detection of herbicide-resistance
in Monochoria korsakowii Regel et Ma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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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ele-specific PCR is a rapid, simple, and low-cost method for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dentification. Using this technique, a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primer marker of thymine(susceptible) or
guanine(resistant) at the 3′end on 592 point of ALS(acetolactate synthetase) gene encoding site (197 point of ALS
amino acid) was designed to detect the herbicide-resistant type of Monochoria korsakowii Regel et Maack.in Yanbian reg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susceptibility primer marker can be used to detect the susceptibility biotype;
otherwise can be detected resistant biotype; the cause of resistance to sulfonylurea herbicide type can be induced
by substitution of Pro197 to histidine. It proved that the technique was efficient and feasible to detect ALS gene of
herbicide-resistant type.
Key words: Allele-specific PCR; Monochoria korsakowii Regel et Maack; ALS gene; herbicide-resistance;
detection
田间抗药性普查结果，雨久花、慈姑、藨草、
牛毛毡、狼巴草等已突变为抗磺酰脲类除草剂生态
型[1-2]。在防控抗药性杂草技术体系中，准确、快速、
简易鉴别抗药性生态型是关键问题。常规杂草 ALS
基因抗药性突变位点检测，一般采用技术难度较大
的 RT-PCR、RACE-PCR 等方法测序抗、感不同生

态型近 3 000 bp 碱基排序特征[3]。实际杂草 ALS 氨
基酸抗性突变位点大约 5~6 处，且一般第 1 位或第
2 位碱基易发生抗性替换。
ASPCR 技术是一项在 PCR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种快速、简便、低成本、高通量的检测基因单核
苷酸多态性的方法[4]，通过 PCR 和凝胶电泳即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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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出 DNA 中各种点碱基突变的信息特征。其引物
设计原理为等位基因特异性碱基位于引物的 3′端。
这种设计是基于耐热 Taq DNA 聚合酶缺乏 3′→5′外
切校正活性的特点，引物 3′端的特异碱基分别互补
于野生型和突变型等位基因的相对碱基，若此碱基
对形成错配，链延伸反应就会因 3′,5´-磷酸二酯键形
成障碍而受阻。其扩增结果为：“野生”模板阻碍,“突
变”引物放大；或“突变”模板阻碍,“野生”引物放大。
对此，作者为了探讨 ASPCR 和 SCAR（sequence
characterize amplified region） 分子标记技术在鉴别
杂草 ALS 感抗药不同生态型等位基因单碱基突变
类型的可行性，以雨久花 ALS 普遍导致抗性突变的
197 位点为引物 3′端，进行了 ASPCR 检测。
Table 1

感抗来源
Origin

1
2
引物
Primer No.
3

573

材料与方法

供试植物
雨 久 花 （ Monochoria korsakowii Regel et
Maack.）抗性材料采自多年连续使用苄嘧磺隆、吡
嘧磺隆的延边地区稻田，敏感性采自野外池塘。
1.2 ASPCR 特异引物设计与组合
ASPCR 特异引物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ASPCR
特异引物根据（NCBI）提供的 100 多种植物 ALS
编码信息和吉林柳河雨久花 ALS 基因突变位点碱
基信息[5]设计 ASPCR 专用的 SCAR 标记（表 1 和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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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雨久花 ALS 基因 ASPCR 特异引物组合
Table 2 The ASPCR specific primers of ALS gene of M.korsakowii.
上游引物碱基排序(无突变位点保守序列)
下游引物碱基排序(3′末端含 592 位突变位点)
Nucleotide sequencing of upstream primer
Nucleotide sequencing of downstream primer
(conserved sequence without mutation)
(containing mutation site in the 592 point at 3′ end)
5′tcgtggaggccctggagagg 3′
5′agtgccgatcatgcggcgat 3′
5′tcgtggaggccctggagagg 3′
5′agtgccgatcatgcggcgag 3′
下游引物碱基排序(无突变位点保守序列)
Nucleotide sequencing of downstream primer
(conserved sequence without mutation)
5′cc(t/g)gtcac(c/g)cgatcatc(g/a)aa 3′

上游引物碱基排序(3′突变位点)
Nucleotide sequencing of upstream primer
(3′ mutation site)
5′gccatcaccggccaggtccc 3′

ASPCR 反应体系
采用 CTAB 法提取总 DNA ，Buffer、dNTPs、
Taq 酶等试剂由东洋纺公司提供，反应体系为：
Buffer（2.0 µL）、cDNA（1.0 µL）、Ap1（10 pmol·L-1，
1.0 µL）、Ap2（10 pmol·L-1，1.0 µL）
、dNTPs(4.0 µL)、
Taq（0.5 µL）
、ddH2O（10.5 µL）。扩增在 WD9402-A
型 PCR 仪上进行，扩增程序为：预变性 94℃ 7 min；
94℃ 1 min；66℃ 1 min；72℃ 1 min；共 35 个循环。
1.3

2

1

表 1 不同来源雨久花感抗型 ALS 基因编码区 592 位点区域碱基排序
The nucleotide sequencing of section of the ALS gene encoding 592 point in susceptible and resistant
biotypes of M.korsakowii.
雨久花感抗型 ALS 基因编码区 592 位点区域碱基排序
The nucleotide sequencing of ALS gene encoding 592 point in susceptible and resistant types

野生型（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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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以抗性雨久花 ALS 197 突变位点的（脯氨酸被

突变类型
Type of mutation
抗性 Resistant
感性 Susceptive
突变类型
Type of mutation
感性 Susceptive

组氨酸替代）碱基序列作为下游引物 3′端，通过 1
号引物组合对其进行 ASPCR 标记结果（见图 1 左）
抗药性生态型雨久花约在 250 bp 大小出扩增带，表
现出显性反应，感性生态型无扩增带。同样以感性
雨久花 ALS 197 突变位点的脯氨酸碱基序列作为上
或下游引物 3′端，通过 3 号和 2 号引物组合对其进
行 ASPCR 标记结果（见图 1 中）
，感性生态型雨
久花在 550 bp(3 号引物)和 250 bp（2 号引物）左右
有扩增带，而抗性生态型无扩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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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 号引物组，右图：3 号引物组（左侧）和 2 号引物组（右侧）；M：DNA 分子质量标准；R：抗药性；S：感药性
Left: No.1 primer; Right: No.3(Left side) and No.2 primers(Right side)；M: DNA Marker; R: Resistant biotype; S: Susceptive biotype.
图 1 感抗型雨久花 ALS 197 位点 ASPCR 分子标记
Figure 1 ASPCR maker of ALS genes in herbicide resistant and susceptive biotypes of M.korsakowii.

通过以上的 ASPCR 分子标记，认为延边地区
收集的感抗不同生态型 ALS 在 197 位点氨基酸（感
性为脯氨酸）的碱基密码发生了替换突变，氨基酸
替代类型至少一种是由脯氨酸被组氨酸替代。

3

讨论

国内外研究结果，杂草 ALS 基因抗性突变具有
特定突变区域和特定突变位点[6-7]。通过多种抗药性
杂草 ALS 基因图谱不难看出，目前常发生抗性突变
的 5 个位点（如：第 122 位 Ala，197 位 Pro，205
位 Ala，574 位 Trp 和 653 位 Ser）均都是其保守区
域。某种杂草的抗药性突变强度、交叉抗药性范围
等量化性状与突变部位、突变点数量、被取代的氨
基酸种类也有相关性。
常规杂草 ALS 基因抗药性突变位点检测，目前
一般采用 RT-PCR、RACE-PCR 等方法通过 DNA 片
段扩增、克隆和碱基测序过程完成。本试验采用
ASPCR 技术对雨久花 ALS 感抗磺酰脲类生态型的
197 位突变点分子标记鉴定结果，抗磺酰脲类突变
是由感性 ALS 197 位点的脯氨酸被其它氨基酸替代
所致；当脯氨酸碱基密码 cct(第 3 位是兼并密码：
a/g/c/t）的第 2 位碱基 c 设为下游引物 3′端时，能扩
增出感性 DNA 片段；当第二位碱基 c 改为组氨酸
密码的碱基 a 时，可扩增出抗性 DNA 片段。从扩
增 DNA 片段的大小分析，当 1 号和 2 号引物组设
计扩增范围为 280 bp、3 号引物组为 540 bp，实际
扩增的大小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如果雨久花的
ALS 基因像水稻[8]、播娘蒿[9]一样不含内含子或扩
增区域内无内含子片段，可以证明本试验的扩增分
子标记片段与实验设计是吻合的。
本试验证明，ASPCR 技术在检测杂草 ALS 基
因 单 碱 基 抗 药 性 突 变 类 型 上 与 常 规 RT-PCR 、

RACE-PCR 技术相比，具有快速、 简便、 低成本
等特点，但局限于已知待测碱基位点信息及部分基
因保守区碱基排序的基础上。同时，对于异花授粉
植物的杂合型等位基因检测时，抗性生态型出现感
抗引物均有扩增带的现象（未发表），需采取改良
ASPCR 技术的巢式 PCR 方法[4]方可区分杂合与纯
合性等位基因的单核苷酸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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