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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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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不同提取方法和菌体浓度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抗氧化活性的影响，测试了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研磨法

和纳米磨法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同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相比，纳米磨法提取类球红

细菌辅酶 Q10 的收率最高。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且与菌体浓度呈量效关系。 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

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从类球红细菌提取的辅酶 Q10 均具有清除 DPPH 自由能力、抗脂质过氧化能力和还原能力，纳米磨法最好。

固液比为 1:10 时，纳米磨法提取的辅酶 Q10 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率为（0.160±0.006）μmolTrolox·g-1，对脂质过氧化作用的抑制

率为（56.4±2.4）%，还原力为 0.56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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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xtraction Methods on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Coenzyme Q10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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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both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and biomass concentration on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coenzyme Q10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By comparison with grinding, ultrasonic and ultrasonic assisted with
zymolysis, nano milling was the optimum extraction method for the yield of coenzyme Q10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3757.
The coenzyme Q10 extracted by the different methods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3757 exhibited significant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vitro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Compared with grinding, ultrasonic and ultrasonic assisted with zymolysis,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coenzyme Q10 extracted by nano milling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3757 was the best. As to nano
milling, scavenging capacity against DPPH radical, lipid peroxidation inhibition activity and the reducing power were (0.1600 ±
0.0056)μmol Trolox·g-1, (56.4±2.4)% and 0.563±0.020, respectively, when the material/liquid ratio was 1∶10.
Key words：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coenzyme Q10; extraction technique; nanotechnology; antioxidant activity

辅酶 Q10(CoQ10)是包含 10 个异戊二烯侧链的脂溶性醌类化合物，它广泛存在于多种生物体内，是呼吸链

上重要的电子和质子传递体，在呼吸链中处于中心地位 [1-3]。 随着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辅酶

Q10 已被证实具有抗肿瘤和提高人体免疫力，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缓解疲劳和提高运动能力，防老抗衰以及

保护心血管等多种保健功效[4-6]。 由于辅酶 Q10 对人类健康的益处而受到保健品和药品行业的广泛重视，市场

的需求巨大[3,7]。 尽管辅酶 Q10 可以由化学合成的方法生产，但微生物发酵法具有环境友好、安全、易于控制和

产业化等诸多优点，因此，商业化生产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微生物发酵来实现的 [3,6-8]。 微生物发酵法合成的辅酶

Q10 无光学异构体，生物活性高，临床应用效果好[9]。光合细菌(photosynthetic bacteria，PSB)是一类能够进行光合

作用的原核生物的总称。 近年来利用其中安全无毒的光合细菌菌株，开发具有延缓衰老、免疫调节、抗肿瘤等

功能的保健食品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10]。类球红细菌（Rhodobacter Sphaeroides）是一种光合细菌，属于细菌

域中紫色细菌群的 α 亚群，具有广泛的代谢方式，可以在多种条件下生长[3,5-6]。 大量研究文献表明，类球红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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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一种极具工业化开发潜力的微生物[11-15]。 类球红细菌(Rhodobacter sphaeroides)是辅酶 Q10 最主要的生

产菌种之一 [3,5-7,11]。 纳米粒子处于原子簇和宏观物体交界的过渡区域，具有量子尺寸效应、小尺寸效应、表面效

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近年来，纳米材料已在食品等诸多领域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有前途

的材料之一[16-17]。本研究从土壤中分离到 1 株类球红细菌菌株，该菌株不仅可以降解敌敌畏农药[18]，而且能够生

产辅酶 Q10 等生物活性物质 [5]。 本试验采用纳米技术提取类球红细菌中辅酶 Q10，研究其抗氧化活性；并与酶

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等常见提取方法相比较，考察不同提取方法和菌体浓度对类球红细菌辅

酶 Q10 抗氧化活性的影响，为将类球红细菌开发为功能（保健）食品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从土壤中分离到 1 株类球红细菌（Rhodobacter Sphaeroides）菌株 3757，并将该菌株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

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菌株编号为 CGMCC NO.3757。 固体培养基（质量百分含量，以下同）：葡萄糖

2%，胰蛋白胨 1%，酵母浸粉 1%，氯化钠 0.5%，琼脂 2%，pH 值 8.5。 种子培养基：葡萄糖 2%，胰蛋白胨 1%，酵

母浸粉 1%，氯化钠 0.5%，pH 值 7.2。 发酵培养基：葡萄糖 0.4%，牛肉膏 0.1%，磷酸氢二钾 0.09%，磷酸二氢钾

0.06%，无水氯化钙 0.0075%，EDTA 0.002%，生长因子溶液 1%，微量元素溶液 1%，pH 值 7.0；微量元素溶液配

方：硫酸锰 0.16%；生长因子溶液配方：维生素 B1 0.1%，烟酰胺 (VPP) 0.1%，生物素 0.0016%，对氨 基苯甲酸

0.1%， 生长因子过滤除菌； 其余 121 ℃灭菌 20 min。 上述试剂均为分析纯或生化试剂。 辅酶 Q10 标准品为

Sigma。 主要仪器为：MLS-3750 高压灭菌锅﹙日本 SANYO﹚、恒温培养箱﹙美国 SHELLAB﹚、HZ-9210K 恒温摇床

﹙江苏太仓科教仪器厂﹚、FD-1A-50 冷冻干燥机（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CJM-SY-A 高能纳米冲击磨

（秦皇岛市太极环纳米制品有限公司）、VCX 130 PB-VCX 130 FSJ 超声波破碎仪（美国 SONICS & MATERIALS
INC）、2695 高效液相色谱和 2996 型 PDA 检测器（Waters）、spursil C18 5um 250×4.6mm 色谱柱（Dikma）、J2-HS
Centrifuge 高速低温离心机（美国 BECKMAN）；WFZ UV-20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尤尼柯（上海）仪器有限公

司]等。
1.2 方法

1.2.1 菌种活化 配制固体培养基，无菌条件下倒平板，挑类球红细菌进行平板划线；将平板置于 37℃培养，
3~5d。 配置斜面培养基，斜面培养基与上述固体培养基一样，挑取上述平板上的类球红细菌单菌落进行斜面接

种；然后将斜面置于 37℃培养 3~5d。
1.2.2 种子液制备 用无菌接种环从活化后的类球红细菌斜面中取菌体适量， 接种到盛有液体种子培养基的

三角瓶中（250mL 三角瓶中装 20mL 种子培养基液体），于 32℃，180r·min-1 摇床振荡培养 24h，得到液体种子。
1.2.3 发酵 按照 10%的接种量将摇床活化的液体种子接种到盛有液体发酵培养基的三角瓶中，于 32℃，180r·min-1

摇床振荡培养 24h，得类球红细菌发酵液。
1.2.4 湿菌体收集 取类球红细菌发酵液于 10000 r·min-1 离心 20min，收集菌体，弃上清，再用蒸馏水清洗菌

体 2 次，分别于 10000r·min-1 离心 20min，收集菌体，即得类球红细菌湿菌体。
1.2.5 不同提取方法比较 研磨法：取菌体加石英砂研磨 14min，研磨成匀浆，按固液比 1∶15 添加甲醇-氯仿

(体积比为 1∶2)溶液，震荡 30min，菌体：石英砂的质量比 1∶5。 超声波法：取菌体按固液比 1∶15 添加甲醇-氯仿(
体积比为 1∶2)溶液，震荡混匀后用超声波粉碎仪进行破壁处理：振幅 30%、工作/间隔时间 1min/1min，冰浴超声

波总时间 14min；最后震荡 30min。 酶法辅助超声波法：溶菌酶添加量为 0.1mg 溶菌酶/g 菌体，固液比 1∶15，酶

解温度 37℃，酶解 pH 值 7.2，酶解时间 90min；酶解后于 10000 r·min-1 离心 20min，收集菌体；按菌体/甲醇-氯

仿溶液质量比为 1∶15 添加甲醇-氯仿溶液悬浮菌体，其中甲醇-氯仿体积比为 1∶2；然后进行冰浴超声波处理：
振幅 30%、工作/间隔时间 1min/1min，冰浴超声波总时间 14min；最后震荡 30min。 纳米研磨法：将类球红细菌

湿菌体放入高能纳米冲击磨罐中，于 6℃下震磨 8h，然后按固液比（菌体/提取剂的质量比）1∶15 加入甲醇-氯仿溶

液(体积比 1∶2)，震荡 30min。 辅酶 Q10 提取液收集：采用不同破壁提取方法提取菌体辅酶 Q10 后，于 10000r·min-1

离心 20min，取上清液，用旋转蒸发仪于 35℃进行旋转蒸法，将上清液浓缩干，按固液比（质量比）1∶15 加入无

水乙醇溶解样品，得到辅酶 Q10 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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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辅酶 Q10 测定 按照国家标准《保健食品中辅酶 Q10 的测定》[19]测定辅酶 Q10 提取液中辅酶 Q10 含量。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提取液中辅酶 Q10 含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X=c×V×f×100÷(m×1000×1000)
式中：X 为试样中辅酶 Q10 含量（g·100g-1）；c 为从标准曲线查得的辅酶 Q10 浓度（μg·mL-1）；V 为试样定容体

积（mL）；f 为样液稀释倍数；m 为试样的质量（g）。
1.2.7 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 参照刘薇等[20-22]方法，测定样品清除 DPPH 自由基的能力。 辅酶 Q10 抗氧化能

力值以 Trolox 当量( μmol Trolox 当量·g-1)表示，即为 1g 样品相当于 Trolox 的微摩尔数，计算公式为：
抗氧化能力值=[1－[(A 样 品－A 样 品 空 白）/A 对 照]/[1－（ATrolox/A 对 照）]×[MTrolox/M 样 品]

式中：A 样 品为样品管吸光度值；A 样 品 空 白为样品空白管吸光度值；ATrolox 为标准 Trolox 管吸光度值；A 对 照为对照管

吸光度值；MTrolox 为标准管所含 Trolox 的微摩尔数；M 样品为标准管所含样品的质量(g)。
1.2.8 抗脂质过氧化能力 参照李大峰等[22-23]方法，测定样品抗脂质过氧化能力。 按下式计算样品对卵磷脂过

氧化反应的抑制率:
抑制率(%)=[1-(A1-A3)/A2]×100

式中: A1 为样品液的吸光值；A2 为以 2%乙醇溶液代替样品液时的吸光值；A3 为以 CuCl2 溶液代替卵磷脂溶液

时的吸光值。
1.2.9 还原力 参照厉剑剑等[24-26]方法，测定样品还原力。 吸光度值越高，样品的还原力越强。
1.3 数据分析

试验重复 3 次，利用 SPSS 18.0 和 Origin Pro 8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及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提取方法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收率的影响

采用研磨法、超声波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和纳米磨法分别对类球红细菌进行破壁提取，然后测定提取液

中辅酶 Q10 收率，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提取方法对辅酶 Q10 收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on yield of coenzyme Q10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提取方法

Extraction method
辅酶 Q10 收率

Yield of coenzyme Q10/ g·100g-1

研磨法

Grinding
1.20±0.04

超声波法

Ultrasonic
1.33±0.05

酶法辅助超声波法

Ultrasonic assisted with zymolysis
1.90±0.07

纳米磨法

Nano milling
2.29±0.09

由表 1 可知，不同提取方法从类球红细菌提取的辅酶 Q10 收率存在明显差异；纳米磨法提取辅酶 Q10 的

提取率分别是酶法辅助超声波法、 超声法和研磨法的 1.21，1.72，1.91 倍。 纳米磨法提取的辅酶 Q10 提取率最

高，提取效果最好，依次分别是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法和研磨法。 可见，纳米磨法是从类球红细菌提取辅酶

Q10 的最优提取方法。
2.2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清除 DPPH 自由基的能力

二苯代苦味酰基自由基(DPPH·)清除法是抗氧化能力测定的重要指标，广泛用于抗氧化物质自由基清除

能力的测定，其原理是基于抗氧化物质的供电子能力[27]。DPPH 自由基是一种具有稳定的未配对电子的化合物，
样品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主要说明了其给电子能力。 DPPH 自由基的乙醇溶液呈深紫色并在 517nm 处

有吸收峰，自由基清除剂可与其单个电子配对，从而使颜色变浅，褪色程度与配对电子的数量有定量关系，所以

可通过吸光度值的降低表明样品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28-29]。 分别采用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

声波法和研磨法以及不同固液比考察了不同提取方法和固液比对类球红细菌类辅酶 Q10 清除 DPPH 自由基

能力的影响，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各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样品对 DPPH 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能力。 相同提取方法，辅酶 Q10

样品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随着菌体浓度的升高而增强，有良好的量效关系。 随着提取液中辅酶 Q10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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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反应体系的吸光值明显降低，即清除 DPPH自由基的能力增强。 不同提取方法对辅酶 Q10 样品清除

DPPH 自由基的活性有明显影响。固液比相同时，不同提取方法提取的辅酶 Q10 样品均具有清除 DPPH 自由基

的作用；其中纳米磨法最好，其次是酶法辅助超声波法，其后是超声波法，最后是研磨法。 当固液比为 1∶10 时，
纳米磨法清除 DPPH 自由基的能力为（0.160±0.006）μmol Trolox·g-1，酶法辅助超声波法为（0.111±0.004 ）μmol
Trolox·g-1，超声波法为（0.085±0.003）μmolTrolox·g-1，研磨法为（0.066±0.002 ）μmolTrolox·g-1。 可见，类球红细菌

辅酶 Q10 对 DPPH 自由基具有一定的清除作用。
2.3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抗脂质过氧化能力

自由基可以氧化生物膜的磷脂、酶及膜受体相关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侧链及核酸等大分子物质，其中生

物分子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最容易遭到自由基的破坏，极易产生过氧化作用，其终产物之一是丙二醛，该物质与

核酸或蛋白质交联后生成惰性的脂褐质，从而影响机体的代谢活动[29,30]。 在生物体系中细胞膜和细胞器膜含有

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很容易引起脂质过氧化，很多疾病与细胞衰老现象都与脂质过氧化有关 [26]。 在试验中，
Fe2+使卵磷脂的分散系中产生氧化产物，经分解产生二级产物丙二醛，丙二醛在酸性条件下与硫代巴比妥酸反

应，生成红色物质，该物质在 532nm处有吸收峰。 该反应模拟了体内丙二醛的产生过程并使之以吸光度值的方

式得以量化，检验了提取物在抑制丙二醛的生成中起到的作用。 所以，反应结果是吸光度值越小、丙二醛含量

越低、抑制率越高[29]。 分别采用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和不同固液比研究了不同提取

方法和固液比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抑制脂质过氧化能力的影响，结果见图 2。
由图 2 可知，提取方法和固液比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均有一定影响。 相同提取方

法，辅酶 Q10 样品对脂质过氧化作用的抑制率随菌体浓度的提高而增强，存在很好的量效关系。 固液比相同

时，纳米磨法提取的辅酶 Q10 样品的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最强，其次为酶法辅助超声波法，其后为超声波法，
最后为研磨法。 当固液比为 1∶10 时，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提取的辅酶 Q10 样品对

脂质过氧化作用的抑制率分别为（56.4±2.4）%、（51.7±1.9）%、（43.5±1.5）%和（31.3±1.1）%，纳米磨法最好。可见，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具有一定的抗脂质过氧化能力。

图 1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Figure 1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coenzyme Q10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图 2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抗脂质过氧化能力
Figure 2 Lipid peroxidation inhibition activity of
coenzyme Q10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2.4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还原力

还原力是评价物质抗氧化活性的重要指标，还原力的测定，实质上是检验物质是否为良好的电子供应者的

过程[31-32]。 该方法的机理是抗氧化剂将 Fe3+还原成 Fe2+的形式，其还原能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在 700nm 处的吸光

值来检测，吸光值越大抗氧化能力越强[31]。 抗氧化剂是通过自身的还原作用给出电子而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剂

的还原力与其抗氧化活性之间存在关系，还原力越强，抗氧化活性越强；具有还原能力的物质作为电子供体，能

够还原脂质过氧化过程中的中间氧化产物，从而具备抗氧化性能，因此物质的还原能力可以看作其潜在的抗氧

化性能的重要体现[33]。 分别采用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以及不同固液比考察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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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和固液比对类球红细菌类辅酶 Q10 还原力

的影响，结果见图 3。
由图 3 可见， 不同提取方法和固液比从类球红细

菌提取的辅酶 Q10 样品均具有一定的还原能力。 相同

提取方法，固液比变化同菌体浓度呈正相关，随着菌体浓

度的增加样品的还原力呈现升高趋势，表现出抗氧化能

力逐步增强；可见，辅酶 Q10 样品的还原力与菌体浓度

呈现良好的量效关系。 不同提取方法对辅酶 Q10 样品的

还原力有明显影响；相同固液比时，样品的还原力由高到

低分别是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

法。 当固液比为 1∶10 时，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
超声波法和研磨法提取的辅酶 Q10 样品的还原力分别

为 0.563±0.020，0.504±0.018，0.456±0.017，0.406±0.015，
纳米磨法最好。 可见，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具有一定

的还原能力。

3 讨论与结论

辅酶 Q10 作为一种生理活性物质，具有保健、改善作用，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药业、化妆和食品产业，对工业

化生产辅酶 Q10 的研究也越来越多[10,34]。 其中微生物发酵法生产辅酶 Q10，产物为天然品，生物活性好，易被人

体吸收，原料较廉价，可通过发酵罐实现工业化生产，被认为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辅酶 Q10 生产方法。 目前，用于

研究发酵生产辅酶 Q10 的微生物主要有土壤杆菌、红细菌(不产氧光合细菌)、三孢布拉霉和酵母等，其中光合

细菌中的辅酶 Q10 含量分别是酵母、菠菜叶、玉米幼芽的 13，94，82 倍；因此，光合细菌是微生物发酵生产辅酶

Q10 的理想选择[10]。 类球红细菌（Rhodobacter Sphaeroides）是一种光合细菌，在天然生产辅酶 Q10 的微生物中，
类球红细菌被认为是其潜在的良好生产菌[3,6,11]。 类球红细菌(Rhodobacter sphaeroides)属于红螺菌科，通过循环

光合磷酸化获得能量进行生长繁殖， 细胞内积累有大量的辅酶 Q10 用于消除光合作用产生的大量自由基，被

广泛用于辅酶 Q10 的工业化生产和应用[35]。自由基清除法是传统的抗氧化能力测定方法之一，因实验方法简单

快速，实验结果直观准确而广泛应用于评价与测定抗氧化物质的活性；又因没有一种抗氧化体系可以全面评

价比较供试品的抗氧化活性，故往往选取多个指标来综合评价样品的抗氧化活性 [33,36]。 本研究采用清除 DPPH
自由能力、抗脂质过氧化能力和还原力这 3 个指标来综合评价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抗氧化活性，获得了较

好的试验结果，显示球红细菌辅酶 Q10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有利于类球红细菌抗氧化功能（保健）食品的

研究开发与应用。
纳米技术在农业、食品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 功能食品前景广阔，虽然功能成分可以添加到加工的食

品中，但是很多功能成分水溶性差，对空气、光照、温度很敏感，从而影响功能食品的颜色、气味和质感，而且有

些功能成分在肠胃道中的有限时间里，很难被人体吸收，起不到营养保健的功能；研究显示，将粗颗粒物质转

化成纳米尺度分散后，可以有效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和靶向性[37]。 本研究首次采用纳米技术来研究类球红细菌辅

酶 Q10 的抗氧化活性。 本研究采用纳米磨法、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考察了不同提取方法对类

球红细菌类辅酶 Q10 的提取率及其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抗脂质过氧化能力和还原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纳米磨法是最优的提取方法，其制备的类球红细菌纳米粉具有体外抗氧化活性，显示纳米磨法可以用于

类球红细菌抗氧化功能（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其前景广阔。 试验结果表明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体外抗氧

化活性与菌体浓度呈量效关系，这同已经报道的有关文献相似；有文献报道生物活性物质的体外抗氧化活性

同其含量存在量效关系[31-32]。 本研究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提取物进行了体外抗氧化活性评价，有必要在此基

础上研究其纯化组分的性质和功能，以期为其量效关系提供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 同时，可在体外抗氧化实验

的基础上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细胞和体内抗氧化活性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发安全性高的天然抗氧化剂和

功能（保健）食品奠定理论基础。

图 3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还原力
Figure 3 Reducing power capacity of coenzyme Q10

from Rhodobacter sphaer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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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同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相比，纳米磨法提取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的收

率最高，是最优的提取方法。 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且与菌体浓度呈量效关系。 类球红细

菌辅酶 Q10 具有清除 DPPH 自由能力、抗脂质过氧化能力和还原能力；提取方法和固液比对类球红细菌辅酶

Q10 抗氧化活性均存在一定影响。 相同提取方法，辅酶 Q10 样品清除 DPPH 自由能力、抗脂质过氧化能力和还

原能力随着菌体浓度的增加呈现升高趋势，显示出抗氧化能力逐步增强，表现出良好的量效关系。相同固液比，
不同提取方法提取的辅酶 Q10 样品均具有清除 DPPH 自由能力、抗脂质过氧化能力和还原能力；其中纳米磨

法最好，依次分别为酶法辅助超声波法、超声波法和研磨法；当固液比为 1∶10 时，纳米磨法提取的辅酶 Q10 样

品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为（0.160±0.006 ）μmol Trolox·g-1，对脂质过氧化作用的抑制率为（56.4±2.4）%，还原

力为 0.56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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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基于游离小孢子培养的芸薹属作物双单倍体纯系的创制及利用

本成果属于植物细胞工程育种技术领域，是依托沈阳农业大学组建的“辽宁省蔬菜细胞与分子育种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承担农业部“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细胞育种岗位专家专项”、国家 863 重大专项

“园艺作物分子与细胞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和辽宁省科技攻关项目 “蔬菜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

术”过程中取得的创新成果。
主要内容：（1）研发出芸薹属作物游离小孢子高效培养技术体系，制定了 9 种芸薹属作物游离小孢子培

养技术规程，建起了具有丰富遗传多样性的芸薹属蔬菜 DH 系资源库；（2）利用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构建

了 4 个用于白菜类蔬菜数量性状基因定位的稳定作图群体， 定位了大白菜结球性和叶色以及青梗菜束腰

性、产量等多个主效基因；（3）将小孢子培养技术与 60Co 和 EMS 诱变技术相结合，研发出一种快速创建芸

薹属作物纯合突变体库的方法,创建了一个包含丰富的稳定变异的大白菜突变体库。
技术发明：（1）发明了一种获得芸薹属 A 基因组蔬菜新种质及其应用方法（ZL201110041678.0），可以快

速获得亚种或变种间基因重组后的纯合育种材料；（2） 发明了在小孢子培养过程中提高胚状体诱导率和直

接成苗率的方法（ZL201010248752.1），可以防止小孢子植株继代培养引起的变异；（3）发明了一种快速创建

芸薹属作物纯合突变体库的方法(201410025211.0)。
推广情况：（1）面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举办了两期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培训班，学员将学到

的技术应用于育种实践， 极大地提高了育种效率；（2） 利用游离小孢子培养创制的优异双单倍体纯系（DH
系）替代自交系配制杂交种，获得青梗菜优良杂交新品种 4 个、大白菜优良杂交新品种 5 个，在全国各地推

广应用，在辽宁省各地累计推广种植 5.29×104hm2，新增经济效益 6.0×108 元。
该项目由沈阳农业大学冯辉教授主持，获 2014 年度辽宁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科技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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