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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薹 

SMV感染供试品种种子传毒率最高为29．6目和．最低1．O4孵。SMV弱蠢株系的传毒率 

高于其强毒株系。 大豆品种营养生长的V‘时期以前盎染 SMV种子传毒率最高，花搠盎 

染种传率显著下降。供试品种中，有初花期惑病种子即不传毒}有盛花期蓐肃仍 有 {艮假 

拘种传率J亦有结荚初期感病还有很低种传率的品种。 $MV淹行的收获种子传毒率高假 

主要取决于大豆营养生长和花期田间宿抹率的高低。根据品种问早期盎染SMV的最高种 

传率不同、 花期感染种传率显著下降的特性，建立了 SMV田间淹行的种子传毒率 舅摸 

型。 

关■调：SMV 种子传毒 摸型 铡 

种子传毒是大豆花叶病毒 (SMV)的主要初侵染来源．撬种种子带毒串的高低直接 

决定该病害在母间的流行和危害的程度，因此研究种子传毒对于指导病害防治具有重要 

意义 有关SMV的种传特点和影响园素及不同品种，不同株系的种传差异均有研究报 

道【l ’。对利用抗种传和低种传率的品种，国内外都做了接种筛选 ”， 而生产上推广 

应用的品种多数都是感病的并且种子传毒串较高，园此，采用繁殖和利用无毒或怔蠢种 

子是防治SMV的有效途径 。然而如何依据不同品种种传 SMV的特 性 和种传串的高 

低，按照一定时期的田间病抹率来确定所收获种子的带毒串指导无毒或低毒种子的繁育 

更具有经济、可行的实用价值。但在这方面国内外尚无研究应用的先例。我们选用几个 

推广品种，通过SMV流行的系统调奄和大量测定其收获种子豹传毒串， 根据不同品种 

舶 SMV种传特性和种传率的差异，实现了大豆花叶寨毒在不羁的发生和流行 条件下收 

获种子传毒串的定量预测。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供试昌种：为黑尤江省近些年主要推广的合丰2s。音丰23、蓑衣4．蓑衣3、鸯浓 38和 

东农34六个大豆品种。通过 ELISA 方 法 测定 Ï ，将一定带毒率的种子与本氢繁殖婚无 毒种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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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种按不同此佩佩台获得各种不同带毒率的种子用于播种田间试验区和室内试验。 

=、供蕾●馨：由本室鉴定保存的 SMV83—02和 83-03两个毒株。83一o2为强毒株隶 属 于 2 

号株系群|83—03为弱毒株隶属 l号株系群I 8 J。两个毒株均繁殖在合丰 23上， 用于防虫网室接种 一 

毒源。 

三、大豆不一生育■■种 S啊V收获种子|．●搴和■斑搴潮定：将防虫网室约70平方米面祝的 

土地播种上进六个品种口哺 毒种子，每品种措两行。 分别在备品种生长的营养期花期(Vs)， 初 · 

花期 (Ⅱ1)、盛花期(R1)，结荚初期 (R3)和结荚盛期 (R·)接种两个毒株、每个生育期接种 

ls一20株，最后留有不接种对jI{l。成熟后收获，分别铡定各处理的种子传毒率和揭彘率。 

四、田闰年一生育时期袭■的大豆蕾馨收获种子|．鲁搴和■斑搴潮定：1987，1988和 1989年 

分别选取一个 5MV不同流行水平的田问试经区在连续病害调查的同时将每次新发府的植株均系塑 

科标签，标记日期和发病植株的生育时期 (1987和 1988年每 7夭调查标记一次，1989年每天调查 

标记 )直至生育后期。 成熟后， 留取部分病株随机收获以测定其种子群体传毒率和褐斑率， 其余 

按每一品种于各不同生育期发病植株分别收获铡定其种子传毒率和揭彘率。 

五、田闾tt区的设置和 SMV藏行的秉缱一童：按不同种子带毒率的大豆品种播种田问试 验 

区以设置不同初侵染水平的 SMV流行区。1986年播种2O和和l5和种子带毒率试|盘区，每区两个品 

种|1987年播种l0嘶、s嘶，1和、0．s和种子带毒率的试验区，每区四个品种|1988年和 1989年均 

播种 0．2嘶和 0．1和种子带毒率的试验区，每区五个品种。试验区出苗后，从6月上旬开始 调查备 

区每一 品种的 田间病株率和 植株的生 育期。生 育期调查按 Fehr的 捌分方法进 行 l9 J。 1986--1988 

年是每7天调查一次，1989年是每天调查，直至 8月上旬大豆进入鼓粒瘴期。 成熟后， 按不同的 

SMV流行区和不同品种单独收获调查铡定其种子传毫率和揭彘率。 

六、种子|．●搴和种子■斑搴的一●潮定：防虫两室接种SMV获得的不同生育期病毒侵染植株 

的收获种子和田间连续三年标记的不同生育期发病植株收获种子全部都在温室播种调查种 子 传 毒 一 

产生的囊亩率。而田’闻备试啦区每个品种的种子均收取一定数量在温室播种调查种传府苗率．1986 

卑每医各l品种播种调查400株，1987年每区备品种调查1000株左右，1988和1989年每区备品种均播 

种调查5000株左右。对于调查中不确定的府株，采用 ELISA方法确定。 对上述种子收获脱粒后即 ’ 

调查其种芋幡斑粒率。除喇室接种两个毒株的各处理收获种子全部调查揭彘率外，其余各处理均调 

查200--3o0粒种子 (不足200粒的各捌处理全部调查 )计算揭斑粒率。 

结 果 

大豆不同生育期接种蒜染$MV收获种子传毒率和褐斑率t 将网室接种两个毒株于 

六个l大豆品种的五个生育时期的植株收获种子传毒率和揭斑率列表 1，结果看出供试品 

种均在花期前种传率最高，品种间差异为东农 34种传率最高，台丰 23、25次之，绥农 

3， 4号种传率低，而东农38种传率最低。不同时期侵染的 $MV种传率，只东农34在 

植株 的结荚初期侵染仍有较低的种子传毒，东农38在植株开花后接种 $MV收获种子不 

传毒，其余四个品种在植株盛花期有很低的种子传毒率，此后无种子传毒。不同毒株之 

间接种侵染亦差异显著，弱毒株83一O3的种子传毒率高，强毒株83。02的种子传毒率低。 

并且B3-O2毒辣侵染各发育时期植株的种传率于初花期便显著降低，只个别出现盛花期 

种子传毒的，没发现结荚初期种子传毒。该毒株在东农38上未渊出种子传毒。在盛花期 

受 SMV侵染产生种子褐斑率都为最高，最严重。东农34和东农38在结荚初期也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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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福斑率，其余几个品种在初花期种子褐斑率亦很高，而在结荚初期种子揭斑串明 

显下降。不同毒株B【致的种子褐斑率差异，83一O2毒株普遍高于83‘蛆毒株，并砚显严 

重。供试品种在防虫网室高温，干燥的条件下，于结荚盛期接种 SMV基本不产 生种子 

褐斑粒。 

不同生育时期发病植株收获种子传毒率和福斑率l从连续三年田间发病标记脖不嗣 

品种备生育船植株收获种子的传毒率和褐斑率的结果(表2)可以看出，供试品种不同 

生育期发病植株收获的种子传染SMV仍然表现为早期高而花搠显着降低的规律 · 并且 

绥农 3、4号花搠以后发病植株的种子不传毒，而东农34，合丰25，23三个品种自 子 

传毒也仅持续到结荚初期发病植株的种子，比后不传毒．年份间供试品种的种传率有所 

不同，1988年明显低于其他两年， 并且仅东农 34和绥农 4表现了在盛花搠发商穗子传 

毒。此后，各品种均无种子传毒。品种间种传率的差异为东农3l最高平均为 28。6O％， 

合丰23平均为 l5．22 ，合丰 25为 l4．69 ，缓农 3，4平均为6．81 和6．41％。不同 

发病时期种子褐斑率的变化受各种因素影响波动较大，但都表现为开花到结荚搠发病植 

株种子祷斑率高， 并且，种子褐斑率的高峰多集中在盛花搠和培荚初期发寐的植株． 

SMV不同流行程度与收获大豆种子传毒率和褐蛋臣率的关系l从分析 1986--1989年 

SMV不 同初侵染水平和流行动态的五个品种4O组资科与其相应的收获 种 子传毒率的关 

系<见表3)可知，播种种子带毒率 <即一个复叶期(V )田间的 SMV病株率 )很高其 

收获种子传毒率亦较高，但亦有相反的清况。而收获种子传毒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大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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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生长期和花期田间SMV病株率的高低。分折种传率和各时期的田间病株率的相 关 

性得知，五个品种的种传率多与Vs、R-或 的病株率相关程度高。东农34的种传率与 

其 RI病株率相关程度最高 (R=O．980)，其次是 病株率 (R=0．965)。仅缓农 3的 

种传率与其 Vt病株率相关程度最高 (R：0．981)，其次是 R 病 株率 (R=0．978)． 

缓农 4则是 R。病株率与其种传率相关性最大 (R。=0．912)， v5病株率 次 之 (R= 

0．834)，而合丰23和合丰25的种子传毒率与其R。病 株 率 (R：0．931)和 R，病 株 率 

(R=0．927)相关程度最高。由此说明，大豆播种种子带毒率和其子代种 子 传 毒率的 

增减变化主要决定于大豆开花期以前感病病株率的高低。分析种子褐斑率 与 SMV流 行 

的相关关系，结果除缓农 4号种子褐斑率与R。和R．病株率相关程度高，余之四个品种 

均与R。和It．病株率相关程度高，并且除缓农 3号种子福斑率与R，病 株 率相关程度最 

高外，其余均与 R-病株率相关程度最高。那么种子褐斑率的高低取决于开 花 和结荚期 

田同 SMV的病株率的高低，同时环境条件等因素亦影响种子褐斑率的形成 

模型的建立及其检验t根据表 3数据综合分析备品种种子传毒率的特性可以得出， 

东农s4种传毒率最高几乎相当于合丰23和合丰25的二倍。而绥农 s和绥农 4的种传率最 

低并相似比合丰23和25低一倍还强。为此 ，我们将各品种早期感病的最高种子传毒率均 

以东农34的最高种传率为基准对表 3的种传率进行统一转换。即把合丰23和合丰25的种 

传毒分别乘以1．88和I．95，绥农 3和绥农 4的分别乘以4．20和4．48。进一步 分 析 SMV 

流行与其种子传毒翠相关的40组数据。结果 SMV种子传毒率与V 和 R，病株率相关最 

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931和0．928，而与R：和Vt病株率亦有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 

是0o901和0．861。将表 3种子传毒率转换后，随机留存 5组 (用于所建模型捡验 )，余 

下35组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 SMV发生和不同流行程度种子传毒率预 测 的 通 用 模 

塑。利用IBM—PC计算机，BASIC语言进行逐步回归选择，按照回归式复相关 系数 较 

高，偏差平方和较小，F测验显著程度大，并且自变量个数尽量少，生物学解释合理， 

得到预 测摸型。 
l7 o 

ST( )= (一Oo073+0．26x0+0．083z2) 

式中sT为一定 SMV流行程度下收获种子传毒率， 为花期前田间SMV病株率， 

xt为盛花期田间SMV宸株率，Hst为提供预铡的品种早期感病的最高种子传毒百分率。 

此预测式复相关系数 RI=0．964，偏差乎方和 Sy=1．528，F值为209．85，F测验 极显 

著 。 

将表3中未用于建模的五组数据代入摸型回测检验其准确度，结果实测值与模塑预 

测的种子传毒率的误差小于±0．35 ，说明本模型用于预猁供试品种种子传毒率是相当 

准确的 。 

进一步用1984年作者在吉林市农科所；9查测定的隔个品种和1987年铁蛉 前农科所提 

供的病害调查数据和其寤病种子及1988年作者在哈尔滨对东农38的室内外调查测定结果 

来检验模型的可靠度 (见表4)。结果实测值与理论值最大误差为 1 左右。应用卡方 

(I1)测验对摸型预刮结果进行适合性测验，其 x土=1．184。查 xl表t当n⋯5 3 2J 

P：O．05时，Il=5．99。而1．184<5．99，差异不显著，说明该预两式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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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靠性。 

囊 ● 太曼花叶■●种千t．●●曩一t量的■曩 

Table 4 Yetlfio~tlon 。f the prediotive model。f seed tzu smislioa p●TOent●l‘ oN SMV 

’V‘代表大豆植 绦营养生长对期 Vl To represent vegetative develo!omentz]etmses 

of Seybe Btxt p1．Ⅱt_ 

讨 论 

不同大豆品种种传 SMV的百分率显著不同，供试的近十个品种种传 率 最 高 可 达 

29．60％，最低只有1．04o／a不同的 ŝfv株系引起的种子传毒率差异亦明显，弱毒株系 

(83—03)比强毒株系 (83—02)所导致的种子传毒率普遍高，这可能也是 SMV弱毒株 

系在田间占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豆的不同生育期感染 SMV，收获种子传毒率随品种和 sh 株系而异。供试品种 

中，东农34在结荚初期接种仍有很低的种传率，绥农 3、绥农 4花期以后感病种子不传 

毒}而东农38进入花期接种sMV其种子即不传毒，另外，种子传毒率高的SMV株系侵 

染不同生育期的大豆种子传毒的持续时期也长。上述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以往研究报道 

的结论差异“-s)e而不论品种间种传率差异的大小和 SMV株系间种传率的异厨，早期感 

染SMV(三个复叶期以前 )的大豆种子传毒率最高，而花期及其以后感染则种传宰显著 

降低甚至不传毒。 

依据不同大豆品种早期感染SMV的最高种子传毒率不屙，花期及其以后感染SMV 

种子传毒率显著降低或种子不传毒的共同特性，建立了SMV流行程度不屙情况下 收获 

种子传毒率预测的通用模型。此模型依据 SMV种传率变化的基本规律，从解决生产实 际 

问题经济实惠而又切实可行出发，以不同株系侵染大豆的最高种子传毒宰为基准，排除 

株系闻种传率的差异因素，为预测 SMV的侵染源、控制繁种田的 SMV种子带 毒 率 提 

供了基本依据。根据此摸塑的检验结果和初步应用效果，建议生产上应用，以获得无毒 

或低毒率种子控制 SMV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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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diction of Seed 

Transmission Incidence of Soybean Mosaic Virus 

011 SMV Epidemic Fields 

Guo Jing—quan He Ping Zhang Ming—hou Lu W en—q ing 

(N ortheast Agricultural CoHere．Horbin 150030) 

Seed transmission incidences of the inoculated plants in the grconhouBe 

and the infected plants in the field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greenhouse，som e 

of them were detected with ELISA methods
．

The highest seed tr4Ⅱsmi8BioⅡ 。 

iLncidonce was 29．60％， and the lowest wa3 1．o4％ among the tested soybean 

eultivars infected with soybean mosaic virus
．
The mild strain of SMV inletted ‘ 

soybean plants which produced higher seed transmission than that of the serere 

one． The seed transmission incidence was the highest before V4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oybean plants infected with SMV， and during flowering stages of 

plants infected with SMV， their seed transmission incidence decreasesd signi． 

fieantly
．

．
There were three groups of cultivars had no seed transm ission dur— 

ing R1。R3，R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oybean plant s infected with SMV 

among 9 tested eultlvar s respectively． The seed transmlsson incidence among the 

harvested seed olⅡ SM V ef。idemic fields were determined hy the disease incidea— 

CeB daring vegetative and flowering stages of~soybean plgnt 3．According to t he 
highest seed transmission incidence of the infected plants On earlY stages(he— 

fore V4 developmental stage)of the tested eu]tivars， and the disease inciden— 

ce8 of the latter part of vegetative and flowering stages respectively， we con— 

strueted a predictive equation of seed transmission incidence among t he seed 

produced by soybean plants on SMV epidemic field s． 

K ey w ordsl SMV Seed transmission Predictive equa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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