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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鉴定广西地方香稻品种的香味及其香味基因型，为开发和利用广西香稻地方种质资源及选育优质

特色香稻品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将传统香味鉴定方法（KOH浸泡法和籽粒咀嚼法）与分子标记技术结合，对179

份广西地方香稻种质资源的香味及其香味基因型进行鉴定。【结果】179份供试材料中，KOH浸泡法检测到具有香味

的材料167份，籽粒咀嚼法检测到具有香味的材料124份。籽粒咀嚼法鉴定为香稻的品种中97.58%能用KOH浸泡法

鉴定出香味，但KOH浸泡法鉴定为香稻的品种中仅72.46%能用籽粒咀嚼法鉴定出香味。利用分子标记法能检测到

等位基因的有71份，占供试材料总数的39.66%，主要以InDel7和InDel4-5等位基因为主，其中仅1份检测到InDel2等位

基因，40份检测到InDel7等位基因，37份检测到InDel4-5等位基因，未检测到InDel13等位基因，但有7份同时检测到In-

Del7等位基因和InDel4-5等位基因。71份能检测到等位基因的材料中有69份被籽粒咀嚼法和/或KOH浸泡法鉴定为

香稻品种，正确率达97.18%。在籽粒咀嚼法和KOH浸泡法均鉴定为香稻的121个品种中，香味表型明确，但仅有55个

品种能检测到等位基因，检出率为45.45%。来自百色市的供试材料中能检测到等位基因的品种占该市香稻品种总

数的53.19%，含有InDel2、InDel7和InDel4-5等位基因型，但以Indel7等位基因型为主；来自河池市的供试材料中能检

测到等位基因品种占该市香稻品种总数的比例最高，达64.10%，但只检测到2种基因型，以Indel4-5等位基因型为主；

柳州市及其他市能检测到等位基因的比例远低于百色市和河池市。【结论】广西香稻地方品种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

不同地区的香稻香味等位基因存在明显差异，且可能存在已报道的等位基因之外的香味基因或香味等位基因，仅用4

个已报道的等位基因不足以检测出全部的香稻品种，应将分子标记法与传统鉴定方法相结合，才可更准确鉴定出香

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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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aroma and aroma gene genotypes of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Guangxi were identifi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ploiting and utilizing the local germplasm resources of Guangxi
fragrant rice and breeding high quality characteristic fragrant rice varieties.【Method】The aroma and aroma genotypes of
179 local fragrant rice germplasm resources in Guangxi were identified by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aromatic identifica-
tion methods（KOH soaking and grain chewing）and molecular marker technology.【Result】In the 179 tested varieties，
167 fragrant varieties were detected by KOH soaking，and 124 fragrant varieties were detected by grain chewing. Among
the varieties were identified as fragrant rice by grain chewing，97.58% of which also could be detected by KOH soaking.
But among the varieties identified as fragrant rice by KOH soaking，only 72.46% of which could be detected by grain
chewing. Seventy-one varieties were detected alleles by molecular marker method，accounting for 39.6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tested varieties. The alleles were mainly InDel7 and InDel4-5 alleles，only one was detected with InD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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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香稻是一种具有独特香味的功能

稻和特种稻，其食味佳且药效显著，在我国古代就享

有“贡米”之称，国际市场价格是非香稻和优质稻的

2~3倍（胡培松等，2006）。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香稻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大，迫切需要选育

出更多优质香稻新品种，但鉴定其香味性状，明确香

味产生的原因是发掘香味基因资源的首要工作，对

选育优质特色香稻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

展】自Ahn等（1992）采用分子标记技术将香稻的香

味基因定位于第8染色体上以来，随着基因组学的发

展，成功克隆香稻第8染色体上的香味基因（Bradbury

et al.，2005），并发现香稻的香味主要受第8染色体上

的甜菜碱醛脱氢酶（BADH2）基因Badh2控制（Chen

et al.，2008），且其整个基因序列的引物也已设计完

成（Shi et al.，2008），为深入研究香味基因打下基

础。近年来，关于水稻香味基因的研究较多。Brad-

bury等（2005）研究发现，香稻香味的产生是由于第8

染色体上的Badh2基因序列编码区第7外显子8 bp的

缺失和3 bp突变造成编码蛋白的提前终止，产生无

功能的截短BADH2蛋白，香味物质2-乙酰-1-吡咯啉

（2-AP）不断积累，致使香稻的叶片和籽粒产生香

味。Shi等（2008）研究发现，与非香稻品种相比，香

稻的香味基因Badh2具有新等位基因，即第7个外显

子正常而第2个外显子存在7 bp的缺失。王军等

（2008）将Badh2基因第2个外显子的7 bp缺失和第7

个外显子的8 bp缺失设计成InDel功能性分子标记，

分别命名为InDel-E2和InDel-E7，是最先应用于香稻

基因缺失类型鉴定的功能性分子标记。Shao等

（2011）研究发现，广西的香稻品种妙香糯第4、5外显

子803 bp缺失。Myint等（2012）研究表明，缅甸的香

稻品种Pathein Nyunt和Yangon Saba Badh2基因第

13外显子中插入3 bp，导致稻米产生香味，是一种新

的等位基因型，由此开发了相应功能性分子标记In-

Del-E5和InDel-E13。这些InDel功能性分子标记的

开发，为香稻种质资源的鉴定筛选及多样化研究提

供了便利，使更多香稻的香味基因型得以鉴定

（Fitzgerald et al.，2008；刘化龙等，2014；闫影等，

2015）。目前，已将香味基因功能性分子标记应用到

香稻定向选育，以提高选育效率和准确性。杜雪树

等（2009）利用香味基因功能性分子标记成功选育出

香稻恢复系C349和C354。董华林等（2015）利用香

味基因功能性分子标记定向选择亲本，选育出可媲

美泰国香稻的优质香稻Y43。赵志鹏等（2015）利用

香味基因功能性分子标记辅助选育优质、高产香型

粳稻种质纯合株系香粳1305。【本研究切入点】广西

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区位优势，造就了丰富的稻种资

源，存在一些以香、糯、大、软、白为特点的特色香稻

地方品种，具代表性的有靖西香糯、上思香糯、都安

板升香糯等，在我国享有盛名，是非常宝贵的地方稻

种资源，但有关广西香稻种质资源的香味性状及香

味基因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将分子

标记技术与传统鉴定方法相结合，对广西不同地方

香稻品种的香味性状进行鉴定，明确其香味基因型

及存在的多样化信息，为挖掘新香味基因资源，发挥

广西香稻优势，培育优质特色水稻品种打下基础，同

时为开展广西区稻种资源的原位保护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的179份香稻材料分别来自广西不同地区

（表1），收集于20世纪70~90年代，保存于广西农业科

学院中期库，原记录信息为香稻。其中，糯稻175份，

allele，forty were detected with InDel7 allele，thirty-seven were detected with InDel4-5 allele，but seven were detected
InDel7 allele and InDel4-5 allele at the same time，no varieties were detected with InDel13 allele. Among 71 varieties
with aromatic alleles，69 were identified as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by chewing and/or KOH soaking，with the correct rate
reaching 97.18%. The aroma phenotype of 121 varieties identified as fragrant rice by KOH soaking and grain chewing
were clear，but only 55 varieties were identified the known aroma alleles，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45.45%. The tested
varieties from Baise could be detected the aroma alleles，which accounted for 53.19% of the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in the
city. The varieties contained InDel2 allele，InDel7 allele and InDel4-5 allele，but Indel7 allele was predominant. The tested
varieties from Hechi could be detected aroma alleles，and the percentage of aroma alleles in the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was
the highest，up to 64.10%. Only two fragrance genotypes were detected，and Indel4-5 allele was predominant. The propor-
tion of aromatic alleles detected in Liuzhou and other cities were far lower than those in Baise and Hechi.【Conclusion】
Local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in Guangxi have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and the aromatic allelic genes of different re-
gions are very different. New aroma genes or aroma alleles may be found in Guangxi local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except
the reported fragrancearoma alleles. The four known alleles are not enough to detect all varieties of fragrant rice. Combin-
ing methods of grain chewing and KOH soaking at the same time can obtained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more accurately.

Key words：fragrant rice；aroma；Badh2 gene；allele；molecular marker

曾宇等：广西特色香稻地方品种香味及其香味基因型的鉴定



48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1550·

粘稻4份；粳稻176份，籼稻3份；水稻176份，陆稻3

份。所有供试材料均种植于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试验田，于2013年7月25日播种，8月5日移栽，9

月中旬分蘖，11月中旬收获。

1. 2 试验方法

1. 2. 1 传统方法鉴定香稻香味 采用2种传统方

法进行香味鉴定。（1）KOH浸泡法：在水稻分蘖期，

取每份材料的单株叶片2 g，剪碎后放入50 mL离心

管中，加入10 mL 1.7% KOH溶液，加盖密封后于

30 ℃放置10 min，然后逐一打开盖子，立即闻其气

味，评价有无香味。为避免嗅觉差异引起偏差，每次

检测均设香稻材料和非香稻材料为对照。采用3人

分别评定的方法，并对有争议的材料进行重复鉴定

（Sood and Siddiq，1978）。（2）籽粒咀嚼法：稻米成熟

后分别收集每份材料的单株谷粒，自然晒干后每株

随机选取一个穗子的16粒谷粒，剥壳逐粒咀嚼糙米，

鉴定其香味。若16粒均不香，表明该植株种子无香

味，鉴定为非香稻品种；若连续5粒谷粒均有香味，鉴

定为香稻品种。采用3人分别评定的方法，并对有争

议的材料进行重复鉴定（Berner and Hoff，1986）。

1. 2. 2 分子标记法鉴定香稻香味基因型

1. 2. 2. 1 引物设计 目前已报道的Badh2基因有4

个等位基因，其中InDel2等位基因为第2外显子7 bp

缺失，InDel7等位基因为第7外显子8 bp缺失和3 bp

突变，InDel4-5等位基因为第4~5外显子803 bp缺失，

InDel13等位基因为第13外显子3 bp插入。4个等位基

因引物见表2，由广州英韦创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

成。4个等位基因的非香型对照均为日本晴，其中，

InDel2、InDel7和InDel4-5的香型对照品种分别为武香

粳9号、广陵香糯和花香糯，InDel13无香型对照品种。

等位基因
Allele
InDel2

InDel7

InDel4-5

InDel13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F：5 ′ -GGGAGGCGCTGAAGAGGA-3 ′
R：5 ′ -GGGTAGTCACCACCCTACCTTG-3 ′

F：5 ′ -ATACCCCATCAATGGAAAT-3 ′
R：5 ′ -GAAAAGGACAACATTGAGAA-3 ′

F：5 ′ -TGCTGGATGCTTTGAGTA-3 ′
R：5 ′ -GTTTAGCACACCTGAAGGAAGACCA-3 ′

F：5 ′ -GTCCTGTTCAATCTTGCAGC-3 ′
R：5 ′ -CTTGATGCAACCATGTCATA-3 ′

扩增片段大小（无香/有香）
Amplified fragment size（non-fragrance/fragrance）

107 bp/100 bp

204 bp/196 bp

1123 bp/321 bp

194 bp/197 bp

序列来源
Origin of sequence

王军等，2008

王军等，2008

Shao et al.，2011

Myint et al.，2012

表 1 供试香稻材料的来源地
Table 1 Places of source for tested fragrant rice materials

表 2 引物序列及扩增片段大小
Table 2 Primer sequence and amplified fragment size

1. 2. 2. 2 总DNA提取 参照Murray和Thompson

（1980）的CTAB法提取每份材料单株叶片的总DNA。

1. 2. 2. 3 PCR扩增及基因型鉴定 PCR扩增参照

Shao等（2011）的方法。PCR产物用8%垂直板聚丙

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后，经0.2%硝酸银快速染色并

观察拍照。根据PCR产物长度判断香稻材料的香味

基因型，纯合香味基因型记为1，杂合香味基因型记

为2，非香基因型记为0，并统计各基因型数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香稻香味的鉴定结果

179份供试材料的品种信息中显示为香稻，但

部分仅是资源收集时的简单记录，未经过严格的香

味鉴定。本研究利用籽粒咀嚼法和KOH浸泡法验

证这批材料是否具有香味。籽粒咀嚼法和KOH浸

泡法均可快速鉴别香稻的香味，但检测结果存在差

异（表3）。KOH浸泡法检测到具有香味的材料167

份，占供试材料总数的93.30%；籽粒咀嚼法检测到具

有香味的材料124份，占供试材料总数的69.27%，两

种方法均能检测到香味的材料121份，占供试材料总

数的67.60%，两种方法（籽粒咀嚼法和/或KOH浸泡

法）共检测到有香味的材料共170份。综上所述，籽

粒咀嚼法鉴定为香稻的品种中97.58%能用KOH浸

泡法鉴定出香味，但KOH浸泡法鉴定为香稻的品种

中仅72.46%能用籽粒咀嚼法鉴定出香味，表明KOH

浸泡法能鉴定出较多的香味品种。

来源地
Place of source
百色市 Baise
河池市 Hechi
柳州市 Liuzhou

份数
Sample number

54
41
45

来源地
Place of source
崇左市 Chongzuo
来宾市 Laibin
桂林市 Guilin

份数
Sample number

14
5
5

来源地
Place of source
防城港市 Fangchenggang
南宁市 Nanning
钦州市 Qinzhou

份数
Sample number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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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香味基因型鉴定结果

利用分子标记法鉴定广西香稻地方品种香味

基因型，结果如表4所示，有71个品种能检测到香味

等位基因，占供试材料总数的39.66%，其中仅1个品

种检测到InDel2等位基因，40个品种检测到InDel7等

位基因，37个品种检测到InDel4-5等位基因，但有7个

品种同时检测到InDel7等位基因和InDel4-5等位基

因，即纯InDel7等位基因型的香稻品种33个、纯In-

Del4-5等位基因型的香稻品种30个；供试的179个香

稻地方品种均未检测到InDel13等位基因。部分供

试香稻材料的分子标记检测结果如图1所示。糯稻

尾为InDel2等位基因型，号石蛇和香糯为InDel7等位

基因型，冷水糯、后糯八谷和黑米糯为InDel4-5等位

基因型，八月糯为InDel7和InDel4-5等位基因型，但

在黑皮糯谷、谷对实、后十亮列、禾糯大坡和靖西香

谷中4个等位基因均未检测到。

品种类型
Variety
tyep

香稻品种
Fragrant rice
variety
非香稻品种
Non-fragrant
rice variety

KOH浸泡法
KOH soaking

品种数
Variety
number

167

12

占供试
材料总数
的比例
（%）

Percentage
in total
tested

materials
93.30

6.70

检测出
等位基
因的品
种数

Variety
number
detected

with allele
67

4

等位
基因检
出率（%）
Detection

rate of
allele

40.12

33.33

咀嚼法
Grain chewing

品种数
Variety
number

124

55

占供试材
料总数
的比例
（%）

Percentage in
total

tested
materials

69.27

30.73

检测出
等位基
因的品
种数

Variety
number

detected
with allele

57

4

等位基
因检出
率（%）

Detection
rate of
allele

45.97

7.27

KOH浸泡法+咀嚼法
KOH soaking + grain chewing

品种数
Variety
number

121

9

占供试材
料总数的
比例（%）

Percentage
in total
tested

materials

67.60

5.03

检测出
等位基
因的品
种数

Variety
number
detected

with allele
55

2

等位基
因检出
率（%）

Detection
rate of
allele

45.45

22.22

基因型
Genotype

纯合香味基因型
Homozygous aroma genotype
杂合香味基因型
Heterozygosis aroma genotype
非香基因型
Non-aroma genotype

InDel2

1

0

178

InDel7

40

0

139

InDel4-5

37

0

142

InDel7+InDel4-5

7

0

-

InDel13

0

0

179

合计 Total
份数 Number

71

0

108

占总数比例（%）Percentage in the total
39.66

0

60.34

表 3 香稻地方品种的香味鉴定结果
Table 3 Identification of aroma in local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综上所述，供试的179份地方水稻材料中，主要

以InDel7等位基因型和InDel4-5等位基因型为主，分

别占71份检测到已知等位基因品种数的46.48%和

42.25%，分别占两种传统方法（籽粒咀嚼法和/或

KOH浸泡法）鉴定为香稻品种数（170份）的19.41%

和17.65%。如表3所示，KOH浸泡法鉴定为香稻的

167 个品种中能检测到等位基因的有 67 个，占

40.12%。籽粒咀嚼法鉴定为香稻的124个品种中能

检测到等位基因的有57个，占45.97%。KOH浸泡法

和籽粒咀嚼法均鉴定为香稻的121个品种中能检测

到等位基因的有55份，占45.45%。表明利用分子标

记法能检测到等位基因的71个品种中，有69个被籽

粒咀嚼法和/或KOH浸泡法鉴定为香稻品种，正确率

达97.18%。但仅用4个已知的等位基因不足以检测

出全部的香稻品种，在籽粒咀嚼法和KOH浸泡法均

鉴定为香稻的121个品种中，香味表型很明确，但仅

有55个品种能检测到等位基因，检出率为45.45%。

由此推测，供试的香稻品种中含有其他未知的香味

基因或香味等位基因。

2. 3 香味等位基因地域分布分析

广西的香稻品种以粳糯稻为主，主要分布于百

色、河池和柳州等市的山区。本研究供试香稻品种

中有140个来自于这3个市，占供试材料总数的

78.21%，其余21.79%的供试材料分别来自于崇左、

来宾、桂林、防城港、南宁和钦州6个市（表1）。各市

的香稻品种香味基因型存在明显差异（表5）。来自

百色市的供试材料中被鉴定为香稻的品种数量（籽

粒咀嚼法和/或KOH浸泡法）占供试材料总数的比例

最低，为87.04%，其中能检测到等位基因的品种有25

个，占该市香稻品种总数的53.19%，具有本研究能

检测到的全部等位基因型即 InDel2、InDel7和 In-

Del4-5，基因型丰富，但以Indel7等位基因型为主，占

该市能检测到等位基因品种数的60.00%。来自河池

市的供试材料中，能检测到等位基因的品种数占该

市香稻品种总数比例最高，达64.10%，但仅检测到2

种等位基因，以Indel4-5等位基因为主，占该市能检

表 4 香稻地方品种香味基因型的鉴定
Table 4 Identification for aroma genotype in local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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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等位基因品种数的64.00%。柳州市及其他市全

部供试品种均鉴定为香稻品种，但能检测到等位基

因的比例却远低于百色市和河池市。

3 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KOH浸泡法和籽粒咀嚼法是常

用的传统香味鉴定方法，仅用其一即可鉴定出香稻

品种（叶兴锋等，2013）。但本研究发现，用叶片KOH

浸泡法比籽粒咀嚼法能鉴定出更多的香稻品种，在

籽粒咀嚼法鉴定为香稻的品种中，97.58%同样被

KOH浸泡法鉴定为香稻品种；在KOH浸泡法鉴定为

香稻的品种中，仅72.46%被籽粒咀嚼法鉴定为香稻

品种。由于香稻籽粒是最主要的目标，故可用籽粒

咀嚼法进一步验证KOH浸泡法。结合两种方法进行

香味鉴定，可获得更准确的香稻品种鉴定结果。随

着分子标记技术的发展，根据水稻Badh2基因的等位

基因设计InDel分子标记用于鉴定香稻品种，具有准

确性高、实用性强和操作简单等特点（徐小龙等，

2011；张江丽等，2015），是定向选育香稻品种的有

效、快捷途径（董华林等，2015；赵志鹏等，2015）。本

研究还发现，利用已报道的Badh2基因4个等位基因

（InDel2、InDel7、InDel4-5和InDel13）来鉴定香稻品

种的准确率高达97.18%，但仅用4个等位基因不足以

检测出所有香稻品种，在籽粒咀嚼法和KOH浸泡法

均鉴定为香稻的品种中，仅45.45%的香稻品种能检

测到等位基因，说明在供试香稻材料中含有其他香

味基因或香味等位基因，可通过对香味基因Badh2进

行测序、基因定位和基因克隆等研究进一步挖掘。

本研究的179份供试香稻材料中有香味材料170

份（籽粒咀嚼法和/或KOH浸泡法），19.41%为InDel7

等位基因型，17.65%为 InDel4 -5等位基因型，仅

0.59%为InDel2等位基因型，无InDel13等位基因型，

其中7个香稻品种同时存在2个香味等位基因（In-

Del7和InDel4-5等位基因型），表明其Badh2基因既存

在第7外显子8 bp缺失和3 bp突变又存在第4~5外显

子803 bp缺失，属叠加型的缺失类型。这与Shao等

（2011）、Myint等（2012）、姜达等（2015）研究证实，香

稻香味仅受Badh2基因单一缺失或突变型控制的结

论相矛盾，其原因可能是在种植过程品种发生自然

或人工杂交，聚合了2个香稻品种的等位基因，也有

可能是品种在进化过程中，Badh2基因多个位置同时

发生突变。

广西香稻地方品种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不同

地区的香稻香味等位基因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供

试香稻地方品种中78.21%来自百色、河池和柳州等3

图 1 部分供试香稻材料的分子标记检测结果
Fig.1 Detection results for molecular marker of partial tested

fragrant rice materials

A、B、C和D分别为InDel-E2、InDel-E7、InDel-E4-5和InDel-E13分子标
记检测香稻材料的电泳图；M：DNA Marker；1：日本晴（非香型对照
品种）；2：A中为武香粳9号（香型对照）、B中为广陵香糯（香型对照）、
C中为花香糯（香型对照），D中为日本晴（非香型对照）；3~14分别为
冷水糯、号石蛇、黑皮糯谷、谷对实、后十亮列、后糯八谷、禾糯大坡、
黑米糯、香糯、靖西香谷、糯稻尾和八月糯
A，B，C and D represented electrophoretograms of detecting fragrant
rice by InDel-E2，InDel-E7，InDel-E4-5 and InDel-E13 molecular
markers；M：DNA Marker；1：Nipponbare（control variety of non-fra-
grant rice）；2：A was Wuxiangjing 9（control variety of fragrant rice），
B was Guanglingxiangnuo（control variety of fragrant rice），C was
Huaxiangnuo（control variety of fragrant rice），D was Nipponbare（con-
trol variety of non-fragrant rice）；3-14 were Lengshuinuo，Haoshishe，
Heipinuogu，Guduishi，Houshilianglie，Hounuobagu，Henuodapo，
Heiminuo，Xiangnuo，Jingxixianggu，Nuodaowei and Bayuenuo respec-
tively

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07 bp

100 bp

250 bp

1000 bp

500 bp

250 bp
194 bp

B

A

C

D

来源地
Source
place

百色 Baise
河池 Hechi
柳州 Liuzhou
其他 Others
总计 Total

供试品种
Tested
variety

54
41
45
39
179

香稻品种
Fragrant

rice variety

47
39
45
39
170

香稻所
占比例（%）
Percentage
of fragrant

rice in the total
87.04
95.12
100.00
100.00

InDel2

1
0
0
0
1

InDel7

15
9
4
5

33

InDel4-5

5
16
5
4

30

InDel7+
InDel4-5

4
0
2
1
7

检测到等位
基因的品种数
Variety number

detected
with allele

25
25
11
10
71

香稻品种的等位
基因检出率（%）
Detection rate for
allele in fragrant

rice variety
53.19
64.10
24.44
25.64

表 5 香稻品种的香味等位基因地域分布
Table 5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romatic alleles in local fragrant rice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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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这3个市分别位于广西的西北部和中北部，有

较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当地人喜食糯米，香糯稻

是重要的饮食和宗教材料，因此香糯稻地方品种非

常丰富，是香稻宝贵的基因资源。由于山区的香糯

稻品种部分种于山坡或丘陵地，抗旱和耐贫瘠能力

强，因此，这些地方品种在优异基因挖掘及香稻和糯

稻新品种选育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此外，粳糯

在广西又称大糯，米粒圆润，粘性好，做粽子、糍粑等

商品性好，如三江大糯、大顺糯米等，深受消费者喜

爱，但当前一些粳糯稻老品种综合性状差、产量低，

可利用本研究鉴定筛选出的香型粳糯稻进行遗传改

良，选育出高产、综合性状好、适应性广的粳型香糯。

4 结论

广西香稻地方品种可能存在已报道的香味等

位基因之外的香味基因或香味等位基因，且不同地

区的香稻其香味等位基因存在明显差异，可进一步

挖掘广西特色香味基因型，并应用于育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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