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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光周期调控开花与产量性状的研究进展
孔凡江，赵晓晖，刘宝辉
（ 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大豆分子设计育种重点实验室，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摘

要： 大豆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是人类植物油和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但目前我国大豆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大豆光

周期开花不仅影响大豆的种植适应性，而且决定着大豆的产量。文章阐述了大豆特有的光周期开花调控途径 PhyA － E1 －
FT，同时论述了光周期开花调控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大豆光周期反应中重要基因的克隆为理解开花期和生育期分子机
理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对大豆分子育种和提高大豆产量具有重要意义。图 1，参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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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es on Photoperiodic Flowering and Yield Traits
in Soybean（ Glycine max Merr. ）
KONG Fanjiang，ZHAO Xiaohui，LIU Baohui
（ Key Laboratory of Soybean Molecular Design Breeding，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CAS，Harbin
150081，China）
Abstract： Soybean a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crop，which is a predominant plant source for human vegetable oil and protein. But now
our country's soybean industry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Soybean photoperiod regulated flowering not only influences soybean adaptation
but also affects soybean grain yield. In this review，we demonstrated that soybean contains a specific photoperiod regulated flowering
pathway PhyA-E1-FT. We also elucidated the genetically regu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fied flowering genes in soybean. The
clone of key genes in soybean photoperiod response will serve a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lowering and maturity molecular mechanism，
and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soybean molecular breeding and yiel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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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植物生命循环过程中，开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它标志着植物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重要转
［1 － 2］
。 对开花起重要
变，是在整合外界环境因子 （ 如光、 温度 ） 和植物本身内源信号基础上的外在表现
［3 － 4］

调控作用的是光周期
ism）

［5］

，植物能够随着日照长短的变化而改变的现象被称为光周期现象 （ Photoperiod-

。大豆是典型的短日照作物，即在短日照条件下 （ 小于 12 小时光照） 比在长日照条件下 （ 大于 16

小时光照） 开花明显提前，而且韩天富证明了大豆的光周期反应不仅存在于开花前， 而且在开花后的鼓
［6］

粒期至成熟期都存在

。大豆光周期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在农业上对指导大豆开花及

产量提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综述了大豆主要生育期基因的研究现状及目前所揭示的大豆光周期调
控途径，并分析了光周期对大豆产量性状的调控作用 。

1

大豆主要生育期基因的研究现状
大豆生育期 （ 开花期和开花后期） 特别是开花期是大豆光周期反应的重要指标 ， 是重要的农艺性状，

对大豆的产量、品质和适应性至关重要。根据经典遗传学的研究方法，对近等基因系进行比较，已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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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控 制 大 豆 开 花 期 和 成 熟 期 基 因 位 点 ， 分 别 是 E1、 E2［7］、 E3［8］、 E4［9］、 E5［10］、 E6［11］、 E7［12］、
E8［13］、E9［14］和 J［15］，这些基因位点如果是显性，则在自然昼长的情况下表现为延迟花期与延长成熟期的
［16］

作用，但是每个基因影响的程度却不一样

。在已知的这些 E 系列基因位点中，E1 － E4 和 E9 研究较为

深入，均已被分子克隆。
大豆生育期基因 E3 和 E4 不但与大豆开花期和成熟期有关， 同时也与光周期的敏感性有关。 大豆植
［17］
株在人工控制的不同红光∶ 远红光 （ Ｒ∶ FＲ） 量子比的光质量下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 通过用荧光灯以较
［8］

高的 Ｒ∶ FＲ 比延长至 20 小时，第一次证实了 E3 位点，其隐形纯合体在长日照条件下早花
［9］

灯以低的 Ｒ∶ FＲ 比延长自然光至 20 小时，又发现了 E4 位点

。通过用白炽

，e4e4 隐性等位基因并不能单独的对光周期

［9，
17 － 18］
。 因此，E3
产生不敏感性。因此，大豆植株在长日照条件下提前开花， 必须携带隐性纯合基因 e3

和 E4 双显性基因型延迟开花和成熟，对光周期反应敏感； 而纯合双隐性基因型提早开花和成熟 ，对光周
［18］
期反应不敏感。E3 基因的效应大于 E4， 并且对 E4 具有上位性作用 。2009 年 Watanabe 等利用图位克

隆方法将 E3 基因克隆出来，E3 基因是大豆光敏色素 A 基因的一个拷贝 （ GmphyA3） 。 此外， 还发现 E3
位点在栽培品种中存在两种自然突变类型 ，一种是光敏色素第四个外显子缺失的 Harosoy － e3 类型， 另一
［19］

种是在第三个外显子上氨基酸置换的 Misuzudaizu 类型

。Liu 等首次将 E4 基因克隆出来并证明其为大豆

光敏色素 A 基因之一 （ GmphyA2） ，e4 突变型是由于在 GmphyA2 基因第一个外显子上插入一个 LTＲ 型的
反转录转座子 SOＲE1，因此造成该基因失活。光敏色素 A 基因的另一个拷贝 GmphyA1 基因被定位在连锁
群 O，与连锁群 I 的 E4 位点区域是同源的。 在连续的远红光下， 纯合体 e4 等位基因的植株表现出黄化，
［20］

也有部分非黄化的植株，表明 e4 单突变并不能促使 GmphyA 功能的完全丧失

。

大豆生育期基因 E2 为拟南芥 GIGANTEA （ GI） 的同源基因 GmGIa。Watanabe 等成功克隆了 E2 基因，
并发现大豆品种 Misuzudaizu 以及 Harosoy 近等基因系材料的 DNA 序列第 10 个外显子上有单碱基突变， 恰
好导致终止密码子产生，使 E2 基因的翻译提前终止，以至于功能发生了改变。在自然光照条件下 e2 基因
型的开花期明显提前，并且 e2 突变体中的开花整合因子 GmFT2a 基因被上调表达。大豆 E2 及其近等基因
系材料 （ e2） 在高纬度 43°N 和中纬度 36°N 的开花时间相近，表明 E2 基因对大豆开花期的调控可能不依
［21］

赖于光周期，以至于地理适应性更强

。E2 基因对生育期贡献大， 对光周期反应影响小， 而且受外在环

境影响较小。因此，E2 基因在育种实践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7，
22 － 25］

大豆生育期基因 E1 对开花期及成熟期影响最大

。Xia 等用 Harosoy － E1 （ E1e2E3E4e5） 与 Ha-

rosoy （ e1e2E3E4e5） 建立的群体，成功地实现了该基因的克隆。E1 基因含有一个双边核定位信号和 DNA
结合位点，并含有一个 B3 结构域， 其编码蛋白定位在细胞核中， 而且 E1 是豆科植物特有的转录因子。
在短日照条件下 E1 基因的表达受到明显抑制， 而长日照条件下则表现出双峰的昼夜节律模式 ， 表明 E1
基因受光周期调控，且长日照条件诱导 E1 的表达。然而，在 e3 / e4 遗传背景下 E1 被长日照诱导表达的作
用却被消除，表明 E1 基因受控于 E3 和 E4。 以早花品种 Kariyutaka 为受体材料进行大豆转基因， 超表达
E1 的转基因株系与对照相比大大延迟开花，并且下调关键开花基因 GmFT2a 和 GmFT5a 的表达［26］。即便
是在 e3 / e4 遗传背景下，E1 基因也表现出抑制开花的作用，尤其在远红光丰富的长日照条件及 Ｒ∶ FＲ 量子
［17］

比小于 1 的条件下

。最近 Xu 等对 E1 家族基因 E1 － like － a （ E1La） 和 E1Lb 在大豆光周期方面的分子

基础进行研究，通过光暗转移试验 （ Transitionbetween light and dark phases） 和暗中断试验 （ Night － break
experiment） 研究发现，E1 家族基因仅仅在有光的条件下表达， 而且前一天黄昏前的光照诱导对 E1 家族
基因的表达起关键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E1 － like 基因和 E1 在功能上是相同的， 把 E1 家族基因沉默掉
［27］

以后大豆植株表现出早花以及成熟期提前

。这些结果表明 E1 及其同家族基因在抑制大豆开花期和成熟

期方面起关键作用。随着 E1 基因的成功克隆、同家族基因的功能分析及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 ，可进
一步揭示大豆特有的光周期反应及开花调控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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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性纯合 e1 － nl 背景下，利用两个回交杂交群体，Kong 等发现了 E9 基因， 显性纯合的 E9E9 基因
［14］

控制早花，隐性纯合的 e9e9 基因控制晚花

。通过图位克隆的方法，Zhao 等克隆了 E9 基因，证明 E9 由

大豆 GmFT2a 基因编码，隐性 e9 基因由于在 GmFT2a 基因的第一个内含子插入了反转录转座子 SOＲE1，
导致 GmFT2a 基因的表达量降低，从而使其功能受到抑制，延迟大豆开花。进一步研究表明，反转录转座
子 SOＲE1 插入 GmFT2a 基因内含子两侧 DNA 区域存在着甲基化现象，GmFT2a 基因的内含子序列中可能
［28］

存在该基因的顺式调控元件，这一区域的甲基化影响了 GmFT2a 基因的表达

。

大豆光周期调控途径

2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更新 ，拟南芥中对开花贡献起关键作用的基因已被鉴定和分离 ，对
这些基因的研究，使人们对植物开花调控的分子机制得以不断深入 。对模式植物拟南芥的光周期开花途径
研究的较为透彻，首先通过光受体 （ Photoreceptors） 感受光信号， 然后传递此信号给生物节律钟 （ Circadian clock） ，由其产生生物节律 （ Circadian rhythm） ， 但也并不是所有光受体调控的开花都是通过生物钟
［29 － 30］

来实现的

。然后将节律输出给下游的节律调节基因 （ Circadian regulated genes） GI。GI 的表达以及功

能发挥还会受到光受体的直接调控 。节律调节基因通过输出基因 CO （ CONSTANS） 调控下游的开花时间
基因 （ Flowering time genes） ，如成花途径整合因子 （ Floral integrators） FT 基因， 从而调控花分生组织识
别基因 （ Floral meristem identity genes） 的表达，最终控制拟南芥的开花时间。因此，拟南芥开花转变的光
周期途径为 GI － CO － FT 模式。其中 CO 基因在光周期调控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由 Putterill 采用图位克
［31］

隆的方法分离得到，CO 编码锌指蛋白转录因子

， 是植物生物钟与开花之间的桥梁。 在韧皮部表达的

CO 能够激活开花植物 FT 的表达，而且有实验证明 FT 是 CO 蛋白的直接作用底物［32］。 拟南芥 FT 蛋白转
［33］

移至茎尖生长点，促使 SOC1、LFY、AP1 等基因表达， 诱导植物开花

。 然而，Jung 等研究发现在拟南

芥的光周期途径中 GI 除了调控 CO 基因表达以外， 还调控 miＲ172 及其靶基因 TOE1， 即便是在缺失功能
的 co 突变体中过表达 miＲ172， 无论长日照还是短日照条件植株都会提前开花， 但最终也作用于 FT 基
［34］

因

。因此， 表明拟南芥 miＲ172 促进光周期调控的开花是不依赖于 CO 基因的一条独特途径， 即 GI －

miＲ172 － TOE1 － FT 模式。 拟南芥 miＲ172 途径的发现是对光周期调控开花途径的一个完善， 具有重要
意义。
在大豆光周期调控途径中，目前已经揭示了包括生育期基因 E1 － E4 在内的部分光周期调控大豆开花
网络，见图 1。Xu 等在 E3 和 E4 基因型的大豆 Harosoy 近等基因系中分析 E1 及 E1 － like 基因的表达， 结
果显示虽然在 Harosoy － e3 / e4 材料中 E1 的表达模式与 Harosoy （ E3 / E4） 相同，但表达量却显著降低， 甚
至几乎不表达，充分证明 E1 及其同家族基因受到光受体基因 E3 和 E4 的调控， 与 Xia 和 Cao 等的研究结
［26 － 27，
35］

果一致，Cao 等还发现 E3 对 E1 影响比 E4 基因强烈

。通过大豆转基因以及病毒诱导基因沉默技术

（ Virusinducedgene silencing，VIGS） 鉴定 E1 及其家族基因的功能，结果显示它们均是大豆开花抑制因子 ，
强烈延迟大豆开花期及成熟期， 但最终也是通过调控开花基因 GmFT2a 和 GmFT5a 实现对开花时间的控
［26 － 27］

制

。GmFT2a 和 GmFT5a 是大豆关键的开花整合因子， 在光周期途径中协同调控开花［36］， 但对下游
［37］

基因的调控又是不同的

，表明二者在功能上产生了分化，冗余且协调的发挥作用。 其同源基因 GmFT4
［38］

功能与之相反，为大豆开花抑制因子

。三个 GmFT2a /5a /4 基因均受到 E1 的调控。 于是在大豆的光周

期反应中形成了以生育期基因 E1 为核心的调控开花的主途径，即 E3 / E4 － E1 － GmFT。 由于 E1 基因是豆
科作物特有的转录因子，在拟南芥和水稻等物种中没有同源基因 ， 所以 E1 基因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大豆基
因组中独特的控制开花期与成熟期的调控途径 。
随着对大豆光周期反应研究的深入 ，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光周期调控开花途径中的很多基因都与 E1
存在相互调节作用。拟南芥 CO － like 基因 GmCOL1a 过表达的大豆转基因株系在长日照条件和自然光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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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表现出延迟开花，gmcol1b 突变体与非转基因的对照相比为早花表型 ， 表明大豆 CO － like 基因是大豆
开花抑制因子，并且调控下游开花基因 GmFT2a /5a 和 GmFT4 的表达。 当 GmCOL1a 过表达时下调大豆生
育期基因 E1 和 E2，而在 E1 和 E2 的近等基因系材料中 GmCOL1a 却被上调表达， 所以极有可能在 GmCOL1a、E1 和 E2 基因之间存在反馈调节环，但仍需要进一步试验验证。同时，研究还发现 E3 和 E4 促进
E2 和 GmCOL1a /1b 的表达［35］。然而，CO 基因在调控植物开花方面的功能是相对保守的， 在很多物种中
［39］

起到诱导开花的作用，如拟南芥、 水稻

、 牵牛花［40 － 41］ 及小麦［42］ 等， 而大豆 GmCOL1a 和 GmCOL1b 的

功能却与之相反，这可能与 GmCOL1a /1b 受到大豆特有转录因子 E1 的调控有关，也可能与大豆基因组的
复杂性有关。根据 Cao 等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 GmCOL1a /1b 基因受到 GI 同源基因 E2 的调控， 并且调控
GmFT2a /5a 的表达，所以大豆 GmCOL1a /1b 参与调控的光周期途径也是相对保守的， 与模式植物拟南芥
相同为 GI （ E2）

－ CO － FT 模式； 又因 E1 基因为豆科作物所特有， 所以受 E1 调控的 GmCOL1a /1b 光周

期途径又是独特的。

图1
Fig. 1

大豆光周期调控开花网络模式图

Proposed model for molecular network in the regulation of flowering time in soybean

植物 miＲ172 及其靶基因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发挥调控作用 ，并且 miＲ172 作用于 miＲ156 的下游促进植
［43］
物成年特征 （ Adult epidermal identity） 的出现 。在光周期调控的大豆开花网络中 miＲ156 延迟开花， 而
［44］
且 E1 基因也参与到 miＲ156 / GmSPL 通路中 。miＲ156 通过其靶基因 GmSPL3 /9 调控 miＲ172 的表达，

miＲ172 又通过靶基因 GmTOE4a 对 miＲ156 和 GmSPL3 /9 进行反馈调控［45］。 因此，miＲ156 和 miＲ172 之间
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平衡关系，从而调控植物在适当的时间发育并完成发育阶段的时相转换 ，进而繁殖产生
后代，以保证物种的延续。大豆 miＲ172 靶基因 GmTOE4a 过表达以后， 转基因大豆株系延迟开花。 研究
发现 GmTOE4a 延 迟 从 营 养 生 长 到 生 殖 生 长 期 的 转 换 是 通 过 抑 制 开 花 相 关 基 因 GmFT2a、 GmFT5a、
GmAP1、GmLFY 和 miＲ156 的靶基因 GmSPL3 /9 的表达，而促进 GmFT4 和 miＲ156 的表达实现的。 同时研
究发现 miＲ172 与其靶基因 GmTOE4a 之间存在着负反馈调控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 GmTOE4a 参与的大豆
光周期调控开花途径是在生育期基因 E3 和 E4 的作用下，依赖于 GmCOL1a 的表达， 并且其转录水平不受
GI 同源基因 E2 的调控［45］。这是有别于模式植物拟南芥 miＲ172 途径的一种调控方式， 再次表明大豆的光
周期途径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其独特性的一面。这可能与大豆经历了 2 次基因组复制成为具有复杂基因
组的古四倍体物种有关。
大豆的光周期反应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需要多基因间相互协调的发挥作用才能最终实现开花 。目
前所揭示的以 E1 为中心的开花网络仅仅处在转录水平 ， 基因间的互作关系及分子机制有待于学者们深入
研究，需要大量的工作来补充和完善。

3

光周期对大豆产量性状的调控
大豆光周期反应不仅对开花诱导有显著影响 ，还对开花后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具有调控作用 。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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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利用原产自中国主要生态区、生育期不同的代表品种研究了大豆开花后的光周期反应问题 ， 结果表明，
不同成熟期的大豆品种开花后普遍存在着对光照长度的反应 ，这种反应属于典型的光周期现象； 开花后的
光周期反应不仅存在于大豆花荚期还存在于鼓粒期至近成熟期 ； 并且提出光敏色素参与到控制开花后的光
［46 － 47］

周期反应中

。大豆生育期基因 E3 和 E4 分别为大豆光敏色素 A 基因 GmPhyA3 和 GmphyA2［19 － 20］，二
［48］

者不但调控大豆开花期，同时还决定开花后期的主茎节数、 豆荚发育及茎的生长习性

。 而大豆结荚习

性、主茎节数、茎粗、株高、节间距、叶片大小和分枝数等是与产量相关的重要农艺性状 ，表明 E3 和 E4
基因不仅影响大豆开花期，对产量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
大豆结荚习性又叫大豆茎生长习性 ，是指大豆开花和结荚的方式，是大豆的一个重要生态性状，光周
［46，
48 － 49］

期是影响大豆顶端花序发育的重要因素

。Bernard 等依据花期长短、 茎生长状态、 茎粗细变化、 节

间数、叶大小变化及茎顶端结荚情况等综合性状的表现将大豆品种划分为有限结荚习性 、亚有限结荚习性
［50］

和无限结荚习性 3 种类型

。大豆在低纬度地区种植， 表现出植株矮小、 开花期及成熟期提前， 产量降
［47］

低。这可能与低纬度地区的短日照有关 ，影响大豆顶端花序的发育
［51］

隆了 Dt1

［52］

和 Dt2

。 目前大豆结荚习性控制基因已克

，分别控制无限结荚习性和亚有限结荚习性 。结荚习性是重要的株型性状之一，是联

系大豆开花期与产量性状的桥梁 。
E3 和 E4 基因下游的 GmTOE4a 转基因大豆株系表现出明显的延迟开花 、株高降低、 节间缩短、 叶片
变小及主茎增粗等表型， 该基因对大豆开花期和多个株型性状均有调控作用 。 同时， 研究还发现 GmTOE4a 基因与调控生长发育时相转换的 miＲ156 及其靶基因 GmSPL 之间存在着反馈调控关系［45，53］。GmTOE4a 属于 AP2 （ APETALA2） 家族基因，具有转录因子活性，对开花期和株型性状的调控作用表明该基
因是参与大豆多个生长发育过程的多效基因 ，而且是适应环境压力和提高产量很有潜质的基因 ，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为大豆理想株型的构建提供分子元件。但目前 GmTOE4a 基因对株型性状调控的分子机制还不清
楚，有可能与大豆生育期基因 E3 和 E4 的调控有关系， 也有可能该基因处在多个调控网络的交叉点， 见
图 1。随着测序技术的不断更新和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 ，对光周期调控网络中关键基因的克隆及分子机
制的揭示对大豆分子设计育种和产量的提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处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大豆光周期研
究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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