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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莓属植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与利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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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草莓属（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ｓｐｐ．）的全球分布、分类地位及栽培种凤梨草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ａｎａｎａｓｓａ Ｄｕｃｈ．ｅｘ Ｌａ⁃
ｍａｒｃｋ）的演化历史进行简要论述的基础上，对国内关于草莓属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与利用进展进行了较详细

的综述．对草莓种质资源的研究包括：中国草莓属种质资源的收集及对野生资源地理分布的调查，运用分子标

记对草莓的亲缘关系进行鉴定，对部分种质进行核型分析（五叶草莓、森林草莓、纤细草莓、黄毛草莓、绿色草

莓、东北草莓和西南草莓）及基因组大小估计（五叶草莓（红果、白果两种类型）、黄毛草莓、西南草莓、东北草

莓、森林草莓和绿色草莓），对草莓种质的功能基因进行挖掘，草莓种质的生理生化（光合特性、活性成分及非

生物胁迫）及遗传转化研究．关于草莓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新品种的选育及引种与驯化，育种方式有实

生育种、杂交育种、诱变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而最主要的育种方式是杂交育种．同时与国外的同类研究进行了

比较分析，提出了在草莓属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展望．
关键词：草莓属；草莓；种质资源；分布；开发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Ｓ ３２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８－７９７１（２０１８）０６－１２６１－１６

　 　 草莓（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ｉｅｓ）属于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草

莓属（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ｓｐｐ．），在园艺学属于浆果类果树，
其果肉鲜美，含有特殊的浓郁芳香，具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１］ ．草莓属地理分

布广泛，在欧亚大陆、北美、南美和东亚都有分

布［２－３］；而东亚是草莓遗传多样性的中心［４］，故而

东亚地区最有可能是原始草莓的起源地［４－５］ ．
德国学者 Ｓｔａｕｄｔ 在 １９６２—２００９ 年调查了欧

洲、美洲和亚洲的野生草莓种类，并结合来自世界

各地的草莓属植物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草莓分

类中存在的同种异名进行了整理，使草莓种类的划

分及其系统发生趋于规范，并认为全世界草莓属植

物有 ２４ 个种，包括 １３ 个二倍体种、５ 个四倍体种、
１ 个六倍体种、３ 个八倍体种及 ２ 个八倍体杂种［６］；
Ｈｕｍｍｅｒ 和 Ｈａｎｃｏｃｋ 等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在 Ｓｔａｕｄｔ 的
基础上对草莓属植物的种类进行了两次修订，认为

草莓属约有 ２４ 个种，另外增加了一个五倍体种，即

布氏草莓（Ｆ． ×ｂｒｉｎｇｈｕｒｓｔｉｉ Ｓｔａｕｄｔ），并首次发现自

然十倍体草莓种［７］ ．目前，全世界公认的草莓属约

有 ２４ 个种，由 １２ 个二倍体种（２ｎ ＝ ２ｘ ＝ １４），即布

哈拉草莓 （ Ｆ． ｂｕｃｈａｒｉｃａ Ｌｏｚｉｎｓｋ）、中国草莓 （ Ｆ．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裂萼草莓（Ｆ． ｄａｌｔｏｎｉａｎａ Ｊ．Ｇａｙ）、
日本草莓（Ｆ．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Ｍａｋｉｎｏ）、饭沼草莓（Ｆ． ｉｉｎｕ⁃
ｍａｅ Ｍａｋｉｎｏ）、东北草莓（Ｆ． ｍａｎｄｓｃｈｕｒｉｃａ Ｓｔａｕｄｔ）、
黄毛草莓（Ｆ． ｎｉｌｇｅｒｒ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西藏草莓（Ｆ．
ｎｕｂｉｃｏｌａ Ｌｉｎｄｌ．）、五叶草莓 （ Ｆ．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Ｌｏｚｉｎ⁃
ｓｋ）、森林草莓（Ｆ． ｖｅｓｃａ Ｌ．）、绿色草莓（Ｆ．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Ｄｕｃｈ．）和两季草莓（Ｆ． ×ｂｉｆｅｒａ Ｄｕｃｈ．）；５ 个四倍体

种（２ｎ＝ ４ｘ ＝ ２８），即伞房草莓（Ｆ．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Ｌｏｚｉｎ⁃
ｓｋ）、纤细草莓（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Ａ． Ｌｏｓ．）、西南草莓（Ｆ．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Ｃａｒｄ．）、东方草莓（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 ） 和 高 原 草 莓 （ Ｆ．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Ｓｔａｕｄｔ ＆
Ｄｉｃｋｏｒé）；１ 个五倍体种（２ｎ ＝ ５ｘ ＝ ３５），即布氏草莓

（Ｆ． ×ｂｒｉｎｇｈｕｒｓｔｉｉ Ｓｔａｕｄｔ）；１ 个六倍体种（２ｎ ＝ ６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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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即麝香草莓（Ｆ．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Ｄｕｃｈ．）；３ 个八倍体

种（２ｎ ＝ ８ｘ ＝ ５６），即智利草莓（Ｆ． ｃｈｉｌｏｅｎｓｉｓ （ Ｌ．）
Ｍｉｌｌｅｒ）、弗州草莓（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ａ Ｍｉｌｌｅｒ）和凤梨草莓

（Ｆ． ×ａｎａｎａｓｓａ Ｄｕｃｈ． ｅｘ Ｌａｍａｒｃｋ）；２ 个十倍体种

（２ｎ＝ １０ｘ＝ ７０），即择捉草莓（Ｆ． ｉｔｕｒｕｐｅｎｓｉｓ Ｓｔａｕｄｔ）
和瀑布草莓（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ｎｓｉｓ Ｈｕｍｍｅｒ）组成［１，７－８］ ．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草莓的国家，１４ 世纪

时就有栽培记录，但当时栽培的是森林草莓（Ｆ．
ｖｅｓｃａ Ｌ．）、绿色草莓（Ｆ．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Ｄｕｃｈ．）、麝香草莓

（Ｆ．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Ｄｕｃｈ．）等原产于欧洲的野生种，其果

小且品质不佳． １７１４ 年，Ｆｒｅｉｅｒ 从南美洲将智利草

莓（Ｆ． ｃｈｉｌｏｅｎｓｉｓ（Ｌ．） Ｍｉｌｌｅｒ）引入法国，发现智利草

莓与最先引入的弗州草莓（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ａ Ｍｉｌｌｅｒ）混
栽能很好地结实，因而发展了这种间栽的栽培制

度，并很快得到推广［９］ ．１７５０ 年，在欧洲产生了智

利草莓与弗州草莓的自然杂交种凤梨草莓（Ｆ． ×
ａｎａｎａｓｓａ Ｄｕｃｈ． ｅｘ Ｌａｍａｒｃｋ），因其果形风味均与凤

梨相似而得名， 别名大果 草 莓 （ Ｆ．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Ｅｈｒｈ），这是近代草莓栽培品种的祖先［５］ ．凤梨草莓

出现后，草莓开始被广泛栽培，经过人们在生产中

不断选育，逐渐形成了现在大量栽培的品种．据统

计，全世界现有草莓栽培品种多达 ２ ０００ 多个，并
且新品种仍在不断涌现，除了凤梨草莓在全世界得

到普遍栽培利用外，其它绝大多数草莓种均为野生

或半野生状态［８］ ．为此，我们在紧密结合前期开展

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省）草莓属野生植物种质资

源及其微生物资源的研究、保护、开发与利用相关

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草莓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

与利用的现状进行综述．

１　 中国草莓属植物种质资源概况

１．１　 栽培品种资源　 我国目前栽培的草莓品种主

要包括国内自行培育的品种及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并且其中的一些优良新品种在生产上推广较快，已
成为我国的主栽品种．
１．１．１　 国外草莓品种资源　 我国引进的国外草莓

品种资源主要有欧美品种和日本品种．日本品种早

熟性强，果实色泽艳丽，果质较软，甜度大，酸度低，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风味浓郁，口味香甜，气味芬

芳，口感好，品质优，但耐贮运性一般，不耐高温及

抗病性弱，易感染炭疽病和白粉病，果实个头和丰

产性能一般，适合鲜食．我国草莓种植户大多选择

日本红颜、章姬等为主要栽培品种［１０］（表 １），它们

的色、香、味、形、产量都居各品种之前列，深受消费

者青睐．
欧美草莓品种果实大，果型正，颜色鲜艳，着色

均匀，硬度很高，耐贮运，口感偏酸，余味甜，虽风味

不及日本品种，但丰产性能强，货架期长，综合抗病

性强，繁苗率高，适合加工和速冻［１０］ ．我国引进的

主要欧美品种有甜查理、达赛莱克特等（表 １） ．
１．１．２　 国内自主育成的品种　 我国的草莓育种始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大体可分为 ３ 个阶段．第 １ 阶

段为起步阶段（５０ 年代），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原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和沈阳农业大学（原沈阳农

学院）领头开展的实生选种阶段，育出的品种有紫

金、五月香等；第 ２ 阶段为平稳发展阶段（８０ 年代

末—２０ 世纪末），由原来的 ２ 家育种单位扩展到 ８
家单位，育种方式也从实生选种转变为杂交育种为

主［１４］，育出的品种有长虹 １ 号、明旭等；第 ３ 阶段

为飞速发展阶段（２１ 世纪初至今），育种单位扩大

到 ２０ 余家，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为主独立开展育

种工作，并逐步呈现与企业联合育种的形式，选育

出一大批优良新品种［１５］，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我国育

成了约有 １１９ 个草莓品种［１５－１７］ ．

表 １　 引入国内的主要国外草莓品种资源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品种来源 主要品种 参考文献

欧美

甜查理（Ｓｗｅｅｔ Ｃｈａｒｌｉｅ），达赛莱克特（Ｄａｒｓｅｌｅｃｔ），全明星（Ａｌｌ ｓｔａｒ），哈尼（Ｈｏｎｅｙ），森加森加

拉（Ｓｅｎｇａ Ｓｅｎｇａｎａ），卡姆罗莎（Ｃａｍａｒｏｓａ），爱尔桑塔（Ｅｌｓａｎｔａ），新明星（Ｎｅｗ Ｓｔａｒ），全明星

（Ａｌｌ Ｓｔａｒ），戈雷拉（Ｇｏｒｅｌｌａ）
［１０－１２］

日本

红颜（Ｂｅｎｉｈｏｐｐｅ），章姬（Ａｋｉｈｉｍｅ），幸香（Ｓａｃｈｉｎｏｋａ），桃熏（Ｔｏｋｕｎ），佐贺清香（Ｓａｇａｈｏｎｏｋａ），
枥乙女（Ｔｏｃｈｉｏｔｏｍｅ），丰香（Ｔｏｙｏｎｏｋａ），宝交早生（Ｈｏｋｏｗａｓｅ），久能早生（ Ｋｕｎｏｕｗａｓｅ），鬼怒

甘（Ｋｉｎｕａｍａ）
［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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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野生种质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野生草莓种质

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约有 １４ 种，主要分布在东北、
西北和西南地区，其中天山山脉、长白山山脉、大兴

安岭、小兴安岭、秦岭山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是

天然的野生草莓基因库，蕴藏着资源丰富的野生草

莓，存在较多的种、变种和类型，其中许多为珍贵、
珍稀的种质资源［８，１６，１８］ ．本文在朱薇等［１８］ 描述的

１１ 种野生资源（包括 ７ 个二倍体种，即森林草莓

（Ｆ． ｖｅｓｃａ Ｌ．）、黄毛草莓（Ｆ． ｎｉｌｇｅｒｒ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绿色草莓 （ Ｆ．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Ｄｕｃｈ．）、五叶草莓 （ Ｆ． ｐｅｎ⁃
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Ｌｏｚｉｎｓｋ）、西藏草莓（Ｆ． ｎｕｂｉｃｏｌａ Ｌｉｎｄｌ．）、裂
萼草莓（Ｆ． ｄａｌｔｏｎｉａｎａ Ｊ．Ｇａｙ）和东北草莓（Ｆ． ｍａｎｄ⁃
ｓｃｈｕｒｉｃａ Ｓｔａｕｄｔ）；４ 个四倍体种，即纤细草莓 （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Ａ．Ｌｏｓ．）、东方草莓（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
西南草莓（Ｆ．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Ｃａｒｄ．）和伞房

草莓（Ｆ．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Ｌｏｚｉｎｓｋ．））的基础上，对一个二

倍体种中国草莓（Ｆ．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一个四倍

体种高原草莓（Ｆ．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Ｓｔａｕｄｔ ＆ Ｄｉｃｋｏｒé）和一个

五倍体种布氏草莓（Ｆ． ×ｂｒｉｎｇｈｕｒｓｔｉｉ Ｓｔａｕｄｔ）进行了

概述（表 ２） ．
关于纤细草莓的分类研究变化较大，国内学者

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一直将其归为二倍体种，而 ２０１５
年以后则将其归为四倍体种［１］ ．美国的自然五倍体

草莓 Ｆ． × ｂｒｉｎｇｈｕｒｓｔｉｉ Ｓｔａｕｄｔ 是不可育的，而雷家军

在调查从中国吉林、黑龙江等地发现自然五倍体草

莓时，观察到有不育、部分可育及可育类型［１９－２０］ ．
可以肯定的是，美洲来源的 Ｆ． × ｂｒｉｎｇｈｕｒｓｔｉｉ Ｓｔａｕｄｔ
与中国的自然五倍体草莓的起源是不同的．生静

雅［２１］对自然五倍体野生草莓的起源也进行了相关

推测：森林草莓或东北草莓的正常配子与东方草莓

未减数配子结合；东方草莓或森林草莓与麝香草莓

的自然杂交；东方草莓与麝香草莓的自然杂交．
Ｚｈａｏ 等［２２］于 ２００９ 年研究表明中国自然五倍体种

最有可能是由东北草莓正常配子与四倍体种东方

草莓未减数配子结合而来．

２　 中国草莓属植物种质资源的研究

２．１　 种质资源库的建立及资源的收集 　 从 １９８１
年开始，我国建立国家果树草莓种质资源圃，分别

设在北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院

内）和江苏南京（江苏农科院园艺研究所院内），标
志着我国草莓的引种、资源保存等方面步入了一个

新阶段．
沈阳农业大学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资源收

集方面的工作，是世界上收集保存野生草莓资源最

多的单位之一．截止 ２０１０ 年累计收集保存国内外

野生草莓资源 ２８５ 份，其中包括原产中国的野生草

莓 １４ 个种、３ 个变种、２２０ 份资源［１，８，２３］，尤其对我

国分布的野生草莓资源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收集，为
我国野生草莓的分类利用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果研究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等单位也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收集

了一些野生草莓资源．一些省级科研单位和大专院

校也开始相应的工作，如河北省农科院石家庄果树

研究所保存 ２００ 余份，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木果树

研究所保存种质１６３份．我国一些地方研究机构或

表 ２　 中国新增野生草莓的种类、分布及其特性概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ａｄｄｅｄ ｗｉｌｄ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序号 种类名称 染色体倍性 分布状况 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１
中 国 草 莓 （ Ｆ．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

２ｎ＝ ２ｘ＝ １４
西藏、青海、甘肃、
陕西、四川、湖北、
河南

植株纤细；羽状三小叶；果实球形或圆

柱形，个小，浅红色至红色，味酸，不具

香味

［１，８］

２
高 原 草 莓

（Ｆ．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Ｓｔａｕｄｔ ＆
Ｄｉｃｋｏｒé）

２ｎ＝ ４ｘ＝ ２８ 西藏、 四川

植株较矮；羽状五小叶或三出复叶；果
橙红至浅红色；肉浅红色，无香味；种子

黄绿色；抗寒性强

［１，８］

３
布氏 草 莓 （ Ｆ． ×
ｂｒｉｎｇｈｕｒｓｔｉｉ Ｓｔａｕｄｔ）

２ｎ＝ ５ｘ＝ ３５ 吉林、黑龙江

自然五倍体种，其植物学性状介于两亲

本之间；中国长白山布氏草莓植株像东

方草莓，但植株更大、雌性完全不育，花
粉有活力、可育

［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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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人也保存了一些草莓种质资源，如辽宁省

东港市草莓研究所、河北省保定市草莓研究所、吉
林省蛟河市草莓研究所都保存了 １００ 份以上的草

莓资源．目前全国共收集保存野生草莓、地方品种、
引进品种、国内各研究所新育成的品种（系）等种

质资源 １ ０００ 余份［９，１４］ ．云南大学与昆明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开展了野生草莓种质资

源及其微生物组的工作，从云南不同气候与地理区

域生境中引种 ７８ 份，建立起包括 １８ 个栽培品种的

种质资源圃．
国外对草莓野生资源的调查、收集、研究与利

用开始的比较早，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采用盆钵种

植保存、离体低温保存、种子低温保存等方式均已

保存草莓资源上千份，收集了多个国家（地区）的

不同类型草莓属植物［１４］ ．仅日本农林水产省就保

存有草莓品种资源多达 ４００ 份（包括 １５０ 份国内品

种和 ２５０ 份国外品种）以及 １００ 多份野生资源，其
中收集有白果草莓、红花草莓等珍贵资源［９］ ．
２．２　 栽培品种资源研究　 美国、日本、波兰、阿根

廷等国家草莓科研起步早，种质资源丰富，已育成

了适合本国的草莓配套品种，且做到了定期更新换

代．我国对草莓栽培品种研究起步较日本、欧美晚．
关于品种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种质的保藏、用分

子标记鉴定草莓的亲缘关系及草莓的生理指标的

测定．
余桂红等［２４］以骏河等 ２２ 份草莓资源为材料，

研究了 ２２ 份资源在常低温保存下不同时间段存活

率，结果表明供试草莓品种的耐低温能力与品种来

源之间无规律可寻．花秀凤等［２５］ 对来自不同国家

的 ３４ 个草莓品种用 ＩＳＳＲ（ ｉｎｔｅｒ－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
ｐｅａｔ，ＩＳＳＲ）分子标记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建立

遗传树状图，揭示不同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并鉴

定出法兰地与甜查理实为同一品种．
曹贵寿等［２６］以丰香等 １６ 个栽培品种为材料，

研究了山西晋中地区草莓不同品种酚类物质含量

及其抗氧化能力，发现在 １６ 个栽培品种中，枥乙女

的总酚、单宁酚、花青素、原花色素含量均为最高；
综合比较 ３ 个抗氧化性指标后，枥乙女的抗氧化能

力较强．张庆华等［２７］ 以晶瑶等 ５ 个栽培品种为对

象，研究了干旱胁迫对 ５ 个栽培品种苗期产生的影

响，发现在干旱胁迫下 ５ 种草莓的相对含水量呈下

降趋势，相对电导率、丙二醛（ＭＤＡ）含量、抗氧化

酶活性（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

酶）及 ３ 种渗透调节物质（脯氨酸、可溶性蛋白质、
可溶性糖）含量均呈上升趋势．

Ｄｕｒｎｅｒ［２８］ 以栽培种甜查理为材料，研究了光

周期和温度对甜查理的影响，发现同没有光周期和

温度控制的草莓相比，进行光周期和温度控制的草

莓产量更高（４１％ ～ １５２％），且光周期和温度控制

能显著提高春季草莓总果实产量，但对冬季草莓生

产没有影响．Ｓøｎｓｔｅｂｙ 等［２９］以栽培品种 Ｓｏｎａｔａ 为材

料，研究了光周期和温度对草莓生长的影响，发现

在 ２４ ℃、２０ ｈ 长日照下有最大的相对生长速率；草
莓在 １０ ｈ 短日照、１２ 和 １８ ℃下生长 ３１ ｄ 后所有的

植株都开花，而在 ２４ ℃温度下只有 ８０％的植物开

花；而在 ２０ ｈ 长日照、３ 个温度梯度下，没有植物开

花．Ｚａｈｅｄｉ 等［３０］ 以栽培种 Ｐａｒｏｓ 为材料，研究了远

红光、温度和植物年龄对草莓形态变化和开花诱导

的影响，发现草莓植株暴露在 ７ 月份的高温下不会

开花；８、９ 月份以 ３２ ｄ 为周期循环的 ７３５ ｎｍ 远红

光照射，则能诱导株龄超过 １２ 周的草莓开花．Ｋｉｍ
等［３１］以来自韩国和日本的 １４ 个草莓品种为材料，
研究了 １４ 个草莓品种的活性化合物的差异，发现

草莓果实中活性物质的含量在品种和种植年限间

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品种在活性化合物含量高低

上各不相同．Ｇａｌｌｉ 等［３２］以栽培种卡姆罗莎为材料，
研究了盐胁迫对草莓果实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轻

度盐胁迫（４０、８０ ｍｍｏｌ·Ｌ－１ ＮａＣｌ）对草莓果实产率

没有影响；同没有胁迫比，低水平的轻度盐胁迫能

促进草莓的营养生长，提高光合效率，增强酚氧化

酶和多酚氧化酶的活性，促进果实中蔗糖和花青素

的积累；与没有胁迫比，高水平的轻度盐胁迫能加

速草莓跟的生长，提高苯丙氨酸解氨酶的活性，促
进草莓果实中总酚的积累和抗氧化活性的增强；轻
度盐胁迫能提高草莓果实的品质．Ｌｅｅ 等［３３］以夏草

莓 Ａｌｂｉｏｎ 和 Ｇｏｈａ 为材料，研究了不同养分浓度这

两个草莓品种生长及产量的影响，发现养分浓度电

导率为 ０．５ ｄＳ·ｍ－１和 １．０ ｄＳ·ｍ－１时能显著提高两

个品种草莓的株高和茎干重，故而养分浓度电导率

为 １．０ ｄＳ·ｍ－１时最能促进两个草莓品种的产量．
Ｋｏｋａｌｉｓ－Ｂｕｒｅｌｌｅ［３４］以栽培种草莓甜查理和卡姆罗

莎为材料，研究了植物促生根际细菌对弗罗里达州

草莓生长和产量的影响，发现与裸根移栽相比，混
有植物促生根际细菌的卡姆罗莎草莓产量在整体

上更高，混有植物促生根际细菌的草莓能提早两周

上市．Ｍｅｓｚｋａ 等［３５］以栽培种哈尼为材料，研究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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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消毒对草莓植株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发现土

壤消毒能减少土传病害的发生，且土壤消毒能显著

增产． Ｃｏｎｔｉ 等［３６］ 以卡姆罗莎为材料，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研究了有机耕作与常规耕作方式对意大利

南部草莓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发现常规耕作时单株

草莓产量最高，而有机耕作能增加草莓的果重；同
常规耕作所得草莓相比，有机草莓中的葡萄糖、蔗
糖、维生素 Ｃ（Ｖｃ）和 β－胡萝卜素含量较高，且硝

酸盐含量较低．Ａｂｒｏｌ 等［３７］ 以草莓品种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为
材料，研究了昆虫授粉对草莓产量和果实品质的影

响，发现昆虫授粉能减少畸形果的产生（畸形果发

生率为 １１．２０％，对照畸形果发生率为 １７．４４％），且
果实的品质和大小均要优于对照．
２．３　 野生种质资源研究　 虽然我国是世界上野生

草莓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我国在草莓野生种

质资源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且对野生草莓的研究大

多集中于地理分布的调查与种质保存、用分子标记

鉴定草莓的亲缘关系、核型分析及基因组测定、功
能基因的研究和生理生化等方面的研究．
２．３．１　 野生草莓地理分布的调查与种质保存　 代

汉萍等［２６］对长白山的野生草莓资源进行了调查研

究，发现长白山分布有二倍体种东北草莓、四倍体

种东方草莓和伞房草莓．雷家军等［２６］ 于 ２００８ 年对

国内分布的四倍体野生草莓种质资源进行了调查，
发现国内有 ３ 种四倍体草莓，即东方草莓、西南草

莓和伞房草莓．德庆措姆等［３８］ 对西藏全区的野生

草莓种质资源进行了调查，发现西藏全区共有 ５ 种

７ 型野生草莓，分别为西藏草莓、西南草莓、白果和

红果五叶草莓、裂萼草莓和纤细草莓．李洪雯等［３９］

于 ２０１２ 年对四川及周边地区野生草莓的种类及分

布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调查区域内分布有黄毛草

莓、五叶草莓（红果、白果两种类型）、西南草莓和

纤细草莓 ４ 种．
余桂红等［４０］以黄毛草莓等 １０ 种野生草莓为

实验材料，研究了草莓野生资源的离体培养，并建

立了 １０ 种野生草莓的离体培养体系．王燕等［４１］ 则

是用黄毛草莓匍匐茎茎尖为材料进行初始离体培

养获得无菌苗，并以此为试材筛选出适宜黄毛草莓

增殖快繁和离体生根的培养基，初步建立了黄毛草

莓茎尖培养、组培苗快繁技术．朱文涛等［４２］研究了

玻璃化种质保藏法对五叶草莓产生的影响，发现玻

璃化法超低温保存技术可以有效的保存五叶草莓种

质资源，超低保存前后的五叶草莓基因组 ＤＮＡ 没有

发生多态性变化，但 ＤＮＡ 甲基化水平有所降低．
２．３．２　 系统发育与亲缘关系分析　 雷家军等［１１］对

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收集到的二倍体野生草莓

进行了植物分类学及 ＲＡＰ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
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ＮＡ，ＲＡＰＤ）鉴定，首次将其命名为东北

草莓．韩柏明等［４３］ 对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国家果树

种质南京草莓圃中的 ８３ 份资源进行了 ＳＳＲ（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ｓ，ＳＳＲ）标记分析，发现八倍体种智

利草莓、弗州草莓和栽培种凤梨草莓亲缘关系很

近，而八倍体种与其他低倍性野生种亲缘关系较

远．Ｍｅｎｇ 等［４４］用简单重复序列（ＳＳＲ）对西藏墨脱

野生西藏草莓进行了种群结构和遗传多样性分析，
发现在种群水平上，草莓种群间的变异高于种群内

的变异，其研究结果为野生草莓的保护、开发与利

用提供理论依据，并为进一步开展野生草莓的起

源、适应与进化以及系统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徐
苏婷［４５］用 ＳＳＲ 分子标记分析了红色、白色两种果

色五叶草莓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发现红果五叶草莓

的种群遗传多样性高于白果种群． Ｑｉａｏ 等［５］ 于

２０１６ 年以黄毛草莓等 ７ 种野生草莓为材料，用 Ｉｌ⁃
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ｓｅｑ ２５００ 测序平台对 ７ 种草莓的转录组

进行了测序，通过比较转录组学研究了草莓的起源

与进化，发现东亚地区是草莓属的起源地，这与国

外学者 Ｎｊｕｇｕｎａ 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Ｐｏｔｔｅｒ 等［４６］ 以 ４３ 份草莓属植物（属于 １４ 个

种）和 １ 份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ｅ 植物（作为外群）为材

料，从非编码的核区（ ＩＴＳ 区）和叶绿体 ＤＮＡ（ ｔｒｎＬ－
ｔｒｎＦ 间隔区）序列推断草莓属物种间的系统发育

关系，发现森林草莓和西藏草莓是与八倍体种草莓

最密切相关的二倍体种． Ｌｉｎ 等［４７］ 以绿色草莓、森
林草莓、西藏草莓和麝香草莓为材料，通过长 ＰＣＲ
异源双链的 Ｓ１ 分析检测草莓属叶绿体插入缺失多

态性，为草莓属植物细胞器中基因组系统发育研究

奠定基础．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Ｇｕｅｕｔｉｎ 等［４８］ 以 ２０ 个野生草

莓种（包括 １１ 个二倍体种、５ 个四倍体种、１ 个六倍

体种和 ３ 个八倍体种）和委陵菜属 ３ 个种（Ｐ．ａｎｄｉ⁃
ｃｏｌａ、Ｐ． ｍｅｇａｌａｎｔｈａ 和 Ｐ．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作为外群）为材

料，用 ２ 个核基因 ＧＢＳＳＩ－２ 和 ＤＨＡＲ 对草莓属多倍

体进化历史进行追溯，结果表明二倍体种可以分为

Ｘ、Ｙ 和 Ｚ ３ 个分支，Ｚ 分支只有饭沼草莓（存在于

日本西部），Ｘ 分支由起源于东亚和中亚的 ６ 个种

（裂萼草莓、黄毛草莓、日本草莓、西藏草莓、五叶

草莓和 Ｆ． ｙｅｚｏｅｎｓｉｓ）组成，Ｙ 分支由有森林草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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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草莓和绿色草莓组成，而布哈拉草莓的分支尚不

明确；四倍体种分为 Ｙ 和 Ｘ ２ 个分支，Ｙ 分支由分

布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草莓组成，Ｘ 分支由分布于东

亚和南亚的西南草莓、伞房草莓、高原草莓和纤细

草莓组成；六倍体草莓的母系供体为绿色草莓；３
个八倍体种起源于森林草莓、东北草莓和饭沼草莓

基因组杂交．Ｎｊｕｇｕｎａ 等［４］以草莓属 ２４ 个种和委陵

菜属 １ 个种为材料，基于叶绿体全基因组测序，对
草莓属植物的系统发育、繁殖方式和起源时间进行

深入了解，发现草莓属起源于 １．５２ ～ ４．４４ 百万年

前，而八倍体种起源于 ０．１９ ～ ０．８６ 百万年前；繁殖

方式有配子体自交不亲和、自交亲和及两性．
２．３．３ 　 核型分析及基因组测定 　 时翠平等［２３］ 于

２０１１ 年对五叶草莓、森林草莓、纤细草莓、黄毛草

莓等 ４ 种野生草莓进行了核型分析．陈丙义等［２３，４９］

以五叶草莓等 ６ 种野生草莓为实验材料，用常规压

片的方法分析了黄毛草莓、五叶草莓、绿色草莓、东
北草莓、森林草莓和西南草莓 ６ 种野生草莓的核

型，并于 ２０１５ 年用流式细胞仪估算了五叶草莓（红
果、白果两种类型）、黄毛草莓、西南草莓、东北草莓、
森林草莓和绿色草莓 ６ 种 ７ 型野生草莓的基因组．

Ｓｈｕｌａｅｖ 等［５０］于 ２０１０ 年用 ４５４ 等测序技术对

森林草莓 Ｈａｗａｉｉ４（Ｆ． ｖｅｓｃａ ｓｓｐ． ｖｅｓｃａ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
ｗａｉｉ ４）进行了测序，发现它的基因组有 ２４０ Ｍｂ．
Ｈｉｒａｋａｗａ 等［５１］于 ２０１４ 年以日本草莓等 ５ 种草莓

为材料，用 ４５４ 等测序技术分别对其基因组进行了

测序，发现日本草莓的基因组为 ２０６．４ Ｍｂ，饭沼草

莓的基因组为 １９９．６ Ｍｂ，西藏草莓的基因组为 ２０３．
７ Ｍｂ，东方草莓的基因组为 ２１４．２ Ｍｂ，而凤梨草莓

的基因组为 ６９７．８ Ｍｂ．Ｄａｒｗｉｓｈ 等［５２］于 ２０１５ 年用转

录组测序技术（ＲＮＡ－ｓｅｑ）对森林草莓的基因组进

行了重新注释．
２．３．４　 功能基因的研究　 董静等［５３］从红颜和白果

型森林草莓果实中克隆得到了酯类合成关键酶基

因 ＳＡＡＴＢ２ 和 ＶＡＡＴＷ２， 并 分 析 了 ＳＡＡＴＢ２ 和

ＶＡＡＴＷ２ 基因在红颜和森林草莓不同发育阶段中

的表达情况，研究发现 ＳＡＡＴＢ２ 和 ＶＡＡＴＷ２ 的表达

存在组织特异性，ＳＡＡＴＢ２ 仅在红颜不同发育时期

的果实中表达，而 ＶＡＡＴＷ２ 除了在森林草莓果实中

表达，还在叶片中表达．
谢为发等［５４］ 于 ２０１３ 年研究了编码 ＦＭＯｓ 酶

类（类黄素单加氧酶，ｆｌａｖｉｎ－ｍｏｎ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的基因

ＦｖＹＵＣ１ 和 ＦｖＹＵＣ２ 在森林草莓和久香生长发育过

程中的功能，研究发现森林草莓和久香中存在高度

保守的 ＹＵＣ 同源基因，但在这两种倍性草莓组织

中的表达有很大差异．林莹等［５５］ 于 ２０１７ 年研究了

森林草莓中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基因（ＨＤＡＣ）在不

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研究发现森林草

莓中包含 １２ 个 ＨＤＡＣ 基因，各个 ＨＤＡＣ 基因在发

育阶段和不同组织中特异性表达，并可能参与了森

林草莓的生长发育和对热胁迫的响应．赵晨晨

等［５６］从森林草莓中克隆得到了独角金内酯合成过

程中的关键基因 Ｄ２７，并研究了 Ｄ２７ 基因在不同处

理下的表达情况，发现 Ｄ２７ 基因的表达受到磷水

平调控，同时也受到菌根的调控．唐月明等［５７］ 从草

莓基因组数据库中分析了森林草莓碱性亮氨酸拉

链（ｂａｓｉｃ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ｚｉｐｐｅｒ，ｂＺＩＰ）转录因子家族，发现

森林草莓中至少存在 ５２ 个 ｂＺＩＰ 基因家族成员，不
均地分布在 ７ 条染色体上，且 ｂＺＩＰ 基因家族结构

高度保守，并参与花器官发育过程．
张豫超［５８］研究了森林草莓黄果表型的形成机

制，研究发现转录因子 ＦｖＭＹＢ１０ 的错义突变可能

是森林草莓产生黄果表型的关键，且 ＦｖＭＹＢ１０ 可

能是通过对花青苷合成基因的影响而进一步影响

森林草莓的果色表型．张煜晗等［５９］ 从提取到的五

叶草莓总 ＤＮＡ 中，用反向 ＰＣＲ 方法克隆了草莓多

酚氧化酶基因 ＦｐＰＰＯ１ 和 ＦｐＰＰＯ２，并成功构建出

了转基因载体．
２．３．５　 生理生化的研究

（１） 光合特性的研究 　 张伟等［６０］ 于 ２００６ 年

研究了脱毒裂萼草莓的光合特性，发现脱毒裂萼草

莓叶绿素含量与病叶相比提高了 ２１． ５８％．董谦

等［６１］以东方草莓等 １０ 种野生植物为实验材料，研
究了 １０ 种植物的光合特性，结果表明东方草莓及

秃疮花的光合速率日变化为单峰曲线，即无“午
休”现象，而其他 ８ 种植物存在“午休”现象．马久

蓉等［６２］研究了东北草莓与红颜的光合特性，比较

发现东北草莓与红颜草莓叶片的净光合速率日变

化呈双峰曲线，具有“午休”现象；红颜草莓对强光

有更高的适应能力，更具有阳生植物的特点；而东

北草莓对 ＣＯ２ 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对低温环境

有更好的适应性．徐苏婷等［６３］ 对二倍体黄毛草莓

种子进行秋水仙素诱变后得到四倍体黄毛草莓，并
测定了二倍体与四倍体黄毛草莓叶片的光合作用

日变化、光响应及相对叶绿素含量等参数，发现四

倍体黄毛草莓对光的适应性和光合作用能力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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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体黄毛草莓，四倍体黄毛草莓对水分需求更

多，更适宜高湿栽培环境．钱玲等［６４］ 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研究了植物免疫蛋白对草莓光合特性及果实品

质、产量的影响，发现植物免疫蛋白能有效的促进供

试草莓章姬的生长，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能改善草

莓品质．国外学者 Ｓｅｒçｅ 等［６５］于 ２００５ 年研究了温度

和光周期对栽培种、智利草莓和弗州草莓的影响．
（２） 活性成分的研究　 董静等［６６］以 ４ 份森林

草莓资源为材料，观察了植株和果实的主要性状测

定了果实中可溶性糖、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和

挥发性香气成分，并比较分析了不同森林草莓资源

的主要性状．Ｓｕｎ 等［６７］ 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高

分辨质谱（ＵＨＰＬＣ－ＨＲＭＳｎ）技术对黄果森林草莓

和红果森林草莓果实中酚类化合物进行了研究，发
现同普通八倍体草莓相比，紫杉醇－３－Ｏ－阿拉伯糖

苷是两种类型森林草莓的独有成分，而芍药苷－３－
Ｏ－丙二酰葡萄糖苷是红果森林草莓的独有成分．
杨春涛等［６８］参照 ２０１０ 版《中国药典》，以东方草莓

中的特征性成分（＋） －儿茶素为对照，用薄层色谱

法对东方草莓药材进行检测，从而建立了东方草莓

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李蓉等［６９］ 用质谱法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Ｓ）、核磁共振法（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ＮＭＲ）、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 ｒｅ⁃
ｖｅｒｓｅｄ－ｐｈａｓｅ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ＲＰ－ＨＰＬＣ）等波谱技术对东方草莓的化学成

分进行了研究，并对东方草莓和蛇莓中（＋） －儿茶

素含量进行了测定，发现蛇莓中儿茶素含量高于东

方草莓，而不同来源的东方草莓，其儿茶素含量各

有不同．叶文斌等［７０－７１］ 于 ２０１５ 年以东方草莓为原

料，探究了东方草莓果酒酿造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并对果酒酿造工艺进行了优化，确定了果酒发酵的

最佳参数；同时用顶空固相微萃取结合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ＨＳ－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对所得的果酒

中的挥发性香味进行了成分分析．
Ｔｈｏｍａｓ－Ｖａｌｄéｓ 等［７２］ 研究了智利本土白草莓

经体外消化后多酚的组成和生物活性的变化，研究

发现：同没有消化的富酚提取物相比，经消化后酚

含量的减少超过总酚的 ５０％，但仍具有抗氧化活

性．Ｍｉｋｕｌｉｃ－Ｐｅｔｋｏｖｓｅｋ 等［７３］ 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

联用的方法鉴定和定量分析了 ２８ 种野生和栽培莓

果中黄酮醇苷的含量，发现野生草莓和黑莓中总黄

酮醇含量是其他栽培种的 ３－５ 倍．Ｖｅｂｅｒｉｃ 等［７４］ 于

２０１５ 年用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联用质谱

（ＨＰＬＣ－ＤＡＤ－ＭＳ）方法鉴定并定量了 ２４ 种野生

草莓和栽培种草莓中的花青素苷，发现野生草莓和

栽培种草莓在花青素苷的组成之间没有差异，但它

们的含量是不同的．Ｄｉａｓ 等［７５］用高效液相色谱－二
极管阵列光谱检测 ／电喷雾离子化质谱（ＨＰＬＣ －
ＤＡＤ ／ ＥＳＩ－ＭＳ）联用技术对商品草莓和森林草莓根

部甲醇提取物和水提物中酚类成分和抗氧化性能

进行了比较，发现商品草莓和森林草莓都有黄烷－
３－醇（ＴＦ３Ｏ），而儿茶素衍生物（主要是原花青素）
为两种草莓中的主要化合物；商品草莓根部有鞣花

酸糖苷，而野生草莓根部有黄酮醇（ＴＦ）和二氢黄

酮醇（ＴｄｈＦ，紫杉叶素衍生物）；森林草莓根部抗氧

化的潜力高于商品草莓．
（３） 草莓非生物胁迫的研究　 郭思佳等［７６］为

了探究东方草莓对干旱胁迫的适应性，以东方草莓

为实验材料，研究了干旱胁迫下东方草莓形态学指

标变化，发现东方草莓对干旱胁迫具有较强的耐受

力．郭琳琳等［７７］ 以五叶草莓、黄毛草莓为实验材

料，研究了 ４０ ℃高温对 ２ 种草莓的影响，发现黄毛

草莓的耐热性要高于五叶草莓，４０ ℃高温处理对

黄毛草莓的有害效应要低于五叶草莓．
Ｎａ 等［７８］以二倍体森林草莓 ＵＣ－０１ 和 Ｈａｗａｉｉ、

白果黄毛草莓和八倍体栽培种章姬为材料，用叶绿

素荧光研究了草莓在非生物胁迫下耐受情况，发现

八倍体草莓对胁迫的耐受强于二倍体草莓；白果黄

毛草莓拥有一个光抑制系统，使其能够以比章姬更

敏感的方式对胁迫作出反应．Ｇａｒｒｉｇａ 等［７９］ 于 ２０１５
年研究了盐胁迫对商品草莓（Ｆ． × ａｎａｎａｓｓａ Ｄｕｃｈ．
ｅｘ Ｌａｍａｒｃｋ）和智利草莓基因型的影响，发现同商

品草莓相比，智利草莓能耐受高浓度的盐，且盐胁

迫对智利草莓的形态和生理都没有影响；盐胁迫对

果重、大小、硬度和总可溶性固形物没有影响，但能

导致可滴定酸的增加．
（４） 其他方面的研究　 李巧兰等［８０］于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系统地研究了五叶草莓提取物对病变小鼠

产生的影响，发现五叶草莓提取物具有抗炎镇痛、
增强免疫力和抗肿瘤的功效． 国外学者 Ｍｕｄｎｉｃ
等［８１］于 ２００９ 年研究了野生森林草莓叶片水提物

对心血管的影响，研究发现野生森林草莓叶片水提

取物是一种直接的内皮依赖性血管扩张剂，由 ＮＯ
和环氧合酶产物介导其作用，且其效力与山楂水提

取物相似．明晓等［８２］以黄毛草莓为材料，研究了黄

毛草莓的开花生物学，发现黄毛草莓的花粉在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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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期活力最大，其它时期花粉活力较低或没有活

力；柱头在开花初期和盛花中期时可授粉性最高，
在末花期仍具有一定的可授性．

生静雅［２１］对自然五倍体野生草莓的品质进行

了评估，发现自然五倍体野生草莓的苹果酸和草酸

含量高于东北草莓和东方草莓；五倍体草莓 Ｖｃ 含

量与东方草莓无显著性差异，但东北草莓的 Ｖｃ 含

量显著高于自然五倍体．金亮等［８３］ 以森林草莓和

１０ 个栽培品种为实验材料，研究了 １１ 个草莓种的

抗氧化物质含量和抗氧化能力，发现森林草莓抗氧

化物质含量和抗氧化能力要远高于受试的栽培草

莓．李桂香等［２０］于 ２０１７ 年依据国家食品标准对云

南野生黄毛草莓鲜果中氨基酸、矿物质元素、总糖、
总酸等成分进行了较全面的检测，并对其营养价值

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黄毛草莓鲜果含有丰富营养

成分，不仅富含糖、酸、蛋白质等，还富含 １７ 种氨基

酸和 ９ 种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元素．
冯颖等［８４］以东方草莓、通生 １ 号和四季草莓

新品种为材料，研究了正常日照和短日照处理下，
对 ３ 种草莓花芽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日照处理

能促进东方草莓和通生 １ 号的花芽分化，而对四季

草莓新品种没有影响．张运春［８５］ 于 ２０１７ 年研究了

不同光照下东方草莓克隆构型、种群特征以及点分

布格局，研究发现东方草莓的克隆构型随光照发生

相应的变化；不同光照下东方草莓分株均以随机分

布为主，但不同尺度下草莓分株有所差异．国外学

者 Ｒｕａｎ 等［８６］以栽培种草莓 Ａｌｂｉｏｎ 和 Ｓａ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为材料，研究了日中性草莓品种对韩国高原地区草

莓产量的影响，发现 Ｓａ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的产量显著高于

Ａｌｂｉｏｎ 且草莓的产量与营养生长密切相关． Ｊｅｎｎｉ⁃
ｆｅｒｒ 等［８７］以智利草莓、弗州草莓和栽培种草莓为实

验材料，研究了土壤类型和管理对氨基酸周转产生

的影响，发现细质土壤中氨基酸的周转时间要显著

快于粗质土壤，智利草莓和弗州草莓对甘氨酸的吸

收要优于栽培种草莓．
２．３．６　 遗传转化的研究 　 王静等［８８］ 于 ２０１１ 年从

森林 草 莓 中 分 离 得 到 了 精 氨 酸 脱 羧 酶 基 因

（ＦｖＡＤＣ），并对其序列特征、表达模式和进化关系

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精氨酸脱羧酶（ＡＤＣ）在不

同逆境中表达情况不同，ＦｖＡＤＣ 基因可作为草莓

转基因的逆境候选基因．周鹤莹等［８９］ 于 ２０１５ 年用

森林草莓 Ｈａｗｉｉ ４ 离体叶片建立了高效稳定的遗

传转化系统．Ｃｕｉ 等［９０］以森林草莓黑龙江 ３ 号为试

材，建立了由农杆菌介导的草莓叶片基因瞬时表达

体系，该体系可用于研究草莓叶片中抗病蛋白的活

性．董静等［５３］ 从森林草莓果实中克隆得到了醇酰

基转移酶基因（ＦｖＡＡＴＷ２），用过量表达的方式，在
烟草和卡姆罗莎中开展了野生森林草莓 ＦｖＡＡＴＷ２
的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外源 ＦｖＡＡＴＷ２ 在草莓中能

够正常表达并影响果实酯类合成，从而使果实香气

变浓．
国外一些实验室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就开始

开展了草莓的转基因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就．Ｎｅ⁃
ｈｒａ 等［９１］首次建立了草莓叶片优质高频再生体系，
并于 １９９９ 年利用叶盘转化法成功获得了农杆菌介

导的草莓转基因植株．Ｈｕｓａｉｎｉ［９２］ 对草莓繁殖苗农

杆菌介导的转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筛选条

件和培养时间等对转化率有较大影响． Ｐａｎｔａｚｉｓ
等［９３］用农杆菌介导的 Ａｃ ／ Ｄｓ 转座子构建草莓突变

群体，并对转化植株进行了筛选鉴定．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等［９４］于 ２０１６ 年用农杆菌浸润草莓果实的方法，建
立了基因验证的瞬时表达体系，该体系可验证越来

越多与果实生长发育、生理活动及代谢有关的基

因．

３　 草莓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３．１　 新品种的选育　 我国的草莓育种工作始于上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到目前为止育成的品种约有

１１９ 个，育种手段包括实生育种、杂交育种等常规

育种，诱变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等新兴育种技术．
３．１．１　 实生育种　 １９４８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国内

最早进行草莓实生选种工作，１９５３ 年选出紫晶、金
红玛、五月香等 ３ 个品种；而沈阳农学院从 １９５８ 年

开始开展草莓实生选种工作，先后选出绿色种子、
大四季、沈农 １０２、明晶、明磊等品种［１５－１６］ ．
３．１．２　 杂交育种　 全世界大部分的草莓栽培品种

都是通过常规杂交方法选育出来的，如全球栽培品

种凤梨草莓；日本品种春香、丰香、丽红、宝交早生、
女峰、章姬、红颜等；欧美品种戈雷拉、艾尔塔桑、达
赛莱克特、全明星等．国内最早开始草莓品种间杂

交育种工作的是沈阳农学院．在经过不懈的努力

后，我国科学工作者成功选育出了适合我国本土的

优良栽培品种，如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培育出的硕丰、硕蜜等；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

庄果树研究所培育的石莓 １ 号、石莓 ２ 号等；由沈

阳农业大学园艺系培育出的红玫瑰、粉公主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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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院研究院选育出的京香系

列［９５］；由各级农科院培育出的越心、越丽、蜀香

等［１５－１７］ ．
３．１．３　 诱变育种　 诱变育种可以分为物理诱变和

化学诱变，是实生育种、杂交育种、种间杂交育种的

补充．其中，辐射诱变是创造新的种质资源的有效

手段之一．辐射可以诱发基因突变，打破基因连锁，
促进基因重组，克服远缘杂交的不亲和性，实现基

因的转移．郑永平等［１０］ 利用 γ 射线照射草莓茎尖

进行草莓抗病性的研究，结果表明经 γ 射线照射

后，组培草莓苗对皱缩病、叶斑病有抗性．汉由之

等［８２］以野生黄毛草莓为实验材料，用 ６０Ｃｏγ 射线

辐照黄毛草莓种子进行诱变育种，研究了不同辐照

剂量对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情况的影响，结果表

明６０Ｃｏγ 射线辐照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黄毛草莓种子

的萌发和幼苗生长，种子辐射后草莓的发芽率和成

活率均受到抑制，且与辐射剂量呈显著负相关．冯
颖等［８３］于 ２０１４ 年以东方草莓和安娜草莓为材料，
用含高浓度 Ｃａ２＋的 ＰＥＧ、高 ｐＨ 值方法进行原生质

体融合，并对融合后的杂种细胞进行了愈伤组织和

不定芽的诱导，揭示了草莓体细胞融合的可行性．
“太空 ２００８”是卡姆罗莎的种子经宇宙射线诱变，
经播种、出苗、开花、结果后发现的一个优系单株同

枥乙女杂交而选育来的第一个太空草莓新品

种［９６］ ．
利用化学诱变剂秋水仙素对草莓组织进行处

理，可以得到染色体加倍的株系，从而克服种间杂

种的不育性，加速野生草莓资源的研究利用．雷家

军等［１０］利用低倍性野生草莓资源、种间杂种的种

子和茎尖建立了使染色体加倍的方法和体系，在提

高种质资源创新和野生草莓的倍性及克服种间杂

种不育性方面取得了进展．刘玲等［２３］ 以黄毛草莓

的离体芽尖、试管苗叶为材料，探究了不同激素配

比对叶片离体再生的影响以及不同浓度秋水仙素

和处理时间对染色体的加倍效果，发现同二倍体草

莓相比，四倍体黄毛草莓的叶片更大更厚，颜色更

深，叶形指数减小，气孔变大，叶绿素含量升高，整
体植株生长势较强．陈露茜等［９７］ 以二倍体黄毛草

莓种子为材料，经秋水仙素诱导后得到四倍体植

株，比较研究了二倍体、四倍体黄毛草莓的叶片数

量等叶片形态特征，发现染色体成功加倍的四倍体

黄毛草莓的叶片形态与二倍体黄毛草莓显著不同，
具体表现为叶片变宽变厚、叶色变深、中心小叶变

得发达、叶柄长度伸长．
３．１．４　 生物技术育种 　 生物技术应用于作物育

种，可以解决传统育种的一些特殊困难，扩大育种

的基因来源，提高鉴定和选择的可靠性，加快育种

进程，加速繁殖，提高育种效率．张志宏等［５４］ 以草

莓品种吐德拉试管苗叶片为试材，建立了农杆菌介

导的遗传转化体系，获得了转基因植株．张庆雨［９８］

成功构建了 ＲＮＡ 干扰载体并得到了 ６ 株双链

ＲＮＡ 干扰转基因草莓植株，经反转录 ＰＣ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ＣＲ，ＲＴ－ＰＣＲ）验证后，结果表明转

基因草莓 ＢＡＧ６ 基因的表达量都有所下调．宋春丽

等［９９］用 ＲＮＡ 干扰技术研究了与草莓成熟相关的

基因 ＦａＥｔｒ２，成功构建出了 ＲＮＡ 干扰 ＦａＥｔｒ２ 植株．
张蕾等［１００］ 通过使 Ｆａ４ＣＬ 基因沉默，成功验证了

Ｆａ４ＣＬ 基因与花色苷的合成有密切关系． 江雷

雨［１０１］通过 ＤＮＡ 重组技术成功构建出了可以使用

于植物的 ＣＲＩＳＰＲ ／ Ｃａｓ９ 载体，以栽培种草莓红颜

的 ＰＤＳ 基因为靶标，对构建的载体进行了验证；也
分别构建了可以作用于草莓镶脉病毒 ＯＲＦⅣ序列

和同时作用于 ＯＲＦⅣ、ＯＲＦⅥ序列的红颜草莓转基

因植株体系．
Ｍｕñｏｚ 等［１０２］应用 ＲＮＡｉ 技术对草莓类黄酮生

物合成途径中编码草莓过敏原蛋白的基因 Ｆｒａ 进

行了研究． Ｓｃｈｗａｂ 等［１０３］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
过 ＲＮＡｉ 研究和过表达转基因研究等多种方法，进
一步对草莓若干个基因的功能进行了解析． Ｉｓｈｉｋａ⁃
ｗａ 等［１０４］利用 ＲＮＡｉ 技术使 ＦａＭＹＢ１ 基因沉默，成
功证实了该基因是草莓果实中花青素合成的关键

基因．
３．２　 野生种质资源的引种、驯化与育种 　 张九东

等［２０］于 ２０１４ 年对野生黄毛草莓进行了驯化实验，
发现同栽培种相比，驯化栽培的野生黄毛草莓，果
实白色、带有甜味，比普通栽培草莓座果率较高，但
果实含糖量和果实大小不及栽培种．

我们在资源调查过程中发现，高海拔地区的草

莓种质与低海拔地区的草莓种质在形态、抗逆性等

方面存在差异；不同气候区域内草莓种质的分布及

植株形态也有所差异．在今后的工作中可将具有优

良植物学性状的种质进行引种、扩繁，运用栽培品

种的管理模式进行生产，可通过杂交等方式将优良

种质的植物学性状引入到栽培种资源中，在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拓宽对草莓种质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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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关于草莓种质资源的相关研究工

作成果显著，但与国外草莓研究相比仍有差距．差
距包括各地的相关科研单位、企业与个人的育种工

作多以引种和杂交为主，具备草莓育种经验和能力

的单位相对较少，与欧美、日本等大型草莓育种研

发单位与企业相比缺乏优势；各地各自为阵，缺乏

统筹性，且各地培育新品种多数只适于当地栽培，
无法全国推广；我国在草莓转基因技术相关的普及

力度与研究力度均不及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国内外

学者均对五叶草莓中的提取物进行研究，但均未涉

及相关提取物对人体健康的研究，及探讨其它野生

种和栽培种中是否含有类似化合物？ 化合物含量

是多少？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农艺性状、果实经济

性状等方面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同时关于栽培品

种和野生草莓的研究相对独立，不能有效的利用我

国野生草莓种质资源．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草莓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

需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优良资源和技术手段，加强

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对草莓种质资源进行系统收

集、保藏和深层次鉴定；开发有效便捷的分子标记

进行亲缘关系、品种起源、演化过程的研究；构建与

草莓农艺性状、果实经济性状等相关的分子标记

图，为选育优质、高产、早熟、大果、抗病草莓品种的

研究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在传统育种的基础

上结合诱变育种、生物技术育种等新兴技术，针对

性地利用野生草莓种质资源进行草莓遗传改造，以
加速草莓新品种的选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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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６．

［４２］ 　 朱文涛．五叶草莓和带病毒凤梨草莓的超低温保存

及其遗传稳定性分析［Ｄ］ ．开封：河南大学，２０１３．
ＺＨＵ Ｗ Ｔ．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ｖｉｒｕｓ
－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Ｆ． ａｎａｎａｓｓａ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 ．Ｋａ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４３］ 　 韩柏明，赵密珍，王静，等．草莓属种质资源亲缘关系

的 ＳＳＲ 标记分析 ［ Ｊ］ ． 园艺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９ （ １２）：
２ ３５２⁃２ ３６０．
ＨＡＮ Ｂ Ｍ，ＺＨＡＯ Ｍ Ｚ，Ｗ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ｂｙ 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Ｊ］ ． Ａｃｔａ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９（１２）：２ ３５２⁃
２ ３６０．

［４４］ 　 ＭＥＮＧ Ｆ Ｊ，ＬＩＵ Ｌ，ＰＥＮＧ Ｍ，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ｗｉｌ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ｎｕｂｉｃｏｌａ Ｌ） ｆｒｏｍ Ｍｏｔｕｏ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ｓ （ ＳＳＲｓ） ［ Ｊ］ ． Ｂｉ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６３ （ ２）：１１３⁃
１１８．

［４５］ 　 徐苏婷．不同果色五叶草莓遗传结构的形成及机制

［Ｄ］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１７．
ＸＵ Ｓ 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Ｄ］ ．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４６］ 　 ＰＯＴＴＥＲ Ｄ，ＬＵＢＹ Ｊ Ｊ，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Ｒ Ｅ．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 Ｄ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 ．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０，２５（２）：３３７⁃
３４８．

［４７］ 　 ＬＩＮ Ｊ，ＤＡＶＩＳ Ｔ Ｍ．Ｓ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ｎｇ ＰＣＲ ｈｅｔｅｒｏｄｕ⁃
ｐｌｅｘ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 ｉｎｄｅｌ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Ｊ］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２０００，
１０１（３）：４１５⁃４２０．

［４８］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ＧＵＥＵＴＩＮ Ｍ，ＧＡＳＴＯＮ Ａ，ＡÏＮＯＵＣＨＥ
Ａ，ｅｔ 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ｌｏｉｄｙ
ｉｎ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Ｌ （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ｌ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ｌｏｗ－ｃｏｐｙ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ｇｅｎｅｓ［Ｊ］ ．Ｍｏｌｅｃ⁃
ｕｌａ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５１ （ ３）： ５１５⁃
５３０．

［４９］ 　 陈丙义，李金凤，霍恒志，等．６ 种野生草莓基因组大

小估算［Ｊ］ ．果树学报，２０１５（１）：５１⁃５６．
ＣＨＥＮ Ｂ Ｙ，ＬＩ Ｊ Ｆ，ＨＵＯ Ｈ Ｚ，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
ｎｏｍｅ ｓｉｚｅ ｉｎ ｓｉｘ ｗｉｌ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１）：５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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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ＳＨＵＬＡＥＶ Ｖ，ＳＡＲＧＥＮＴ Ｄ Ｊ，ＣＲＯＷＨＵＲＳＴ Ｒ 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ｏｆ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ｖｅｓｃａ）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４３（２）：１０９⁃１１６．

［５１］ 　 ＨＩＲＡＫＡＷＡ Ｈ， ＳＨＩＲＡＳＡＷＡ Ｋ，ＫＯＳＵＧＩ Ｓ，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ｔｏｐｌｏｉ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ｇｅｎｏｍｅ ｂｙ ｄｅｅｐ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ｍｅｓ ｏｆ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Ｊ］ ．
Ｄ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ｅｓ，２０１４，
２１（２）：１６９⁃１８１．

［５２］ 　 ＤＡＲＷＩＳＨ Ｏ，ＳＨＡＨＡＮ Ｒ，ＬＩＵ Ｚ，ｅｔ ａｌ．Ｒ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ｖｅｓｃａ） ｇｅｎｏｍｅ
［Ｊ］ ．ＢＭＣ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６（１）：２９⁃３８．

［５３］ 　 董静，张运涛，王桂霞，等．草莓果实酯类合成关键酶

基因 ＳＡＡＴＢ２ 和 ＶＡＡＴＷ２ 表达特性分析［ Ｊ］ ．西北农

业学报，２０１４，２３（１２）：１４９⁃１５３．
ＤＯＮＧ Ｊ，ＺＨＡＮＧ Ｙ Ｔ，ＷＡＮＧ Ｇ Ｘ，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ＳＡＡＴＢ２ ａｎｄ ＶＡＡＴＷ２
Ｇｅｎｅｓ［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１４，２３（１２）：１４９⁃１５３．

［５４］ 　 谢为发，刘洪，张玲，等．生长素合成相关基因 ＹＵＣ１
和 ＹＵＣ２ 在两种倍性草莓中的比较［ Ｊ］ ．果树学报，
２０１３，３０（３）：３９０⁃３９６．
ＸＩＥ Ｗ Ｆ，ＬＩＵ Ｈ，ＺＨ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ｗｏ ａｕｘｉｎ－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ｓ ＹＵＣ１ ａｎｄ ＹＵＣ２ ｉｎ ｏｃｔｏｐ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ｉ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３０（３）：３９０⁃３９６．

［５５］ 　 林莹，韩玉辉，熊思嘉，等．森林草莓组蛋白去乙酰化

酶基因的鉴定和分析［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４０（２）：２２５⁃２３３．
ＬＩＮ Ｙ，ＨＡＮ Ｙ Ｈ，ＸＩＯＮＧ Ｓ Ｊ，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ｄ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ｓｅ ｉｎ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ｖｅｓｃ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 ４０
（２）：２２５⁃２３３．

［５６］ 　 赵晨晨，范雅丽，秦岭，等．森林草莓独脚金内酯合成

关键基因 Ｄ２７ 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Ｊ］ ．园艺学报，
２０１６，４３（５）：９７５⁃９８２．
ＺＨＡＯ Ｃ Ｃ，ＦＡＮ Ｙ Ｌ，ＱＩＮ Ｌ，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２７ ｇｅｎｅ ｏｆ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ｂｉｏ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ｖｅｓｃａ［Ｊ］ ．Ａｃｔａ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４３（５）：９７５⁃９８２．

［５７］ 　 唐月明，胡玥阳，陈思妤，等．森林草莓 ｂＺＩＰ 转录因

子全基因组鉴定及在花药中的表达分析［ Ｊ］ ．分子

植物育种，２０１８，１６（９）：２ ８０２⁃２ ８１０．
ＴＡＮＧ Ｙ Ｍ，ＨＵ Ｙ Ｙ，ＣＨＥＮ Ｓ Ｚ，ｅｔ ａｌ．Ｗｈｏ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ＺＩＰ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ｖｅｓｃ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ｔｈｅｒ［ Ｊ］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２０１８，１６（９）：２ ８０２⁃２ ８１０．

［５８］ 　 张豫超．森林草莓黄果表型形成机制研究［Ｄ］ ．沈
阳：沈阳农业大学，２０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Ｙ Ｃ．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ｆｒｕｉｔ
ｐｉ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ｇａｒｉａ ｖｅｓｃａ［Ｄ］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５９］ 　 张煜晗，张希，董莉，等．草莓多酚氧化酶基因全长的

克隆及表达载体构建［Ｊ］ ．北京农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３３
（２）：７⁃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Ｙ Ｈ，ＺＨＡＮＧ Ｘ，ＤＯ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３３（２）：７⁃１４．

［６０］ 　 张伟，杨桂芳．脱毒裂萼草莓的光合特性研究［ Ｊ］ ．江
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４（５）：１３９⁃１４２．
ＺＨＡＮＧ Ｗ，ＹＡＮＧ Ｇ Ｆ．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ｖｉｒｕｓ－ ｆｒｅｅ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ｄａｌｔｏｎｉａｎａ［ Ｊ］ ．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２００５，２４（５）：１３９⁃１４２．

［６１］ 　 董谦，李连龙，刘悦梅，等．十种野生地被植物的光合

特性研究［Ｊ］ ．北方园艺，２０１６（９）：９３⁃９７．
ＤＯＮＧ Ｑ，ＬＩ Ｌ Ｌ，ＬＩＵ Ｙ Ｍ，ｅｔ ａｌ．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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