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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討蕓苔屬物種演化上之起源，核型、帶型分析及染色體配對行
為在親緣上之關係。蕓苔屬物種的染色體基數由 7 至 12 條不等，其中大多數物種
染色體基數為 8、9 或 10。在減數分裂的中期前(premetaphase)的染色體長度、染
色質著色位置及濃密程度比中期(metaphase)更容易作為判斷染色體資訊之依據。
蕓苔屬有 3 個基本物種，分別為 A 染色體組的蕓苔(B. campestris;AA,n=10)、B 染
色體組的黑芥(B. nigra;BB,n=8)及 C 染色體組的甘藍(B. oleracea;CC,n=9)。然而在
自然界的雜交有異源多倍體的產生，若種間的親緣性高，染色體有正常的配對，
在減數分裂後期(anaphase)染色體亦會正常分離；但親緣性低者，染色體配對會產
生多價體及細胞分裂時染色體有延遲現象的產生。A 與 C 染色體組在結構上較為
相近，而 B 染色體組與 A 染色體組或 C 染色體組的關係較遠。B. tournefortii 與其
他物種親緣距離較大，則被認定為 D 基因組。

前

言

蕓苔屬(Brassica)是具有經濟價值的植物類群之一，除蔬菜、藥用植物以及香料植物
外，尚有許多油料植物，在世界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趙等人, 1995)。許多重要蔬菜作物
如甘藍、青花菜、花椰菜、芥藍、球莖甘藍皆屬於 Brassica oleracea 的物種(Slocum et al., 1990;
Olin-Fatih and Heneen, 1992; Hu et al., 1998)。蕓苔屬植物有二倍體、異源四倍體、非整倍
體等，在演化上亦具有重要的角色(Prakash, 1974)。在過去 60 年之間，許多學者如
Morinaga、Karpechenco、U、Mizushima 等針對蕓苔屬形態學、細胞遺傳學及雜交育種等
研究工作貢獻良多，也建立物種間基因相關性的訊息(Prakash and Hinata, 1980)。探討種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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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親緣關係，建立科學的分類系統是植物研究的重要方針，至今細胞遺傳學的研究，
也提供一些蕓苔屬基因組結構的訊息(Slocum et al., 1990; 趙 等人, 1995）。因此本文探討
蕓苔屬相關物種演化上之起源，核型、帶型分析及染色體配對行為在親緣上之關係，以供
從事育種者之參考。
一、蕓苔屬物種之染色體數
蕓苔屬物種(species)繁多，不同物種之染色體基數由 7 至 12 條不等，其中大多數染色
體基數為 8、9 或 10，另外還有許多種間雜交者，例如芥菜、B. napus、B. carinata 等
(Lagercrantz and Lydiate,1996)。黑芥(Brassica nigra Koch)的染色體數為 8 條。芥藍(B.
alboglabra Bailey)、野芥(B. kaber L. C. Wheeler)、羽衣甘藍(B. oleracea acephala DC)、花
椰菜(B. oleracea L. botrytis L.)、甘藍(B. oleracea L. capitata L.)、B. oleracea L. fimbriata
Mill.、B. oleracea L. fruticosa Metz.、孢子甘藍(B. oleracea L. gemmifera Zenker)、球莖甘藍
(B. oleracea L. gongylodes L.)、青花菜(B. oleracea L. italica Plenck)、野生種甘藍(B. oleracea
sylvestris L.)等物種的染色體基數為 9 條。夏季型蕪菁油菜(B. campestris L. annua
Reichb.)、冬季型蕪菁油菜(B. campestris L. autumnalis DC)、B. campestris L. sarson Prain、
B. campestris toria Prain、中國芥菜(B. chinensis Jusl.)、捲葉芥菜(B. japonica Sieb.)、B.
parachinensis Bailey、結球白菜(B. pekinensis Rupr.)、西班牙芥菜(B. perviridis Bailey)、蕪
菁(B. rapa L.)、B. rapa lorifolia Bailey 的染色體基數為 10 條。白芥菜(B. hirta Moench)的
染色體基數為 12 條。B. carinata A. Br.的染色體基數為 17 條。B. cernua Forbes and Hemsl.、
芥菜(B. juncea Coss.)、B. juncea Coss. crispifolia Bailey、B. juncea Coss. miltisecta Bailey 的
染色體基數為 18 條。夏季型油菜(B. napus annua Koch.)、冬季型油菜(B. napus biennis
Reichenb.)、B. napus napella、油菜甘藍(B. napus pabularia Reichenb.)、瑞典蕪菁(B.
napobrassica Mill.)及 B. napobrassica Mill. Solidifolia Bailey 的染色體基數為 19 條。
二、蕓苔屬物種有絲分裂之細胞週期
細胞週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G1)是介於有絲分裂及 DNA 合成期之間；第二
階段(S)為 DNA 合成期；第三階段(G2)是介於 DNA 複製完成至細胞開始分裂的期間；第
四 階 段 (M) 則 為 有 絲 分 裂 。 DNA 複 製 及 細 胞 核 分 裂 是 細 胞 週 期 中 重 要 的 兩 個 過 程
(Singh,2002)。以芥菜(B. juncea)細胞週期為 12 小時為例，其中 G1 期佔 2.7 小時、S 期佔
5.5 小時、G2 期佔 3.5 小時，而有絲分裂期佔 0.284 小時。在有絲分裂時期中，前期佔 0.09
小時、中期佔 0.119 小時、後期佔 0.049 小時、末期佔 0.026 小時，以中期的時間最長，
其次為前期(Srivastava and Lavania,1978)。
三、蕓苔屬物種之核型分析(Karyotype)
蕓苔屬物種由於中期前(premetaphase)的染色體長度較中期(metaphase)大 2-3 倍，可以
表現出明顯差異，且染色質著色位置及濃密程度上之差異亦可作為判斷之依據，因此中期
前的階段更有益於獲取染色體之資訊(Cheng et al., 1995)。但由於蕓苔屬的染色體很小(小
於 3.6μm)，因此染色體形態上的區別較為困難，尤其是中位中節(median)或近位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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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edian)的染色體。在核型分析中，有些物種衛星體具有明顯之變化，真核生物細胞中
具有 1 對或數對衛星染色體，衛星體與染色體相連的部分，包含轉錄子 RNA 的基因序列，
並與核仁相連成為核仁組成中心區(nucleolar organizer region)，核仁組成中心區是細胞生
存所必須之結構(趙等人, 1995)。
甘藍(B. oleracea)有 18 條染色體，由 4 對中位中節(median)、4 對近中位中節(submedian)
及 1 對末端中節(subterminal)染色體所組成。第 6 對近中位中節染色體具次級隘痕
(secondary constriction)，與核仁組成中心區有關(Olin-Fatih and Henech, 1992)。Chiang 等
人(1979)以 B. oleracea ssp. capitata｀Badger Shipper＇未成熟的子房為材料，其核型分析的
結果較根尖容易辨別及區分。
以蕓苔(B. campestris)、甘藍(B. oleracea)及 B. napus 三物種核型分析為例，在前期之
後(late prophase)染色體所形成的構型比中期更適宜作分析。三物種染色體在中節區域具明
顯染色，另在染色體的端粒末端(telomeric end)亦有染色現象的產生。B. napus 的染色體長
度較蕓苔及甘藍短且染色程度較為濃密，而蕓苔染色體中節區域染色情形則較甘藍明顯。
蕓苔(B. campestris)具有 20 條染色體，由 3 對中位中節、4 對近中位中節、2 對末端中節及
1 對近端中節(terminal)染色體所組成，第 2 對中位中節染色體在短臂末端有球形突起
(Knob)，這些突起大多為異染色質(heterochromatic)區域。第 4 對近中位中節染色體上有次
級隘痕，明顯與核仁組成中心區有關(Olin-Fatih and Henech, 1992)。又以 trypsin-Giemsa 的
方式，將小白菜(B. campestris var. pekinensis)｀CR strong＇染色體進行核型分析，依據染
色體大小、形狀及染色部位，可將其分為 10 種不同型態，其中包含 12 對中位中節、6 對
近中位中節及 2 對末端中節染色體，在 2 對末端中節染色體上可見次級隘痕之現象
(Nishibayasahi, 1992)。蕓苔(B. campestris)SV88-39339 及 K-151 兩品系的核型分析中，2
品系染色體長度分別為 2.2-5.2 及 2.1-4.2μm，中節區域及衛星體的染色較深，而染色體
末端則染色較淺，2 品系的核型大致相似，分別由 4 對中位中節、4 對近中位中節、2 對
近末端中節所組成。兩品系最大差異出現於衛星體，在 SV88-39339 品系上，衛星染色體
明顯有大小之分的衛星體，但 K-151 品系只出現大衛星體(Cheng et al., 1995)。蕓苔染色體
中節區域與 Olin-Fatih and Henech(1992)分析結果皆認為是 C-banding 的位置，但核型分析
模式上兩者結果則不一致。丁等人(1996)分析蕓苔(B. campestris)不同品種之核型，
｀Menyuan＇屬於春季生態型，而｀Guanzhong＇則為冬季生態型之品種，不同品種的染
色體數皆為 20 條，染色體主要由 6 對中位中節、3 對中位近中節及 1 對近末端中節所組
成 ， 顯 示 冬 季 與 春 季 生 態 型 之 不 同 品 種 皆 具 有 相 同 的 遺 傳 背 景 。 比 較 結 球 白 菜 (B.
camperstris ssp. Chinensis var. communis Tsen et Lee)2 倍體(2n=2x=20)｀Aijiaohuang＇、
｀Duanbaigeng＇及其同源 4 倍體(2n=4x=40)｀Nannong Aijiaohuang＇、｀Duanbaigeng＇
染色體核型上之差異。2 個 4 倍體品種染色體總長度分別比 2 倍體品種增加 10.1％及 8.1
％，2 倍體｀Aijiaohuang＇由 7 對中位中節、2 對近中位中節及 1 對近端中節染色體組成，
4 倍體｀Nannong Aijiaohuang＇則是由 12 對中位中節、6 對近中位中節及 2 對近端中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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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體組成。2 倍體｀Aijiaohuang＇第 10 對染色體為中位中節，然而同源 4 倍體｀Nannong
Aijiaohuang＇第 10 對染色體則為近中位中節，2 個不同倍數性染色體僅第 4 對與第 10 對
染色體長度有明顯差異。另一 2 倍體｀Duanbaigeng＇是由 5 對中位中節、2 對近中位中節
及 3 對近端中節染色體組成，然而 4 倍體則由 10 對中位中節、4 對近中位中節、2 對末端
中節及 4 對近端中節染色體所組成。｀Duanbaigeng＇2 倍體與同源 4 倍體在第 2 對及第 7
對染色體長度有顯著不同，尤其 2 倍體植株第 7 對染色體為末端中節，但在 4 倍體此對染
色體則為近末端中節(Liu and Wang, 1995)。紅油菜(B. campestris var. purpurea)具 20 條染
色體(2n=2x=20)，染色體形狀變化較小，除第 1 對為近中位中節染色體外，其餘皆為中位
中節，第 7 對染色體具有衛星體，核型屬於對稱型(趙等人, 1995)。
B. napus 為蕓苔與甘藍兩者雜交的異源 4 倍體，具有 38 條染色體，主要由 7 對中位
中節、6 對近中位中節、5 對末端中節及 1 對近端中節染色體所組成。第 14 對末端中節染
色體具有次級隘痕，其與核仁組成中心區有關，在部分染色體有端粒著色或球形突起結構
的產生。B. napus 染色體著色區域與球形突起之情形類似蕓苔與甘藍兩親本(Olin-Fatih and
Henech,1992)。劉等人(2005)研究針對甘藍型油菜(B. napus)｀Zhongshuang 4＇(2n=4x=38)
進行試驗，其核型結果則由 1 對正中位中節，11 對中位中節及 7 對近中位中節所組成。
另芥菜(B. juncea)｀Wangjiangliangting＇(2n=4x)具 36 條染色體，染色體由 12 對中位中節、
4 對近中位中節及 2 對末端中節所組成。芥菜與甘藍型油菜品種之間，染色體數目及核型
對稱性方面較為穩定(劉等人, 2005)。
芥藍(B. alboglabra；2n=2x=18)染色體長度介於 2.8-4.5μm 之間，其中節周圍區域有
明顯濃密的著色產生，且染色體大小差異較大，主要由 3 對中位中節、4 對近中位中節、
2 對末端中節所組成，其中第 9 對染色體的短臂具有衛星體，且 2 衛星體著色程度不同
(Cheng et al., 1995)。但在 Wang 等人(1989)研究中，僅將芥藍染色體分為中位中節及近中
位中節兩者。趙等人(1995)亦認為芥藍染色體大小相差懸殊，但其核型組成具 4 對近中位
中節，其餘為中位中節染色體，衛星體則位於第 7 對染色體上。藉由蕓苔與芥藍單染體品
系(monosomic addition line)核型上之差異，可知芥藍單染體品系外來染色體是來自於蕓苔
第 4 條染色體(Cheng et al.,1995)。黑芥(B. nigra)為 16 條染色體之物種，染色體平均長度
為 2.21μm，有 4 對染色體為中位中節，另 4 對染色體為近中位中節，其中有 2 對近中位
中節染色體具有衛星體(周及藍, 1995) (表 1)。
四、蕓苔屬物種之帶型分析(Banding pattern)
結球白菜(B. camperstris ssp. Chinensis var. communis Tsen et Lee)以 C-banding 的方式
分析 2 倍體及其同源 4 倍體品種，2 倍體｀Aijiaohuang＇及｀Duanbaigeng＇帶紋分別為
26 及 28 條，但同源 4 倍體｀Nannong Aijiaohuang＇及｀Duanbaigeng＇帶紋分別為 76 及
108 條，同源 4 倍體染色體帶紋數量較 2 倍體多(Liu and Wang, 1995)。
芥藍(B. alboglabra;2n=2x=18)染色體組 C-banding 分析結果共有 30 條帶紋，主要位於
中節的部位，其帶型占 16.8％，而末端帶型有 8 條，中段區域有 2 條帶型。第 2 對染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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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染色體組中帶型最豐富的染色體，第 7 對染色體上的衛星體則有帶紋的產生(趙等
人,1995)。
以 C-banding 方式分析黑芥(B. nigra)的染色體，在所有 8 對染色體中總共可產生 39
條帶紋，其中 29 條帶紋是著色較深者，其餘 10 條帶紋著色較淺，染色體中節、端粒及中
段皆有出現帶紋，每條染色體的中節區域帶紋穩定且明顯。除中節外，第 2、3、5 及 8 對
染色體端粒有帶紋產生，另第 1 及第 5 對染色體中段則有帶紋產生，2 條染色體上的衛星
體並沒有帶紋出現。由於帶型數量少及核型為對稱型，因此黑芥是屬於較為原始的一種(周
及藍,1995)。
不結球白菜 (B. campestris ssp. chinensis)｀Aijiao Huang＇、｀Luyexiangbian＇、
｀Chixin 29＇、｀Xishuibai＇、日本水菜(B. japonica) ｀Hakukeisenkikyou＇、結球白菜(B.
campestris ssp. pekinensis) ｀ Hangzhouhuangyacai ＇ 、 蕪 菁 (B. campestris ssp. rapifera)
｀Qisihai＇等七個品種之染色體皆為 20 條，利用 G-banding 進行帶型分析。所有材料在
有絲分裂不同時期染色體帶紋數目不同，以中期前(premetaphase)之帶紋較為豐富且穩
定。所有品種的染色體中節處有明顯帶紋產生，且帶紋在染色體長臂上的分佈較多。結球
白菜｀Hangzhouhuangyacai＇具 50 條帶紋最多，不結球白菜｀Luyexiangbian＇及｀Chixin
29＇帶紋為 43 條，其餘品種帶紋則在 47 至 49 條之間。由中節位置、染色體長度及衛星
體著色的情形，顯示結球白菜和不結球白菜關係較為密切，兩者與蕪菁及日本水菜關係較
遠(曹等人,1994)。紅油菜(B. campestris var. purpurea)染色體組 C-banding 後的帶紋共有 38
條，每條染色體均具穩定且染色較深的帶紋，帶紋主要位於中節的部位，其著絲點帶型佔
42.6%，末端帶型佔 17.6%。第 1 及第 6 對染色體除中節著色外，長臂端粒上亦有帶紋產
生，第 2 及第 3 對染色體長臂與短臂端粒上的帶紋較深，而第 4 對染色體長、短臂端粒上
的帶紋較不穩定(趙等人, 1995)。
B. oleracea var. capitata｀Hongqiae＇與芥藍(B. oleracea alboglabra)｀Jianye zhaohua
jielan＇以 N-banding 方式進行帶紋分析，2 物種在中節周圍(pericentromeric)、端粒
(telomeric)、中段(intercalay)及衛星體等區域皆有帶紋產生，中節區域帶紋情形最明顯且穩
定顯現，端粒會出現帶紋較淺與較深的區域，2 者第 1 及第 5 對染色體短臂上端粒的帶紋
較深，而｀Hongqiae＇第 6 對染色體短臂端粒上的帶紋較淺(Wang and Luo, 1987)。2 物種
衛星體亦有帶紋形成，利用 N-banding 方法所分析之結果與 C-banding 的方式類似(Wang et
al., 1989)。
五、蕓苔屬物種瓣藥比與花粉發育之關係
以大白菜、芥菜、白花芥藍為材料，觀察花蕾與花粉發育之關係，由於不同物種花蕾
長度因栽培氣候或品種間的變化，導致差異過大，不適合做為判斷花粉發育之依據。然而
花瓣與花藥之比值變化較為固定，故利用瓣藥比可作為判斷花粉粒的發育時期。當瓣藥比
小於 1/2 時，三物種花粉粒的發育以單核早期及中期為主，比例約 60%以上。瓣藥比大於
1/2 且小於 1 時，三物種花粉粒的發育以單核靠邊期為主。若花蕾瓣藥比大於 1 而小於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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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花藥中的花粉粒以二核期為主。以花蕾的瓣藥比在 1 左右，三物種單核期與雙核期的花
粉粒佔花粉總數的 85%(趙與陳, 2002)。
六、蕓苔屬物種減數分裂之行為
由 蕓 苔 (B. campestris) 花 藥 培 養 所 產 生 單 倍 體 植 株 ， 染 色 體 配 對 會 產 生 單 價 體
(univalent)、二價體及三價體等構型，其中 914-9A-26 單倍體植株最多可產生 1 個三價體
及 2 個二價體，其它以 10 個單價體的發生率最高。在單倍體的 10 條染色體中，依據形狀
大小可區分為 3 條較長的染色體、2 條中等大小的染色體及 5 條形狀最小的染色體，形狀
相似的 3 條染色體有形成三價體的可能性，2 條中等長度或 2 條長度最短的染色體則可能
形成二價體(Armstrong and Keller,1981)。但在 Ramaunjam(1941)的研究中，蕓苔最多僅有
1 個二價體配對完成。
黑芥(B. nigra;2n=2x=16)的單倍體植株，有 67%的花粉母細胞表現單價體，另有 1 個
或 2 個二價體的形成，二價體主要由單價體之染色體互相連接，因此形成直線狀的構型。
學者認為染色體基數為 8 的物種，可能因演化關係有 2 條同源性較高的染色體發生重複，
因此推測蕓苔屬物種染色體基數應為 6(Prakash,1973)。Armstrong 及 Keller(1981、1982)
也針對甘藍(B. oleracea L.)及蕓苔(B. campestris)單倍體植株染色體配對之行為，認為 2 倍
體物種可能為次級多倍體(secondary polyploidy)，其主要來自於 X=6 的共同祖先。
青花菜(B. oleracea L. var. italica)｀Bravo＇及｀Green Mountain＇(2n=2x=18)單倍體
植株除單價體的發生率較高之外，尚有二價體及三價體的配對，平均每個細胞有 2 個二價
體，產生 1 個二價體及 1 個三價體的機率是 0.14%，學者認為有 1 條染色體為四染體
(tetrasomic)或六染體(hexasomic)形成的可能性(Armstrong and Keller, 1982)。羽衣甘藍(B.
oleracea L. var. acephala D.C.)單倍體植株最多有 3 個二價體的形成，二價體配對數量較蕓
苔多(Thompson,1950)。B. tournefortii(2n=2x=20)單倍體植株大多以未配對的單價體呈現，
另有 1 個至 3 個二價體的產生，染色體配對極限為 1 個三價體加上 2 個二價體。在第二次
分裂時細胞分裂不規則，容易有不稔性的產生，因此相對於其他物種，B. tournefortii 在自
然界中並未與其他物種形成雜交種。B. tournefortii 與其他物種性狀及親緣距離較大，學者
將其認定為 D 基因組(Prakash,1974)。
甘藍型油菜(B. napus)為異源四倍體，花粉母細胞經減數分裂時，染色體在細胞內會
呈現二組排列，且 2 組染色體在分裂時間上具有差異性，在分裂後期，有 9 個二價體與
10 個二價體分開排列，顯示染色體行為與 2 個染色體組有關，即 A、C 兩染色體組在甘藍
型油菜的細胞內各自保持獨立。在減數分裂前期Ⅰ，有一染色體組分裂速度較另一組快，
但至減數分裂後期Ⅰ及Ⅱ染色體組分裂行為則較為一致，表示蕓苔(B. campestris)與甘藍(B.
oleracea)結合後，A、C 染色體組並未因為分裂速度上的差異而引起染色體之異常(李及
劉,1994）。
七、蕓苔屬物種之親緣關係
蕓苔屬有 3 個基本物種，分別為蕓苔(B. campestris;AA,n=10)、黑芥(B. nigra;BB,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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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甘藍(B. oleracea;CC,n=9)。在自然界中有許多異源多倍體的產生，B. napus(AACC;n=19)
為 蕓 苔 與 甘藍 雜 交 而 成； 芥 菜 (B. juncea;AABB,n=18)則 由 黑 芥 與 蕓 苔雜 交 而 成 ；B.
carinata(BBCC;n=17)則來自於黑芥與甘藍，這些異源多倍體減數分裂的表現類似 2 倍體，
減數分裂時容易配對成二價體(bivalent)，且雜交後代的花粉亦具有稔性(Singh,2002)。具
18 條(2n=2x=18)染色體之物種遍佈於地中海及大西洋東部海岸區域，依據限制片段長度多
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之分析，可將所有物種區分為四群，
B. cretica 及 B. hilarionis 為地中海東岸群，B. bourgeaui、B. montana 及 B. oleracea 為大西
洋至地中海西岸群，B. incana、B. rupestris 及 B. villosa 為義大利群，B. insularis 及 B.
macrocarpa 則為地中海中心群(Lanner et al., 1997)。
蕓 苔 屬 染 色體 基 數 為 9 的 不 同 物種 ， 以 雜 交方 式 檢 測 遺傳 親 緣 之 相關 性 ， B.
alboglabra、B. bourgeaui、B. cretica ssp. creatica、B.montana、B.oleracea 等物種之間雜交
均可正常受精並產生後代。但 B. incana、B. insularis、B. rupestris 與其他物種雜交，其結
果率低於 50％，其中 B. incana 與 B. insularis 兩者雜交則可正常受精。種間雜交之後代亦
可依據結實率高低分為四群，第一群為可自交授粉者，第二群是種內雜交(intraspecies
hybrid)可結實者，第三群為種間雜交結實率較高者，第四群為種間雜交結實率較低者。種
內或種間雜交結實率高是由於染色體有正常配對，減數分裂後期(anaphase)染色體亦會正
常分離；但結實率低者，染色體配對會產生四價體(quadravalent)及細胞分裂時染色體有延
遲現象(lagging chromosome)的產生(Shahryar et al., 1992)。以 B. adpressa(2n=2x=14)與 B.
nigra(2n=2x=16)進行雜交，可產生 2n=15 的後代，觀察其花粉母細胞最多可產生 6 個二價
體或 5 個二價體及 1 個三價體(trivalent)，平均每個細胞有 3 個二價體。另 B. adpressa 與
B. oleracea(2n=2x=18)雜交，可產生 2n=16 的後代，兩者配對最多可產生 6 個二價體，平
均每個細胞可產生 2.6 個二價體，其子代花粉活力低於 1%，顯示兩者具高度不稔性(Quiros
et al., 1988)。
蕓苔(B. campestris L.;2n=20)、黑芥(B. nigra

Koch;2n=16)和甘藍(B. oleracea L.;2n=18)

具有共同的基本染色體數，但 A、B 和 C 染色體組彼此間起源進化程度及同源性上相差甚
遠。在黑芥(B. nigra;BB)、甘藍型油菜(B. napus;AACC)、芥菜(B. juncea;AABB)及埃塞俄
比亞芥(B. carinata;BBCC)四個物種的種間雜交種中，芥菜×黑芥、埃塞俄比亞芥×黑芥、芥
菜×埃塞俄比亞芥、芥菜×甘藍型油菜、甘藍型油菜×埃塞俄比亞芥的雜交後代，花粉母細
胞 染 色 體 分 別 表 現

9.77Ⅰ(univalent)+8.03Ⅱ(bivalent)+0.03Ⅲ(trivalent) 、

8.82Ⅰ+8.02Ⅱ+0.052Ⅲ 、 2.56Ⅰ+14.98Ⅱ+0.39Ⅲ+0.33Ⅳ 、 14.17Ⅰ+11.15Ⅱ+0.133Ⅲ+
0.027Ⅳ或 15.42Ⅰ+10.14Ⅱ+0.085Ⅲ+0.014Ⅳ的構型，以芥菜與埃塞俄比亞芥的雜交種中
有較多的同源染色體配對，顯示 A 與 C 染色體組結構上較為相近，而 A 與 C 染色體組之
間的同源性大於 A 與 B 或 B 與 C 染色體組的同源性，且 B 染色體組對 A 與 B、A 與 C
或 B 與 C 相互雜交之間的部分同源染色體配對關係並沒有影響(楊等人, 1994)。在 Attia 及
Robbelen(1986)的研究中，B. napu (AC)染色體的配對平均有 7.3 個二價體的形成，同時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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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體交叉(chiasmata)的頻率比 B. carinata(BC)及 B. juncea(AB)高，因此學者認為黑芥(B 基
因組)與蕓苔(A 基因組)或甘藍(C 基因組)的關係較遠，也許在同源染色體配對時，B 基因
組存在部分的抑制基因。蕓苔(B. camerstris)不同亞種與 B. tournefortii 進行雜交，其後代
完全表現不稔性，當 B. camerstris ssp. narinosa 或 B. camerstris ssp. rapifera 為母本與 B.
tournefortii 雜交時，後代鮮少有染色體配對，花粉母細胞亦有不規則之分裂，導致不稔性
的提高。若 B. camerstris ssp. oleifera var. Yellow Sarson 與 B. tournefortii 雜交則二價體的
配對較多，並可得到較多的種子，因此 B. camerstris ssp. oleifera 亞種與 B. tournefortii 的
親 和 性 較 B. camerstris ssp. narinosa 或 B. camerstris ssp. rapifera 高 (Prakash and
narain,1971)。
以芥菜(B. juncea;2n=36)為母本與 B. barrelieri(2n=20)雜交，經子房培養可獲得 2n=28
的子代，但其雜交種染色體配對行為僅有 0 至 3 個二價體，且細胞分裂後期會出現 3 條染
色體橋(bridge)，顯示兩物種染色體組間可能有遺傳物質交換的產生，但細胞分裂時容易
出現染色體分離不平均，而產生染色體延遲或斷裂的現象，因此 B. barrelieri 與芥菜染色
體組的同源性較小(盧, 1998)。

結

論

許多學者利用染色體核型差異，探討各物種的演化關係。但蕓苔屬各類群染色體長度
變化較大，而且有許多影響染色體長度的因素，即使同一種但不同品種的染色體形態、衛
星體位置或大小都有不同的變化。藉由帶型的分析可以判別同源染色體，也有可以瞭解染
色體結構的變化。由研究結果得知，蕓苔屬內各類群的親緣關係非常密切，目前已知 A、
B、C 染色體組之間同源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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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aims of this review were to discuss species origin of Brassica in evolution, karyotype
analysis, banding analysis and meiosis behavior of chromosome. The genomic number in
Brassica ranges from X=7 to 12. Most of species evidence that the basic number is x=8, 9 or 10.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chromosome exhibited that greater size, differential condensation and
staining of the chromatin at premetaphase. The premetaphase stage was more informative than
the metaphase stage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Brassica chromosome. The Brassica consists of three
basic species, including B. campestris with A genome, B. nigra with A genome and B. oleracea
with C genome. However, allopolyploid species are derived from the interspecies hybridization
of three basic species. Meiotic behavior of the chromosome was normal pairing at diakinesis
and disjunction at anaphase if high fertility hybrid. On the contrary, meiosis of low fertility was
produced polyvalent and an abundance of lagging chromosome at anaphase. Chromosome
structure of A genome was close to C genome. B genome was more distantly related to A or C
genome. B. tournefortii was assumed that D genome because it was more distantly related to
other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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