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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 DpnⅡ限制酶消化大熊猫基固组 DNA后，选取 】5O一5O0 b口大小的片 

段掏建 了 DNA文库。用合成的(cA)． 探针从这一文库中克隆筛选了 IO个大熊猫特异 

的微卫星 DNA座位 在测定 DNA 序列的基础上设计并合成 了 l0个座位特异的引 

物，以 PCR技术扩增了 7份抽提 自组织细胞和 6份抽提 自毛发的大熊猫 DNA样品。 

发现除座位 g彻 外，其余 9个座位均呈 多态性，而且所有座位均为偶数碱基的长度变 

异。对有准确谱系记录的家系的研究结果证明，这 10十微卫星 DNA座位严格按孟德 

尔方式遗传。因而这些座位能有效地应用于大熊猫的亲子鉴定，从而为建立各地太熊 

猫谱系和制定有效的繁殖计划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遗体学手段。根据这 l0个微卫星座位 

的分析．我们澄清 了两组术知的父系关系。 

关键词大熊猫 微卫星DNA 童三竺塞 带远 

大熊猫(Aituropoda metanoteuca)是世界 上最濒危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其数量仅 

1000只左右，割裂分布于我国四J rl、甘肃和陕西 3省。大熊猫的保护受到我国及国际社 

会的广泛重视(O Brien等，1994) 目前，约有 l()(】多只大熊猫饲养于动物园中。在繁殖 

季节，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雌猫的受孕机会，常采用一雌多雄、 自然交配与人工受精并行 

等方式。伴随而至的问题是，由此产生的大熊猫有时具有 2—3个可能的父亲有待确定(赵 

庆国等， 1993)。为了评估 自然交配与人工受精的相对成功率、确定生殖能力强盛的雄性 

熊猫以及计算圈养群体 中的起源基因数，急需鉴定这些未知的父一子关系(Kleimant等， 

1991 O Brien等 曾用血液蛋 白电泳技 术鉴定了 1只大熊猫的父亲(o Brien等， l984)。 

但是，这种方法受到灵敏度和样品来源的双重限制。建立高灵敏、易于操作和非损伤性 

(non—invasive)的方法，将使亲子鉴定技术更为实用。尤其重要的是，非损伤性途径将使 

野生大熊猫 自然群体的研究成为可能。这是计算大熊猫有效群体大小(Ne)和近亲交配系数 

的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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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酏基的简 重复序~I(GT／cA)n一一微卫星 DNA(microsate|lite)变异度极高，是 

确定^和动物个体问相互戈系以及群体遗传学研究最有效的新遗传标记之一 (Weber等， 

l98％ Bowcock等，1994)。然而，大熊猫微卫星 DNA的研究还尚未见报道。 

本 T：作 旨在筛选大熊猫特异的微卫星 DNA，建立高度灵敏、非损伤性的亲子鉴定方 

法，在此基础 上确定一 未知的父子关系。 

l 材料和方法 

IIl 材料 

我们共收集 了 l 3只大熊猫的样品。其中 】】2号(心脏)、 12l号(细胞株)、257号(肝 

脏)、273 (肝脏)、333号(肺脏)、334(肝脏)、35l号 (肌肉)来 自美国华盛顿动物园，而 

394号 、308号、358号、230号、329号和“月月”则来 自卧龙大熊猫繁殖 中心，均为毛 

发。这些大熊猫的桐瓦关系见表 l。 

表 1 大熊猫的谱系关系 

Tab．1 The pedigrees of giant pandas studied 

能收奥到 298号的样品(We don t have sample 298’，)c 

l_2 方 法 

1．2l DNA的提取 内脏组 

织 、 肌 肉 和 组 织 培 养 细胞 

DNA 的提 取参照 Zhang等 

(1993)，毛发 DNA 的提取则 

参照张亚平(1995) 的方法。 

l 2．2 微卫星 DNA的克隆及 

测序 ①特定片段大小的基因 

组文库的建立。下述实验程序 

除 特 别 描 述 外 ， 一 般 参 照 

Sambrook等(19s9)。取 10 g 

高分子量 DNA，加入 30单 

位的 DpnⅡ酶千 37℃消 化过夜，然后以 1．5％的低熔点琼脂糖(SeaPlaque，FMC)胶分 

离、回收 150—500 bp_大小的片段，并将这些片段重组入经 BamH I消化的 M 13mp18或 

Ml3mpl9中。将重组 DNA转化人大肠杆菌XLI—Blue细胞 中。 

@微卫星 DNA克隆的筛选。将 Ml 3噬 菌斑 DNA转于 Hybond—N膜上 置膜于 

5 N NaOH 1 5 mol／ LNaCl溶 液 中 摇 洗 变 性 l0 min， 转 于 1．5 mol／ L 

NaC1 0 5mol／L Tris—HCI(pH7．4)溶液 中播1洗 中和 l0min，置 于滤纸上千燥 l0min， 

紫 外灯 F照射 5min。转 八预杂交溶液(40％ formamide， l mol／L NaCI， 1％ SDS， 

20 ／ml鲑鱼 DNA)，于 4UC、旋转保温 4 h以上，加入 P末端标记的(CA)”探针， 

同样条件保温过夜。转膜于 2×SSC一0．1％SDS中摇洗 10 min，最后经 x 光片曝光以确 

定阳性 克隆。 

，微卫星 DNA克隆序列的确定。参照 Jamp等(1 993)。 

1 2 3 微卫星 DNA座位引物的设计 我们采用 PrinNr(0 5版衣_)羟序设计选择 PCR引 

物，并使 PCR产物的大小在 l 00—200 bp之间。 

张亚平， 1995 亚洲黑熊的非损伤性遗传学研究 动物学研究，】6(增刊)：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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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J4 微卫星 DNA座位的扩增与分析 我们以 PCR技术定点扩增微卫星 DNA座位 

(Zhang等． 1993， 1994)。PCR反应体 积为 10 ， 其 中一个引物经”P末端标记 

(Sambrook等，1989)。 每一循环 包括 95℃变性 40 s、5】--65℃退火 1 rain 73℃扩 展 

30 s．共循环 40次。PCR产物经 6％聚丙烯酰胺凝胶(含 5O％尿素和 40％formar~lide)分 

离鉴定，井以 M13mpl8 DNA序列为分子量标记，确定片段大小。 

2 结果与讨论 

我们共获得 l0个撒卫星 DNA克隆 ，并测定 了其序列，在此基础上设计 了相应的 

PCR引物。表 2列出了这些微卫星 DNA座位的重复序列单位及引物。 

表 2 太熊猫微卫星 DNA座位及其引物 

Tab．2 Cloned microsatelUte DNA loci of giant panda and primers for them 

我们成功地扩增了上述所有 】0个座位。在供试的 】3个大熊猫 中，各座位的等位基因 

_分布情况见表3。除座位g帅 外，其余 9个座位均呈现多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座 

位 中，。我们仅观察到偶数碱基的长度变异。这一绪果提示，双碱基的重复序列基本结构单 

．位(以 CA／GT为主)也可能是长度变异的基本单位。然而，由于数据有限，对于座位 

。 ‘年口g 中的4碱基变异、座位gOO 中的8碱基变异以及座位g ”中的 16碱基变异， 

我们难以判断是一步变异还是多步变异的结果，进一步研究更多的个体，井测定各等位基 

卤的 DNA序l剜，对于了解大熊猫微卫星DNA的进化机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来 自美国华盛顿动物园的 257、273、333、334和 351号大熊猫， 由于它们的母 

亲 II2号在繁殖过程 中仅与 121号交配，因而它们的父亲无疑是 121号。这一具有准确系 

谱关系家系的结果(表 3)表明，我们研究的微卫星 DNA座位的确是按孟德尔方式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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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没有发现与性别连锁遗传的等位基因。看来，这些镦卫星 DNA座位是位于常 

色体 

表 3 大熊描 lO个傲卫星 DNA座位的等位基因分布 

Tab．3 Alleles distribution of the t microsatellite DNA loci 

譬等位基因以 DNA 片段的 长度表示(a】】eles were aamed hy the sizc ofDNA fragrllert1)。 

来自卧龙繁殖 中心的 394号(大地 )具有两个可能的父亲 298号和 如8号(表 1)。遗 

憾的是，我们未能获得 298号的样品，因而也无法确定其基因型。根据等位基因分布的比 

较(表 3)，我们未能排除 308号这 一潜在父亲 换言之，对于我们研究的所有基因座位． 

308号都具有作为 394号父亲的资格。如果假设各等位基因在大熊猫群体 中的分布是髓帆 

的，根据各等位基因在大熊猫群体中的发生频率(未发表资料)计算，298号也具有作为 

394号父亲资格的概率约为 2％。考虑到大熊猫整个群体的大小仅 lO00只左右．我们认为 

308号很可能是 394号的父亲。相应地，298号很可能不是 394号的父亲。 

来 自卧龙繁殖 中心的新生 大熊猫月月也具有两个潜在的父亲：308号和 329号(表 

1)。对 座位 g ，329号和月月没有相同等位基周，因而 329号不可能是月月的父亲。 

而 308号与月月具有相同的等位基因 162。对于座位 g ，月月的等位基因 10 1来 自母亲 

230号，而另一等位基因 l03则来自于父亲。329号没有等位基因 103，而 308号则有这 
一 等位基因。也就是说，等位基因 103 R能来 自于 308号 对于座位 g ，月月的等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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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l52来 自其母亲 230号，另一等位基因 144不可能来 自329号，只可能来 自308号(表 

3)。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证明 308号是月月的父亲，329号不是月月的父亲。 

前文中我们研究 了大熊猫费里希梦(Zhang等， 1995)。其潜在的父亲也是 308号和 

329号。同样地，308号是真正的父亲 值得注意的足，在所有 3个 308号参与交配的例 

子中；该只大熊猫都是有数的基因供体。换言之，308号的繁殖力可能较强。在这种情况 

下，多雄一雌的交配策略对提高雌猫的受孕机会可能没有帮助；相反地，一雄(3O8)一雌 

的配对方武可能更能增加雌猫的受孕机会。我们的结果提示，在制定配对策略时，一开始 

可采用多雄一雌的方式，然后需要通过对繁殖结果的分析评价，选择有效的雄性个体以及 

理想的配对方案。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从多个在室温下保存了 1—2个月的毛发样品中获得十分稳定的 

结果。我们建立的这种非损伤性遗传学研究方法为研究大熊猫野生群体的遗传结构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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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e constructed a DNA library of 】50～500 bp fragments from giant panda genomic 

DNA digested with DpnⅡ．Ten microsatellite DNA loci were isolated and characterized by 

screening the library with a P—labelled(CA)l 5 probe The specific primers for each of the 

microsatellite DNA locus were synthesized and employed to amplify DNA samples isolated 

from 7 specimens of panda tissue and 6 specimens of hair． Nine of the 10 microsatellite 

DNA loci nrere polymorphic in the 13 samples Inheritance patterns of alleles at these loci 

accurately agree with the well recorded pedigree．The polymorphism on these loci also clari, 

fled som e previously unresolved paternity These results imply the screened microsatellite 

DNA 1OCi are useful makers for the identificaton of kinship among giant panda． ： 

Key words Giant panda． M icrosatellite DNA， Kin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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