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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体草鱼染色体限制性内切酶带分析 

任修海 

c撤 学 ⋯ ， ， 

摘要 本文报道运用Giemsa染色、C一带显带、NOR一显带和多种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对草 

／埴三倍体的染色体进行分析。其中，内切酶HaeⅢ和HindⅢ等使染色体产生G一带，其余内 
切酶产生与常规 C一带不同的分化，即所谓修饰 C一带。实验结果表明，限制性内切酶可使鱼 

及真核生物的 DNA研究。有趣的是，REs的的识别及切割作用并不仅限于提纯的核酸， 

也可作用于固定过的染色体标本，尽管染色体是一由蛋白质和DNA包装形成的高度复杂 

的结构。8O年代初期，Lima—de—Faria等首先报道了REs对赤麂(Muntiacus muntjak)中 

期染色体的消化作用。此后，REs被逐渐用于各类生物染色体(质)的结构研究，在多重带 

分化、特异基因的显示、染色体高级结构及生物进化等方面均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 

(Lopez Fernandez等，1991；张思仲等，1989；Ren Xiuhai等，1991a；Schmid等， 

1988)。 

关于鱼类的染色体 REs显带研究近年也逐渐增多。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工作中， 

REs消化仅显示结构异染色质及核仁组织区等染色体的局部区域，而无多重带的成功诱 

导。为此，德国著名两栖类遗传学家 Schmid等曾得出结论“限制性内切酶不能使冷血脊 

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染色体产生多重带”(Schmid等，1988)。为进一步探讨RE 对鱼 

类染色体的作用效果，我们采用多种限制性内切酶并结合常规分析对草鱼三倍体染色体进 

行了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用草鱼(Cteno却r)．'ngodon idellus)购自武汉市集贸市场。染色体制备采用常规肾 

细胞短期培养法(余先觉等，1989)。收获的细胞以甲醇 ：冰乙酸(3：1)固定 3次，每次 

20 min，然后以4℃蒸馏水保存的载玻片滴片，空气干燥后，置于标本盒内以4℃保存备 

用。 

限制性内切酶 Hind III、Hae 1II、 m I、Hpa 1I及 Msp I均购自华美生物工程 

公司。酶反应液配制按厂商说明，酶终浓度为 100--1000 ／ml。以新鲜制备的染色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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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龄 2 5天)进行酶切消化，具体操作见文献(Ren Xiuhai等，1 99 1 a)。 

有关的核型分析和 C一带显带工作均按文献(余先觉等，1989)。 

2 结果和讨论 

2．1 三倍体草鱼个体的发现 

统计分析表明，本工作所用的 1尾草鱼具有一特殊的染色体数目，常规 Giemsa染 

色、C一带显带、核仁组织区(NOR)及内切酶显带分析均证明，其为一三倍性个体，核型 

组成为：3n一72=27m+36sm+9st。除每组有 3条同源染色体外，其常规核型、C一带、 

NOR一带(见图 l一3)均与已报道的二倍体个体相似(Ren Xiuhai等，199lb；1992)。该尾 

草鱼重约50 g，因故未能检测其性腺发育情况。此外，也不能确定其是由天然产生的还 。 

是人工因素所致。然而，在进行两性生殖的二倍体群体中发现三倍体个体却是十分罕见的 

(Morellis等，1983)。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对于鱼类的生殖生物学等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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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倍体草鱼的G Jemsa染色分裂相 (a)及核型 (b) 

Fig 1 Giemsa stained metaphase ta)and kar~otyDe(b)of a triplo~d grass carp 

刻度为 5#m(1~ar=5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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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倍体草鱼的C 带(a)和 NOR一带(b】核型 

Fig．2 Katyotypes of C banding(a)and NOR banding(b)of the triploid grass carp 

【bI中划线者为NOR染色体[the NOR bearing~~'omosomes we underlined(b)]； 

刻度为 5 gm(Bar=5 m) 

2．2 限制性内切酶的作用 

各种限制性内切酶的识别序列及作用结果见表1，两种内切酶显带核型见图3。 

限制性内切酶 HaeⅢ及Hind I]I均使染色体产生了清晰的G一带分化(图3)，在较长 

的染色体上尤为明显，而且这两种酶所产生的G一带是相似的。与 C一带对比发现，结构 

异染色质对应于这两种酶所产生的深染区。Alu I也产生一 G一带分化，同功酶 Msp I及 

HpaH虽也诱导多重分化，但总体上是产生一些与常规 C一带不同的局部分化，即所谓修 

饰的 C一带。这两种酶的显带结果间也有差异，可能反映出不同染色体区域 DNA甲基化 

程度的差异(Lopez—Fernandez等，1991)。因此，综合各种酶及显带方法的结果，可以分 

析染色质及 DNA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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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限制性内切酶 HindⅢ(a)及HaeⅢ和 HaeⅢ(b)显带核型 

Fig．3 Chromosomal banding karyotypes by restriction enzymes Hind UI(a)and 

Hae UI(b)respectively 

捌度为 5 gin(Bar=5 m) 

鱼类等在基因组结构上与进化上高等的哺乳类和鸟类不同。这被部分学者认为是鱼类 

等染色体多重带显带失败的原因(Schmid等，1988)。我们的工作则表明，应用限制性内 

切酶诱导鱼类染色体产生G一带分化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我们应用REs使鱼类染色体诱 

导出G一带分化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现已表明，REs对染色体的作用受多种因素的 

影啊(Lopez—Fernandez等，199h 张思仲等，1989；Ren Xiuhai等，1991 a)。我们认 

为，染色体制备过程及酶消化的某些细节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例如，加大固定荆中冰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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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比例，则可使酶的作用降低或完全失去作用。降低酶量、延长作用时间(应注意酶的 

活性问题)则可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表1 限制性内切酶及其对草鱼染色体的作用 

Tab．1 Restriction enzymes and their effects oil 

the metaphase chromosomes of C idettus 

注{1)mC+G-修饰的C 及G一带{mC+G-modified C—plusG—band) 

2)Cm=胞嘧啶(c)残基甲基化(Cm=internal cytosine methylated) 

3)mC=修饰的 C一带(me=mo~fied C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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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R0M 0 S0 M AL RESTRICT10N END 0NUCLEASE 

DIGEST10N 0F A TRIPL0 ID GRASS CYPRINID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Ren Xiuhai 

(School of n Sciencas，Shah ai University，Shanghai 20]80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on the cytogenetic detection of a triploid of Cteno ryngodon 

idellus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and conventional banding techniques． Restric- 

tion enzymes Hae IlI， Alu I (recognizing four base sequences respectively)and Hind Ⅲ 

(recognizing a six base sequence) induced linear differentiations (G—bands)． The 

isoschizomers 月 Ⅱ and M ap 1 which recognize 4 base sequences resulted in modified 

C—bands differing from those produced by conventional C banding． These findings clearly 

show that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s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G banding patterns in fish 

chromosomes and that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can be very useful in the analysis of fish 

chromatin organizatin． 

Key words Chromosomal banding，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s， Triploid， Cypri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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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仙湖鱼类生物学和资源利用 简介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杨君兴研究员和陈银瑞剐研究员台撰的 《抚仙湖鱼类生物学和资源利用*一书，已 

于 1995年 】2月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抚仙湖是云贵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第二深水湖，共有土著鱼类25 

种(包括 1新种)。书中概述了抚仙湖鱼类和湖f自研究的历史，湖f自的自然地理．井应用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在进行 

鱼类分类的基础上表述了每十种的生物学特性、种间关系厦其对湖泊环境的适应性，分析了鱼类区系组成厦其动物地 

理学特征，阐述了湖泊环境对鱼类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探讨了鳙豌自鱼和云南倒刺刍巴的物种形成及其所属两大类群的 

系统发育，最后提出以湖泊的综台利利用和优化环境为前提、以发展糠粮自鱼等土著鱼类为主要渔业对象、以人工放 

流鱼苗种和自然增殖相结合的方法，作为抚仙湖渔业发展的新模式。该模式既考虑到湖泊和鱼类的生物学特点，叉体 

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 本书是目前论述抚仙湖鱼类生物学和渔业利用较系统的一部专著。书中主要论点是两位作 

者在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院分类区系特别支持费厦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资助情况下 历时 7年 

的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教授为奉书撰序，序中生动而精僻地论述国内外进展及评价该书内容 

特点后写道：“本书主要作者杨君兴博士是我国已故著名鱼类学家褚新洛教授的学生．陈银瑞先生则是褚先生多年的同 

事。本项研究倾注了楮新洛先生晚年的心血，也部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 本书的出版既表达了作者、也表达了国内 

鱼类学界同仁对褚新洛教授毕生功绩的缅怀” 这情深意切的感怀，遭出作者和同仁们的共同心声 

全书约” 万字，附图 67幅 表79幅及详细的英文摘要 平装彩色过塑封面。每册售价 35 60元(免收邮寄包装 

挂号费 欲购者请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陈银瑞先生联系 联系地址：昆明市教场东路 32号 邮编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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