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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用上皮细胞培养方法对金沙江水系的泉水唇鱼 (Semilabeo prochitus)染色体进 

’行了研究。其二倍体数2n=50，核型组成为 16m+20sm+14st，NF 86。阳性C 带位置有几种 

类型：(1)着丝粒区I(2)短臂异染色质化I(3)插入异染色质带。Ag—NORs有 7条，出现在 

Nos．1O—l3染色体短臂。根据以上所述的特征，推测泉水唇鱼可能是较为特他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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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唇鱼 (Sem 特有的一种 

鲤科鱼类，广泛分布于长江及其支流，常栖息于山涧溪流及流水的岩洞中。它具有十分独 

特的口唇结构。不少学者对其分类做过研究，对该种鱼的核型分析也有过报道 (李渝成 

等，1986)，但本文所做的 C一带和 Ag—NORs未见报道。现发表以下研究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1．1 动物来源 

泉水唇鱼 (3早早)捕获于云南省盐津县，金沙江支流大观河。 

1．2 方法 

1．2．1 上皮细胞培养 用 75％酒精擦净活鱼的尾鳍，以含有双抗的 PBS磷酸盐缓冲液洗 

若干次，剪碎，贴壁培养在含有 20％新生牛血清的 199培养液中，培养温度为 29℃。细 

胞传 代 -t≮ 96 h左 i．1ft获 细 胞前 4 h， 加入 秋 水仙 素溶 液 ，终 浓度 为 0．3— 

0．4fzg／mi用 砸温 ：9℃n _l 4o KCI低渗 3Orain，按常规空气干燥法制备染色体标水 

1 2 染包 分带方珐 C—l特按 Sumner(1972)方法 ，Ag—NORs参照 Howell等 

(1980)方法制备。 

2 结果 

根据对 100个以上中期分裂相的观察结果，确定泉水唇鱼 2n=50，NF一86。核型中 

No．1一No．8为中着丝粒染色体；No．9一No 18为亚中着丝粒染色体}No．19一No
．25为 

亚端着丝粒染色体。核型组成为 16m+20sm+14st。从所观察的核型中，发现 No
．1有长度 

异形现象，而 st中有 1对十分醒目的大染色体 (图版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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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一带带型 

泉水唇鱼的 c 带带型如图版 I：c所示：(1)各染色体着丝粒区均显示阳性 c 

带，仅 No．1O的着丝粒区显示弱阳性 c～带，其余为强阳性。(2)NOs．9，10，11长臂近着 

丝粒区具插^异染色质带。(3)No．11除着丝粒 c 带外在染色体短臂可见异染色质。 

2．2 Ag-NORs 

泉水唇鱼的 Ag～NORs有 7个，分别位于 Nos．1O—l3对亚中着丝粒染色体短臂，而 

NO 13 Ag—NORs呈现异型现象。同源染色体对 中仅见 1条染色体有 Ag—NORs(图版 

I：B )。 

3 讨论 

本文报道的泉水唇鱼核型与李渝成等 (1986)报道的基本一致，唯一差异在于本实验 

发现多 1对亚中着丝粒染色体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制作染色体标本的组织材料和实验方 

法不同所引起。 

据桂建芳 (1986)报道，唇鱼 (Semilabeo notabitis )的核型组成为 8m+10sm+ 

12st+20t，NF=68。st中有核型中最大的 1对染色体，这与泉水唇鱼是相同的。不同的 

是在核型组成中，泉水唇鱼的中和亚中着丝粒染色体数均比唇鱼多一倍，NF也相应增 

加。李渝成等 (1986)认为，在基本的染色体二倍体数相同的特定分类群之间，较原始 

的类群平均臂数较低 (多倍体除外)；换言之，臂数较高的泉水唇鱼比唇鱼较为特化。 

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报道过 巴亚科鱼类的核型(桂建芳，1986；李渝成 

等，1986；咎瑞光等，l984；周暾，1984)，除多倍体物种外，大多数鱼类的染色体数都 

是 50，也说明喜己亚科鱼类的核型在进化上是保守的。 

c一带技术是显示异染色质的主要方法，在生物进化过程 中，结构异染色质是一种能 

促进核型进化的遗传结构。H su等 (1971)及 Shi(1980)认为，染色体间不对称易位和 

臂 倒位可导致异染色质的增加或分布位置的改变，如插入异染色质增加或完全异染色质 

臂，这些都是物种进化的特征。虽然我们没有系统地比较唇鱼属中异染色质的数量和分 

布，fH从泉水唇鱼的 C一带特征看，推测泉水唇鱼可能是比较特化的种类。 

银 染技术是特异地 显示 NORs的有效方法，原位分子杂交已证明 Ag—NORs即 

1 8s+28s rRNA基因的分布区。Howell(1977)认为：银染的染色体位点代表与 rDNA 

活性有关的蛋白质。Schmid(1980)进一步指出，银染方法对于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来 

说，仅仅是那 在问期有转录括性的 NORs被 AgNO 特异地染色。由于 Ag—NORs能 

反映出它在间期核中的转录活性，所以 Ag-NORs可作为细胞分类学一个有意义的指 

标。在核型及其比较研究中，它不仅反映了 rRNA基因的染色体定位，而且它的染色体 

变异性还反映了 rRNA基因数目的不同或活性差异。泉水唇鱼 No 12仅见 1条染色体有 

NORs，也正反映了 rRNA基因转录活性的差异 

Amemiya等 (1990)报道了北美 5O种鲤科鱼类 NoR，其中37种具 2个 NORs，均 

位于端着缝粒染色体的短臂末端。Takai等 (1986)所报道的 22种亚洲鲤科鱼类 中有 

64％具 2个 NORs，绝大多数亦位于染色体端部位置，他们均认为这代表原始类群。任 

修海等 (1991)和 Marttrts等 (1995)所研究的鱼类 Ag NORs，亦阐述了在某一种群中 

具 1对 NORs的为原始类型。在向现代各类群鱼类进化过程中，原始 NOR经过易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千蕊芳等：泉水唇鱼的棱型和带型研究 4l3 

转位、交换等各种染色体重排及增加，形成现代 NOR数目及位置较大变异的鲤科鱼类。 

泉水唇鱼 NOR数 目的增加，也正是通过这些途径。由此，我们推测泉水唇鱼可能是比较 

特化的种类。 

致谢 本t作在采集标本中，得N3~ll爱华、林世英、张万和等先生的大力 助．谨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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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THE KARY0TYPE AND BANDING 0F 

Semilabeoprochilus(PISCES) 

W ang Ruifang He W eishun W u Shifang 

(Laboratory ofCellular and Molecular Evolution．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 

Abs仃act 

In this paper the karyotype，C banding and Ag NORs of Semilabeo prochifus from Jin 

Sha River system (Yunnan Province) have been studied．The diploid number of Semita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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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hitus is 50 (16m+20sm+14st)and NF 86 The centromeric distribution of heterchrom 

— atin has been demonstraed in most of chromosomes The shoft alTil of No．1 1 was found to 

be a complete heterochromatin．M oreover．the interstitjal heterochromatin has observed on 

the long arm Nos．9， 10， l1．Silver—staining showed 7 Ag—NORs at Nos 10， I1，13 

chromosomes．but only olle Ag—N0Rs appeared in the No．13 Based on the above data， 

Semitabeo prochitus might be specilized species in genus Semitabeo． 

Key words Semitabeo prochitus．Karyotype，C—banding，Ag—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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