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一  

动 物 学 研 究 1997，18【4)：4l5—4I9 

Zoological Research 

；e 

CN 53 1040 Q ISSN 0254—5853 

中华大蟾蜍和花背蟾蜍染色体同源性研究 

王亚军 王哓飞 王喜忠 李 娟 王子淑 
．- -- -． ．． ．· -_ -— r 

(四川大 生物学 系 成椰 610064) 

陈文元 

Q7 ·g。·Z- 
摘要 本文以培养的中华大蟾蜍 (Bufo 6“ gargarizans)、花背塘蜍 (Bufo raddei)的外 

周血淋巴细胞为实验材料，采用 BrdU标记法和胸苷标记的方皓，获得了中华大蟾蜍与花背蟾蜍 

清晰的高分辨晚复制带，确定了中华大蟾蜍每一染色体的特征性晚复制区I并就中华大蟾蜍与花 

背蟾蜍的晚复制带纹进行了精确比较，发现中华大蟾蜍与花背塘蜍的染色体之间具极高同源性。 

该结果说明：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只要 BrdU捧八S期的时间较为统一，显示复制带的条件基 

本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复制带研究无尾两栖类不周物种阃染色体同源性是完垒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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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尾两栖类可能因其染色体 DNA特殊的组织形式或染色体螺旋化程度过高，使得 

G 带、R一带等显带技术在两栖类染色体的应用十分困难。迄今为止，国内外对无尾两栖 

类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多局限于C 带、AgNORs或核型分析。 

Brdu作为朐苷类似物，可掺人 DNA台成过程中。这种掺人 Brdu 的染色体经吖啶 

橙或 Hochest 33258处理，紫外光照射，可在染色体上获得深浅交替的带纹，这种带即为 

复制带。该种显带技术也是目前唯一能在两栖类染色体上获得多重带纹的最有效的方法。 

Schempp等 (1981)首次将复制带技术成功引入两栖类染色体的研究，才使两栖类 

染色体的精确识别成为可能。其后，陆续有少量关于两栖类复制带的文献报道。这些研究 

涉及复制带的稳定性、复制带对无尾两栖类分化不明显的性染色体的特殊鉴别能力、物种 

倚惟的确定 (Schempp等，l98l；Schmid等． 1991； 尚克刚等， 1983；邓崇新等 ， 

1984)等。但由于文献数量少．且多局限于单个物种的研究，加之 BrdU掺人 s期的时间 

不同以及显带技术的不统一，终导敛不同物种蒯，甚至在同一物种中，染色体复制带型多 

变，致使不同物种 进行染色体同源性比较几乎不可能。 

虽然国内、外对陌栖类物种间染色体的同源性研究极少 (Miura， 1995)，但 目前 

国、内外已有很多关 r无尾两栖类不同种问有性杂交的研究，包括 中华大蟾蜍 (Bufo 

6“ gargarizans)与花背蟾蜍 (Bt,ffo raddei)间的有性杂交研究，取得 了很有意义的结 

果。这些结果说明这两个物种在其核与核之间，包括染色体之间具协调性 (粱桂霞等， 

1994)。然而其杂交成功的染色体基础是什么?染色体同源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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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统一的 BrdU加八时间和同一显带技术，在中华大螗蜍与花背螗蜍的染色 

体 }二获得了极为清晰的晚复制带。首次对这两个物种间的染色体同源性进行了精细比较， 

确定了蟾蜍科中华大螗蜍染色体上可作为每一染色体标记特征的晚复制区。特征性晚复制 

区的确立以及染色体同源性的比较对无尾两栖类的基因定位、种蒯有性杂交、两栖类染色 

体系统进化关系的探讨，对找到无尾两栖类种群间同源关系的演化以及演化过程中染色体 

结构和数目变化所涉及的细胞遗传学事件具重要意义。 

l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3O只中华大螗蜍 (16早早，14 )，10只花背螗赊 (4早早，6 )，均为性成熟 

个体。 

1．2 培养方法 

将中华大蟾蜍和花背螗蜍置于解剖盘 f：，剪开胸腔，自心脏取血 O．2 ml，注入 5 ml 

综合培 养基 中 (内含 RPMI l640 2．4ml，小 牛血清 1．0ml，三蒸 水 1．6ml， 肝素 

0 24mg，PHA 50 岛 庆大霉素 O 0l mJ，调 pH至 7．0—7．2)，26±O．5℃培养 4天，收 

获细胞。 

1．3 BrdU标记 

细胞在 26±O 5℃的条件下，培养至 90 h，加入 BrdU至终浓度为 1O g／mJ；继续 

培养 4 h后，加秋水仙素至终浓度为O．Ol g／mh 处理 2h后，常规方法收获细胞，制备 

染色体标本。 

1．4 胸苷标记 

将细胞培养至 102 h后，加入 BrdU (终浓度为 1O g／m1)；处理 16 h后，用新配制 

的综合培养基(26℃)，1000 r／rain离心，洗涤细胞 4次，去除 BrdU；再加八含 TdR 

(15Pg／m1)的新鲜综台培养基，26士0．5℃培养淋巴细胞 4h，终止培养；终止培养前 

2 h加秋水仙素 (剂量同 f：)，按常规方法收获细胞，制备染色体标本。 

1．5 显带方法 

将制备好的染色体标本，浸入 0 1％ (用 0．067 mol／LpH 6．8的 PBS配制)的吖啶 

橙中处理 lO—l5 min；取出玻片，用 O 067 mol／L磷酸盐缓冲液 (pH 6．8)洗涤玻片 3 

次：晾干后．再将玻片平放于一置于水浴锅 (45℃)中的铅饭盒内 (细胞面朝上)，加入 

2×SSC．立即用 3Ow 紫外灯照射，照射距离 6 cm，时阃 30min；取出玻片，用蒸馏水 

洗涤鹱片；晾干，用 10％的 Giemsa-PBS染色 8一lO rain，镜检。 

2 结果与讨论 

2．1 中华大蟾蟓的晚复制带与特征性晚复制区 

2 lll BrdU标记的晚复制带 通常参与 DNA新链合成的 4种单核苷酸中，胸腺嘧啶脱 

氧核苷酸易被 BrdU取代而进入新链与 A (腺嘌呤)配对。在 DNA复制过程中结合 

dTMP的染色体片段，经吖啶橙一Giemsa染色而成瀑红色，即深带；相反，被 BrdU取 

代的片段则被染成浅兰色，即浅带。本实验在终止培养前 6h加入 BrdU，据细胞周期时 

间推算，披秋水仙素阻断在中期的染色体，其 BrdU掺入时间约在 s期 DNA复制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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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以内。因而染色体上显出带纹应属晚复制带。 

虽然是在 DNA合成的晚期阶段加入 BrdU，但在中期染色体上仍可获得丰富的带 

纹。据带纹着色程度，可分为二类：①澡染区：其着色较深，面积较大，代表染色体上的 

早复制区；窖浅染区：染色体 的浅染区段，面积稍小，它们代表染色体上晚复制的片 

段。 

在本次实验条件 下，虽然复制带纹会随复制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少许变化，但我们仍可 

现察到一些较为恒定出现的、极易识别的、为各染色体所特有的特征性晚复制区。它们的 

出现不易受染色体长短及带纹变化的影响，可将其视为染色体间相互识别与区分的标记特 

征 

表 I 中华大蟾蟪染色体特征性晚复制区 (计数500个细胞) 

Tab．I Characteristic late repJication regiOIlS OQ Bufo bufo gargarizans chromosome 

(500 cells were counted) 

下 表示染色体在该处有两条相邻的特征性晚复制区，前、后两十百舟率舟别表示离着丝粒较近，较远的带的出现额 

率 瞄 表示 中华 太蟾蛤 染色体晚复制的随体 “ 代表短 臂，“q”代表长 臂(-e meansthetwo neighbouringlate 

replication regions， of the[wo percentages， the former shows the appearance frequence of late replication region 

near centromere． the  later shows appearance~cquence of late repfication region far away centrome're~② shows the 

late rephe ating satelite on chromosome 6 of “ bu Ⅱ憎 口 “p” represents short arm，“q” represents long 

arm ) 

我们对中华大蟾蜍 30个个体、500个显带分裂相进行了分析，确定了特征性晚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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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染色体 的分布位置 (图版 I)。在显带良好的染色体中，出现频率在 8O％以上的特 

征性晚复制区域，可认为具有相对恒定性，表 1初步统计了它们的出现频率。 

2．1．2 胸苷标记法显示的晚复制带 当培养细胞刚进入 s期，以 BrdU替代 dTMP进入 

新链，在 DNA复制结束前的4 h去除 BrdU，加入含胸苷的培养基，这样，晚 s期进行 

复制的 DNA片段结合 dTMP，早复制的 DNA片段结合 BrdU。经复制带显带技术处 

理，所得的澡染带纹 (深红色)为晚复制区域，浅染带 (淡兰色)为早复制区。从显带结 

果看来，胸苷标记祛所显示的复制带纹与 BrdU标记祛所显示的复制带纹是互补的，特征 

性晚复制区的互补性更为明显 (图版 I)。 

虽然这两种标记法所采用的 BrdU加入时间 (终止培养前 6 h)、TdR加入时间 (终 

止培养前 4 h)不相同，但显出带纹却具互补性。这说明在 BrdU、TdR处理时间相差不 

多的情况下，复制带又具相对的稳定性。特征性晚复制区的高度互补，进一步证实它是染 

色体上较为恒定出现的特征性晚复制区域。 

2．2 中华大蟾蜍与花背蟾蜍染色体同源性 (图版Ⅱ) 

从中华大蟾蜍与花背蟾蜍高分辨晚复制带的比较中可看出：除中华大蟾蜍与花背蟾蜍 

的随体区出现位置有差异外 (即中华大蟾蜍 No．6染色体的长臂末端具随体，晚复制}而 

花背蟾蜍的 No．4染色体短臂末端具随体)，中华大蟾蜍与花背蟾蜍的各号染色体无论是 

在特征性晚复制区、或者是晚复制区之间的带纹 以及在深浅带纹的相对位置与大小上， 

在两种间都表现出一致性。结果表明这两物种染色体 DNA在复制时序上是一致的。 

另外，BrdU作为胸苷类似物掺八 DNA合成过程中，与碱基 A配对，染色体显带表 

现为浅染区。这两个物种染色体复制带在浅染区和澡染区 (dTMP结合区)的一致性， 

间接表明它们的染色体在碱基组成与分布上也具一致性。 

综上所述，中华犬蟾蜍与花背螗蜍染色体高分辨晚复制带带型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中 

华大蟾蜍与花背螗蜍的各号染色体之间具极高同源性。统一 BrdU与秋水仙素加入时间， 

是进行染色体同源性比较的关键措施，由此而确定的特征性晚复制区，可视为蟾蜍属物种 

个别染色体鉴别的重要形态标志。 

参 考 文 献 

邓祟新+尚克刚．1984 花背蟾蜍xY性 q决定的细胞遗传学证据 遗传学报． ¨ (5)：395—399 

尚克刚，邓崇新，1983 中华大蟾蜍ZW性别决定的细胞遗传学汪据 遗传学报 ．10(4)：298--305 

粱桔霞，毛铭廷，谢宗平等，1994 中华大螗蛤 与花背螗蛤间有性杂交胚胎棱型的分折 遗传，16(6)：I一3 

M iura I、 1995 The Ia t'el3he atiotx banding patterns of c om0some a托 highly cot~served n the genera 且d"0． 

via and Bu自 (Amphibia： Anura)Chromosoma，103：567-574 

Schempp W ．Schmid M ， J98l Chromosome banding in amphibian Ⅵ BrdU replication patterns in Anura and dem． 

onstratio~ofXX ／XY sexche omosomesin tTl,la e,~cu[enta Chl'omogoma． 83： 697~7tO 

Schmid M，Steinein C， l99l Chromosome banding jn amphibia XⅥ High resolution replication banding pat 

terns in Xenopus laevia Chromosoma， 101： l23-1 3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王亚军等：中华太螗蜍和花背螗蜍染色件同源性I开究 4lq 

CHR0M 0S0ME H0M 0L0GY BETW EEN 

Bufo bufo gargarizans AND Bufo raddei 

Wang Yajun Wang Xiao~i Wang Xizhong Li Juan Wang Zishu Chen Wenyuan 

(Department ofBiology，Sie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P Chma) 

Abstract 

High—resolution late replication banding patterns were obtained on prometaphase 

chromosomes of Bu加 bu加 gargarizans and Bufo raddei by treating cultured lymphocytes 

with 5 bromodeoxyuridine(BrdU)．The characteristic late replication regions on each banded 

chromosome of Buyo buyo gargar~ans，which can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chromosomes，have been observed Precise comparison between two species highresolntion 

late replication banding patterns indicates that all chromosomes of two species are highly 

homologous．Thes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ame culture condi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BrdU were incorporated into DNA，it is possible to research chromosome homology 

among different species by comparing replication banding patterns
． 

Key words B bu gargar~ans， Buyo radde~ Late replication banding pat~rn， 

Characteristic late replication region， Chromosome ho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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