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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同功酶淀粉凝肢电泳技术检测了来 自甘肃摩天岭和陕西秦岭两个地区的19只

JIJ金丝猴 (兄hi，叫哟t鲍“硪耐b埘)的44个遗传座位，没有发现多态座位，其平均遗传杂舍

度为0。这与滇金丝猴 (R．b／~i)的平均遗传杂台度处于同一水平。结合古地质学的数据推测，

JIJ金丝猴如此之低的遗传多样性很可能是由于历史上受到过瓶颈效应的打击，仅有少数种群得

以幸存。在这之后，川金丝猴发生了种群扩张．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地理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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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金丝猴 (R．roxel／anae)生活于四川、陕西、甘肃的山地地区以及湖北神农架。以

全身金色皮毛闻名于世．又因受到人类狩猎和生境片段化的威胁处于濒危境地，而被列入

了IUCN濒危动物的红色名单中。总数约为10000--20000只 (马世来等，1988；王应祥

等，1995)，经常活动于海拔约1600--2800m处 (陈均等，1995)。

多年来对川金丝猴的研究多集中于形态学、生态学、解剖学及其分类地位等方面，对

于群体的遗传结构和遗传特征．如近亲交配系数等知之甚少。su等 (1995)曾报道了川

金丝猴的近亲滇金丝猴在蛋白水平上的遗传多样性十分贫乏的情况，为滇金丝猴的保护提

供了重要的遗传学资料。因此．对,rl『金丝猴的遗传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利于更合理

地保护其生境，利于种群的生存和繁衍。我们利用同功酶淀粉凝胶电泳技术，对来源于陕

西秦岭、甘肃摩天岭两个地区的川金丝猴进行了血液蛋白多态分析，以期从蛋白多态的角

度揭示其遗传结构的现状，为川金丝猴的保护提供遗传学方面的依据。

l 材料和方法

川金丝猴 (R．ra~ce／／anae)共19只，其中13只来自陕西秦岭，6只来自甘肃摩天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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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静脉采血 2～5mL，l(DOr／n-an离心10rnin，分离出血浆。红细胞部分用 0．9％Naa洗涤，

1(DOr／n-kn离心 10rnin后，弃上清液，重复洗涤离心1次。一70℃保存备用。

采用常规水平淀粉凝胶蛋白电泳技术分析血液中的同工酶和非酶蛋白。所用淀粉胶浓度为

12％，染色参照Pasture等(1990)和,Shaw等(1970)的方法。所用电泳缓冲体系参照su等 (1995)

所采用的方法，但稍作修改，具体如下：(1)矗s一柠檬酸，pH7．O；(2)Tris一硼酸一町 n ，pH8．6；

(3)1№一硼酸_Na2ED'IA，pH8．0；(4)母_s一硼酸一柠酸一LiOH，pH8．O；(5)硼酸一NaOH，pH

8．6；(6)1№一硼酸一柠檬酸一NaOH，pH7．8；(7)矗s一柠檬酸，pH8．7。采用这7个缓冲体系，我

们分析了44个座位(表1)。在直接数出各等位基因的频率 P后，川金丝猴群体平均杂合度的计

算方法如下：
一 个遗传座位的杂合度 (hetemz3gcdty)h=1一∑ R。

其中R 为该座位第i个等位基因的频率，平均杂合度 (meanhetemzygoslty，H)就是所

有被检测座位的杂合度的算术平均值 (Pasture等，1990)。川金丝猴群体中的多态位点的

比例为：A=多态位点数／所检测的位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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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 薹囊 i }．．．I II I l I I I I I I I 金丝猴种群中，先天性的上颁第3臼 ⋯【 一 _I__--___ 齿发育不良具有高频特征，而这与种 l _I____-●_-__- 群史上的瓶颈效应和遗传隔离相联 ■ ■■■■J：■—■ ■ 。■’ 

明，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分布于中国大 ： Sm lth ~abL 

(5oo万～200万年前)，金丝猴祖先 ： ： j： i 盎  

升和由此引起的气候与环境的变化， 1 0 ．
．譬 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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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华北和华中的金丝猴都绝灭了 (Jablonski等，1988，1991)。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化石 

群看，金丝猴在中、晚更新世时生活于热带或亚热带森林 (北京大学等，1988)，而现在 

川金丝猴则见于海拔 1 600--2 800m的区域 (陈均等，1995)，属于山地暖温带，其生境 

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功酶电泳 (Su等，1995)、RPAD数据 (兰宏等，1996)和颅骨不对称的数据①表 

明，滇金丝猴也可能在更新世时受到瓶颈效应的打击，并且在已有研究的 l5种非人灵长 

类动物中，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 (H=0．OO5) (Su等，1995)两者的平均杂合度均处于 

极低水平 (图 1)。但是，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的生存状况不同。』I『金丝猴的群体总数约 

为 1万～2万只，而滇金丝猴的群体总数少于 2 000只．并且仅见于云南省北部的横断山 

区。所以我们推测，现生的川金丝猴群体，很可能是由1个群体在较近的历史时期扩张而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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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ra,cl 

The blood samples of 19 individuals of Siehuan snub-nosed monkey(Rhinopichecus raxel— 

lana)from two differem geological region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All of forty—four 

genetic loci surveyed were monomorphie． Its mean he~ei'ozygosity，a measurement of genetic 

diversity．Ⅵw zero．Comidefing the larger size of population and better living state of Sichuan 

snub-nosed monkey than YLLrn"kSffl snub．nosed monkey(R．bieti)，we inferred that Sichuan 
snub-nosed monkey might have experienced previous bottleneck，and aftoat"this，its population 

recovered．The speculationis also supported by geologicaldata． 
Key wm也 Rhinopichecus roxellana，Protein electrophoresis，Genetic diversity，Popu一 

1ation gene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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