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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差速离心和核酸酶消化法从红鲫 (C．auratx~red var．)、湘鲫 IF】 础 of red eaxtcima carp(旱) 

×COmmOn carp )]、野鲫 (C．auzatu．s au．ratu~)和白鲫 (C删m c~vied)的肝组织及白鲫的卵巢中提取和 

纯化线粒体 DNA。用9种内切酶 (Eco RI、胁 dⅢ、Pst I、 Ⅱ、Barn HI、 I、瞄d I、8o2I和 

J m I)进行单酶酶解，经琼脂糖凝胶电诛分析，检测出Pst I、J I和 II 3种酶在品系问存在限制性片 

段长度多态性，但并未检测出品系内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计算出红鲫、湘鲫、白鲫和野鲫的 mtDNA太小 

分别约为 16 19、16．02、16．6O和 16 O6kb。根据限制性酶切片段共享度，计算出4个品系问的遗传距离，结 

果表明存在直接亲缘关系的红鲫与湘鲫之间的遗传差异最小，证实了红鲫与子代湘鲫之间 mtDNA遵循母系遗 

传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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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线粒体基因组与其他脊椎动物一样，是核 

外能进行 自主复制的遗传物质。基因组具有结构简 

单且较为保守、分子量较小 (15．2—19．8 kb)、进 

化速度快、遵循母系遗传和易于分离、纯化等特点 

(张亚平等，1992；吕国庆等，1998)。从 70年代 

中期线粒体 DNA限制性酶切分析开始应用于动物 

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分子分类学和系统进化等研究 

领域以来，目前该技术在鱼类生物学研究领域已得 

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张四明等，1992； 

张辉等，1998；曹营等，1997；John等，1994；Michael 

等，1997)。 

鲫鱼 (Caras ius attro~tt,s)是一种杂食性中型 

鱼类，分布广泛，品系繁多 (包括许多亚种、引进 

种群和人工选育的杂交种群等)，是我国池塘养殖 

的主要对象之～。本文报道的红鲫和野鲫是在湖南 

采集的地方种群；白鲫又名大阪鲫，原产于 日本， 

属于引进种；湘鲫是 80年代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与湘阴县东湖渔场合作，用红鲫 (旱)与湘 

江野鲤 )杂交得到的具有明显生长优势的杂交 

一 代 (F )．已在 生产 中推 广养 殖。本文 采用 

mtDNA限制性酶切分析技术，对红鲫、湘鲫、白 

鲫和野鲫的 mtDNA酶切结果进行比较，试图探讨 

4个鲫鱼 品系间的遗传进化和亲缘关系，揭示 

mtDNA母系遗传的特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红鲫 (C．auratuz red Vf1．F．)15尾取自本研究 

室实验基地，湘鲫 [F1 hybdds of red crucian carp 

(早)×common carp )]和白鲫 (C．伽 ‘ c“- 

)各6尾由湘阴县东湖渔场提供，野鲫(C．aur- 

咖 。删 w)15尾．为长沙市郊的野生种群。实 

验鱼活体运回实验室，放置水箱内饥饿2～3 d，实 

验前放血，取新鲜肝组织 (或卵巢)10—15 g。 

1．2 试 剂 

除琼脂糖和蔗糖为国产分析纯外，识别 6个 

碱基对的 9种限制性内切酶(Eco RI、HindIII、 ‘ 

I、BglⅡ、Barn HI、Xho I、Xba I、Sal I和枷  

I)以及核酸酶和其他主要生化试剂均购自北京华 

美生物工程公司。 

1．3 方 法 

采用差速离心和核酸酶消化法从肝组织或卵巢 

中提取和纯化 mtDNA，提取和纯化的具体步骤以 

及mtDNA的限制性内切酶酶解条件见已报道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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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 黎双飞等：四个鲫鱼品系线粒体 DNA的限制性酶切分折 

(黎双飞等，2000)。 

1．4 酶切片段凝胶电泳 

采用平板电泳，琼脂糖凝胶浓度为 0．8％ 一 

1．0％ (含 0．5 mg／L溴化乙锭)，电压为 6～8 v／ 

cm，4℃条件下电泳 3～4h。 

1．5 数据分析 

以XDNA／Hin dⅢ的完全酶切片段作为相对分子 

量标 准，利 用 凝 胶 电 泳 图像 分 析 仪 (Ge1．Pro 

Analyzer，美国基因有限公司GDS8000PC)扫描和摄 

影，直接计算出酶解片段的长度和mtDNA的大小。 

根据 Nei等 (1979)建立的 “利用限制性内切 

酶研究遗传差异的数学模型”，计算品系间的限制 

性片段共享度 (F)和遗传距离 (P)。公式如下： 

F =2Nx'~-／(Ⅳx+ⅣY) 

P：1一{0．5[(F +8F)0 一F]} ， 

其中 Ⅳx、ⅣY分别为品系 x和 Y的限制性酶切片 

段总数，ⅣxY为两个群体的片段共享数，r是实验 

选用的限制性内切酶能识别的碱基对数目。 

2 结果与讨论 

2．1 mtDNA酶解片段的检测及分析 

用限制性内切酶Eco R I、Hin dⅢ、 I、 

1I、Bam H I、Xho I、Xba I、Sol I和 Kpn 

I酶切红鲫、湘鲫、白鲫和野鲫的 mtDNA后，经 

琼脂糖凝胶电泳酶切分析 ，分别产生 21、20、19 

和 20个酶切片段 (图 1)。以M)NA／HindII的完全 

酶切片段作为相对分子量标准，计算出酶切片段长 

度，并推算出红鲫、湘鲫、白鲫和野鲫 mtDNA分 

子大小分别为 (16．19±0．13)、(16．02±0．09)、 

(16．60±0．09)和(16．06±0．17)kb，其分子量分别 

为(10．69±0．09)×106、(10．57±0．06)×106、 

(10．96±0．06)x 106和(10．60±0．11)×106D。测 

得的 4种鲫鱼 mtDNA的分 子大小 与 吕国庆等 

(1998)报道的鱼类 mtDNA分子大小在 15．2～19．8 

kh相符合。白鲫 mtDNA分子大小与张四明等 

(1992)报道的结果 [(16600±130)bp]一致；而 

张四明等 (1992)和张辉等 (1998)曾分别报道过 

野鲫 (均为地方野生种群)mtDNA分子大小为 

f15540±140)和 f16340±170)bp，与本文报道 

的野鲫 mtDNA分子大小均存在差异，说明野鲫 

mtDNA分子存在地域性遗传差异。红鲫和湘鲫的 

mtDNA酶切分析在国内还未见有报道。 

由表 1可以看出，9种酶在 4个鲫鱼品系的 

mtDNA上均存在酶切位点，并未检测出品系内限 

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但张辉等 (1998)曾报道在 

1个野生鲫鱼种群中检测出 3种单倍型和多倍体鲫 

鱼 mtDNA群体内存在遗传多态性，作者认为这可 

能与实验材料来源的地域性狭窄、取材随机性小以 

及红鲫、湘鲫均为人工选择后的驯养群体等因素有 

关。同时比较红鲫、湘鲫、白鲫和野鲫的酶解结果 

可发现，在使用的 9种内切酶中，仅 I、Bgl 

Ⅱ和 Kp．I存在品系间限制性片段长度或酶切位点 

的差异，但未能找出一种可以同时区别4个品系而 

作为遗传标记的酶，其余 6种酶酶切位点数一致， 

仅在片段长度上有较小差异。说明存在亲缘关系的 

品系线粒体 DNA基因组在进化上表现出较为高度 

的保守性。 

2．2 品系间遗传距离和亲缘关系的分析 

根据 mtDNA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差异，计算出 

红鲫、湘鲫 、白鲫 及野鲫 mtDNA的片段共享度 

(F)和遗传距离 (P) (表 2)。从表 2可知红鲫、 

湘鲫、白鲫及野鲫 4个品系 mtDNA经 9种内切酶 

酶解后产生的限制性片段共享度较高 (0．75 

0．927)，也就是说品系间的遗传距离即核苷酸歧异 

度均较小 (O．43％～1．63％) 实验结果在分子水 

平上进一步证实红鲫、湘鲫、白鲫与野鲫在起源和 

群体演化上存在亲缘关系。 

在4个鲫鱼品系中，湘鲫是以红鲫为母本与湘 

江野鲤杂交得到的杂种一代，实验结果表明湘鲫与 

红鲫之间核苷酸的歧异度最小 (0．43％)以及内切 

酶 Bgl1I是唯一可作为区别湘鲫和红鲫的分子遗传 

标记。参照黎双飞等 (2000)已报道的普通鲤鱼 

mtDNA的酶切结果，可以得出湘鲫与其亲本之间 

核苷酸歧异度的比较结果 (表 3)。从表 3可以看 

出红鲫与湘鲫和野鲤 mtDNA之间的核苷酸歧异度 

分别为 14．32％和 11．58％，两者之间均存在明显 

差异。根据我们已知的三者之间亲缘关系，可知属 

间 (红鲫、野鲤分别属于鲤科鱼类鲫属、鲤属) 

rntDNA核苷酸歧异度十分明显，说明 mtDNA种间 

的遗传多态性和种内进化上的保守性。而分别比较 

湘鲫与母本红鲫和父本野鲤之间的遗传距离，其差 

异显著，证实了mtDNA母系遗传的特性 ，为研究 

mtDNA母系遗传提供了证据。 

红鲫、白鲫和野鲫是鲤科鲫属同一物种(Car— 

assius口Mtalus)经历漫长的演化过程及人工不断选 

育和驯化而形成的不同亚种。红鲫体形 、生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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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1 红鲫、湘鲫、白鲫和野鲫mtDNA限{EI性片段长度 

Table1 The restriction fragmentslength nfthemtDNAsfrom C．auto,us red vat·l hybrids， 

C．d硼-咖  e and C．amm~as d硼。耐础i 

湘舛 

白舛 

l1．50 

l1．70 

4．55 

4 90 

l6． 

l6．60 

①示未能柱攮I出的较小片段 (them fragmems not be~n8 dete )。 

衰 2 4个品系mtDNA的片段共享度和遗传距离 

Table 2 Tae propm'tton 0f restl 6皿 幻日g唧 b sha州  

and粤en喊 distances 0fthemtDNAsfrom the 

four s~rmns 

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检测到的限制性片段 (the date叨 the 

the 。ted g 。 f呷  en )。 

衰 3 湘翊与其亲本 n~tDNA片段共事度 (右上角)和 

遗传距离 
Table 3 The proportion nf mstl 劬 fragments shared 

【upperright)and genetic dⅫ 0fthemr- 

DNAs from hybrids and its lm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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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等提出的假设计算人工选育的杂交后代与其 亲本之间的分化时间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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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STRIC ⅡoN FRAG 皿NTS’LENGTH 0 THE hⅡT0CH0N- 

DRIAL DNA FR0M FoUR ⅡLAINS0F Carass／us auratus 

LI Shuang—Fei LIU Shao—Jun LIU Yun ZHANG Xuan·Jie LUO Chen 

( i ofz．f~&isnc~s，  ̂Ⅵn m 出岫 ．Chang'~a 410081，Ch／rm f@ u co,n) 

Abstract：The mimchon“al DNAs(mtDNAs)from 

hver of C．at~attt$red vat．．F】hybrids of red crucian 

carp(早)x common carp( )，C．a~roZoa cuvieri 

and C．al13"agtt$au3"atus and ovary of C．atgratu$auratas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the means of differential 

centdfngafion and nuclease digestion． After having 

been digested by 9 restriorion endonueleases(Eco R l， 

Hind11，Pst I，BglII，BamHI，Xho I，Xba 

I．Sal I and n I)，the mtDNAs were analysed 

by using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The results 

strains， but without the polymorphism wi thin strains． 

e mitochondfial DNA size was about 16．19 kb in 

C．a~ratas red var．，16．02 kb in hy ds，16．60 kb 

in C．auratas cuvieri and 16．06 kb in C．aurat~ 

auratas respectively．According the proportion of shared 

restriction fragments， the genetic distances between 

strains wer@caleulated．T e re8l1l乜 maIlirested tIlat the 

genetic distance was the smallest be tween C．au．raty$ 

red var ． and its filial generation hyb ds， an d that 

mtDNA fo11owed the character of matrilinear 

showed that Pst I， n I and I1 were the inheritance 

restriction fragments length polymorphism among four 

Key words：Carassius a~ratas；Mitochondrial DNA(mtDNA)；Restriction endonuclease；Genetic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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