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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鉴别棘头梅童鱼遗传性

别的分子标记及其应用。其分子标记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1所示；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

示核苷酸序列的个体，为遗传雄性棘头梅童鱼。

检测时，采用SEQ  ID  NO:2和3为引物进行PCR扩

增，当所述扩增片段为460bp和392bp时，所述待

测棘头梅童鱼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

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雄性棘头梅童鱼；当只有

460bp扩增片段时，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不具有

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

传雌性棘头梅童鱼。棘头梅童鱼的性腺分化前后

均适用于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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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棘头梅童鱼遗传性别相关的分子标记，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子标记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1所示；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个体，为遗传雄性棘头梅

童鱼。

2.一种用于检测权利要求1所述分子标记的引物对，其特征在于，所述引物对具有SEQ 

ID  NO:2‑3所示的核苷酸序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引物对，其特征在于，利用所述引物对SEQ  ID  NO:2‑3对待检测

棘头梅童鱼基因组DNA进行PCR扩增，并检测扩增片段的长度；

当出现扩增产物且所述扩增片段为460bp时，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不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雌性棘头梅童鱼；

当出现扩增产物且所述扩增片段为460bp和392bp时，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具有缺失

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雄性棘头梅童鱼。

4.一种用于检测权利要求1所述分子标记的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2或3所

述引物对。

5.权利要求1所述分子标记，权利要求2或3所述引物对，或权利要求4所述试剂盒，在棘

头梅童鱼育种中的用途。

6.一种鉴别棘头梅童鱼性别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待测棘头梅童鱼进行权利要求1所

述分子标记的检测，以便确定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的遗传性别。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利用权利要求2或3所述引物对，权利要求4所述试剂盒，对待测棘头梅童鱼基因组DNA

进行PCR扩增；

检测扩增片段的长度，以及

基于所述扩展片段的长度，确定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的遗传性别，

其中，当所述扩增片段为460bp和392bp时，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具有缺失SEQ  ID  NO:1

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雄性棘头梅童鱼；当只有460bp扩增片段时，所述待测棘头

梅童鱼不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雌性棘头梅童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凝胶电泳,检测所述扩增片段的长度。

9.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凝胶电泳是指琼脂糖凝胶电泳或聚丙烯酰

胺凝胶电泳。

10.一种棘头梅童鱼辅助育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权利要求6‑8任一项所述方法，检测权利要求1所述分子标记，以便确定待测棘头

梅童鱼的遗传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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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鉴别棘头梅童鱼遗传性别的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生物技术领域中的鱼类遗传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技术，尤其涉及

一种鉴别棘头梅童鱼遗传性别的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性别决定机制是鱼类生物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鱼类作为低等脊椎动物，具有丰富

多样的性别决定模式，是研究脊椎动物性别决定进化的理想模式系统。了解其性别决定机

制可以改进性别控制和生殖控制技术。另外，鱼类的性别还与其繁殖及许多重要经济性状

紧密相关，因此性别控制在水产养殖中受到了广泛关注。

[0003]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目前已有多种类型的DNA分子标记被开发出来，其中

主要包括(1)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2)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ndomly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RAPD)；(3(扩增片

段长度多态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AFLP)；(4)微卫星标记

(microsatellite)；(5)单核普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利用上

述分子标记技术，已经有许多物种的性别特异的分子标记被开发出来，但不同物种其基因

组序列结构不同，一个物种的性别特异分子标记通常不能用于其他物种的遗传性别进行鉴

定。特定物种的性别特异分子标记通常需要专门开发。

[0004] 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属鲈形目，石首鱼科，梅童鱼属，主要分布于

西太平洋区，包括中国、朝鲜半岛西海岸、日本、菲律宾沿岸等，是亚洲沿海地区广泛食用的

一种重要的海洋鱼类。棘头梅童鱼体型大小存在雌雄二态，雌性个体大于雄性个体，性别控

制相关技术具有商业应用潜力。性别分子标记是开发性别控制技术的重要工具。然而，迄今

为止，可以识别与鉴定棘头梅童鱼遗传性别的分子标记国内外都还没有见到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鉴别棘头梅童鱼遗传性别的分子标记。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棘头梅童鱼遗传性别相关的分子标记，其特征

在于，所述分子标记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

序列的个体，为遗传雄性棘头梅童鱼。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检测所述分子标记的引物对，其特征在于，所述引物对具

有SEQ  ID  NO:2‑3所示的核苷酸序列。

[0008] 进一步，利用所述引物对SEQ  ID  NO:2‑3对待检测棘头梅童鱼基因组DNA进行PCR

扩增，并检测扩增片段的长度，

[0009] 当出现扩增产物且所述扩增片段为460bp时，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不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雌性棘头梅童鱼；

[0010] 当出现扩增产物且所述扩增片段为460bp和392bp时，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具有缺

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雄性棘头梅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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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还提供一种用于检测所述分子标记的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括所述引物对。

[0012] 还保护所述分子标记，所述引物对，所述试剂盒，在棘头梅童鱼育种中的用途。

[0013] 还提供一种鉴别棘头梅童鱼性别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待测棘头梅童鱼进行所

述分子标记的检测，以便确定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的遗传性别。

[0014] 进一步，所述方法包括：

[0015] 利用所述引物对，或所述试剂盒，对待测棘头梅童鱼基因组DNA进行PCR扩增；

[0016] 检测扩增片段的长度，以及

[0017] 基于所述扩展片段的长度，确定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的遗传性别，

[0018] 其中，当所述扩增片段为460bp和392bp时，所述待测棘头梅童鱼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雄性棘头梅童鱼；当只有460bp扩增片段时，所述待测

棘头梅童鱼不具有缺失SEQ  ID  NO:1所示核苷酸序列的基因，为遗传雌性棘头梅童鱼。

[0019] 进一步，利用凝胶电泳,优选琼脂糖凝胶电泳或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所述扩

增片段的长度。

[0020] 还提供一种棘头梅童鱼辅助育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0021] 通过所述方法，检测所述分子标记，以便确定待测棘头梅童鱼的遗传性别。

[0022] 本发明的申请人比较了一处棘头梅童鱼雌雄鱼基因组差异的序列(见图3)，经过

分析发现:SEQ  ID  NO:1为与棘头梅童鱼性别相关的分子标记。所述分子标记核苷酸序列如

下所示(SEQ  ID  NO:1)：

[0023] 5‘‑TCACACATAGCTGAGACATGGCGATGCAACAACAACCCAGTGATGTTTTCATGTTTTGTATCGAC

TTT‑3’

[0024]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鉴定棘头梅童鱼性别的引物对，所述引物对序列对为：

[0025] 引物F：5’GGATCTTAAACTGTGTGCTCCATTC‑3’；SEQ  ID  NO:2；

[0026] 引物R：5’‑CAATACTGACCTGCTGATGTGTAAT‑3’；SEQ  ID  NO:3。

[002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鉴定棘头梅童鱼性别的分子标记方法，该方法以待鉴定棘头梅

童鱼基因组DNA为模板，利用所述的引物进行PCR扩增，根据扩增产物来判断。

[0028] 上述的方法，所述的PCR扩增，其体系为：ddH2O  13 .4μl；10×Buffer  2μL；dNTP

(2.5mM)1.6μL；引物F(10mM)0.4μL；引物R(10mM)0.4μL；Taq酶0.2μL；DNA模板(30ng/μL)2μ

L；总体积20μL。上述的方法所述的PCR扩增，其扩增程序为：94℃5min；94℃30s，56.4℃30s，

72℃30s，30个循环；72℃10mim。所述的方法所用的待鉴定棘头梅童鱼基因组DNA提取方法

为：以酚氯仿法。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地，将PCR扩增的产物通过3％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扩

增产物，确定待鉴定棘头梅童鱼的PCR扩增产物电泳条带，如果待鉴定棘头梅童鱼的扩增产

物为460bp，则待鉴定棘头梅童鱼的遗传性别为雌性；如果待鉴定棘头梅童鱼的扩增产物有

两条，分别为392bp和460bp时，则待鉴定棘头梅童鱼的遗传性别为雄性。

[0029]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PCR的棘头梅童鱼性别鉴定分子标记，具有对鱼体伤害小，适

用整个生活史，适用材料范围更广等优点。具体表现为：

[0030] 1)对鱼体伤害小：与当前使用的解剖检查性腺法相比，本发法提供方法无需杀死

实验对象，特别适用于需要保活的对象；

[0031] 2)适用整个生活史：与当前使用的解剖检查性腺法相比，本发明方法不仅可以适

用于性腺分化清晰的生活阶段，也适用于性腺尚未发育或分化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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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适用材料范围更广：与当前使用的解剖检查性腺法相比，本发明方法不仅可以

鉴别鱼体的性别，还可以用于一些特殊的材料，如用于超雄鱼、精子和BAC克隆的研究等。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重测序数据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结果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公开的部分棘头梅童鱼全基因组重测序序列比对图；

[0035] 图3是本发明公开的用于验证一处棘头梅童鱼基因组差异序列设计的引物F和引

物R序列图；

[0036] 图4是本发明采用引物F和引物R验证一处棘头梅童鱼雌雄鱼基因组差异序列得到

的电泳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实施例

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

书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规产品。

[0038] 实施例1：

[0039] 本发明的申请人以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市三都澳捕捞的棘头梅童鱼为样本，构建雌

雄各12组棘头梅童鱼基因组重测序数据，利用重测序数据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图1)结

果显示性别显著相关区域定位在染色体1、2、6、7、8、11、14、17和22。其中1号染色体和7号染

色体的显著相关位点最多，集中在7号的靠近末端区域，和1号的前段区域。进一步对基因组

重测序数据进行雌雄深度比较分析(图2)，最终在7号染色体的性别显著相关区域发现一段

序列在雄性棘头梅童鱼中特异缺失，最终筛查到雄性棘头梅童鱼中特异缺失序列即为SEQ 

ID  NO:1所示(图3)。

[0040] 图2中：雌‑1表示的是雌性第1号样本，雄‑1表示的雄性1号样本，混雌‑1表示的是

雌性混池1号样本，混雄‑1表示的是雄性混池1号样本,其余编号依此类推。

[0041] 棘头梅童鱼的性别决定系统为X1X1X2X2/X1X2Y,雌性为X1X1X2X2,雄性为X1X2Y。通过

对8组雌雄棘头梅童鱼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进行比对分析,结果显示来自雄鱼的序列中存

在着68bp缺失(图2)。鉴于雄鱼X1X2的序列同于雌鱼X1X2的序列，且该片段只在雄鱼中缺失，

雌鱼不缺失，推测该缺失片段可能存在于Y染色体上。为此,发明人根据其两端的序列设计

了引物F和引物R(图3)。

[0042] 实施例2

[0043] 利用本发明引物对分别对解剖检查确定雌雄的棘头梅童鱼基因组DNA进行PCR扩

增，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图谱比较，验证本发明方法的准确性和特异性。具体方法步骤如

下：

[0044] 取解剖检查鉴定雌性和雄性的棘头梅童鱼成鱼各11尾，剪取棘头梅童鱼的部分鳍

条，放入的酒精溶液中，‑20℃保存用于基因组的提取；采用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DNA，所得

的基因组DNA统一稀释到30ng/μL作为模板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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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引物F：5’GGATCTTAAACTGTGTGCTCCATTC  3’；SEQ  ID  NO:2；

[0046] 引物R：5’CAATACTGACCTGCTGATGTGTAAT  3’；SEQ  ID  NO:3。

[0047] 以所述引物进行PCR扩增反应体系:反应总体积20μL，具体反应体系为ddH2O  13.4

μL；10×Buffer  2μL；dNTP(2.5mM)1.6μL；引物F(10mM)0.4μL；引物R(10mM)0.4μL；Taq酶0.2

μL；DNA模板(30ng/μL)2μL。PCR扩增程序为：94℃预变性5min；94℃变性30s，56.4℃退火

30s，72℃延伸30s；30个循环后，接着72℃延伸10min。

[0048] 将扩增的产物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琼脂糖凝胶的浓度为3％，电泳时间大约

为1h，电压130v，电流115mA。电泳结束后进行成像处理，并对图片的条带进行分析。

[0049] 电泳结果(如图4)显示，全部雌性棘头梅童鱼均出现一条带，为460bp；而雄性棘头

梅童鱼则出现两条带，一条带为460bp，另一条带为392bp。结果100％符合预期要求。与解剖

组织学观察确认的性别一致。因此，采用本发明的引物均能准确的鉴别出棘头梅童鱼的性

别。

[0050]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

的情况下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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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SEQUENCE  LISTING

[0002] <110> 集美大学

[0003] <120> 一种鉴别棘头梅童鱼遗传性别的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0004] <130>  JMDXC‑19030‑CNI

[0005] <160>  3

[0006] <170>  PatentIn  version  3.5

[0007] <210>  1

[0008] <211>  68

[0009] <212>  DNA

[0010] <213> 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

[0011] <400>  1

[0012] tcacacatag  ctgagacatg  gcgatgcaac  aacaacccag  tgatgttttc  atgttttgta  60

[0013] tcgacttt  68

[0014] <210>  2

[0015] <211>  25

[0016] <212>  DNA

[0017] <213> 人工合成

[0018] <400>  2

[0019] ggatcttaaa  ctgtgtgctc  cattc  25

[0020] <210>  3

[0021] <211>  25

[0022] <212>  DNA

[0023] <213> 人工合成

[0024] <400>  3

[0025] caatactgac  ctgctgatgt  gta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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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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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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