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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

标记及其筛选方法、引物组和应用，涉及分子生

物学DNA标记技术和遗传学应用技术领域。该筛

选方法包括查找绵羊全基因组中所有染色体上

四碱基重复的微卫星标记，然后设计扩增这些微

卫星标记的引物；扩增后保留扩增条带单一且清

晰的微卫星标记，然后使用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

引物的正向引物、5’端标记荧光标记的正向通用

引物和反向引物扩增绵羊样本的微卫星位点，对

微卫星标记进行多态性鉴定，得到所述绵羊四碱

基重复微卫星标记。该筛选方法能够得到多态性

好的绵羊四碱基微卫星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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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在绵羊全基因组中进行BLAST比对，查找所有染色体上四碱基重复的微卫星标记；

(b)设计用于扩增步骤(a)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的引物，所述引物包括正向引物和反

向引物；

(c)对步骤(a)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进行PCR扩增，筛选出PCR扩增产物条带单一且清

晰的微卫星标记；

(d)选取至少20个绵羊样本，对步骤(c)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进行三引物PCR扩增，所

述三引物PCR扩增包括使用如下引物扩增微卫星标记：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的所述正

向引物、5’端标记荧光标记的所述正向通用引物和所述反向引物；

(e)通过分析步骤(d)的扩增产物来对微卫星标记进行多态性鉴定，得到所述绵羊四碱

基重复微卫星标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述微卫星标记的核心序

列重复单元数目≥7；

优选地，同一染色体上任意两个微卫星标记的距离≥200kb；

优选地，同一染色体上微卫星标记的数量≤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引物所在区域在全基

因组中无同源序列；

优选地，引物长度为18～30bp；

优选地，引物GC含量为35～60％；

优选地，引物的退火温度为50～65℃；

优选地，扩增片段长度为100～400bp。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至少对两个绵羊样品进行

PCR扩增；

优选地，步骤(c)还包括对PCR扩增产物条带单一且清晰的微卫星标记进行测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向通用引物包括M13正向通用

引物；

优选地，所述M13正向通用引物包括M13(-47)、M13(-40)或M13(-21)；

优选地，所述M13正向通用引物包括M13(-21)，所述M13(-21)的序列如SEQ  ID  NO.97所

示；

优选地，所述荧光标记包括2～5种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每条正向通用引物的5’端标

记一种颜色的荧光标记，每个位点使用标记有同一颜色荧光标记的通用引物扩增；

优选地，所述荧光标记包括3种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

优选地，荧光标记包括FAM、Tamra和Hex；

优选地，选取25～35个绵羊样本，对步骤(c)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进行三引物PCR扩

增；

优选地，所述三引物PCR扩增的反应体系中，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的所述正向引

物、5’端标记荧光标记的所述正向通用引物和所述反向引物的摩尔比为(0.8～1.2)：(1.2

～2)：2；

优选地，所述三引物PCR扩增的扩增程序包括先以57～59℃退火扩增25～35个循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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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2～54℃退火扩增5～15个循环；

优选地，先以58℃退火扩增25～35个循环；

优选地，再以53℃退火扩增5～15个循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微卫星标记进行多态性鉴定，包括

分析微卫星标记的等位基因数、多态信息含量、期望杂合度、观测杂合度和哈迪-温伯格平

衡中的一种或多种；

优选地，等位基因数至少为5个：

优选地，多态信息含量至少为0.5；

优选地，观测杂合度至少为0.5；

优选地，期望杂合度至少为0.5；

优选地，哈迪-温伯格平衡的P值至少为0.05；

优选地，对步骤(d)的扩增产物进行毛细管电泳，然后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荧光颜色的分

离，利用分型标准物计算等位基因大小，得到各基因组的基因分型数据，然后对绵羊四碱基

重复微卫星进行多态性鉴定。

7.一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其特征在于，包括Ovr1402、Ovr1602、Ovr2001、

Ovr0501、Ovr2101、Ovr0201、Ovr0702、Ovr0503、Ovr1002、Ovr2204、Ovr0502、Ovr1401、

Ovr2304、Ovr1901、Ovr2604、Ovr2601、Ovr1101、Ovr1003、Ovr1601、Ovr2401、Ovr2202、

Ovr0602、Ovr2103、Ovr1702、Ovr1501、Ovr2606、Ovr1001、Ovr1801、Ovr2102、Ovr0801、

Ovr0802和Ovr0902中的一个或多个微卫星标记；

所述Ovr14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9，所述Ovr14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6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7，所述Ovr16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0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6，所述Ovr20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3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3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5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2，所述Ovr05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4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4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1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5，所述Ovr21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5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5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2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8，所述Ovr02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6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6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7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5，所述Ovr07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7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7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503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7，所述Ovr0503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8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8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0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3，所述Ovr10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9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9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204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9，所述Ovr2204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0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0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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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Ovr05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7，所述Ovr05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1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4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7，所述Ovr14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2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2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304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1，所述Ovr2304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3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3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9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7，所述Ovr19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4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4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604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0，所述Ovr2604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5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5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6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0，所述Ovr26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6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6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1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5，所述Ovr11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7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7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003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0，所述Ovr1003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8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8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6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0，所述Ovr16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9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9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4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1，所述Ovr24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0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0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2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2，所述Ovr22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1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6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4，所述Ovr06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2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2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103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6，所述Ovr2103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3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3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7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2，所述Ovr17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4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4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5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3，所述Ovr15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5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5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606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6，所述Ovr2606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6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6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0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1，所述Ovr10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7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7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18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3，所述Ovr18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8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8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21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0，所述Ovr21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9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9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8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5，所述Ovr08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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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0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30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8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3，所述Ovr08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31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3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所述Ovr09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8，所述Ovr09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32

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32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

优选地，所述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至少包括Ovr1402、Ovr1602、Ovr0501、

Ovr0201、Ovr0702、Ovr1002、Ovr2204、Ovr0502、Ovr2401、Ovr1702、Ovr1501、Ovr1801和

Ovr2102；

优选地，所述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包括Ovr1402、Ovr1602、Ovr0501、Ovr0201、

Ovr0702、Ovr1002、Ovr2204、Ovr0502、Ovr2304、Ovr1901、Ovr2601、Ovr1101、Ovr1003、

Ovr2401、Ovr1702、Ovr1501、Ovr1801、Ovr2102、Ovr0801和Ovr0802。

8.用于扩增权利要求7所述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引物组，包括如下引物对

中的至少一对：

用于扩增Ovr14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3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4所示；

用于扩增Ovr16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5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6所示；

用于扩增Ovr20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7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8所示；

用于扩增Ovr05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9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0所示；

用于扩增Ovr21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1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2所示；

用于扩增Ovr02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3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4所示；

用于扩增Ovr07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5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6所示；

用于扩增Ovr0503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7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8所示；

用于扩增Ovr10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9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0所示；

用于扩增Ovr2204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1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2所示；

用于扩增Ovr05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3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4所示；

用于扩增Ovr14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5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6所示；

用于扩增Ovr2304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7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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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扩增Ovr19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9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0所示；

用于扩增Ovr2604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1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2所示；

用于扩增Ovr26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3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4所示；

用于扩增Ovr11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5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6所示；

用于扩增Ovr1003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7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8所示；

用于扩增Ovr16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9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0所示；

用于扩增Ovr24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1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2所示；

用于扩增Ovr22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3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4所示；

用于扩增Ovr06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5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6所示；

用于扩增Ovr2103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7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8所示；

用于扩增Ovr17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9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0所示；

用于扩增Ovr15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1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2所示；

用于扩增Ovr2606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3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4所示；

用于扩增Ovr10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5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6所示；

用于扩增Ovr18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7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8所示；

用于扩增Ovr21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9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0所示；

用于扩增Ovr08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1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2所示；

用于扩增Ovr08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3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4所示；

用于扩增Ovr09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5所示；反向引物的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6所示；

优选地，所述引物组中的引物对被标记物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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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地，所述标记物包括荧光标记。

9.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含权利要求8所述的引物组。

10.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选方法、权利要求7所

述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权利要求8所述的引物组或权利要求9所述的试剂盒在绵

羊的亲子鉴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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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及其筛选方法、引物组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分子生物学DNA标记技术和遗传学应用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绵

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及其筛选方法、引物组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微卫星标记(Microsatellite  marker)以其长度的多态性而著称，由于其具有稳

定性好，多态信息含量丰富，呈共显性遗传，重复性好且易于实现分析自动化等优势，是其

他遗传标记所不能替代的，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动植物的遗传图谱构建、遗传多样性评价、数

量性状定位、亲子鉴定和个体识别等方面。

[0003] 就微卫星分子遗传标记技术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标记数量多、遗传多

态性高且可以稳定扩增的微卫星位点，这在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极为重要。目前绵羊

的微卫星位点比较多，但基本上均是为二碱基重复单元的微卫星位点，绵羊的四碱基重复

微卫星标记目前还未见报道。相对于二碱基或三碱基重复微卫星位点，四碱基重复微卫星

最大的优势是在PCR扩增过程中不容易产生因PCR扩增链滑脱产生的影子带，因而四碱基重

复微卫星更容易从电泳峰图上读取等位基因进行统计分析。绵羊微卫星标记在绵羊的遗传

多样性分析、亲缘关系鉴定、个体识别、亲子鉴定和标记辅助选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作

用，因此开发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是十分必要的。

[0004]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选方法，该方法

能够筛选出具有良好多态性的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特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选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a)在绵羊全基因组中进行BLAST比对，查找所有染色体上四碱基重复的微卫星标

记；

[0009] (b)设计用于扩增步骤(a)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的引物，所述引物包括正向引物

和反向引物；

[0010] (c)对步骤(a)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进行PCR扩增，筛选出PCR扩增产物条带单一

且清晰的微卫星标记；

[0011] (d)选取至少20个绵羊样本，对步骤(c)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进行三引物PCR扩

增，所述三引物PCR扩增包括使用如下引物扩增微卫星标记：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的所

述正向引物、5’端标记荧光标记的所述正向通用引物和所述反向引物；

[0012] (e)通过分析步骤(d)的扩增产物来对微卫星标记进行多态性鉴定，得到所述绵羊

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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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提供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选方法从已有的绵羊全基因组序

列出发，筛选得到若干候选的微卫星标记，然后通过分析候选位点扩增产物条带的特异性，

以及候选位点的多态性，筛选得到四碱基重复的微卫星标记。该方法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

记多态性好，为绵羊的亲子鉴定、种群遗传多样性、性别鉴定等研究奠定基础。并且通过使

用三引物PCR避免了给每个正向引物标记荧光标记，降低了分析成本，提高了分析的通量。

本发明提供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与二碱基重复的微卫星标记相比，四碱基重复微

卫星标记PCR扩增不易出现影子带，数据的读取方便、准确。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取的部分绵羊DNA样品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微卫星标记PCR扩增的部分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1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选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a)在绵羊全基因组中进行BLAST比对，查找所有染色体上潜在的四碱基重复微卫

星标记，优选核心序列重复单元数目大于或等于7个以上的微卫星标记，统计其染色体的分

布情况。为了保证筛选出的微卫星标记在遗传多样性和亲子鉴定方面的应用，需避免单条

染色体上微卫星标记过多，两个微卫星标记在染色体上距离太近等问题，优选同一染色体

上微卫星标记的数量≤3；同一染色体上任意两个微卫星标记的距离优选至少为200kb。

[0021] (b)设计用于扩增步骤(a)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的引物，所述引物包括正向引物

和反向引物。设计引物使用的工具本发明不作限制，采用本领域常规软件设计工具即可。设

计引物时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对微卫星位点四碱基重复序列的两侧序列进行保守性

分析，针对每个含有四碱基重复的区域，需将两侧序列进行比对确定引物所在区域在全基

因组中为单一序列，即需排除高度重复序列，因为以高度重复序列为靶序列设计引物可能

导致大量的PCR非特异性扩增。(2)引物的参数优选如下：引物长度优选为18～30bp；引物GC

含量优选为35～60％；引物的退火温度优选为50～65℃；引物的扩增片段长度优选为100～

400bp。另外要考虑引物的内部结构，如发夹结构和引物二聚体等。

[0022] (c)对步骤(a)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进行PCR扩增，扩增后电泳扩增产物，在凝胶

成像系统中成像，将没有扩增条带、扩增条带不清晰以及有非特异性扩增条带的位点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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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扩增条带单一且清晰的微卫星标记保留进行下一步的分析。优选回收PCR扩增条带单一

且清晰的微卫星位点的扩增产物，回收后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得到这些位点的序列信息，

并与绵羊基因组比对，确定筛选得到的位点的序列和绵羊基因组的序列一致。

[0023] (d)选取至少20个绵羊样本，对每个绵羊样本中步骤(c)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进

行三引物PCR扩增，三引物PCR扩增使用的三种引物如下：步骤(b)中设计的正向引物，并且

在正向引物的5’端融合正向通用引物序列；单独的正向通用引物，并且正向通用引物的5’

端使用荧光标记标记；以及步骤(b)中设计的反向引物。需要说明的是，步骤(c)扩增时使用

的正向引物5’端可以不融合正向通用引物序列，但是在筛选过程中可以直接合成5’端融合

有正向通用引物序列的正向引物，然后步骤(b)的扩增过程中也使用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

引物的正向引物，以减少筛选过程中需要合成的引物的数量。三引物PCR扩增的原理如下：

PCR过程中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的正向引物将正向通用引物序列引物目标DNA片段中，

使扩增产物的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序列；然后5’端标记荧光标记的正向通用引物以5’

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序列的DNA片段为模板，使扩增产物标记荧光。

[0024] 所述正向通用引物可选择本领域常规的通用引物，本发明对此不作限制，一些正

向通用引物的实例包括M13通用引物，M13通用引物例如可以为但不限于为M13(-47)、M13(-

40)或M13(-21)。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的正向通用引物包括M13(-21)，M13(-21)的序列如

SEQ  ID  NO.97所示(5'-TGTAAAACGACGGCCAGT-3')。

[0025] 当用于扩增所有微卫星标记的正向通用引物只使用一种颜色的荧光标记标记时，

在后续的分析步骤时，每个通道只能分析一个位点。因此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为了提

高后续分析时的通量，在正向通用引物5’端标记不同的荧光标记，即单独的一条正向通用

引物只标记一种颜色的荧光标记，但是用于扩增不同位点的正向通用引物的荧光标记不

同。优选使用2～5种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在该实施方式中，每个通道可以同时分析2～5个

位点，从而提高了筛选效率。优选使用3种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例如给正向通用引物分别

标记FAM、Tamra或Hex，能够兼顾提高分析通量和保证分析的准确度。

[0026] 为了后续对各位点的多态性进行分析，因此该步骤中需要扩增多个绵羊样本的位

点，绵羊样本量优选为25～35，样本量过多会增加筛选的工作量，过少会降低后续多态性分

析的准确度。

[0027] 三引物PCR扩增时，三引物PCR扩增的反应体系中的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的正

向引物、5’端标记荧光标记的正向通用引物和所述反向引物的摩尔比优选为(0.8～1.2)：

(1.2～2)：2。优选的反应体系实例如下：2×PCR  mix  7μL，5’端融合有正向通用引物的正向

引物0.2μL(12.5μM)，荧光标记通用引物0.2μL(25μM)，反向引物0.2μL(25μM)，用双蒸水补

足至总体积15μL。

[0028] 三引物PCR扩增的扩增程序包括先以所述正向引物的退火温度扩增25～35个循

环，再以所述正向通用引物的退火温度扩增5～15个循环。其中正向引物的退火温优选为57

～59℃；正向通用引物的退火温度优选为52～54℃。优选的反应程序实例如下：首先模板在

95℃预变性5min；94℃变性30s，58℃退火45s，72℃延伸45s，循环30次；然后继续94℃变性

30s，53℃复性45s，72℃延伸45s，循环8次；最后72℃延伸维持10min，扩增产物4℃保存。

[0029] (e)分析步骤(d)的扩增产物，对微卫星标记进行多态性鉴定，得到所述绵羊四碱

基重复微卫星标记。优选对步骤(d)的扩增产物进行毛细管电泳并采集数据，然后对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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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荧光颜色分离，利用分型标准物计算等位基因大小，得到各基因组的基因分型数

据，然后对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进行多态性鉴定。其中优选使用ABI3730  DNA测序仪进行

毛细管电泳并采集数据；优选使用GeneMaker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荧光颜色分离；分型标

准物优选GeneScan  600分子内标。对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进行多态性鉴定包括分析微卫

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多态信息含量、期望杂合度、观测杂合度和哈迪-温伯格平衡中的一

种或多种。多态性鉴定的实例可选地包括分析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多态信息含量和期

望杂合度；可选地包括分析卫星位点的多态信息含量、期望杂合度、观测杂合度和哈迪-温

伯格平衡；可选地包括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多态信息含量、期望杂合度、观测杂合度

和哈迪-温伯格平衡检验，以保证筛选得到的位点具有足够的多态性。等位基因数优选至少

为5个；多态信息含量优选至少为0.5；观测杂合度优选至少为0.5；期望杂合度优选至少为

0.5；哈迪-温伯格平衡的P值优选至少为0.05。

[003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本

发明提供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主要由采用上述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

选方法筛选得到的微卫星标记组成，包括Ovr1402、Ovr1602、Ovr2001、Ovr0501、Ovr2101、

Ovr0201、Ovr0702、Ovr0503、Ovr1002、Ovr2204、Ovr0502、Ovr1401、Ovr2304、Ovr1901、

Ovr2604、Ovr2601、Ovr1101、Ovr1003、Ovr1601、Ovr2401、Ovr2202、Ovr0602、Ovr2103、

Ovr1702、Ovr1501、Ovr2606、Ovr1001、Ovr1801、Ovr2102、Ovr0801、Ovr0802和Ovr0902中的

一个或多个微卫星标记，各微卫星标记的信息如下：

[0031] Ovr14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9，Ovr14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所示

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16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7，

Ovr16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同源性90％以上的序

列；Ovr20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6，Ovr20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3所示序列，

或为与SEQ  ID  NO .3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05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 12，

Ovr05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4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4同源性90％以上的序

列；Ovr21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5，Ovr21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5所示序列，

或为与SEQ  ID  NO .5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02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 8，

Ovr02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6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6同源性90％以上的序

列；Ovr07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5，Ovr07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7所示序列，

或为与SEQ  ID  NO .7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0503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 7，

Ovr0503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8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8同源性90％以上的序

列；Ovr10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3，Ovr10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9所示序列，

或为与SEQ  ID  NO .9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2204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 9，

Ovr2204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0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0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05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7，Ovr05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1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 .1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14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7，

Ovr14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2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2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2304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1，Ovr2304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3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 .13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19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7，

Ovr19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4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4同源性9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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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Ovr2604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0，Ovr2604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5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15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26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0，

Ovr26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6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6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11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5，Ovr11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7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17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1003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0，

Ovr1003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8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18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16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0，Ovr16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19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19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24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1，

Ovr24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0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0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22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2，Ovr22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1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2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06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4，

Ovr06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2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2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2103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6，Ovr2103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3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23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17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2，

Ovr17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4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4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15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3，Ovr15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5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 .25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2606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6，

Ovr2606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6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6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10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1，Ovr10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7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27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18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CTAT)13，

Ovr18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8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28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21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0，Ovr21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29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29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0801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5，

Ovr0801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30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30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Ovr08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13，Ovr08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31所示序

列，或为与SEQ  ID  NO .31同源性90％以上的序列；Ovr0902的微卫星重复基序为(ATAG)8，

Ovr0902的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32所示序列，或为与SEQ  ID  NO.32同源性90％以上的

序列。

[0032] 其中“同源性”指的是核苷酸序列与目标序列的相似性。和目标所示序列90％以上

同源性的序列和目标序列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由一个或者几个核苷酸的缺失、突变、减少

或增加导致，比如微卫星位点的侧翼序列增加或减少一个或几个核苷酸，这些改变使核苷

酸序列与目标序列的核苷酸序虽然有差异，但是具有90％以上，例如可以为但不限于为

90％、92％、95％、98％或99％的相似度，同时具有相同的重复基序。核苷酸序列和目标序列

的同源性可以通过本领域常规软件实现，本发明对此不做限制。

[0033] 本发明提供的一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至少包括Ovr1402、Ovr1602、

Ovr2001、Ovr0501、Ovr2101、Ovr0201、Ovr0702、Ovr0503、Ovr1002、Ovr2204、Ovr0502、

Ovr1401、Ovr2304、Ovr1901、Ovr2604、Ovr2601、Ovr1101、Ovr1003、Ovr1601、Ovr2401、

Ovr2202、Ovr0602、Ovr2103、Ovr1702、Ovr1501、Ovr2606、Ovr1001、Ovr1801、Ovr2102、

Ovr0801、Ovr0802和Ovr0902中的一个；也可以多个微卫星标记联用，以提高检测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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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20个微卫星位点Ovr1402、Ovr1602、Ovr0501、Ovr0201、Ovr0702、Ovr1002、Ovr2204、

Ovr0502、Ovr2304、Ovr1901、Ovr2601、Ovr1101、Ovr1003、Ovr2401、Ovr1702、Ovr1501、

Ovr1801、Ovr2102、Ovr0801和Ovr0802联用等。优选至少包含十三个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

标记Ovr1402、Ovr1602、Ovr0501、Ovr0201、Ovr0702、Ovr1002、Ovr2204、Ovr0502、Ovr2401、

Ovr1702、Ovr1501、Ovr1801和Ovr2102，作为亲子鉴定检测效果更佳。

[0034]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扩增上述绵羊四碱基重复微

卫星标记的引物组，根据具体的待扩增的微卫星标记，该引物组可选取如下引物对中的一

对或多对。

[0035] 用于扩增Ovr14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3所示；反向引

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4所示；用于扩增Ovr16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

如SEQ  ID  NO.35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6所示；用于扩增Ovr2001的引

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37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8所示；用于扩增Ovr05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9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0所示；用于扩增Ovr21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41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2所示；用于扩增Ovr0201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43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4所示；用于扩增Ovr07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5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6所示；用于扩增Ovr0503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47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8所示；用于扩增Ovr1002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49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0所示；用于扩增Ovr2204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1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2所示；用于扩增Ovr05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53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4所示；用于扩增Ovr1401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55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6所示；用于扩增Ovr2304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7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8所示；用于扩增Ovr19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59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0所示；用于扩增Ovr2604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61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2所示；用于扩增Ovr26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3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4所示；用于扩增Ovr11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65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6所示；用于扩增Ovr1003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67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8所示；用于扩增Ovr16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9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0所示；用于扩增Ovr24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71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2所示；用于扩增Ovr2202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73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4所示；用于扩增Ovr06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5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6所示；用于扩增Ovr2103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77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78所示；用于扩增Ovr170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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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79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0所示；用于扩增Ovr15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1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2所示；用于扩增Ovr2606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83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4所示；用于扩增Ovr1001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85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6所示；用于扩增Ovr1801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7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88所示；用于扩增Ovr21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89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0所示；用于扩增Ovr0801的

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91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2所示；用于扩增Ovr08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3所示；反向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4所示；用于扩增Ovr0902的引物对：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

列如SEQ  ID  NO.95所示；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96所示。

[0036]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引物组中的引物对被标记物标记。所述引物对带

有标记指的是引物对中的正向引物和反向引物中至少一个带有标记即可，也可以正向引物

和反向引物同时带有标记。使用标记物标记引物对的目的是使扩增产物带有标记，方便后

续检测，具体的标记物可选择本领域常规的标记物，本发明对此不作限制。可以理解的是当

引物组中含有多个引物对时，不同引物对标记的标记物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优选使用

方便检测的荧光标记标记引物对。

[003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包含上述引物组的试剂盒。该试剂盒

可以用于扩增上述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该试剂盒还可以包括用于PCR反映的缓冲

液，包括但不限于PCR缓冲液、dNTP、盐和DNA聚合酶等反应试剂，还可以包含常规的实验耗

材等。

[003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的筛

选方法、上述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上述引物组或上述试剂盒在绵羊的亲子鉴定中

的应用。本发明提供的筛选方法以及筛选得到的四碱基重复微卫星多态性好，且扩增得到

的条带不易出现影子带，数据的读取方便、准确，适合作为遗传分子标记应用于绵羊的亲子

鉴定中。

[0039] 下面结合优选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

[0040] 实施例

[0041] 1材料和方法

[0042] 1 .1实验材料：本发明中的DNA样品来自吉林省乾羊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共采集

40只小尾寒羊血液样品。

[0043] 1.2实验主要试剂和仪器

[0044] 1.2.1主要实验试剂：DNA提取试剂盒(北京天根生物科技公司)；50×TAE缓冲液配

制：称量Tris  242g，Na2EDTA·2H2O  37.2g于1L烧杯中，加入800mL去离子水，充分搅拌均匀

后，加入57.1mL冰醋酸充分溶解，加去离子水定容至1L，室温保存(需使用琼脂糖凝胶电泳

时，稀释少量至1×TAE备用)。

[0045] 1 .2 .2主要实验仪器：移液器，台式高速离心机，PCR扩增仪，凝胶成像系统，电泳

仪，4℃冰箱，高压灭菌锅，电热鼓风干燥箱，电子天平，微波炉，琼脂糖水平电泳槽，旋涡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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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器。

[0046] 1.3实验方法

[0047] 1 .3.1血液DNA的提取：小尾寒羊血液DNA的提取采用北京天根生物科技公司的血

液DNA提取试剂盒提取，-20℃保存。

[0048] 1 .3.2四碱基微卫星序列的筛选：在绵羊全基因组中进行BLAST比对，查找绵羊基

因组中存在的四碱基重复序列染色体区域，获得核心序列重复单元数目大于或等于7个以

上，同时两端序列为非特异性重复序列的位点，统计其染色体的分布情况。

[0049] 1.3.3微卫星引物设计：在微卫星四碱基重复序列侧翼，使用软件Primer  5.0设计

引物，设计引物时需注意以下几点：微卫星位点四碱基重复序列两侧序列的保守性分析，针

对每个含有四碱基重复的区域，需将两侧序列进行比对确定引物所在区域在全基因组中为

单一序列，即需排除高度重复序列，因为以高度重复序列为靶序列设计引物可能导致大量

的PCR非特异性扩增。

[0050] 设计引物长度为18～30bp，GC含量35～60％，退火温度为50～65℃，扩增片段的长

度为100～400bp。其中每个位点正向引物的5′末端均增加了M13(-21)通用引物序列。另外，

单独合成了5'端添加荧光标记的M13(-21)通用引物，荧光标记分别为FAM、Tamra或Hex等3

种。

[0051] 为了保证本实施例开发的微卫星标记在遗传多样性和亲子鉴定方面的应用，需避

免单条染色体上微卫星位点过多，两个微卫星位点在染色体上距离太近等问题。另外要考

虑引物的内部结构，如发夹结构和引物二聚体等。

[0052] 1 .3 .4目的片段的PCR扩增：随机选择2个样品进行PCR扩增，反应体系为：2×PCR 

mix  10μL，正向引物和反向引物各0.2μL(25μM)，用双蒸水补足到20μL。扩增程序为：首先95

℃预变性5min；94℃变性30s，退火温度58℃30s；72℃延伸30s，循环30次；再72℃终延伸

5min，PCR扩增产物4℃保存。

[0053] 1.3.5微卫星标记引物的PCR扩增特异性鉴定：PCR产物经2.5％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分离分析，在凝胶成像系统中成像，将没有扩增条带、扩增条带不清晰以及有非特异性扩增

条带的位点去除。回收PCR扩增条带单一且清晰的微卫星位点的扩增产物，将回收产物与

pMD18-T质粒连接，转化DH5α大肠杆菌，PCR扩增鉴定插入片段大小，将阳性克隆测序，获得

了32个具有扩增特异性的微卫星位点。

[0054] 1.3.6荧光标记微卫星引物的扩增及检测：将筛选出的具有PCR扩增特异性的微卫

星位点，对30个绵羊样本进行PCR扩增。反应体系为：2×PCR  mix  7μL，正向引物0.2μL(12.5

μM)，M13(-21)荧光标记通用引物0.2μL(25μM)，反向引物0.2μL(25μM)，用双蒸水补足至总

体积15μL。扩增程序为：首先模板在95℃预变性5min；94℃变性30s，58℃退火45s，72℃延伸

45s，循环30次；然后继续94℃变性30s，53℃复性45s，72℃延伸45s，循环8次；最后72℃延伸

维持10min，扩增产物4℃保存。对PCR产物进行ABI3730  DNA测序仪毛细管电泳，分离后的荧

光标记PCR扩增DNA片段由设备自动检测并储存数据。

[0055] 1 .3.7数据统计分析：使用GeneMaker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荧光颜色分离，与分

型标准物GeneScan  600分子内标计算等位基因大小，进而确定各基因座的基因分型数据。

使用CERVUS  3 .0软件分析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n)，多态信息含量(PIC)，期望杂合度

(He)和观测杂合度(Ho)等。使用Genpop  3 .4软件进行各微卫星位点的哈迪-温伯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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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HWE)检验。

[0056] 1 .3.8微卫星标记在亲子鉴定中的应用：应用上述微卫星标记对2个家系中2个子

代(S1和S2)、2个母本(M1和M2)以及2只公羊(P1和P2)6个个体进行基因分型，通过

Cervus3.0软件进行亲子关系鉴定，并将亲子鉴定结果与饲养场系谱进行比对，以验证其准

确性。

[0057] 2结果

[0058] 2.1绵羊基因组DNA提取：采集的绵羊血液提取DNA后，使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经

凝胶成像系统观察结果。本实施例检测40个绵羊样品DNA质量及完整性，如图1所示，图1中

泳道M为DL15000  DNA  Marker，泳道1～24为绵羊个体编号。结果表明绵羊样品DNA质量较

好，可进行下一步实验。

[0059] 2.2引物设计与扩增鉴定：通过四碱基微卫星标记的全基因组筛选，引物设计，PCR

扩增和克隆，以及序列分析，本实施例共筛选出能特异性扩增的微卫星标记引物共32对，如

表1所示。部分微卫星标记PCR扩增琼脂糖凝胶电泳图如图2所示，其中泳道M为DL15000  DNA 

Marker，泳道1～16的微卫星标记依次为Ovr1402、Ovr1602、Ovr2001、Ovr0501、Ovr2101、

Ovr0201、Ovr0702、Ovr0503、Ovr1002、Ovr2204、Ovr0502、Ovr1401、Ovr2304、Ovr1901、

Ovr2604和Ovr2601。

[0060] 表1  32对绵羊四碱基重复单元微卫星标记引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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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说　明　书 10/12 页

17

CN 111172241 A

17



[0062]

[0063] 2.3微卫星标记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0064] 筛选出的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遗传信息参数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32个微

卫星标记的等位基因数均大于5，等位基因数在5～15个之间，32个标记共扩增出272个等位

基因，平均等位基因数为8.500；多态信息含量(PIC)在0.566～0.898之间，观测杂合度(Ho)

范围在0.548～0.903之间，期望杂合度(He)范围在0.631～0.921之间，平均期望杂合度为

0.7799；哈代-温伯格平衡检验结果表明32个位点均处于遗传平衡状态。综上所述，32个微

卫星标记均表现为高度多态性，可应用于绵羊亲缘关系鉴定分析和遗传多样性分析。

[0065] 表2  32个微卫星标记的多态信息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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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0068] 注：k为等位基因数，N为基因分型个体数，Ho为观测杂合度，He为期望杂合度，PIC

为多态信息含量。

[0069] 2.4亲子鉴定结果

[0070] CERVUS软件鉴定结果表明子代S1与M2、子代S2与M1为母子关系，子代S1和S2与公

羊P1为父子关系，而与公羊P2无亲缘关系，均与系谱中亲生母本和父本相匹配。

[007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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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LISTING

<110>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120>  绵羊四碱基重复微卫星标记及其筛选方法、引物组和应用

<160>  97

<170>  PatentIn  version  3.5

<210>  1

<211>  139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

tgtaaaacga  cggccagttt  cggtatggta  tgcagtaggt  atctcctctt  atagacagat  60

agatagatag  atagatagat  agatagatag  atagacagag  tcataaaatg  acgaaaggct  120

aagagggtcc  caagtttgt  139

<210>  2

<211>  145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

tgtaaaacga  cggccagtat  tccccatctc  tatctagcag  gctagctagt  tagctattgt  60

ctatcatcta  ttctctctcc  atcatctatc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acttca  120

tggtaaacag  atgtaggaaa  cagtg  145

<210>  3

<211>  130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3

gacctgcata  catctctgtc  tgcaaatata  gatagataga  tagatagata  gagcaacagt  60

tttgggaaaa  gtaaaccatg  gcatctactg  tgtgacatag  tggccatgtc  atagacagca  120

ggagggagat  130

<210>  4

<211>  160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4

ttcctagtca  gagatgtcac  aaaacatcct  ttaaatgtga  agattcatta  aaaatacaga  60

tgaaaagatg  aatggataga  tagatagata  gatagataga  tagatagata  gatagataga  120

tagagatgta  attgtagcgt  tttcaaatga  ataatgtcca  160

<2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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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149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5

aatgcctcta  cctggagtga  tgctgggagg  aggcaaccct  ggtaatggtt  tcatatattt  60

tcctgacttc  tgagatatta  ttcaagtcat  ttctaattga  aatatctatc  tatctatcta  120

tctatattcc  ttagcttccc  caatggctc  149

<210>  6

<211>  160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6

gcagcctaag  cgtgaatgtg  aaagatgttt  gaagaggcac  tgtttgttaa  tacctgaaac  60

tgaatcacac  atctctgaat  ccttagttgt  ttta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120

tctatctatc  tgtagtttga  ccagattgat  ttcttgccaa  160

<210>  7

<211>  202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7

caatactttg  tttttgaggc  tggcatgacc  cgatagatag  atagatagat  agatagatag  60

atagatagat  agatagatag  ataggtagat  agctggctgg  ctgctggtgc  aaacaggaca  120

taaatgtgag  gaaatttacc  ttaaagacca  ctaacttttg  gaggggaaga  cgtttatata  180

ccaagggata  cctgttttca  ac  202

<210>  8

<211>  196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8

tggttgaaca  gcctgtggat  ttgaagaaat  gagcacaaat  cacatttttc  tgtctatgta  60

tgtatgtatg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tcttctatct  ttttatggta  120

gctgcagtct  ggttgccagc  tgggacaagt  gggtagatta  atatttgagt  ctcagtaaca  180

ttgccaagga  ctgggt  196

<210>  9

<211>  179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9

aatcaggtgt  tgttgtttca  ggtgtatagt  gtaataattt  gatactcact  tagatagata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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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agataga  tagatagata  gatagataga  tagatagata  gatagatata  gtacaaaatg  120

atcaacaata  aatcattatc  atcatacata  aacaattatc  agcttagatt  gatcatagc  179

<210>  10

<211>  163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0

aatcaccctt  ctcacattca  ccctctccca  attagaaaaa  tatgtaatca  tatatctatc  60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tctcctggga  tttggcatct  gcttcataat  120

tatttaggaa  catgattcag  cagtttggaa  ggaggttgga  gga  163

<210>  11

<211>  228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1

ttctgttaca  tgctagaggc  catgtatctc  tatgtttata  ggtaggtagg  taggtaggta  60

ggtaggtagg  tagataggta  ggtaggtagg  taggtaggta  ggtagataga  tagatagata  120

gatagataga  tagatatgta  tagacaactt  ctggcagggt  actcaagaaa  ctaggaaagt  180

tagtagtcaa  tggatagtgt  tactgcaggg  acagggagca  aaatgtaa  228

<210>  12

<211>  221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2

tcaatcaaag  tctgtaatgg  aatcactaca  gcaactgtcc  accatttact  ttttctctaa  60

cagttaatat  atctatctat  ctatctatct  atctatctat  gtatgtatag  agagacgatc  120

caattattct  actacatttc  caattctata  tttcaaaccc  aaattgccag  aaaattctac  180

ctaagtttta  tatttcctct  gatttggcaa  ggacagtctt  t  221

<210>  13

<211>  237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3

cataactgtt  ttactacctg  gaccactgtg  agcatgtcca  accctcagcg  accacatgga  60

ctgcagccta  ccaggctcct  ccgtccatgg  gattttccag  gcaagagtac  tggagtgggg  120

tgccattgcc  ttctccgaga  tatatatata  tagatagata  gatagataga  tagatagata  180

gatagataga  tagatataga  tagatataaa  agactcattg  tgctgtatac  ttgaaac  237

<210>  14

<211>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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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4

tgccagttcc  tcagacacca  tcgaagcgga  agtggagtgg  ctgcggctag  cttgatattt  60

ctcatgtgat  aattgttctg  gccacttgaa  gtcagaacct  tttctagaac  tctcagtatg  120

ggttgtcttt  atctatcatt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tctgtgactc  180

tagtccaggc  caggctgatc  aggacaatag  tgggcaggat  tcta  224

<210>  15

<211>  255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5

gccagagaga  cctattggga  gctattaaat  tagcccagga  ttgtaataac  aaacagatga  60

tataaatggg  tggcatgcca  acatcagaaa  ccctggaaaa  agaaaagtta  ggttgatgtg  120

aaaagtaccc  cattgtagct  agctgtatta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180

tctatctatc  tatctcttta  tttataaatc  tgattctgag  acatgagatc  tgagctgggt  240

attttggctt  agtca  255

<210>  16

<211>  248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6

tattcctgaa  taaactcatc  tttactgaag  aaatatttgg  cagtctattt  gtttcaggtc  60

aaatatatct  ctatctatct  atctatctat  ctatctatct  atctatctat  catctctcta  120

gctctaggag  aatcaactaa  gacaatcagc  aacaaaacta  cagatggaga  aagttaggtt  180

tattgaccca  aagcaacaag  agaaagcaca  cctaaaagcc  acccagggac  atttcactca  240

aaacggaa  248

<210>  17

<211>  271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7

ctctacaaaa  tgttccgcca  agttggtgca  tcattgtcaa  gaagcatact  atttccatta  60

agaccttcca  ttcattagaa  agtggctttt  cctcctgtca  aacttttaca  tagatgaata  120

tctatctatc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180

tatctatata  tatatctcca  aaagggacag  tgttgagagt  aaaagaacat  actaatcata  240

attataccaa  gacacctggg  actttcctgg  a  271

<210>  18

<21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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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8

ccccaggaag  agagggtatc  acatatgtga  aatattgctg  agagatcaag  gatcatagca  60

taaactacag  actttttgtt  tggaaacaga  tagactagat  agatagatag  atagatagat  120

agatagatag  atagatagat  agatatagag  agacagtatg  gttacaatgc  acaagtttgt  180

ttagttggaa  tgttggactt  taaataacat  tactatggat  gctatcaaca  acatacaaaa  240

caaaatggca  ttcaaaagca  agtgtattag  g  271

<210>  19

<211>  272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19

ccagctgagc  taccagtata  taaaactccc  atatagatgg  atagatagat  agatagatag  60

atagatagat  agataaatag  atagatagat  atagacagtt  tcagtggttt  taaacaggat  120

ttggtgtaga  attggtgaca  atttttagaa  aagtacaaaa  tattctcaat  tgactttggt  180

tattctacat  ttttaaattt  agattattga  aaagtaaaag  aaaattactg  aagaagcaaa  240

tttccataat  ggtttacaat  gagacttgaa  ag  272

<210>  20

<211>  314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0

cacagtcaga  gctgggagtt  agagctataa  tacgtgaatt  aggggtgcaa  ttcagtccat  60

aaaataattg  ttctcaagga  caaactgcat  ataaagatag  atagatagat  agatagatag  120

atagatagat  agatagatag  ataaacacac  attgagaata  cagtatgtct  caggacagag  180

gacaggtcca  gaaactaata  aaaagaacca  aatggaaatt  ctagaaaaac  ataatttaac  240

taaaaattaa  tttgatggac  ttgagagcag  atgaaacact  gtagaagaaa  agatgagtga  300

accagaagac  aggg  314

<210>  21

<211>  122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1

ggacacaact  gagtgactaa  gcacacacgc  acagacacac  agacacacat  agatagatag  60

atagatagat  agatagatag  atagatagat  agatagatgg  atggatttcc  ttgctggcac  120

ca  122

<210>  22

<21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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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2

ccaggggagg  cattttcaac  ttacacacaa  tagatagata  gatagataga  tagatagata  60

gatagataga  tagatagata  gataggtgga  tggatcgatc  ccagtaactc  acaggtctag  120

ctcatgttac  ttgccttgga  gtgagttt  148

<210>  23

<211>  279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3

gtttctgtca  agtgtgtgat  gctgatgtat  ggattcagga  cagtttgtac  caggagagat  60

aagtatctga  ttatgagaca  tgggatatga  gattataaga  acatggccat  agtcgtttaa  120

cctttaagaa  cagagtatgg  aaaactagta  gctctgaatc  tgagacctta  ttctatctat  180

ctatctatct  atctatcatc  atcatctatc  aaacacacac  atgcacacac  agccatagtt  240

agggcccaat  caggattgac  atccgcaaaa  ggaacataa  279

<210>  24

<211>  316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4

actttttgat  ttgcccaggt  tcaggaaata  tttctgttat  ttgtcattgt  gccattaaaa  60

ttatcacaga  ttttcctaac  aggtctgtct  atctatctat  ctatctatct  atctatctat  120

ctatctatct  atctatctaa  tcacagtttt  agaatcattt  cctcttttcc  ctcttgcaat  180

ctttgatcta  tatgtttcag  gtatgtattt  ggacataaaa  tagtgatcat  accagcaagg  240

aaatttataa  gactggatcc  ttcagagctc  aagagtgaga  agcagcaaga  gtagtcagtt  300

ggacacaggg  aaagca  316

<210>  25

<211>  296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5

tgatttagaa  aaagtggttg  gagtccatct  atctatctat  ctatctatct  atctatctat  60

ctatctatct  atctatctat  ctaattggtt  cttgtcctca  ataatttgtt  caggggaagc  120

catataatat  ttatgtaagg  aaattgtgct  aaagattcca  tgttatgcag  tgctattaaa  180

tttctttaaa  cactatacca  gagacagtct  tgctccctgt  atggatgtgt  agcttagaat  240

tgctgtagcc  actttgaaaa  cctgtggaaa  tttgtgtgtg  gaggaagtct  aaaacc  296

<210>  26

<211>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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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6

agacccagtg  tatgtcagcc  ttctctgaga  acaactactt  gtcacaacag  ccttaaaaat  60

acaaaggcaa  tagaagttca  caccagaaat  agagaaggca  ttcccaggcc  tcttatcagg  120

atgactcact  ttcaagaaag  atgactaaaa  atcaagaaag  tggaattaca  gatacttcca  180

gcatcatgcc  atgtgttctc  atcctttgaa  gaagaaagta  ggagaggtct  gtagaaggat  240

ggatggatag  atagatagat  agatagatag  atacagagga  aagaagacag  ggatgacg  298

<210>  27

<211>  309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7

ctccccaaaa  tcaagagggt  tagttttatg  ctgagagaat  gaatagatag  atagatagat  60

agatagatag  atagatagat  agatagatat  taatatagca  aaccaatcct  gaaagttgga  120

aggtgaagaa  cgctttaaaa  tctaaagaac  atttattttc  caatataata  gttattagcc  180

ttcccatatt  atctgatact  gaccagagtg  cttggccttc  tccagttaat  aggaatgaat  240

aaatgccaga  caagaaattc  aggcaaggct  ttattggggc  ccttgctgaa  gcacagggaa  300

atgataaca  309

<210>  28

<211>  330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8

ctggagttat  tatgtgactg  tgtggtgcta  agtcacttca  atcagtcttt  ttgcaatact  60

atggactgta  acacgccagc  cttgtctgtc  catggggttc  tccaggcaag  aatactggag  120

tggttgccat  tcccttcttc  agggaatcct  cctgacccat  tgatcaaacc  caaccctctt  180

acctctcttg  cattggcagg  cgagttcttt  actgctagcg  ccacctggga  agagtcacta  240

tctatctatc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tctatcta  tctatctatc  taaatacaag  300

gaccacagtt  cgtgtaattg  gctctaagga  330

<210>  29

<211>  409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29

ccctggcacc  caatctaaag  tagcccctca  ggcactctcc  ctcccttctc  ccacaagata  60

tatagataga  tagatagata  gatagataga  tagatataga  tatagatata  gatagataga  120

tagatagaca  gagatataga  tagatagata  gatagataga  tagatagata  gataggctga  180

gcatttatct  ctaccagata  ttacatgctt  atctgttcat  caccgccact  ggagtttaaa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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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actgagg  gtaggaactt  tttctatctt  gtgcccagtt  atgtctcgag  cacgtaaata  300

atacttatct  catagtgtgt  gttcagtaaa  cacctgctag  agggagagag  aaagggaggt  360

aaaaatatgt  tggatgggag  gtcatttaac  cctccaaaat  gaagaaggc  409

<210>  30

<211>  382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30

ctctttttga  gacaagccac  cttcaaaatt  gtgctaatct  tcactttgtt  acttcactta  60

tcagaaacat  ttccacgtct  aattcaaact  gtattctata  atttcttcaa  catacaagaa  120

agactcactt  tgatttatgt  tgatccatga  ccacctctcc  ttgctttcag  ttccttcaac  180

atttgtaaat  aaagttgctt  aactttatac  atcttcagca  tatagctttg  gagttaaact  240

tcaaatgttc  cttgtgccat  aaaggactta  aatatataga  tagatagata  gatagataga  300

tagatagata  gatagataga  tagatagata  gatagattct  agttttcttt  aggacaataa  360

ctgttctttc  tgtgtcttgg  ga  382

<210>  31

<211>  468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31

gcttctgtca  gtagtggcat  cttacaaagt  acactatcca  aaccaggata  taggtattgg  60

caaatgagag  ttaactagac  ccagtcatca  aatactgcca  gtcaccaaaa  ctcaagatga  120

aatagataat  ctgaattctt  tggtaaatat  tagaaaaatc  aatattttat  ttgaaagctt  180

ctacaaaaca  cactccccag  tggtttctct  ggagaattcc  accaagtatt  taaagaataa  240

ttaagatcag  ttttacataa  tttcttccag  agaacaaaag  agaaggaaac  acttaccaat  300

actttgtttt  tgaggctggc  atgacccgat  agatagatag  atagatagat  agatagatag  360

atagatagat  agatagatag  gtagatagct  ggctggctgt  tggtgcaaac  aggacataaa  420

tgtgaggaaa  tttaccttaa  agaccactaa  cttttggagg  ggaagacg  468

<210>  32

<211>  448

<212>  DNA

<213>  绵羊（Ovis  aries）

<400>  32

ccagtaaaat  ccaggacatt  ctcatggctt  ctataagagt  tatactcaga  tactcacctt  60

ctgtgatcac  cagcaccaga  gctaccaaga  ccatgataaa  aaggagaaaa  gcagttttct  120

caaaagactc  cagatactgt  gattaaaatt  cagtgcagaa  aagctaaaca  atcacaactc  180

ttctattgat  gaccatctta  aactatctct  tttctattag  acagactgac  agattgaata  240

gggatcagat  agactgctag  gccctaccgc  ttatcaactc  cttcctgaca  gagggcacat  300

cactcaacat  ttctcagcct  caattcctcc  tttgcaaata  gggatgaccg  ttttatatag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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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gatagat  agatagatag  atagatagat  atgcacctgc  tgtgaggaaa  ataacacatt  420

aaacgtaaag  cacttggtag  tcaacatt  448

<210>  33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3

ttcggtatgg  tatgcagtag  gtatc  25

<210>  34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4

acaaacttgg  gaccctctta  gc  22

<210>  35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5

attccccatc  tctatctagc  agg  23

<210>  36

<211>  2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6

cactgtttcc  tacatctgtt  taccat  26

<210>  37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7

gacctgcata  catctctgtc  tgc  23

<210>  38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8

atctccctcc  tgctgtctat  ga  22

<21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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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39

ttcctagtca  gagatgtcac  aaaac  25

<210>  40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0

tggacattat  tcatttgaaa  acgct  25

<210>  41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1

aatgcctcta  cctggagtga  tgc  23

<210>  42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2

gagccattgg  ggaagctaag  g  21

<210>  43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3

gcagcctaag  cgtgaatgtg  aa  22

<210>  44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4

ttggcaagaa  atcaatctgg  tc  22

<210>  45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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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45

caatactttg  tttttgaggc  tgg  23

<210>  46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6

gttgaaaaca  ggtatccctt  ggtat  25

<210>  47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7

tggttgaaca  gcctgtggat  t  21

<210>  48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8

acccagtcct  tggcaatgtt  ac  22

<210>  49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49

aatcaggtgt  tgttgtttca  gg  22

<210>  50

<211>  2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0

gctatgatca  atctaagctg  ataattg  27

<210>  51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1

aatcaccctt  ctcacattca  cc  22

<21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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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2

tcctccaacc  tccttccaaa  ct  22

<210>  53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3

ttctgttaca  tgctagaggc  ca  22

<210>  54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4

ttacattttg  ctccctgtcc  ct  22

<210>  55

<211>  2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5

tcaatcaaag  tctgtaatgg  aatcac  26

<210>  56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6

aaagactgtc  cttgccaaat  ca  22

<210>  57

<211>  2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7

cataactgtt  ttactacctg  gaccact  27

<210>  58

<211>  2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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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8

gtttcaagta  tacagcacaa  tgagtct  27

<210>  59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59

tgccagttcc  tcagacacca  tc  22

<210>  60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0

tagaatcctg  cccactattg  tcct  24

<210>  61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1

gccagagaga  cctattggga  gc  22

<210>  62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2

tgactaagcc  aaaataccca  gc  22

<210>  63

<211>  2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3

tattcctgaa  taaactcatc  tttact  26

<210>  64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4

ttccgttttg  agtgaaatgt  cc  22

<21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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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5

ctctacaaaa  tgttccgcca  agt  23

<210>  66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6

tccaggaaag  tcccaggtgt  c  21

<210>  67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7

ccccaggaag  agagggtatc  ac  22

<210>  68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8

cctaatacac  ttgcttttga  atgc  24

<210>  69

<211>  2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69

ccagctgagc  taccagtata  taaaac  26

<210>  70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0

ctttcaagtc  tcattgtaaa  ccatt  25

<210>  71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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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71

cacagtcaga  gctgggagtt  agag  24

<210>  72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2

ccctgtcttc  tggttcactc  atc  23

<210>  73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3

ggacacaact  gagtgactaa  gc  22

<210>  74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4

tggtgccagc  aaggaaatcc  20

<210>  75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5

ccaggggagg  cattttcaac  20

<210>  76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6

aaactcactc  caaggcaagt  aaca  24

<210>  77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7

gtttctgtca  agtgtgtgat  gctg  24

<21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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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8

ttatgttcct  tttgcggatg  tca  23

<210>  79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79

actttttgat  ttgcccaggt  tc  22

<210>  80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0

tgctttccct  gtgtccaact  ga  22

<210>  81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1

tgatttagaa  aaagtggttg  gagtc  25

<210>  82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2

ggttttagac  ttcctccaca  cacaa  25

<210>  83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3

agacccagtg  tatgtcagcc  ttc  23

<210>  84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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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84

cgtcatccct  gtcttctttc  ctct  24

<210>  85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5

ctccccaaaa  tcaagagggt  tag  23

<210>  86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6

tgttatcatt  tccctgtgct  tca  23

<210>  87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7

ctggagttat  tatgtgactg  tgtgg  25

<210>  88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8

tccttagagc  caattacacg  aact  24

<210>  89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89

ccctggcacc  caatctaaag  ta  22

<210>  90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90

gccttcttca  ttttggaggg  tta  23

<21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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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91

ctctttttga  gacaagccac  ct  22

<210>  92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92

tcccaagaca  cagaaagaac  ag  22

<210>  93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93

gcttctgtca  gtagtggcat  ctt  23

<210>  94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94

cgtcttcccc  tccaaaagtt  agt  23

<210>  95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95

ccagtaaaat  ccaggacatt  ctcat  25

<210>  96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96

aatgttgact  accaagtgct  ttacg  25

<210>  97

<211>  18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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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97

tgtaaaacga  cggccag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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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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