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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官庄花猪SNP位点及其建立方

法与应用，属于动物分子生物技术及动物遗传育

种领域。本发明提供官庄花猪SNP位点，具有明显

的官庄花猪的种属特异性，实用性较强，具备较

好开发和应用前景，将官庄花猪SNP位点及检测

该SNP位点的检测引物应用于制备SNP芯片或检

测试剂盒，并将SNP芯片或检测试剂盒应用官庄

花猪种质鉴定中，具有较好的检测结果，为种质

鉴定提供较好的数据支撑，具有较好的社会价值

和实际推广应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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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分型官庄花猪的SNP位点的试剂在上杭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

述SNP位点为以下19个SNP位点：MARC0110659位置的A或T、H3GA0003731位置的G或T、

DRGA0002305位置的A或G、ASGA0009835位置的G或A、MARC0113860位置的T或A、ASGA0020113

位置的A或C、ALGA0028821位置的G或T、DRGA0005669位置的G或A、DRGA0005851位置的A或G、

MARC0021061位置的T或C、ALGA0050422位置的A或T、MARC0020221位置的A或T、ALGA0070475

位置的T或G、MARC0109383位置的T或A、MARC0049346位置的A或T、ASGA0064559位置的C或G、

ALGA0086332位置的G或C、MARC0071437位置的T或A、H3GA0046776位置的T或C；

所述官庄花猪在以上SNP位点的基因型为：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2.一种官庄花猪种质的鉴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提取待检猪的组织样本，提取所述组织样本的基因组DNA，通过扩增检测待检猪在19个

SNP位点的基因型，所述19个SNP位点为：MARC0110659位置的A或T、H3GA0003731位置的G或

T、DRGA0002305位置的A或G、ASGA0009835位置的G或A、MARC0113860位置的T或A、

ASGA0020113位置的A或C、ALGA0028821位置的G或T、DRGA0005669位置的G或A、DRGA0005851

位置的A或G、MARC0021061位置的T或C、ALGA0050422位置的A或T、MARC0020221位置的A或T、

ALGA0070475位置的T或G、MARC0109383位置的T或A、MARC0049346位置的A或T、ASGA0064559

位置的C或G、ALGA0086332位置的G或C、MARC0071437位置的T或A、H3GA0046776位置的T或C；

所述官庄花猪在以上SNP位点的基因型为：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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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当所述待检猪的组织具有上述19个SNP位点的基因型时，可以判定为官庄花猪。

3.SNP芯片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SNP芯片检测的位点为19

个SNP位点，具体为：MARC0110659位置的A或T、H3GA0003731位置的G或T、DRGA0002305位置

的A或G、ASGA0009835位置的G或A、MARC0113860位置的T或A、ASGA0020113位置的A或C、

ALGA0028821位置的G或T、DRGA0005669位置的G或A、DRGA0005851位置的A或G、MARC0021061

位置的T或C、ALGA0050422位置的A或T、MARC0020221位置的A或T、ALGA0070475位置的T或G、

MARC0109383位置的T或A、MARC0049346位置的A或T、ASGA0064559位置的C或G、ALGA0086332

位置的G或C、MARC0071437位置的T或A、H3GA0046776位置的T或C；

所述官庄花猪在以上SNP位点的基因型为：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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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4.检测分型官庄花猪的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其特征在于，所述SNP位点为如权利

要求1中所述的19个SNP位点，所述检测引物组合包括对应检测所述MARC0110659的SNP位

点、所述H3GA0003731的SNP位点、所述DRGA0002305的SNP位点、所述ASGA0009835的SNP位

点、所述MARC0113860的SNP位点、所述ASGA0020113的SNP位点、所述ALGA0028821的SNP位

点、所述DRGA0005669的SNP位点、所述DRGA0005851的SNP位点、所述MARC0021061的SNP位

点、所述ALGA0050422的SNP位点、所述MARC0020221的SNP位点、所述ALGA0070475的SNP位

点、所述MARC0109383的SNP位点、所述MARC0049346的SNP位点、所述ASGA0064559的SNP位

点、所述ALGA0086332的SNP位点、所述MARC0071437的SNP位点和所述H3GA0046776的SNP位

点的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物对，所述第一引物对至所述第十九引物对的碱基序列如序列

SEQ  ID  NO.1‑38所示。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分型官庄花猪的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

中的应用。

6.一种官庄花猪SNP位点检测的检测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试剂盒包括权利要

求4所述的分型官庄花猪的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检测的检测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

试剂盒还包括PCR反应缓冲液、Taq  DNA聚合酶和dNTPs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检测的检测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

试剂盒还包括核酸提取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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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花猪SNP位点、SNP芯片与其检测引物组合、检测试剂盒及

其应用和种质鉴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动物分子生物技术及动物遗传育种领域，具体而言，涉及官庄花猪SNP

位点、SNP芯片与其检测引物组合、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和种质鉴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也是世界上养猪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达几千年之

久，猪在中国被誉为六畜之首。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民俗文化的影响，我国拥有着丰

富的、各具特色的地方猪种资源，是世界猪种基因库中的宝贵资源。

[0003] 官庄花猪官庄花猪是福建省八大地方优良猪种之一，该地方猪种适应性强，性情

温顺，耐粗易养，抗病力强，脂肪沉积早，脂肪雪白如白玉，肌纤维细，肉质细嫩，肉色暗红，

大理石纹丰富，系水力强，弹性良好。官庄花猪母性好，繁殖性能强，抗病力强，饲养粗放。该

猪种的皮较厚，仔猪适合做“烤乳猪”。

[0004] 然而目前针对官庄花猪的研究还不多见，尤其是分子以及单核苷酸多态性方面的

研究还有待提高；目前，还没针对官庄花猪的种质特征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官庄花猪SNP位点，该官庄花猪SNP位点，具有明显的

官庄花猪种属特异性，实用性较强，具备较好开发和应用前景。

[0006]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在上杭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

用。

[0007] 本发明的第三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官庄花猪种质的鉴定方法，本方法通过鉴定上述

的SNP位点，实现快速鉴定官庄花猪，为种质鉴定和生产鉴定提供可靠依据。

[0008] 本发明的第四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猪品种鉴定的SNP芯片，该SNP芯片用于鉴定

和分析官庄花猪的SNP位点，方便快捷。

[0009] 本发明的第五目的在于提供上述的SNP芯片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010] 本发明的第六目的在于提供检测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

[0011] 本发明的第七目的在于提供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在官庄花猪

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012] 本发明的第八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官庄花猪SNP位点检测的检测试剂盒。

[0013]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4] 官庄花猪SNP位点，官庄花猪SNP位点包括：

[0015]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0016]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0017]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0018]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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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0020]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0021]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0022]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0023]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0024]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0025]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0026]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0027]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0028]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0029]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0030]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0031]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0032]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0033]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0034] 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在上杭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035] 一种官庄花猪种质的鉴定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提取待检猪的组织样本，提取组织样本的基因组DNA，通过扩增检测待检猪是否具

有以下SNP位点：

[0037]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0038]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0039]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0040]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0041]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0042]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0043]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0044]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0045]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0046]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0047]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0048]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0049]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0050]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0051]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0052]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0053]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0054]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0055]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0056] 当待检猪的组织具有上述19个SNP位点，可以判定为官庄花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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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一种用于猪品种鉴定的SNP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SNP芯片检测19个SNP位点，19

个SNP位点如下所示：

[0058]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0059]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0060]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0061]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0062]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0063]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0064]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0065]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0066]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0067]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0068]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0069]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0070]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0071]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0072]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0073]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0074]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0075]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0076]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0077] 上述的SNP芯片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078] 检测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检测引物组合包括对应检测

MARC0110659的SNP位点、H3GA0003731的SNP位点、DRGA0002305的SNP位点、ASGA0009835的

SNP位点、MARC0113860的SNP位点、ASGA0020113的SNP位点、ALGA0028821的SNP位点、

DRGA0005669的SNP位点、DRGA0005851的SNP位点、MARC0021061的SNP位点、ALGA0050422的

SNP位点、MARC0020221的SNP位点、ALGA0070475的SNP位点、MARC0109383的SNP位点、

MARC0049346的SNP位点、ASGA0064559的SNP位点、ALGA0086332的SNP位点、MARC0071437的

SNP位点和H3GA0046776的SNP位点的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物对，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

物对的碱基序列如序列SEQ  ID  NO.1‑38所示。

[0079] 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080] 一种官庄花猪SNP位点检测的检测试剂盒，检测试剂盒包括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

点的检测引物组合。

[008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供官庄花猪SNP位点，具有明显

的官庄花猪的种属特异性，实用性较强，具备较好开发和应用前景，将官庄花猪SNP位点及

检测该SNP位点的检测引物应用于制备SNP芯片或检测试剂盒，并将SNP芯片或检测试剂盒

应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具有较好的检测结果，为种质鉴定提供较好的数据支撑，具有较

好的社会价值和实际推广应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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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82] 图1为19个SNP位点其他品种猪‑官庄花猪鉴别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83]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

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

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84]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官庄花猪SNP位点、SNP芯片与其检测引物组合、检测试剂

盒及其应用和种质鉴定方法进行具体说明。

[0085] 官庄花猪SNP位点，官庄花猪SNP位点包括：

[0086]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0087]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0088]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0089]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0090]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0091]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0092]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0093]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0094]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0095]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0096]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0097]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0098]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0099]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0100]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0101]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0102]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0103]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0104]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0105] 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在上杭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106] 一种官庄花猪种质的鉴定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107] 提取待检猪的组织样本，提取组织样本的基因组DNA，通过扩增检测待检猪是否具

有以下SNP位点：

[0108]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0109]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0110]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0111]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0112]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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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0114]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0115]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0116]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0117]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0118]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0119]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0120]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0121]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0122]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0123]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0124]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0125]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0126]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0127] 当待检猪的组织具有上述19个SNP位点，可以判定为官庄花猪。

[0128] 一种用于猪品种鉴定的SNP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SNP芯片检测19个SNP位点，19

个SNP位点如下所示：

[0129]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0130]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0131]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0132]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0133]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0134]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0135]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0136]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0137]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0138]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0139]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0140]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0141]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0142]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0143]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0144]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0145]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0146]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0147]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0148] 上述的SNP芯片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149] 检测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检测引物组合包括对应检测

MARC0110659的SNP位点、H3GA0003731的SNP位点、DRGA0002305的SNP位点、ASGA00098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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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P位点、MARC0113860的SNP位点、ASGA0020113的SNP位点、ALGA0028821的SNP位点、

DRGA0005669的SNP位点、DRGA0005851的SNP位点、MARC0021061的SNP位点、ALGA0050422的

SNP位点、MARC0020221的SNP位点、ALGA0070475的SNP位点、MARC0109383的SNP位点、

MARC0049346的SNP位点、ASGA0064559的SNP位点、ALGA0086332的SNP位点、MARC0071437的

SNP位点和H3GA0046776的SNP位点的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物对，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

物对的碱基序列如序列SEQ  ID  NO.1‑38所示。

[0150] 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在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0151] 一种官庄花猪SNP位点检测的检测试剂盒，检测试剂盒包括上述的官庄花猪SNP位

点的检测引物组合。

[0152]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检测试剂盒还包括PCR反应缓冲液、Taq  DNA

聚合酶和dNTPs中的至少一种。

[0153]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检测试剂盒还包括核酸提取试剂。

[0154]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155] 实施例1

[015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官庄花猪SNP位点，官庄花猪SNP位点包括：

[0157] (1)MARC0110659，SNP位点基因型：AA；

[0158] (2)H3GA0003731，SNP位点基因型：GG；

[0159] (3)DRGA0002305，SNP位点基因型：AA；

[0160] (4)ASGA0009835，SNP位点基因型：GG；

[0161] (5)MARC0113860，SNP位点基因型：TT；

[0162] (6)ASGA0020113，SNP位点基因型：AA；

[0163] (7)ALGA0028821，SNP位点基因型：TT；

[0164] (8)DRGA0005669，SNP位点基因型：GG；

[0165] (9)DRGA0005851，SNP位点基因型：AA；

[0166] (10)MARC0021061，SNP位点基因型：TT；

[0167] (11)ALGA0050422，SNP位点基因型：AA；

[0168] (12)MARC0020221，SNP位点基因型：AA；

[0169] (13)ALGA0070475，SNP位点基因型：TT；

[0170] (14)MARC0109383，SNP位点基因型：AA；

[0171] (15)MARC0049346，SNP位点基因型：AA；

[0172] (16)ASGA0064559，SNP位点基因型：CC；

[0173] (17)ALGA0086332，SNP位点基因型：CC；

[0174] (18)MARC0071437，SNP位点基因型：AA；

[0175] (19)H3GA0046776，SNP位点基因型：TT。

[0176] 由于上述官庄花猪的SNP位点，全部针对官庄花猪的特异位点，种属特异性强，可

以应用到官庄花猪种质鉴定中。

[0177] 另外还可以将上述官庄花猪的SNP位点用于制备进行猪种质鉴定的SNP芯片，将

SNP芯片用于猪种质鉴定。

[0178]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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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检测实施例1提供的官庄花猪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检测引

物组合包括对应检测MARC0110659的SNP位点、H3GA0003731的SNP位点、DRGA0002305的SNP

位点、ASGA0009835的SNP位点、MARC0113860的SNP位点、ASGA0020113的SNP位点、

ALGA0028821的SNP位点、DRGA0005669的SNP位点、DRGA0005851的SNP位点、MARC0021061的

SNP位点、ALGA0050422的SNP位点、MARC0020221的SNP位点、ALGA0070475的SNP位点、

MARC0109383的SNP位点、MARC0049346的SNP位点、ASGA0064559的SNP位点、ALGA0086332的

SNP位点、MARC0071437的SNP位点和H3GA0046776的SNP位点的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物对，

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物对的碱基序列如序列SEQ  ID  NO.1‑38所示。

[0180] 由于上述检测引物组合主要是针对实施例1提供的SNP位点，因此也可以将上述检

测引物组合应用于官庄花猪种质的检测中。

[0181] 实施例3

[018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官庄花猪SNP位点检测的检测试剂盒，该试剂盒包实施例2提供

的检测引物组合，检测引物组合包括对应检测MARC0110659的SNP位点、H3GA0003731的SNP

位点、DRGA0002305的SNP位点、ASGA0009835的SNP位点、MARC0113860的SNP位点、

ASGA0020113的SNP位点、ALGA0028821的SNP位点、DRGA0005669的SNP位点、DRGA0005851的

SNP位点、MARC0021061的SNP位点、ALGA0050422的SNP位点、MARC0020221的SNP位点、

ALGA0070475的SNP位点、MARC0109383的SNP位点、MARC0049346的SNP位点、ASGA0064559的

SNP位点、ALGA0086332的SNP位点、MARC0071437的SNP位点和H3GA0046776的SNP位点的第一

引物对至第十九引物对，第一引物对至第十九引物对的碱基序列如序列SEQ  ID  NO.1‑38所

示。

[0183] 当然，检测试剂盒还可以有就行PCR反应的相关试剂，包括PCR反应缓冲液、Taq 

DNA聚合酶和dNTPs中的至少一种。

[0184] 当然还可以包括核酸提取试剂。

[0185] 实验例

[0186] 本实验例以官庄花猪及其他品种猪为研究材料，利用Illumina60K  SNP芯片对这

些品种猪个体进行全基因组基因分型，分析并筛选出尽可能少的能够用于可用以区分官庄

花猪及其他品种猪的SNP标记组合。

[0187] 实验猪群：本发明使用的材料来自33头官庄花猪个体以及494头其他不同的品种

猪个体。

[0188] 猪全基因组60K  SNP基因型检测：从上述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采集一小块耳组织样，

以标准酚氯仿方法提取基因组DNA，将DNA溶解于TE缓冲液中。用Nanodrop‑1000核酸蛋白分

析仪对提取出来的DNA进行质量检测和浓度测定，A260/280比值在1.8‑2.0，A260/230比值

在1.7‑1.9判定为合格。合格的DNA样品统一稀释成50ng/μL，利用Illumina  Infinium  SNP

分型平台，订购Porcine  SNP60DNA  Analysis  Kit芯片，根据Illumina  Infinium的使用说

明和标准流程进行芯片杂交与结果扫描，通过GenomeStudio软件读取基因型数据。用PLINK 

v1 .07对获得的基因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剔除检出率<99.7％、次等位基因频率(minor 

allele  frequency，MAF)<0 .01或偏离哈代温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HWE)P≤10‑6的SNP标记，排除检出率<90％、家系孟德尔错误率高于0.1的个体，最后有10013

个SNP和527个个体用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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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9] 全基因组关联(GWAS)分析，使用plink软件对官庄花猪及其他品种猪开展Case‑

Control分析，官庄花猪为Case，其他品种猪为Control。采用Bonferroni法确定在官庄花

猪、其他品种猪中存在显著差异的SNP位点，基因组水平显著阈值为0.05除以有效SNP位点

数量，即0.05/10013＝4.99e‑6；GWAS结果显示，top19的SNP位点分别位于：SSC(猪染色体)1、

2、4、5、8、9、13、14、15、16上，SNP名称分别为：位于SSC1上的MARC0110659、H3GA0003731、

DRGA0002305，位于SSC2上的ASGA0009835，位于SSC4上的MARC0113860、ASGA0020113、

ALGA0028821，位于SSC5上的DRGA0005669、DRGA0005851，位于SSC8上的MARC0021061，位于

SSC9上的ALGA0050422、MARC0020221，位于SSC13上的ALGA0070475、MARC0109383，位于

SSC14上的MARC0049346、ASGA0064559，位于SSC15上的ALGA0086332、MARC0071437，位于

SSC16上的H3GA0046776共计19个SNP位点。用于官庄花猪跟其他品种猪的鉴别。19个SNP位

点在官庄花猪、其他品种猪中的基因型(部分)分布如表2所示，专利的最后附有全部的基因

型。G开头的代表官庄花猪，数字开头的代表不同品种的猪。以SNP位点MARC0110659为例，在

官庄花猪个体中AA的比例很高，而在其他不同品种猪群体中TT的比例最高。每个SNP位点在

官庄花猪和其他不同的品种猪的主要基因型都不一样，因此通过19个点的组合，便可以达

到区分官庄花猪和其他品种的猪，已达到官庄花猪品种特异性遗传标签的构建。

[0190] 表1  19个SNP在官庄花猪及其他品种猪中基因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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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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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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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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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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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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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

[0206] 为了检验该19个SNP位点区分官庄花猪与其他品种猪的准确性，本发明用这19个

SNP位点在33头官庄花猪、494头其他品种的猪个体中进行了验证。主要使用R软(全称：The 

R  Projec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对官庄花猪和其他不同品种的猪进行主成分分

析。

[0207] 结果如图1所示，图中横坐标为主成分1，纵坐标为主成分2；由图1可以得知，19个

SNP位点可以将官庄花猪与其他不同品种的猪分开来。其横坐标大于0的点为官庄花猪群

说　明　书 23/25 页

27

CN 108330199 B

27



体，横坐标小于0的点为其他品种猪群体，每个点代表1头猪的这19个SNP位点的信息，通过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鉴别得到的这些点的信息。验证结果表明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鉴别到

的19个SNP位点可用于官庄花猪与其他品种猪的鉴别，以达到构建官庄花猪特异性遗传标

签构建的目的。

[0208] 官庄花猪与其他品种猪在不同染色体上的SNP位点的不同，具体为：MARC0110659

位置的A或T、H3GA0003731位置的G或T、DRGA0002305位置的A或G、ASGA0009835位置的G或A、

MARC0113860位置的T或A、ASGA0020113位置的A或C、ALGA0028821位置的G或T、DRGA0005669

位置的G或A、DRGA0005851位置的A或G、MARC0021061位置的T或C、ALGA0050422位置的A或T、

MARC0020221位置的A或T、ALGA0070475位置的T或G、MARC0109383位置的T或A、MARC0049346

位置的A或T、ASGA0064559位置的C或G、ALGA0086332位置的G或C、MARC0071437位置的T或A、

H3GA0046776位置的T或C，共计19个SNP位点。

[0209] 这19个SNP位点的位置信息如下表2。

[0210] 表2  19个SNP位点在染色体上的位置

[0211]

[0212] 已知上述SNP位点后，可以针对该位点所在的一段基因序列设计相应的引物，引物

序列如实施例2所示，再通过荧光定量PCR的方法，扩增该片段，再通过扩增结果(不同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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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峰不同)确定该SNP位点。

[0213]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官庄花猪的SNP位点及检测该SNP位点的检测引物组合具

有较好的种属特异性，能应用于官庄花猪的种质鉴定；将提供的官庄花猪的SNP位点应用于

制备猪品种鉴定的SNP芯片，可以方便官庄花猪的种质鉴定；将检测引物组合用于制备官庄

花猪的种质鉴定，能方便检测；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0214]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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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实

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

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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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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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SEQUENCE  LISTING

[0002] <110> 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0003]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4] <120>  官庄花猪SNP位点、SNP芯片与其检测引物组合、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和种

质

[0005] 鉴定方法

[0006] <160>  38

[0007] <170>  PatentIn  version  3.5

[0008] <210>  1

[0009] <211>  21

[0010] <212>  DNA

[0011] <213> 人工序列

[0012] <400>  1

[0013] tgggaagcgg  ggtttctgtt  g  21

[0014] <210>  2

[0015] <211>  21

[0016] <212>  DNA

[0017] <213> 人工序列

[0018] <400>  2

[0019] agaaggaacc  tagttagtga  c  21

[0020] <210>  3

[0021] <211>  25

[0022] <212>  DNA

[0023] <213> 人工序列

[0024] <400>  3

[0025] tttgtttact  gatttggcgg  gtgac  25

[0026] <210>  4

[0027] <211>  21

[0028] <212>  DNA

[0029] <213> 人工序列

[0030] <400>  4

[0031] agacaggtga  ttggtatttc  g  21

[0032] <210>  5

[0033] <211>  21

[0034] <212>  DNA

[0035] <213> 人工序列

[0036] <400>  5

[0037] gctaaaggcg  aaggagcagt  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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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210>  6

[0039] <211>  25

[0040] <212>  DNA

[0041] <213> 人工序列

[0042] <400>  6

[0043] gagcagcaaa  tccaagtcca  gtatg  25

[0044] <210>  7

[0045] <211>  21

[0046] <212>  DNA

[0047] <213> 人工序列

[0048] <400>  7

[0049] ctaaagttgg  gagtctgagc  g  21

[0050] <210>  8

[0051] <211>  21

[0052] <212>  DNA

[0053] <213> 人工序列

[0054] <400>  8

[0055] gcaatgccga  aaccttcacc  c  21

[0056] <210>  9

[0057] <211>  21

[0058] <212>  DNA

[0059] <213> 人工序列

[0060] <400>  9

[0061] agccttccta  cctacaaccg  c  21

[0062] <210>  10

[0063] <211>  21

[0064] <212>  DNA

[0065] <213> 人工序列

[0066] <400>  10

[0067] agtgcttgct  ctcttctcta  c  21

[0068] <210>  11

[0069] <211>  21

[0070] <212>  DNA

[0071] <213> 人工序列

[0072] <400>  11

[0073] accactatct  atgccatcta  a  21

[0074] <210>  12

[0075] <211>  21

[0076]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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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213> 人工序列

[0078] <400>  12

[0079] tgtccattat  tcaaatcgca  t  21

[0080] <210>  13

[0081] <211>  21

[0082] <212>  DNA

[0083] <213> 人工序列

[0084] <400>  13

[0085] caacccagtt  catcattatt  c  21

[0086] <210>  14

[0087] <211>  21

[0088] <212>  DNA

[0089] <213> 人工序列

[0090] <400>  14

[0091] agaggtggag  aagcaggtta  g  21

[0092] <210>  15

[0093] <211>  21

[0094] <212>  DNA

[0095] <213> 人工序列

[0096] <400>  15

[0097] gtaatgattg  ttatcctgct  c  21

[0098] <210>  16

[0099] <211>  21

[0100] <212>  DNA

[0101] <213> 人工序列

[0102] <400>  16

[0103] tagggcagtt  tagtgctttg  a  21

[0104] <210>  17

[0105] <211>  21

[0106] <212>  DNA

[0107] <213> 人工序列

[0108] <400>  17

[0109] gtttcctact  cggattcgtt  a  21

[0110] <210>  18

[0111] <211>  21

[0112] <212>  DNA

[0113] <213> 人工序列

[0114] <400>  18

[0115] tcaatcttag  gagacggaca  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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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210>  19

[0117] <211>  21

[0118] <212>  DNA

[0119] <213> 人工序列

[0120] <400>  19

[0121] gttcagggca  gttcctatca  g  21

[0122] <210>  20

[0123] <211>  21

[0124] <212>  DNA

[0125] <213> 人工序列

[0126] <400>  20

[0127] cccacggaga  atgcgaacca  g  21

[0128] <210>  21

[0129] <211>  21

[0130] <212>  DNA

[0131] <213> 人工序列

[0132] <400>  21

[0133] aaaaggatga  acaggaagat  g  21

[0134] <210>  22

[0135] <211>  21

[0136] <212>  DNA

[0137] <213> 人工序列

[0138] <400>  22

[0139] aaagtctcct  actgccgtta  t  21

[0140] <210>  23

[0141] <211>  21

[0142] <212>  DNA

[0143] <213> 人工序列

[0144] <400>  23

[0145] actgggtgta  gcaaagataa  c  21

[0146] <210>  24

[0147] <211>  25

[0148] <212>  DNA

[0149] <213> 人工序列

[0150] <400>  24

[0151] gaggaaagtg  gatgacagag  gtgag  25

[0152] <210>  25

[0153] <211>  21

[0154]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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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5] <213> 人工序列

[0156] <400>  25

[0157] gtatcttcca  tctgccgagt  g  21

[0158] <210>  26

[0159] <211>  21

[0160] <212>  DNA

[0161] <213> 人工序列

[0162] <400>  26

[0163] tgatctgcca  tatctgcttc  c  21

[0164] <210>  27

[0165] <211>  21

[0166] <212>  DNA

[0167] <213> 人工序列

[0168] <400>  27

[0169] accctatctc  ccagcattga  c  21

[0170] <210>  28

[0171] <211>  21

[0172] <212>  DNA

[0173] <213> 人工序列

[0174] <400>  28

[0175] agagtagcag  cgggtaaggt  g  21

[0176] <210>  29

[0177] <211>  21

[0178] <212>  DNA

[0179] <213> 人工序列

[0180] <400>  29

[0181] cttggagata  agggagcgta  a  21

[0182] <210>  30

[0183] <211>  21

[0184] <212>  DNA

[0185] <213> 人工序列

[0186] <400>  30

[0187] gatgagcaaa  ccgaggtaaa  g  21

[0188] <210>  31

[0189] <211>  21

[0190] <212>  DNA

[0191] <213> 人工序列

[0192] <400>  31

[0193] aaacctttag  ccagactcat  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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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4] <210>  32

[0195] <211>  21

[0196] <212>  DNA

[0197] <213> 人工序列

[0198] <400>  32

[0199] gtagttttct  ggtggcatct  t  21

[0200] <210>  33

[0201] <211>  21

[0202] <212>  DNA

[0203] <213> 人工序列

[0204] <400>  33

[0205] gtctacttga  atctcggtgg  g  21

[0206] <210>  34

[0207] <211>  21

[0208] <212>  DNA

[0209] <213> 人工序列

[0210] <400>  34

[0211] ttccgtgcca  ctgtcatact  c  21

[0212] <210>  35

[0213] <211>  21

[0214] <212>  DNA

[0215] <213> 人工序列

[0216] <400>  35

[0217] tgagaaggac  aacttgaggc  t  21

[0218] <210>  36

[0219] <211>  21

[0220] <212>  DNA

[0221] <213> 人工序列

[0222] <400>  36

[0223] ttacaagacc  ttccaagcag  a  21

[0224] <210>  37

[0225] <211>  21

[0226] <212>  DNA

[0227] <213> 人工序列

[0228] <400>  37

[0229] ccaagggcga  gcaagattag  g  21

[0230] <210>  38

[0231] <211>  21

[0232]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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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 <213> 人工序列

[0234] <400>  38

[0235] gagaccgtga  gtgggaagga  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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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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