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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中物种鉴定技术领域，

公开了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

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引物试剂盒及鉴定方

法，以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的4个种间特异位

点的核苷酸序列SEQ  ID  NO：1‑4为模板进行PCR

引物设计，获得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5‑12的

四对引物。本发明整合4个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

鲿种间特异性标记位点，开发了用于乌苏里拟

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方法，

能够高效、准确地实现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

其正反杂交个体的鉴定，可用于养殖与自然群体

中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其正反杂交个体的鉴

定；对乌苏里拟鲿与圆尾拟鲿的自然资源保护与

杂交育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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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其特征在于：以乌

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的4个种间特异位点的核苷酸序列SEQ  ID  NO：1‑4为模板进行PCR引物

设计，获得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5‑12的四对引物。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

物，其特征在于：核苷酸序列SEQ  ID  NO：5‑12为：

SEQ5:  5'‑  CTCTTGCCTATATCGTGCCG  ‑3'

SEQ6:  5'‑  GTAATCATACTGCTTCTTGGGT  ‑3'

SEQ7:  5'‑  GTATTTATTGGAGGATGAGGA  ‑3'

SEQ8:  5'‑  GTTATGGAGTAGCACAGTCGT  ‑3'

SEQ9:  5'‑  TCCTACACTTTCATCTCCCAG  ‑3'

SEQ10:  5'‑  ACACTTCAACAGCCGCATC  ‑3'

SEQ11:  5'‑  GCTTTGCCGTTACGATACTT  ‑3'

SEQ12:  5'‑  TGCCTGAATCTGAACTGACTC  ‑3'。

3.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试剂盒，其特征在

于：所述引物试剂盒包含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引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

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引物试剂盒还包括PCR技术常用的试剂Taq  DNA 聚合酶、10×PCR 

Buffer、dNTPs、重蒸水或MgCl2。

5.一种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鉴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S1.  DNA抽提：抽提目标个体的基因组DNA；

S2.  PCR  扩增：以S1抽提的目标个体的基因组DNA为模板，用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四对

引物对目标个体的基因组DNA分别进行PCR扩增，分别获得各目标个体四对引物的4个PCR扩

增产物；

S3.  扩增产物电泳检测：将每个目标个体的4个PCR扩增产物等量混合，通过琼脂糖凝

胶电泳并染色后检测S2获得的PCR扩增产物；

S4.  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其正反杂交个体鉴定：根据每个目标个体PCR扩增产物的

带型鉴定其属于哪种鱼。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鉴定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S4中，具体的鉴定方法如下：

仅在230  bp和133  bp处有条带的样本为乌苏里拟鲿；

在507  bp、419  bp、260  bp  和110  bp处均有条带的样本为圆尾拟鲿；

在507  bp和  419  bp处均无条带，在260  bp、230  bp、133  bp和110  bp至少三处有条带

的为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

在507  bp和419  bp处均有条带，在260  bp、230  bp、133  bp和110  bp至少三处有条带的

为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鉴定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所述S1中，采用苯酚‑氯仿DNA提取方法抽提目标个体尾鳍组织的基因组DNA。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鉴定方法，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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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在所述S2中，PCR扩增的反应体系为：总体积25‑50  µL，包含80‑100  ng的模板DNA，

1.5  U  Taq  DNA聚合酶，2.5‑5  µL  10×PCR  Buffer，0.8‑1.5  µL  dNTP，SEQ5‑SEQ6、SEQ7‑

SEQ8、SEQ9‑SEQ10、SEQ11‑SEQ12引物各0.8‑1.2  µL，灭菌超纯水18‑25  µL。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鉴定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所述S2中，PCR扩增的程序为：95°C预变性6‑8分钟；95°C变性45‑60秒、50‑64°C退

火45‑60秒、72°C延伸45‑60秒，30‑37个循环；最后72°C终延伸15‑20分钟，PCR扩增产物于4°

C保存。

10.根据权利要求5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

鉴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中，扩增产物电泳检测的具体过程为：将PCR扩增产物等量混

合后，在已加入GelGreen染色剂的2%‑5%琼脂糖凝胶中，300‑350  V电压下电泳2‑3分钟，然

后在200‑240  V恒定电压下电泳15‑25分钟进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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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

引物试剂盒及鉴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中物种鉴定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

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引物试剂盒及鉴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鱼类物种鉴定均依据可量和可数的形态学特征，然而由于同一种鱼类的不同

地理群体往往表现出可分辨的形态差异特征，而亲缘关系较近的不同鱼类间往往区别特征

不明显，因此，难以快速、有效地通过形态特征进行鉴定。此外，鱼类生殖隔离机制不够完

善，通过人工杂交育种可实现不同鱼类的种间杂交，并且天然的种间杂交在近缘物种间也

较常见。鱼类种间杂交个体的形态特征复杂多样，有的偏向母本、有的偏向父本，有的则介

于二者之间，这使得鱼类的物种鉴定更加困难和复杂。当前，分子标记技术已在鱼类群体遗

传结构分析、亲子鉴定、疾病诊断、性别检测、物种鉴定等众多研究领域中广泛应用。因此，

通过分子标记技术，研发物种特异性标记，可实现不同鱼类及其杂交个体的有效鉴定。与传

统形态学方法相比，该技术无需对形态特征进行繁琐的测量和计数，可有效降低劳动强度，

同时可大大提高鉴定的准确性，实现对目标样本的高效、准确鉴定。

[0003] 乌苏里拟鲿（Pseudobagrus  ussuriensis）和圆尾拟鲿（P.  tenuis）均为鲇形目、

鲿科、拟鲿属鱼类，这两种鱼类在我国均具有广泛的分布范围，并且从淮河流域至珠江流域

为二者分布的重叠区。这两种鱼类形态特征类似，非专业人士一般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此

外，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产业对优良养殖品种需求的持续增大，通过种间杂交进行新品种培

育，已在鲿科鱼类中广泛开展。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均为新兴的名优养殖鱼类，在开展这

两种鱼类种间杂交育种试验时，发现这二者的杂交个体表型较复杂：大多数杂交个体倾向

于母本的表型，但也有部分个体倾向于父本或者介于二者之间。通过形态学特征很难将乌

苏里拟鲿、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进行有效区

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

引物、引物试剂盒及鉴定方法，即提供一组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种间特异性的PCR引物，

作为精确、高效鉴定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和圆尾拟鲿♀×乌

苏里拟鲿♂的有力工具，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技术方案：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

其特征在于：以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的4个种间特异位点的核苷酸序列SEQ  ID  NO：1‑4为

模板进行PCR引物设计，获得核苷酸序列为SEQ  ID  NO：5‑12的四对引物。

[0006] 进一步地，核苷酸序列SEQ  ID  NO：5‑12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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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

试剂盒，所述引物试剂盒包含上述引物。

[0007] 优选地，所述引物试剂盒还包括PCR技术常用的试剂Taq  DNA  聚合酶、10×PCR 

Buffer、dNTPs、重蒸水或MgCl2；上述各试剂的溶剂均为无菌超纯水。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鉴定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S1.  DNA抽提：抽提目标个体的基因组DNA；S2.  PCR  扩增：以S1抽提的目标个

体的基因组DNA为模板，用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四对引物对目标个体的基因组DNA分别进行

PCR扩增，分别获得各目标个体四对引物的4个PCR扩增产物；S3.扩增产物电泳检测：将每个

目标个体的4个PCR扩增产物等量混合，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并染色后检测S2获得的PCR扩

增产物；S4.  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其正反杂交个体鉴定：根据每个目标个体PCR扩增产

物的带型鉴定其属于哪种鱼。

[0009] 优选地，所述S4中，具体的鉴定方法如下：仅在230  bp和133  bp处有条带的样本为

乌苏里拟鲿；在507  bp、419  bp、260  bp  和110  bp处均有条带的样本为圆尾拟鲿；在507  bp

和  419  bp处均无条带，在260  bp、230  bp、133  bp和110  bp至少三处有条带的为乌苏里拟

鲿♀×圆尾拟鲿♂；在507  bp和419  bp处均有条带，在260  bp、230  bp、133  bp和110  bp至少

三处有条带的为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

[0010] 优选地，在所述S1中，采用苯酚‑氯仿DNA提取方法抽提目标个体尾鳍组织的基因

组DNA。

[0011] 优选地，在所述S2中，PCR扩增的反应体系为：总体积25‑50  µL，包含80‑100  ng的

模板DNA（约1 .5‑2 .5  µL），1 .5  U  Taq  DNA聚合酶（0.2‑0 .3  µL），2 .5‑5  µL  10×PCR 

Buffer，0.8‑1.5  µL  dNTP  (2.5  mM)，SEQ5‑SEQ6、SEQ7‑SEQ8、SEQ9‑SEQ10、SEQ11‑SEQ12引

物各0.8‑1.2  µL（引物浓度为2.5  µM，各引物对的体系均单独配制），灭菌超纯水18‑25  µL。

[0012] 优选地，在所述S2中，PCR扩增的程序为：95°C预变性6‑8分钟；95°C变性45‑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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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4°C退火45‑60秒、72°C延伸45‑60秒，30‑37个循环；最后72°C终延伸15‑20分钟，PCR扩

增产物于4°C保存。

[0013] 优选地，所述S3中，扩增产物电泳检测的具体过程为：将PCR扩增产物等量混合后，

在已加入GelGreen染色剂的2%‑5%琼脂糖凝胶中，300‑350  V电压下电泳2‑3分钟，然后在

200‑240  V恒定电压下电泳15‑25分钟进行分离。

[0014]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一、无需进行繁琐的可量和可数形态特征的测量、计数与计算，有效降低鉴定过程

中的劳动强度；

二、PCR引物对扩增产物梯度明显，仅通过单次电泳即可达到检测目的，检测效率

高，鉴定结果精准；

三、本发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

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引物试剂盒及鉴定方法，包括PCR引物对扩增、扩增产物电泳检测、

带型分析与物种鉴定等步骤。本发明通过整合四个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的种间特异性标

记，构建了用于二者及其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PCR体系，不仅提高了这二者及其正反杂交个

体鉴定的效率和准确性，而且可有效降低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为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

自然与养殖群体种质纯度的实时监测提供有力工具，对促进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的杂交

育种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0015] 因此，本发明研发了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其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PCR引

物，利用该组引物可以精确、高效地实现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

和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个体的鉴定。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利用本发明公布的PCR引物在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圆尾

拟鲿♂和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各4尾中的琼脂糖电泳带型图，泳道M为DM2000  DNA 

Marker。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8] 以下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实验条件和方法，通常按照常规条件如：J.萨姆布鲁克

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02，《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或接照制造厂商所建议的条件。

[0019] 实施例1  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PCR体系的组成与配

制

（1）PCR体系组成：

dNTPs（10  mM）、Taq  DNA  聚合酶（5  U/µL）、10×PCR  Buffer均为江苏康为世纪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引物为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以乌苏里拟鲿和圆尾拟鲿的4个

种间特异位点的核苷酸序列SEQ  ID  NO：1‑4为模板进行PCR引物设计，获得核苷酸序列为

SEQ  ID  NO：5‑12的四对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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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5:  5'‑  CTCTTGCCTATATCGTGCCG  ‑3'

SEQ6:  5'‑  GTAATCATACTGCTTCTTGGGT  ‑3'

SEQ7:  5'‑  GTATTTATTGGAGGATGAGGA  ‑3'

SEQ8:  5'‑  GTTATGGAGTAGCACAGTCGT  ‑3'

SEQ9:  5'‑  TCCTACACTTTCATCTCCCAG  ‑3'

SEQ10:  5'‑  ACACTTCAACAGCCGCATC  ‑3'

SEQ11:  5'‑  GCTTTGCCGTTACGATACTT  ‑3'

SEQ12:  5'‑  TGCCTGAATCTGAACTGACTC  ‑3'。

[0020] 上述引物可以制作成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

试剂盒，该引物试剂盒还包括PCR技术常用的试剂Taq  DNA  聚合酶、10×PCR  Buffer、

dNTPs、重蒸水或MgCl2。

[0021] （2）10×PCR  Buffer组成：

Tris‑HCl  (pH8.3)  100  mM、KCl  500  mM、MgCl2  15  mM。

[0022] （3）PCR反应体系配制：

总体积50  µL，包含80‑100  ng的模板DNA  3.0  µL，2  U  Taq  DNA聚合酶，5.0  µL  10

×PCR  Buffer，1.5  µL  dNTP  (2.5  mM)，SEQ5‑SEQ6/SEQ7‑SEQ8/  SEQ9‑SEQ10/SEQ11‑SEQ12

引物1.5  µL（各引物浓度为2.5  µM，各引物对分别配制反应体系），灭菌超纯水39  µL。

[0023] （4）琼脂糖凝胶配制：

琼脂糖1.5  g、0.5×TAE  40  mL、GelGreen染色剂（美国Biotium公司产品）2.5  µL。

[0024] 实施例2  在已知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样本中的鉴定效果评估

S1.随机选取繁殖场中的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各80尾，人工催产并杂交的乌苏里

拟鲿♀×圆尾拟鲿♂、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各80尾，各样本分别剪取少量尾鳍组织，采

用苯酚‑氯仿法分别抽提基因组DNA，并用灭菌超纯水将DNA浓度稀释至80‑100  ng/µL。

[0025] S2.以S1抽提的基因组DNA为模板，按照实施例1中（3）的体系分别配制4个引物对

的PCR反应混合液。

[0026] S3.在PCR仪上进行扩增，95°C预变性6‑8分钟；95°C变性45‑60秒、50‑64°C退火45‑

60秒、72°C延伸45‑60秒，30‑37个循环；最后72°C终延伸15‑20分钟，PCR产物于4°C保存。

[0027] S4.每尾个体取4个PCR引物对的产物5  µL混合，然后点在按照实施例1中（4）的体

系配制的琼脂糖凝胶中，先用300  V电压电泳2分钟，然后在230  V恒定电压下电泳15分钟进

行分离。并用Gel  DocTM  EZ（美国Bio‑RAD）凝胶成像仪对每张凝胶扫描并拍照保存。

[0028] 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和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

的鉴定：根据每个个体PCR扩增产物的电泳条带进行鉴定：仅在230  bp和133  bp处有条带的

样本为乌苏里拟鲿；在507  bp、419  bp、260  bp  和110  bp处均有条带的样本为圆尾拟鲿；在

507  bp和  419  bp处均无条带，在260  bp、230  bp、133  bp和110  bp至少三处有条带的为乌

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在507  bp和419  bp处均有条带，在260  bp、230  bp、133  bp和110 

bp至少三处有条带的为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如图1所示。鉴定结果如表1所示。

[0029] 表1  本发明PCR引物鉴定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的效果评估

结果

  样本数 PCR成功鉴定数 鉴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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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里拟鲿 80 80 100%

圆尾拟鲿 80 80 100%

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 80 80 100%

圆尾拟鲿♀×乌苏里拟鲿♂ 80 80 100%

合计 320 320 100%

从结果来看本发明中的PCR引物鉴定出的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其正反杂交个

体数均与已知各类型的个体数相吻合，反映了该组PCR引物对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其正

反杂交个体鉴定准确率极高。

[0030] 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变

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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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

<110>  淮阴师范学院

<120>  用于乌苏里拟鲿、圆尾拟鲿及二者正反杂交个体鉴定的引物、引物试剂盒及鉴

定方法

<130>  SEQ1

<160>  4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210>  1

<211>  50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1

ctcttgccta  tatcgtgccg  gtattattag  cagtcgcctt  cctaacccta  attgaacgca  60

aagtactagg  atatatgcaa  ctacgtaaag  gcccaaacgt  agtaggaccc  tacggacttc  120

tacaaccaat  tgcagacggt  attaagctat  ttattaaaga  gcctctacgc  ccttcaacat  180

cctccccctt  tctattctta  gcaacaccta  tgttagctct  taccttagcc  cttaccttat  240

gagcaccaat  acccatacca  cattcaataa  cagatctaaa  cctaggcata  ttatttatct  300

tagccctttc  aagcttagca  gtctactcca  tcctaggctc  aggatgggcc  tctaattcaa  360

aatatgcctt  aattggagcc  ctacgagcag  ttgcccaaac  catctcctat  gaagttagtt  420

taggactaat  tctgctatca  attatcatct  ttacaggagg  tttcaccctc  caaatattta  480

atacaaccca  agaagcagta  tgattac  507

<210>  2

<211>  41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2

gtatttattg  gaggatgagg  aggcctaaat  caaactcagc  tacgaaaaat  tatagcctat  60

tcatcaatcg  cccaccttgg  atgaataatt  ataatcgtac  aactaaaacc  acaactaact  120

atcctaacat  tgtccctata  tattattata  acaatagcaa  ctttcttaac  atttaaatta  180

ataaatgcca  caaaaatcaa  tacactagca  acaagctggg  ctaaaactcc  aatcctaaca  240

gcaactgcta  ccctcgcttt  actatcatta  ggaggcctcc  ccccactaac  aggatttata  300

ccaaaatgac  taattctaca  agaactcacc  atacaaggct  tacccttagc  cgcaacagta  360

atagccctaa  gtgcactact  aagtctatat  ttttatctac  gactgtgcta  ctccataac  419

<210>  3

<211>  1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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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tacactt  tcatctccca  gactcggtgt  acggatggag  gtggagaaga  agaagaagaa  60

gaagaagaag  aagaagaaga  agaagaagaa  gaagaagaag  aaggaactga  tggagatgcg  120

gctgttgaag  tgt  133

<210>  4

<211>  23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4

gctttgccgt  tacgatactt  tatgcttttg  tcttatggtt  tgtcgagttc  atcaacctgt  60

tctgcccaga  ggcagtggat  caaaacgcag  aactcttcca  gctcacatta  ccttcacact  120

gactgctaac  aggtgtgtgt  gtgtgtgtgt  gtgtgtgtgt  gtgtgcgcgc  gtgtctgtgt  180

gtgtgtgtct  gtgtgtgttt  acagatttag  agtcagttca  gattcaggca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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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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