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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用于中华鲟与达氏鲟种间鉴定的微卫星引

物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领域中的水产动物种

质鉴定领域，公开了用于中华鲟与达氏鲟种间鉴

定的微卫星引物及应用，本发明成功筛选并合成

1对荧光标记微卫星引物，该引物可以用于建立

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技术。将引物用于PCR

扩增后，测定等位基因，进行中华鲟和达氏鲟的

种间鉴定分析。本发明所述鉴别方法操作简单、

快捷、费用低廉，具有高效、经济、简便易行的特

点，可以在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种质鉴定

和遗传管理中推广应用，并可对人工增殖放流效

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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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的SSR引物：P3‑141F:TGCTGGTTAGAGCTTGGAGC和P3‑

141R:  AGGCATTTGACCCATTTGTT。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在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中的应用。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在中华鲟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4.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在达氏鲟种质鉴定中的应用。

5.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在中华鲟家系管理中的应用。

6.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在达氏鲟家系管理中的应用。

7.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在制备成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试剂盒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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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中华鲟与达氏鲟种间鉴定的微卫星引物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领域中的水产动物种质鉴定领域，具体涉及用于中华鲟与达

氏鲟种间鉴定的微卫星引物及应用。

技术背景

[0002] 中华鲟(Acipensersinensis)和达氏鲟(A.dabryanus)均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隶属于鲟形目鱼类，鲟科，鲟属，是分布于长江流域的大型鱼类。两种鱼类的生

态位存在一定的重叠。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如梯级水电站的修建、过渡捕捞、栖息地破坏

等，已经造成两种鱼类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目前，针对这两种鱼类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保

护措施，如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增殖放流等。在人工繁育、增殖放流、

自然种群监测等过程中，迫切需要对两种鱼类进行有效的鉴别。

[0003] 地球上显存的26种鲟鱼中，中华鲟和达氏鲟亲缘关系最接近。进化上，学者认为达

氏鲟是中华鲟的陆封种，二者遗传物质DNA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先前的研究发现，线粒体DNA

的某些区域，如d‑loop区域，COI基因，可对两种鲟鱼进行鉴定。然而，线粒体是母性遗传，并

不能反应雄性亲本的遗传信息。最近，Li等(2015)发现3个核基因序列可对中华鲟和达氏鲟

进行鉴定。然而，对该结果进行检验，存在不可靠性。专利申请人在前期的研究中发现了10

个微卫星(simple  sequence  repeats，SSRs)位点组合，既可以对中华鲟进行亲子鉴定，也

可以对中华鲟和达氏鲟进行种间鉴别，然而，该组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引物多、操作繁

琐、容易误检的缺陷。因此，截止到目前，没有更为简便、有效的方法对两种鲟鱼进行快速鉴

别。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用于中华鲟与达氏鲟种间鉴定的微卫星引物，该引物可

以用于中华鲟和达氏鲟的种间的快速鉴定。

[0005]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了用于中华鲟与达氏鲟种间鉴定的微卫星引物的

应用。包括用于该引物制备成用于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的试剂盒，或利用该引物对中

华鲟和达氏鲟进行种间鉴定，或利用该引物进行中华鲟和达氏鲟的种质鉴定和家系管理。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0007] 用于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的SSR引物，具体如下：

[0008] P3‑141F:TGCTGGTTAGAGCTTGGAGC；

[0009] P3‑141R:AGGCATTTGACCCATTTGTT。

[0010] 以上所述引物的正向引物，可用FAM荧光染料或本领域常用的荧光染料进行标记。

[0011] 用于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的SSR荧光标记引物的应用，包括制备中华鲟和达

氏鲟种间鉴定试剂盒，或利用该引物进行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或利用该引物进行中

华鲟或达氏鲟的种质鉴定和家系管理。

[0012] 本发明提供的SSR引物的应用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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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提取待鉴定的中华鲟和达氏鲟样品DNA，使用P3‑141F和P3‑141R  SSR引物进行扩

增。扩增结果显示，达氏鲟为单态，只有一个等位基因，大小为157bp；中华鲟为多态，≥2个

等位基因，等位基因的大小有157bp、160bp、163bp、166bp。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试剂盒，其试剂盒包含：1对SSR荧光标记

引物、2×Taq  PCR  Master  Mix和超纯水。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本发明提供的1对SSR分子标记引物，可用于亲缘关系最近的中华鲟和达氏鲟的

种间鉴定，从而在人工繁殖、增殖放流、野外监测等过程中对两个物种进行种质鉴定，保证

遗传物质的纯度。

[0017] 2)本发明通过1对微卫星引物就可以实施中华鲟和达氏鲟的种间鉴定，可大大节

约鉴定的时间和测序的成本。

[0018] 3)鉴定结果易判断，达氏鲟为单态，中华鲟为多态。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达氏鲟1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0] 图2为达氏鲟2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1] 图3为达氏鲟3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2] 图4为达氏鲟4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3] 图5为达氏鲟5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4] 图6为达氏鲟6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5] 图7为中华鲟1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6] 图8为中华鲟2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7] 图9为中华鲟3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8] 图10为中华鲟4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29] 图11为中华鲟5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0030] 图12为中华鲟6号个体的扩增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如未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案。本发明所用试剂或

材料，如未特别说明，均来源于商业渠道。

[0032] 实施例1：

[0033] 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的SSR标记的筛选：

[0034] 1)采用经典的高盐法提取6个中华鲟和6个达氏鲟DNA样本，稀释至100ng/ul，备

用。

[0035] 2)将通过primer  premier  5.0软件设计332对微卫星引物，其中每对引物的正向

引物(F引物)均加了通用M13接头序列(TGTAAAACGACGGCCAGT)。另外合成加TAMRA荧光基团

的M13荧光接头引物。引物合成后，以步骤1)中的DNA为模板，利用三引物法进行PCR扩增，具

体如下：

[0036] A.PCR反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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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试剂 体积(μl)

2×Taq  PCR  Master  Mix 5

模板(基因组DNA) 1

上游引物(浓度10μmol/μl) 0.1

下游引物(浓度10μmol/μl) 0.4

带荧光的M13引物(浓度10μmol/μl) 0.4

ddH2O 3.1

总体积 10

[0038] B.PCR扩增程序：

[0039]

[0040]

[0041] 每板PCR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电泳抽检，根据电泳结果进行浓度鉴定并做一定稀

释后，将PCR产物使用DNA测序仪ABI  3730xl进行毛细管荧光电泳检测，检测各引物的多态

性。将测序仪得出的原始数据，使用genemarker软件分析，得出峰图文件。最终筛选出的1对

微卫星引物，序列为：P3‑141F:TGCTGGTTAGAGCTTGGAGC；P3‑141R:AGGCATTTGACCCATTTGTT；

扩增结果显示，达氏鲟为单态，只有一个等位基因，大小为157bp(图1‑图6)；中华鲟为多态，

≥2个等位基因，等位基因的大小有157bp、160bp、163bp、166bp(图7‑图12)。因此，可利用该

引物进行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或种质鉴定或家系管理。

[0042] 实施例2：

[0043] 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的SSR荧光标记引物在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中的应

用，包括如下步骤：

[0044] 1)按照常规方案提取20个中华鲟和20个达氏鲟的DNA；

[0045] 2)引物合成后，以步骤1)中的DNA为模板，利用三引物法进行PCR扩增，具体如下：

[0046] A.PCR反应体系：

[0047] 试剂 体积(μl)

2×Taq  PCR  Master  Mix 5

模板(基因组DN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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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引物(浓度10μmol/μl) 0.1

下游引物(浓度10μmol/μl) 0.4

带荧光的M13引物(浓度10μmol/μl) 0.4

ddH2O 3.1

总体积 10

[0048] B.PCR扩增程序：

[0049]

[0050]

[0051] PCR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电泳，根据电泳结果进行浓度鉴定并做一定稀释后，将

PCR产物使用DNA测序仪ABI  3730xl进行毛细管荧光电泳检测，检测引物的多态性。将测序

仪得出的原始数据，使用genemarker软件分析，得出峰图文件，统计等位基因的大小。结果

显示，该位点在达氏鲟中均是单态的，大小为157bp；中华鲟为多态，≥2个等位基因，等位基

因的大小有157bp、160bp、163bp、166bp(见表1)。

[0052] 表1：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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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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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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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注：AD表示达氏鲟个体；AS表示中华鲟个体；※表示该位点存在。

[0057] 实施例3：

[0058] 含有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的SSR荧光引物的试剂盒，包括如下组成：

[0059] 试剂 体积(μl)

2×Taq  PCR  Master  Mix 5

模板(基因组DNA) 1

上游引物(浓度10μmol/μl) 0.1

下游引物(浓度10μmol/μl) 0.4

带荧光的M13引物(浓度10μmol/μl) 0.4

ddH2O 3.1

总体积 10

[0060] 按照上述剂量对试剂盒中的各组分分别进行包装组成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

试剂盒。

[0061] 综上所述，本发明名所建立的中华鲟和达氏鲟种间鉴定技术和试剂盒能准确的用

于亲缘关系最近的中华鲟和达氏鲟的种间鉴定，为中华鲟和达氏鲟种质鉴定提供技术支

撑，从而合理的指导中华鲟和达氏鲟的增殖放流、人工繁殖和野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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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序列表

[0002] <110>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0003] <120>  用于中华鲟与达氏鲟种间鉴定的微卫星引物及应用

[0004] <160>  2

[0005]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0006] <210>  1

[0007] <211>  20

[0008] <212>  DNA

[0009]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10] <400>  1

[0011] tgctggttag  agcttggagc  20

[0012] <210>  2

[0013] <211>  20

[0014] <212>  DNA

[0015]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16] <400>  2

[0017] aggcatttga  cccatttgt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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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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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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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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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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