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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标记位

点及其在本属和近源属鱼类通用性应用，属于生

物技术检测领域。本发明提供了黑异纹魮脂鲤5

个微卫星分子标记位点及其多态性引物以及其

在脂鲤科直线脂鲤属和魮脂鲤属中部分物种中

的通用性，如核苷酸序列表所示，所获引物的扩

增结果具有高度的多态性和稳定性，为脂鲤科魮

脂鲤属以黑异纹魮脂鲤为首的五个物种和直线

脂鲤属科斯塔氏直线脂鲤的遗传多样性以及种

群间的亲缘关系的鉴定提供技术资料，弥补现有

技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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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卫星分子标记的核苷酸序列

如序列表中SEQ  ID  No.1至SEQ  ID  No  5中任一核苷酸序列所示，它们分别标记编号为Hy‑

01、Hy‑02、Hy‑03、Hy‑04、Hy‑0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的组合，其特征在于，选自黑异

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Hy‑01、Hy‑02、Hy‑03、Hy‑04、Hy‑05中的两种或更多种。

3.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引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引物序列

为SEQ  ID  No.6‑15，其中序列SEQ.ID  No.6‑7用于扩增Hy‑01，以此类推。

4.权利要求3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引物的组合，其特征在于，选自扩增

Hy‑01到Hy‑05引物对的两组或更多组。

5.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

微卫星分子标记的组合在黑异纹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

方面的应用。

6.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中的Hy‑01、Hy‑02、Hy‑04、Hy‑05或

其组合在大鳍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7.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中的Hy‑02、Hy‑04、Hy‑05或其组合

在玫瑰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8.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中的Hy‑02、Hy‑03、Hy‑04、Hy‑05或

其组合在爱泳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9.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

微卫星分子标记的组合在索氏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

面的应用。

10.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中的Hy‑02、Hy‑04、Hy‑05或其组合

在科斯塔氏直线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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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标记位点及其在本属和近源属鱼类通用

性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技术检测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标记位点

及其在魮脂鲤属和直线脂鲤属部分物种之间的通用性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魮脂鲤属(Hyphessobrycon)与直线脂鲤属(Moenkhausia)在分类上均隶属于鲤形

目(Cypriniformes)，脂鲤亚目(Characoidei)，脂鲤科(Characidae)，大部分原产于南美洲

亚马逊河、非洲刚果河流域等热带水域中，多为颜色艳丽、易于饲养的热带观赏鱼，其中个

头较小的品种被称为“灯鱼”，于上个世纪中后期被引入国内，称为受人欢迎的观赏鱼类。其

中魮脂鲤属约57种，直线脂鲤属约30种。其中不乏有爱泳魮脂鲤、黑异纹魮脂鲤、科斯塔氏

直线脂鲤等家喻户晓的观赏鱼种。

[0003] 黑异纹魮脂鲤(Hyphessobrycon  herbertaxelrodi)在分类上隶属鲤形目

(Cypriniformes)，脂鲤亚目(Characoidei)，脂鲤科(Characidae)，魮脂鲤属

(Hyphessobrycon)。分布于南美洲巴西亚马逊河下游沿岸热带原始森林间的水域中。黑异

纹魮脂鲤躯体较小、色彩艳丽、性情温顺、容易饲养，深受世界各地观赏鱼业的青睐。属于草

上卵生鱼类，排出的卵具有黏性，受精卵需要附着在水草等附着物上孵化。

[0004] 如今，有很多国家开始对部分热带观赏鱼进行商业繁殖，以期获得更多数量的个

体，减少野生资源的采集，为了快速有效的鉴别不同的以黑异纹魮脂鲤为代表的魮脂鲤属

和直线脂鲤属物种的家系及来源，对其微卫星引物的开发尤为重要。

[0005] 微卫星(Simple  Sequence  Repeat，SSR)广泛分布于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其符合

孟德尔遗传模式，具有共显性表达、多态性信息丰富、种间通用性强、易于检测等优点。因此

作为一种先进的分子标记手段，广泛应用于鱼类种群遗传多样性调查、亲本选择、亲缘关系

鉴定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生产领域。如今，有很多国家开始对部分热带观赏鱼进行商业

繁殖，以期获得更多数量的个体，减少野生资源的采集，为了快速有效的鉴别不同的以黑异

纹魮脂鲤为代表的魮脂鲤属和直线脂鲤属物种的家系及来源，对其微卫星引物的开发尤为

重要。而目前，关于上述物种的微卫星分子标记的开发应用尚不多见。

[0006] 目前，微卫星荧光标记全自动基因分型技术已被普遍采用，利用不同颜色的荧光

染料标记微卫星DNA引物，可以精确计算出微卫星等位基因片段大小。本法具有产量高、成

本低、快速简便等优点，显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本实验通过筛选黑异纹魮脂鲤高度多态性

微卫星位点，为黑异纹魮脂鲤的遗传学检测奠定了基础，并从中选出部分通用性微卫星位

点，为玫瑰魮脂鲤、爱泳魮脂鲤、索氏魮脂鲤、大鳍魮脂鲤和科斯塔氏直线脂鲤五个物种的

遗传学检测奠定了基础。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黑异纹魮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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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5个微卫星分子标记位点及其多态性引物，为黑异纹魮脂鲤的遗传多样性以及种群间的

亲缘关系的鉴定提供资料，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在于提

供所述5个微卫星分子标记位点在玫瑰魮脂鲤、爱泳魮脂鲤、索氏魮脂鲤、大鳍魮脂鲤和科

斯塔氏直线脂鲤中的通用性应用。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本发明利用DNA小片段文库测序技术从黑异纹魮脂鲤基因组DNA中筛选出5个微卫

星位点，标记编号为Hy‑01、Hy‑02、Hy‑03、Hy‑04、Hy‑05。

[0010] 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Hy‑01、Hy‑02、Hy‑03、Hy‑04、Hy‑05或其组合

在黑异纹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0011] 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Hy‑01、Hy‑02、Hy‑04、Hy‑05或其组合在大鳍

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0012] 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Hy‑02、Hy‑04、Hy‑05或其组合在玫瑰魮脂鲤

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0013] 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Hy‑02、Hy‑03、Hy‑04、Hy‑05或其组合在爱泳

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0014] 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Hy‑01、Hy‑02、Hy‑03、Hy‑04、Hy‑05或其组合

在索氏魮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0015] 所述的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分子标记Hy‑02、Hy‑04、Hy‑05或其组合在科斯塔氏直

线脂鲤的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鉴定或分子辅助育种方面的应用。

[0016] 本发明微卫星位点引物是从Hy01‑05微卫星两端的侧翼序列上设计的正向(F)、反

向引物(R)，微卫星引物序列分别是SEQ  ID  No.06‑15。

[0017] 黑异纹魮脂鲤的5个通用微卫星位点的核心重复序列、引物序列、荧光标记及其最

佳退火温度信息如表1所示：

[0018] 表1  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位点的核心重复序列、引物序列、荧光标记及其最佳退

火温度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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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的微卫星多态性引物用于黑异纹魮脂鲤及其部分同属和近源属物种遗传

多样性检测，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基因组DNA的提取：采用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NA提取试剂盒；

[0022] 2)微卫星PCR扩增：采用FAM、HEX、TAMRA荧光标记的微卫星引物扩增黑异纹魮脂鲤

基因组DNA，获得其扩增产物；

[0023] 3)遗传多样性分析：根据每个个体微卫星扩增产物的分子量大小取定基因型，利

用Cervus  3.0.7计算遗传多样性参数。

[0024] 4)跨物种微卫星PCR扩增：采用FAM、HEX、TAMRA荧光标记的微卫星引物扩增玫瑰魮

脂鲤、爱泳魮脂鲤、索氏魮脂鲤、大鳍魮脂鲤和科斯塔氏直线脂鲤的基因组DNA，获得其部分

扩增产物。

[0025] 5)跨物种遗传多样性分析：根据对步骤4)中五种物种个体微卫星扩增产物分子量

大小取定基因型，利用Cervus  3.0.7计算遗传多样性参数。

[0026]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7] 本发明利用DNA小片段文库测序技术获得黑异纹魮脂鲤的DNA小片段，根据相似度

高的模板序列利用Geneious  Prime软件拼接得到DNA大片段，通过寻找简单重复序列找到

适量的潜在的微卫星位点。DNA小片段文库测序技术与其他高通量测序技术相比价格低廉，

获得的小片段不仅可以从中寻找适量微卫星位点，同时可以拼接该物种的线粒体环等DNA

大片段，应用范围广、数据可以重复利用、降低实验成本。从上述潜在的微卫星位点中筛选5

个微卫星位点，根据这些位点在微卫星位点两端的侧翼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使用所获得

引物的扩增结果具有多态性和稳定性，可适用于黑异纹魮脂鲤种群遗传多样性检测，个体

鉴定以及分子辅助育种领域，为黑异纹魮脂鲤的微卫星多态性检测奠定坚实的基础。

[0028] 同时，将本发明中根据黑异纹魮脂鲤基因组DNA中筛选出来的5个微卫星位点设计

出的特异性引物对玫瑰魮脂鲤(Hyphessobrycon  rosaceus)、爱泳魮脂鲤(Hyphessobrycon 

amandae)、索氏魮脂鲤(Hyphessobryon  socolifi)、大鳍魮脂鲤(Hyphessobrycon 

megalopterus)和科斯塔氏直线脂鲤(Moenkhausia  costae)这5个种群进行PCR扩增后，结

果表明，有3对引物，即Hy‑02、Hy‑04、Hy‑05在以上五种种群中均适用，有1对引物，即Hy‑01

对于大鳍魮脂鲤和索氏魮脂鲤适用，有1对引物，即Hy‑03对于爱泳魮脂鲤和索氏魮脂鲤适

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1)提取黑异纹魮脂鲤的DNA：从南京夫子庙花鸟市场和天津宝鸡道花鸟市场采集

26条黑异纹魮脂鲤样本，保存于无水乙醇中，采用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NA提取试

剂盒进行DNA提取，具体步骤如下：

[0032] 使用干净的剪刀将鱼尾鳍剪碎转入离心管中，加入230μL  Buffer  GA和20μL  PK工

作液，涡旋混匀。用55℃水浴至组织完全酶解。加入250μL  Buffer  GB至消化液中，最高速度

涡旋混匀20sec，70℃水浴10min。再加入250μL无水乙醇至消化液中，手动离心15‑20sec。将

gDNA  Columns吸附柱置于Collection  Tubes  2mL收集管中。将上一步所得混合液(包括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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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转移至吸附柱中。12 ,000×g离心1min。弃滤液，将吸附柱置于收集管中。加入500μL 

Washing  Buffer  A至吸附管中。12,000×g离心1min。弃滤液，将吸附柱置于收集管中。加入

650μL  Washing  Buffer  B至吸附柱中。12,000×g离心1min。重复一次，弃滤液，将吸附柱置

于收集管中。12,000×g空管离心2min。将吸附柱置于新的1.5μL离心管。加30‑100μL余热至

70℃的Elution  Buffer至吸附柱的膜中央，室温放置3min。12,000×g离心1min。弃掉吸附

柱，将DNA保存在2‑8℃。

[0033] (2)黑异纹魮脂鲤多态性微卫星位点引物的筛选：

[0034] 根据墨西哥丽脂鲤(Astyanax  mexicanus)全基因组序列，利用Geneious  Prime软

件将DNA小片段文库测序技术获得的黑异纹魮脂鲤DNA小片段拼接成DNA大片段，通过

Gramene网站查找简单重复序列，得到适量的微卫星位点，通过一代扩增后筛选可用的微卫

星位点。微卫星筛选主要依据为：该微卫星位点能否得到扩增结果；扩增结果是否为原微卫

星序列。最终筛选出5个微卫星位点，并在微卫星位点两端的侧翼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得

到5对微卫星引物。

[0035] (3)黑异纹魮脂鲤荧光标记微卫星PCR扩增：

[0036] 将步骤(2)筛选得到的5对微卫星引物，正向引物用不同荧光物质标记，其中Hy‑01

的荧光标记为HEX，Hy‑02、Hy‑04、Hy‑05的荧光标记为FAM，Hy‑03的荧光标记为TAMRA，利用

这些荧光引物对步骤(1)获得的黑异纹魮脂鲤DNA样品进行PCR扩增。其PCR反应体系为：7.5

μL  2×Premix  TaqTM、1μL模板基因组DNA、上下游引物各0.5μL、5.5μL  ddH2O，PCR扩增程序

为：95℃预变性5min；95℃变性30s，55‑60℃退火30s，72℃延伸30s，进行30个循环；最后72

℃再延伸5min。采用软件Cervus  v.3.0.7中Allele  frequency  analysis计算各微卫星标

记的等位基因数(Na)、期望杂合度(He)和多态信息含量(PIC)，结果表明每个微卫星位点的

等位基因数目均为3个，期望杂合度(He)的范围从0.242到0.541，多态信息含量(PIC)的范

围从0.217到0.438，详细结果展示在表2中。

[0037] (4)黑异纹魮脂鲤多态性微卫星引物在其他物种中通用性的分析

[0038] 根据步骤(1)所述方法，提取玫瑰魮脂鲤、爱泳魮脂鲤、索氏魮脂鲤、大鳍魮脂鲤和

科斯塔氏直线脂鲤的基因组DNA。将步骤(2)筛选得到的5对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引物通过

步骤(3)所述方法对以上五种物种的基因组DNA进行PCR扩增。采用软件Cervus  v.3.0.7中

Allele  frequency  analysis计算各微卫星标记的等位基因数(Na)、期望杂合度(He)和多

态信息含量(PIC)，结果表明：

[0039] A、可在大鳍魮脂鲤(Hyphessobrycon  megalopterus)基因组DNA中扩增的微卫星

位点共有4个，即Hy‑01、Hy‑02、Hy‑04、Hy‑05，每个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目从2‑7个不

等，期望杂合度(He)的范围从0.216到0.837，多态信息含量(PIC)的范围从0.194到0.762，

详细结果展示在表3中。

[0040] B、可在玫瑰魮脂鲤(Hyphessobryconrosaceus)基因组DNA中扩增的微卫星位点共

有3个，即Hy‑02、Hy‑04、Hy‑05，每个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目从4‑5个不等，期望杂合度

(He)的范围从0.350到0.725，多态信息含量(PIC)的范围从0.313到0.641，详细结果展示在

表4中。

[0041] C、可在爱泳魮脂鲤(Hyphessobrycon  amandae)基因组DNA中扩增的微卫星位点共

有4个，即Hy‑02、Hy‑03、Hy‑04、Hy‑05，每个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目从2‑6个不等，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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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合度(He)的范围从0.523到0.837，多态信息含量(PIC)的范围从0.372到0.759，详细结果

展示在表5中。

[0042] D、可在索氏魮脂鲤(Hyphessobryon  socolifi)基因组DNA中扩增的微卫星位点共

有5个，即Hy‑01、Hy‑02、Hy‑03、Hy‑04、Hy‑05，每个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目从2‑4个不

等，期望杂合度(He)的范围从0.209到0.703，多态信息含量(PIC)的范围从0.178到0.580，

详细结果展示在表6中。

[0043] E、可在科斯塔氏直线脂鲤(Moenkhausia  costae)基因组DNA中扩增的微卫星位点

共有3个，即Hy‑02、Hy‑04、Hy‑05，每个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目从2‑8个不等，期望杂合

度(He)的范围从0.523到0.908，多态信息含量(PIC)的范围从0.375到0.842，详细结果展示

在表7中。

[0044] 表2 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位点检测值

[0045]

[0046]

[0047] 表3 大鳍魮脂鲤微卫星位点检测值

[0048]

[0049] 表4 玫瑰魮脂鲤微卫星位点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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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表5 爱泳魮脂鲤微卫星位点检测值

[0052]

[0053] 表6  索氏魮脂鲤微卫星位点检测值

[0054]

[0055]

[0056] 表7 科斯塔氏直线脂鲤微卫星位点检测值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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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序列表

[0002] <110> 南京林业大学

[0003] <120> 黑异纹魮脂鲤微卫星标记位点及其在本属和近源属鱼类通用性应用

[0004] <130>  100

[0005] <160>  15

[0006]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0007] <210>  1

[0008] <211>  125

[0009] <212>  DNA

[0010] <213>  Hyphessobrycon  herbertaxelrodi

[0011] <400>  1

[0012] gttgtgtagg  tgtttctgag  taagcctgag  gccatttgcc  ttctatatga  acccttttcg  60

[0013] ctaatgttga  tgttgaatat  tgtacgtgtg  tgtgtgtgtg  tgtgtgtgtg  tagaggatct  120

[0014] ctgtg  125

[0015] <210>  2

[0016] <211>  173

[0017] <212>  DNA

[0018] <213>  Hyphessobrycon  herbertaxelrodi

[0019] <400>  2

[0020] ggttccctga  atggttccaa  agaaccggtt  ctcctcctcc  acatcctgat  catgggtggg  60

[0021] ctcgggggtg  gagctgctct  gggaaggctc  ctcctcctcc  tgcagatcag  agtgagacac  120

[0022] agccccaaac  ctccttctca  agccgccacc  atgcatgctg  gagctgagaa  cac  173

[0023] <210>  3

[0024] <211>  170

[0025] <212>  DNA

[0026] <213>  Hyphessobrycon  herbertaxelrodi

[0027] <400>  3

[0028] actgtgagtg  agtgtaccga  gggtgtatat  actttaaggc  tagatgagtg  tgtgtgtgtg  60

[0029] tgtgacgcta  gatgagagtg  tgtgtgtgtg  tgtgtgtgtg  acgttgcagc  agtgtgtgta  120

[0030] ttattgggca  gattatggga  ggtcagtttt  gtggcgttgc  catggagaca  170

[0031] <210>  4

[0032] <211>  221

[0033] <212>  DNA

[0034] <213>  Hyphessobrycon  herbertaxelrodi

[0035] <400>  4

[0036] cagtgatgtg  aggtccagtc  cctctttgca  ggcctgcagg  caggaaatca  ccttctgact  60

[0037] ctcgattttt  ccgggtctca  gggtcagacc  cgacagactg  ccgcggaaat  gctgcgtaaa  120

[0038] ccgagccttc  gacacctcac  ctcctacaca  cacacacaca  atgttggtta  ttctgttatt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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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gtgaggacca  cccattcaca  tagtacgcct  acactaaccc  t  221

[0040] <210>  5

[0041] <211>  183

[0042] <212>  DNA

[0043] <213>  Hyphessobrycon  herbertaxelrodi

[0044] <400>  5

[0045] ggagtgacca  ggacggtcag  agatcacatg  accgctaaga  gtcagagctg  cagcagtata  60

[0046] aacaagccat  acacactcac  acacactctc  tctctctctc  tctcctccac  acacacactc  120

[0047] acacactcct  gcggcggcgg  agcggcggtg  tttcggctca  tggaaggtag  gacagactgg  180

[0048] tgt  183

[0049] <210>  6

[0050] <211>  20

[0051] <212>  DNA

[0052] <213>  Hy‑01F(Artificial)

[0053] <400>  6

[0054] gttgtgtagg  tgtttctgag  20

[0055] <210>  7

[0056] <211>  20

[0057] <212>  DNA

[0058] <213>  Hy‑01R(Artificial)

[0059] <400>  7

[0060] cacagagatc  ctctacacac  20

[0061] <210>  8

[0062] <211>  20

[0063] <212>  DNA

[0064] <213>  Hy‑02F(Artificial)

[0065] <400>  8

[0066] ggttccctga  atggttccaa  20

[0067] <210>  9

[0068] <211>  20

[0069] <212>  DNA

[0070] <213>  Hy‑02R(Artificial)

[0071] <400>  9

[0072] gtgttctcag  ctccagcatg  20

[0073] <210>  10

[0074] <211>  20

[0075] <212>  DNA

[0076] <213>  Hy‑03F(Artificial)

[0077] <4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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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actgtgagtg  agtgtaccga  20

[0079] <210>  11

[0080] <211>  20

[0081] <212>  DNA

[0082] <213>  Hy‑03R(Artificial)

[0083] <400>  11

[0084] tgtctccatg  gcaacgccac  20

[0085] <210>  12

[0086] <211>  20

[0087] <212>  DNA

[0088] <213>  Hy‑04F(Artificial)

[0089] <400>  12

[0090] cagtgatgtg  aggtccagtc  20

[0091] <210>  13

[0092] <211>  20

[0093] <212>  DNA

[0094] <213>  Hy‑04R(Artificial)

[0095] <400>  13

[0096] agggttagtg  taggcgtact  20

[0097] <210>  14

[0098] <211>  20

[0099] <212>  DNA

[0100] <213>  Hy‑05F(Artificial)

[0101] <400>  14

[0102] ggagtgacca  ggacggtcag  20

[0103] <210>  15

[0104] <211>  20

[0105] <212>  DNA

[0106] <213>  Hy‑05R(Artificial)

[0107] <400>  15

[0108] acaccagtct  gtcctacct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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