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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韦建国

赵根明

目的分析４个种群湖北钉螺中微卫星序列及其两侧序列的特点。方法以（ＣＡ）。ＲＹ

为引物对湖北钉螺基因组ＤＮＡ进行微卫星锚定ＰＣＲ（ＳＳＲ—ＰＣＲ）扩增，对全部１５９个扩增产物进行Ｔ
克隆并测定其中８２个片段的核苷酸序列。结果

ＳＳＲ—ＰＣＲ的扩增产物是湖北钉螺基因组ＤＮＡ上

的散在区域，不是微卫星序列，但扩增产物中含有微卫星序列，测序的８２个片段中３６个克隆片段含
有微卫星序列。微卫星序列其侧翼序列有一定的保守性，同一个微卫星的侧翼序列多数情况下是相

同的。（Ｇ～ＣＴ）。、（ＴＴＡ删０ＣｃＴＡＡ）。两类微卫星在４个钉螺种群中均有发现，（ＣＡＡ）。仅在福建

福清种群中发现，（Ｔ（汀ｃＴＧ）。仅在安徽贵池种群中发现，（（认～ＴＴＣ）。、（ＣＡＡ／ＴＴＧ）。、（ＣＡＴ）。三种
微卫星序列仅在四川普格种群中发现。结论ＳＳＲ—ＰＣＲ扩增的不是微卫星，其结果的分析应当类似
于随机扩增多态性ＤＮＡ。因此ＳＳＲ—ＰＣＲ不能十分有效体现微卫星作为分子标记的优势，应当根据
微卫星的侧翼序列设计针对微卫星的引物，对微卫星进行ＰＣＲ扩增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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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病的惟一中间宿主…。

而避免了表型变化的影响口】。目前对研究钉螺

相同或不同地域株的日本血吸虫对不同地域钉螺感

ＤＮＡ变异的主要方法有线粒体ＤＮＡ测序、ＲＡＰＤ、

染率有着显著差异㈨。目前，对钉螺种株差异的研

ＲＦＬＰ、ＡＦＬＰ等，这些方法各有其局限性，而微卫星

究已经发展到直接研究遗传物质ＤＮＡ的变异，从

（ｍ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又称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ＳＳＲ）作

为分子标记可以弥补这些缺陷Ｈ】。目前这种分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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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对钉螺遗传变异的研究中运用较少，本研究对
湖北钉螺微卫星锚定ＰＣＲ（ＳＳＲ—ＰＣＲ）扩增产物进
行克隆、测序，对４个种群钉螺的微卫星序列及两翼
序列进行描述，并分析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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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ＡＢｌ３７３０型测序仪上进行。

材料与方法

５．序列分析：采用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编辑ＤＮＡ序列，

１．材料：钉螺分别采集自安徽省贵池市、四川省

ＲｅｐｅａｔＭａｓｋｅｒ软件用来分析序列中是否存在微卫

普格县、福建省福清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用

星序列（ｏｐｅｎ一３．１．８），ＲｅｐｅａｔＭａｓｋｅｒ使用的搜索引

尾蚴逸出法鉴别钉螺是否感染血吸虫，剔除感染的

擎为ｃｒｏｓｓ

钉螺，四地各选择６只钉螺作为试验材料。

２００７１２０４，Ｒ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版本２００７１２０４）。

ｍａｔｃｈ（０．９９０３２９，ＲｅｐＢａｓｅ升级至

２．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用０．３％ＮａＣｌ清洗钉

结

果

螺，吸干表面水分后置于研钵中，加入适量液氮并研
磨成白色粉末，使用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

１．扩增结果：图１为宜州市钉螺的克隆产物电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公司生产）提取基因组ＤＮＡ。提取出的

泳图片。本次研究中，福清市６只钉螺ＳＳＲ—ＰＣＲ共

ＤＮＡ在０．８％琼脂糖凝胶中１３０ Ｖ电泳２ ｈ以检验

得到扩增片段２９个，宜州市得到４０个，贵池市得到

其完整性，并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含量和纯度。

３４个，普格县得到５６个，一共１５９个片段，片段大

３．ＳＳＲ—ＰＣＲ：反应条件参照文献［５］的方法并
略有改动：引物５’．ＣＡＣ

小为２８８～１７２２

ｂｐ。

ＡＣＡ ＣＡＣ ＡＣＡ ＣＡＣ ＡＲＹ．

２．序列分析：通过测序，发现ＳＳＲ—ＰＣＲ并不是针

７，Ｒ代表一份子嘌呤，Ｙ代表一份子嘧啶。每５０弘ｌ

对微卫星序列进行扩增，扩增的是基因组ＤＮＡ上

反应体系中含有：２０ ｐｍｏｌ引物，１０～２０ ｎｇ模板，

的散在区域，部分扩增产物中含有１～３个微卫星序

１．２５ Ｕ

Ｔａｑ Ｇｏｌｄ，Ｂｒａｎｃｈｂｕｒｇ，Ｎｅｗ

列，另外一些则没有。本研究共测定８２个扩增片段

ｄＮＴＰｓ，１０ ｍｍｏｌ

的核苷酸序列，其中３６个片段含有微卫星序列，基

３

Ｔａｑ酶（Ａｍｐｌｉ

Ｊｅｒｓｅｙ，ＵＳＡ），２００／ｌ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值８．３），５０ ｍｍｏｌ

ＫＣＩ，１．５

ｍｍｏｌ

ＭｇＣｌ２。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５℃变性
３０

本重复单位的碱基数为１、２、３、４、６ ｂｐ，重复次数为
４～７２次，总长度１８－－２１６ ｂｐ。结果见表１。
表１中同时列出各微卫星的侧翼序列，两侧各

ｓ，５０℃复性４５ Ｓ，７２℃延伸６０ Ｓ，共进行３８个循
２２

环，末次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

ｂｐ。通过比较发现，不同类型微卫星其侧翼序列

ＤＮＡ纯化系

一般不同，而相同的微卫星其侧翼序列多数是相同

统对ＳＳＲ．ＰＣＲ产物进行纯化，然后使用ＴａＫａＲａ公

的。侧翼序列相同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在不同种

４．克隆和测序：使用Ｗｉｚａｒｄ

ＰＣＲ

司的ｐＭＤｌ８Ｔ载体对纯化得到的ＰＣＲ产物进行

群的钉螺、同种群的不同钉螺、一只钉螺的不同

ＴＡ克隆，感受态细胞利用ＤＮ５ａ菌株进行制作。然

ＤＮＡ位点，例如Ｆ１—２和Ｇ５—１，Ａ３—１和Ａ６．２，Ｓ１—２和

后以ＳＳＲ—ＰＣＲ的引物对白色菌落进行扩增。扩增产

Ｓｌ一５。此外，表１中Ｆ１—１和Ｇ５．１两个微卫星序列的

物在１．５％琼脂糖凝胶（ＥＢ染色）中１００ Ｖ电泳１

基本重复单位都是１ｖｒＡＧＧＧ，只是重复次数不同，

ｈ。

根据电泳结果，按以下标准选择合适的片段进行测

两个微卫星的侧翼序列只相差一个碱基。

序：对于每个种群的钉螺，不同大小的扩增产物均进

在本研究发现的各种类型的微卫星序列中，

行测序，而相同大小的扩增产物则只对其中一个进

（ＧＡ／ＣＴ）。、（ＴＴＡＧＧＧ／ＣＣＣＴＡＡ）。两种微卫星在４

行测序。测序方法为双脱氧终止法，由北京鼎国生

个钉螺种群中均有发现，而另外一些微卫星只有在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各泳道编号中“Ｇ”后的数字表示钉螺编号，。．”后的数字表示钉螺的克隆编号，如Ｇ３．４表示广西钉螺种群中编号为Ｇ３的
钉螺的第４个克隆产物
图１

宜州市湖北钉螺ＳＳＲ—ＰＣＲ及Ｔ克隆后的产物

·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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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编号

４个种群湖北钉螺的微卫星序列及其侧翼序列

微卫旱类型

５’端序列

注：表巾的编号表示微卫星位点编号，含义如下：Ａ、Ｆ、Ｇ、Ｓ

３’端序列

４个字母分别指安徽、福建、广西、四川４个钉螺种群，字母后的数宁表示该种

群的钉螺编号，Ｉ『ｉｉ“．”后的数字则表示该钉螺的微卫星位点编号；表中某些微卫星序列靠近ＳＳＲ－ＰＣＲ扩增产物的一端，因此提供两侧ＤＮＡ序
列少于２２ ｂｐ

特定的钉螺种群中才又发现，例如（ＣＡＡ）。仅在福

主的遗传变异研究中，其中对双脐螺和水泡螺的研

清市的钉螺种群中发现，（ＴＣＴＣＴＧ）。仅在贵池市

究较多见【８’９ Ｊ，对湖北钉螺的研究国内外报道较少。

的钉螺种群中发现，（ＧＡＡ／ＴＴＣ）ｎ（ＣＡＡ／ＴＴＧ）ｎ

周艺彪等瞪】、牛安欧和熊衍文¨叫用ＳＳＲ—ＰＣＲ的方

（ＣＡＴ）。３种微卫星序列仅在普格县的钉螺种群中

法对湖北钉螺的遗传变异进行研究。目前对湖北钉

出现。

螺微卫星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是ＳＳＲ—ＰＣＲ，这
讨

论

种方法不需要设计特异的引物，只是根据真核生物
中普遍存在的微卫星设计引物。根据本次研究结

微卫星序列作为分子标记，有其独特的优势：微

果，湖北钉螺ＳＳＲ．ＰＣＲ类似于ＲＡＰＤ，是对基因组

卫星呈共显性遗传；数量多，并且在基因组ＤＮＡ上

ＤＮＡ上散在的区域进行扩增，而不是扩增特定的微

分布广泛而均匀；在群体中有很高的多态性，可以提

卫星序列。Ｃａｌｄｅｉｒａ等１８１用ＳＳＲ．ＰＣＲ的方法对光滑

供丰富的信息；同时有通用性好、杂合度高、重复性

双脐螺进行分析时也有相同的发现。ＳＳＲ—ＰＣＲ方

好的特点，是一种很好的分子标记№’７］，能有效弥补

法并不是以微卫星序列本身为标记，只是以常见微

ＲＡＰＤ、ＲＦＬＰ、ＡＦＬＰ等分子标记方法的缺陷。目

卫星序列作为引物，扩增的是微卫星之间的基因组

前，微卫星分子标记技术已应用到对血吸虫中间宿

ＤＮＡ序列，这使得微卫星序列的种种优势就没有被

·１１２２·

真正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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