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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四川光壳钉螺微卫星遗传变异的小尺度
空间自相关分析
郭俊涛周艺彪张志杰刘刚明依火伍力王海银赵根明
【摘要】

目的采用小尺度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四川省普格县的湖北钉螺自然居群微卫星

（ｓＳＲ）遗传变异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探讨湖北钉螺自然居群遗传变异的空间分布特征。方法选
用５对ＳＳＲ引物对湖北钉螺基因组ＤＮＡ进行扩增，瞌择频率在１５％一８５％的７２个ｓｓＲ等位基因，运

用等样本对频率方法划分１４个距离等级分别计算空间自相关系数Ｍｏ姗’ｓ，ｏ结果５对ｓｓＲ引物经
ＰＣＲ扩增共得到２７４个等位基因，ＳｓＲ等位基因的平均多态信息量高达０．９６５，表现出很高的遗传多态
性。钉螺种群中３９个ＳｓＲ等位基因的遗传变异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结构，表现为不同模式的正空间

自相关。根据这３９个等位基因在１４个距离等级上的平均Ｍ咖’ｓ，值，可以发现随着距离增大正空
间自相关性逐渐减小。但未发现表现为负空间自相关的距离等级和等位基因。结论普格县湖北钉
螺种群中ＳｓＲ遗传变异的空间分布，表现为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少的正空间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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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钉螺（０，ｌｃｏ靴如砌＾哪船括）作为日本血吸

土地利用、人为的环境改造等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

虫的惟一中间宿主，在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国

作用，使钉螺的生境破碎化或斑块化陋’３］，空间模式

家与地区广泛分布…。对湖北钉螺居群中的生态与

分析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要估

进化过程可以用钉螺居群内遗传变异的空间分布模

计选择与漂变对居群遗传结构的潜在影响，就必须

式进行深入研究。由于自然选择与生态环境变化、

定量测定遗传变异空间结构的大小与尺度Ｈ］，而这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姒ｊ．ｉｓ髓．０２５４一“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２ｌ

些均依赖于空间结构的精确描述。同时，遗传变异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６７１７９９，３０８７２１５９）；国家“８６３”计划

课题（２００６从０２Ｚ

４０２）；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Ｂｌｌ８）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公共
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郭俊涛、周艺彪、张志杰、王海银、赵根
明）；四川省普格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剐明、依火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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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结构将影响现实居群内取样的样本基因型频
率，使我们对居群的遗传学指标的估计发生偏差，
因此，居群遗传变异空间结构的研究还有利于对居
群遗传特征的正确解释ｂ］。
目前在数量、密度及形态性状等方面已经对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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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居群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初步的研究№Ｊ】，还有一些

３．ＰＣＲ扩增及产物检测：按文献［１０］报道的２８

研究以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ＡＦＬＰ）分子标记的方

个微卫星位点设计引物进行筛选预实验，选取其中

法进一步对遗传变异的空间结构进行描述哺】。

多态性高、稳定性好的５对ＳＳＲ引物用于正式实

ｗｒｉｇｈｔ’ｓ Ｆ．统计量、遗传分化度等参数在一定程度

验。每５０“ｌ反应体系中含有：２０ ｐｍｏｌ／Ｌ引物，１０～

上可以提供物种居群间遗传结构的信息，但对于深

２０

入了解亚居群或邻近个体之间遗传变异的空间分

ＢｆａＩｌｃｈｂｕｒｇ，Ｎｅｗ

ｎｇ模板，Ｏ．２５

ｕ

Ｔ硇酶（Ａｍｐｌｉ １＇ａｑ

Ｇｏｌｄ，

Ｊｅｒｓｅｙ，ＵＳＡ），２５０岬。儿ｄＮＴＰｓ，

ｍｍｏ儿％ｓ．ＨＣｌ（ｐＨ值８．３），５０舢。儿Ｋｃｌ，

布，有效信息仍显不足ｂ’９１。而空间自相关分析作为

１０

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在未预先假设居群结构尺

１．５ ｍｍｏｌ／Ｌ

度大小的情况下提供比ｗｒｉ咖’ｓ Ｆ．统计量、遗传分

９４℃变性４５ ｓ，５５℃复性４５ ｓ，７２℃延伸４５ ｓ，共进行

化度更详细的空间分布信息旧１。本次研究将在这些

３５个循环，末次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最后在

研究的基础上，以微卫星（１Ｉｌ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沁，ｓｉＩｎｐＩｅ

４℃保存待测。扩增产物在７％的聚丙烯酰胺凝胶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形ｐｅａｔ，ＳＳＲ）为分子标记采用空间自相关
分析方法对钉螺居群内遗传变异的空间分布模式进

［每５０ ｍｌ含：３５ ｍｌ水、５ ｍｌｌＯ×ＴＢＥ溶液、１２

行较精确的统计学描述。

ｌＯ％过硫酸铵和４０¨ｌ ＴＥＭＥＤ］上进行电泳分离，以

ＭｇＣｌ２。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

ｍｌ

３０％丙烯酰胺和甲叉双丙烯酰胺胶液（２９：１）、５００¨ｌ
ｐＵＣｌ８／Ｍｓｐｌ作为标准对照。１５０ Ｖ恒电压下电泳

材料与方法

１４０

１．钉螺标本采集：２００８年４月在四川省普格县
采集钉螺标本，为光壳钉螺，螺壳高３．１０。６．９６

ｍｉｎ。参照周艺彪等ｎ¨报道的银染法染色，略有

改动。凝胶用扫描仪扫描并记录。

ｍｍ，

４．数据判读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本研究将引物

体螺旋数为３—６旋，最后用于本次研究的钉螺共

扩增的谱带作为等位基因分析，并视为绝对型变

１６６只。所有钉螺采集时均经ＧＰｓ定位，用以上材

异，按等位基因的有和无分别作为“１”或“０”赋值，

料做小尺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采样点之间的距离

以此构建二态数据矩阵进行多态性分析和空间自

分布为２．５～１３２０．６ ｍ，均数为５５４．５ ｍ，标准差

相关分析。

３７７．９ ｍ。采样点之间均有—定的空间间隔，取样点

具体分布情况如图ｌ。

微卫星遗传变异的指标采用多态信息量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２．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用Ｏ．３％ＮａＣｌ清洗钉螺，

ｉｎｆｏ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ｅｎｔ，ＰＩＣ），各等位基因

ＰＩｃ值的计算公式：

吸干表面水分后用玻璃板轻轻压碎，在解剖镜下观
Ｈ

察有无母胞蚴、子胞蚴、尾蚴，剔除感染钉螺。将未

ｉ－ｌ

感染的钉螺软体置于研钵中，加入适量液氮并研磨
成白色粉末，使用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嘣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飚ｔ

ｐ１

Ｈ

ＰＩｃ一１一∑ｘ：一∑∑２ｘ；ｘ；
ｌ≈１ Ｊ；Ｉ＋ｌ

式中置表示该位点第ｉ个等位基因的表型频率。

（ＦｅｎＩｌｅｎｔａＳ公司生产）提取基因组ＤＮＡ。提取出的

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如果某一等位基因的频

ＤＮＡ在０．８％琼脂糖凝胶中１３０ Ｖ电泳２ ｈ以检验其

率过高或过低，则该位点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提供

完整性，并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含量和纯度。

的有效信息将很少¨２。。为了保证数据具有足够的统

围ｌ

四川省普格县湖北钉螺样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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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我们统一选取了表型频率在１５％～８５％

Ｏ；在近距离等级内（第１—４距离等级，３０～１８６ ｍ），

范围内的等位基因。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分析，

表现为显著正相关的等位基因比例逐渐增加，从第

分析时依据等样对频率原则划分了１４个距离等级，

５个距离等级开始（２５９—１１６９ｍ），显著正相关的等

尽量使每个距离等级内的样对数均匀分布。空间自

位基因比例稳定在６６．７％的水平，不再继续增加

相关分析统计量选择Ｍｏ舢’ｓ，系数，当，值显著大

（表２）。

于，白勺期望值（，＝一ｌ／（，ｌ—１），，ｌ＝样点数）且为正值

表２湖北钉螺各距离等级中表现显著正相关的

时，说明两点存在相似关系；而当，值显著小于Ｊ『的

等位基闪数

期望值时，说明两点不存在相似关系ＢＪ引。通过统计
学检验来判定上述的相似和不相似是否是由于随机
过程造成的，进而分析居群在两个不同分布尺度上
的空间结构ｎ

３｜。

结

果

１．湖北钉螺种群的ＳＳＲ分析：本次研究用５对
引物对１６６只湖北钉螺的基因组ＤＮＡ进行ＰｃＲ扩
增，共检测到清晰可靠的谱带２７４个，谱带大小约
在６０。３２０ ｂｐ范围，每对引物扩增的谱带数在３２—
７２个之间，平均每对引物可以扩增出５４．８个谱带
（９５％ｃ，：３４．９。７４．７）。各位点的ＰＩＣ均超过０．９，平

均值为０．９６５，说明四川钉螺有很高的遗传多态性
（表１）。

在所有７２个用来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等位基因
中，３３个（４５．８％）等位基因不存在明显的空间结构，

表１四川钉螺微卫星分析的５对引物、等位基因数及ＰＩＣ

裂萼

注：？Ｐ（ｏ．０５

引物序列

羹蠡薹数眦

为随机分布模式，又称为百纳被模式ｎ引，有３９个
（５４．２％）等位基因具有明显的空间结构，且均为正空
间自相关分布。

从有统计学意义的Ｍｏ啪’ｓ，值的等位基因看，
各等位基因的空间模式不尽一致（图２），其中
Ｐ１５３３、Ｐ１５４０、Ｐ１５５１、Ｐ１５５２、Ｐ１５５４、Ｐ１５５８、Ｐ２１９４、

Ｐ２０５４、Ｐ２０４５、Ｐ９６４ｌ等１９个等位基因在１—８距离

等级内Ｍｏ啪’ｓ，值逐渐减小，这些等位基因的空间
自相关性随着距离增大而减小，即距离越近这些基
因在个体间的相似性越大；等位基因Ｐ２１４、Ｐ２１４８、

Ｐ２０５５在１—３距离等级内Ｍｏ啪’ｓ，值迅速增大然
２．四川钉螺种群的ｓｓＲ遗传变异的空间分析：

后趋于稳定，但结合统计学检验的结果，这些等位基

经过筛选，频率在１５％～８５％的７２个等位基因用于

因在ｌ～３距离等级内的Ｍｏｍ’ｓ，值并无统计学意

空间自相关分析，在１４个距离等级上共得到的１００８

义；其他部分等位基因如Ｐ１８３９等在绝大多数距离

个Ｍｏｍ’ｓ，值，经统计学检验，其中有５１８个，

等级内差异不显著，表现为稳定的正空间自相关。

（５１．３９％）与期望Ｊ『的差异在ａ＝Ｏ．０１水平上有统计学

通过计算各个距离等级上３９个有统计学意义的

意义，有１２８个，（１２．７０％）与期望，的差异在ａ＝０．０５

Ｍｏ舢’ｓ Ｊｆ值的均数（图３），可以发现平均Ｍｏ舢’ｓ，

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其余３６２个，（３５。９ｌ％）与期望

值随着距离等级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且曲线下降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ｌ００８个Ｍｏ舢’ｓ，值

速率基本恒定，没有明显的拐点。可见，虽然各个

中有４３个为负数，但统计学检验均无统计学意义，

等位基因的空间分布模式不同，但是总体上ＳＳＲ的

其余Ｍｏ加’ｓ，值均＞０。
从有统计学意义的Ｍｏ啪’ｓ，值在各距离等级
中的分布看，所有有统计学意义的Ｍｏ啪’ｓ，值均＞

空间分布有以下规律：距离越近，湖北钉螺个体间
微卫星的相似性越高，随着距离的增加，相似性逐
渐降低。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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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等级

图３各距离等级上的平均Ｍｏ啪’ｓ，值
讨

论

ＳＳＲ为数个核苷酸的串联重复序列，属于中等
重复序列，在复制过程中和由于ＤＮＡ滑移
（ｓｌｉｐｐａｇｅ）和ＤＮＡ修复系统共同作用下很容易发生
长度变化，具有很高的多态性ｎ纠。此次研究发现湖
北钉螺居群ＳＳＲ的ＰＩｃ值达到Ｏ．９６５，平均每对引物
扩增出的等位基因数高达５４个，表现出非常丰富的
居群遗传多态性，这一结果明显高于等位酶水平的
遗传多样性ｎ引，同样也高于ＡＦＬＰ水平的遗传多样
性ｎ¨。除多态性丰富外，ＳｓＲ作为分子标记还有共
显性、稳定性好等优点¨引，在钉螺居群遗传学和空间
结构研究中有着广阔的运用前景。
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个体遗传物质传
播距离的有限性和居群生境的异质性，生存环境问

的相互隔离以及人为的环境改造形成了钉螺基因
频率或基因型的初始分布，而钉螺的迁移能力十分
有限¨７’１引，个体只能选择就近交配，因此遗传物质的
传播距离有限，基因无法在整个居群中自由流动，从
而形成非随机分布的特定空间结构。此次研究发
现钉螺居群在１４个距离等级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正
空间自相关性：从距离等级看，除第一个距离等级
（３４ ｍ）上表现为正空间自相关的等位基因比例少于

５０％（４８．６％），其他等级上该比例均超过５０％，最高
比例达到６６．７％；从各等位基因看，用于空间自相关
分析的７２个等位基因有３９个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

进一步分析各距离等级上的平均Ｍｏ姗’ｓ，值
发现正空间自相关性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少。因此空
间距离较近的钉螺遗传物质有更高的相似性，而随
着距离增加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减小。当距离增加到

一定程度时，个体间将可能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或
表现为负空间自相关性。这个临界距离既是钉螺个
图２

Ｍｏ姗’ｓ，值有统计学意义的等位基因

在１４个距离等级上的Ｍｏ啪’ｓ，值分布

体的遗传物质可以影响的范围。也可以认为是斑块
化钉螺生境的空间尺度大小ｂ】。此次研究中未发现

±堡鎏堡塑堂壅查！堂堡！旦箜！Ｑ鲞箜！塑里坐！墅型塑：垒！型！壁塑：型：翌：型！：！

·５０卜

该临界值，但发现随着距离增加，Ｍｏｍ’ｓ，值曲线

下降的主率比较恒定，据此粗略估计该临界值可能

在７２００ ｍ左右，这一距离与钉螺本身的迁移能力不

符。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第一，在普格县钉
螺主要分布在山区梯田（水田），海拔高度相差较大，
当水流从地势较高处流向地势较低处时，钉螺也将
随之迁移。有文献报道耕牛可以将牛蹄两趾间的钉
螺携带至ｌｌｏＯ ｍ以外¨引，人和其他动物也可能以类
似的方式增加钉螺地迁移范围。这些都在很大程度
上扩大了钉螺遗传物质的传播范围。有研究表明，
局部药物灭螺特别适合控制或消灭呈斑块化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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