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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毛柽柳天然居群遗传 多样性初探 

张 娟，尹林克，张道远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柽柳是荒漠地区主要的灌木资源树种。以刚毛柽柳为代表，运用 RAPD技术分析了广 

布于新疆境 内 9个刚毛柽柳 (Tamar／x h／sp／da L．)天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及居群间的遗传分 

化。lO条随机引物检测到 157个可重复 的位点 ，其中多态位点 155个 ，占总位点数的 98．7％。 

由Shannon表型多样性指数和 Nei基因多样性指数估计居群间遗传分化百分比分别为62．5％ 

和 55．3o％，表明刚毛柽柳种内的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居群间。根据 以上结果 ，我们认为新 

疆境内刚毛柽柳天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很丰富 ，居群间分化程度较高 ；繁育系统属于一种 自 

交和不完全异交混合的交配类型 ；形成并维持其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基因流 的隔离。 

关键词 ：刚毛柽柳 ；RAPD；遗传多样性 ；遗传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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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D Analysis on Genetic Diversity of Natural Populations of 

Tamatix触  

ZHANG Juan，YIN Lin—Ke，ZHANG Dao-Yuan 

(X'mj／anglnst／tnte ofEcology and Dg嘶 ，ChineseAcademy of&iolces，Urum~830011，China) 

A 由囊吐：This paper山胄c b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T．h／sp／da L． in 

Xinjiang with the method of RAPD．The ten random primers chosen for analysis detected 157 repeatable 

loci in which 155 were pelymorphic．Th e proportion ofpolymorphic loci was 98．7％ ．Th e genetic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estimated by Shannon’sphenotypic diversity index and Nei’s genetic index were 62．5％ and 

55．3O％ ．It statesthatmost ofthe variationoccurred among different populations．We alsofoundthat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T． in Xinjia~ was high．It might be due to difference of situations and low 

gene flow ．This species is a mixed-mating type． 

Key WOl~ -" Tamar／x触 ；RAPD； Genetic diversity；Ge netic differentiation 

刚毛柽柳 (Tamar／x h／sp／da L．)是柽柳属 (Tamar／x L．)植物中最耐盐碱的种类之一 ， 

在新疆分布范围最广 ，生态适应性很强 ，生态幅度颇宽 ，在荒漠区冲积、淤积平原和河漫 

滩、湖盆边缘的潮湿和松陷盐土上，以及盐碱化草甸和砂丘低地上皆能生长 (中国植物志 

编委会，1979)；具有耐干旱、抗盐碱、耐贫瘠、耐风蚀沙埋等优 良性状 ，是防风 固沙、 

· 基金项 目i中国科学院 “生物区系特别支持费”项 目及中国科学院 “西部之光”项 目 (992003) 

收稿 日期i 2003—02—16，2003—05—15接受发表 

作者简介：张娟 (1978一)女，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植物分子生态学研究。E—maili 2j2002sai8ai@sina．㈣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58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5卷 

造林绿化 、水土保持的优良树种 ，对改造沙漠气候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荒漠 、半荒漠地区 

主要的燃料、肥料及饲料来源，并可作染料和香料、还可人药 ，具有广泛的经济和药用价 

值 (刘铭庭 ，1995)。作为荒漠地区主要的灌木资源树种 ，长期以来对本属植物的研究多 

集中在形态解剖 (魏岩等 ，1999)、生理生态 (曾凡江等 ，20o2)、植物化学 (程争鸣等 ， 

20oo)、细胞学 (翟诗虹 ，1986)等方面，试图以此揭示柽柳属植物由于即可 白花授粉又 

可异花授粉而造成的种内、种间的遗传多样性，但从种子形态、花粉形态、染色体方面的 

研究结果均表明无法区分种内、种间的遗传分化及变异大小。 

RAPD(Random A,npZi~d Pdymorphic DNA，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分子标记 自 1990年 

问世以来，以其简便、快速 、经济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遗传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学中，在检 

测、确定物种或种群 内的基因结构组成 、变异及其种间的遗传和进化关系方面，显示出了 

巨大的潜力 (Williams，1990)。 

本文应用 RAPD技术对分布在新疆的刚毛柽柳居群内、居群间的遗传分化及遗传结构 

的进行初步研究 ，旨在揭示其遗传多样性的水平，为种质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荒漠区抗性基 

因的筛选与克隆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植物材料采 自新疆境内 9个天然分布的居群 ：A．库尔勒一轮台；B．塔里木河流域 ；C．轮南 ；D． 

新和一阿克苏；E．阿拉尔一阿克苏 ；F．阿克苏一 巴楚；G．库车一轮 台；H．尉犁；I．焉耆盆地。伴 

生种多为盐爪爪 (Ka／／d／umfoliatum)、胖 姑娘 (Karelirda caspica)、盐 穗木 (Halostachys caspica)、骆 驼刺 

(Alhagi spars~rdia)、碱蓬 (Suaedaglauca)等，每个居群分单株隔 150m采集 2o一30株当年生绿色营养小 

枝及小叶，野外迅速用硅胶干燥 。 

1．2 实验方法 

1．2．1 DNA的提取 采用高盐低 pH法提取基因组 DNA (邹喻萍等，1994；张娟等，2003)。DI20(I)+ 

15000作为 DNA Marker，1×TAE(pH 8．0)为电泳缓冲液，80V电压下，以0．7％琼脂糖凝胶电泳 (0．5 

ug，rnl的溴化乙锭染色)检测提取的基因组 DNA片段的大小及纯度；UV一721型紫外分光光度计下分别 

测定 A26o和 A渤值，检测 DNA的浓度，一20~C保存。 

表 1 用于 RAPD分析的随机 

引物及序列 

Table 1 Random oligonucleotide 

pIimeIs andflequellee8 

引物 序列 5 一3 
Primer SotlllellP．．e 5 —’3 

1．2．2 引物筛选 从 6o条 Sangon公司的随机引物中筛选出 10条扩增 

产物稳定、重复性好的引物对所有个体的基因组 DNA进行扩增。引物 

序列见表 1。 

1．2．3 RAPD扩增及产物分离 通过 PCR反应参与物的浓度梯度实 

验 ，优化反应条件 ，最终确定反应体 系的总体积为 25 ，包括 ：10× 

Buffer(Mg2 Free)2．5 ；MgC]2 2 imnol／L；Taq DNA聚合酶 1U；Primer 

2．5 tanol／L；dNTP Mixture 150 tanol／L；模板 DNA 3 ng一6 ng；ddI-I20补 

足 ，反应混合物用 2o 的液体石蜡覆盖。PCR扩增程序为：95~C预变 

性 2rain；94℃变性40 S，36℃退火 1 rain，72℃延伸 2min，40个循环； 

最后 72℃延伸 7min。 

PCR扩增试剂均 选用上海 Sallgon生物工程公司产品 ，在 PERKIN 

ELMER公司 GeneAmp TM PCR System 24O0型热循环仪 中进行 。扩增产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稻 盯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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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 DI．2000+l 50O0作 为 DNAⅣI越 ，在含 EB的 1．5％的琼脂糖凝胶 中电泳分离 ，电泳缓冲液为 l×TAE 

(pH 8．0)，电压 100V。凝胶 自动成像系统 Alpha hmotech Transilluminator Model TM一26拍照保存结果。 

1．3 I 6帅 数据处理 

1．3．1 多态位点比率 对电泳中能稳定清晰出现的扩增片段 (条带)记为 1，无扩增产物或条带淡、模 

糊 、不稳定的记为 0，得到一个二元数据表征矩阵。在某一特定位点上 ，扩增 的 DNA片段出现的频率小 

于 0．99的位点即为多态佗点 多态位点的比率 P=多态位点数，检测到的位点数。 

7 6 5 4 3 2 1 M 

一  
图 l 引物 S121在 B居群小I司 

样品中的扩增结果 

Fig．1 RAPD profiles of B p0plll— 

ationof T．触 amplified by 

primer S121(Mismark口) 

1．3．2 刚毛柽柳遗传结构特征的分析 分别采用 Shannon表型多样性指 

数 (King＆Schaal，1989)和 Nei基 因多样性指数 (Nei，1973)计算 刚 

毛柽柳居群 内、居群间的遗传多样性及居群 间的遗传分化系数 (G )， 

公式略。 

2 实验结果 

2．1 多态位点比率 

扩增得 到的 DNA片段长度介 于 200—2500bp之 间 (图 

1)。每条引物可检测到 13 21个位点，10条引物共检测到 

157个位点，其中多态位点数 155个，总的多态位点百分率达 

98．7％。不同居群检测到的位 点数及多态位点百分率不 同 

(表 2)。 

表 2 l0条引物检测 9个居群位点数 (多态百分率) 

Table2 The nunlb~~of loci and the percentage ofpolymotphic locidetected by 10 primers in9 natural populations of T． 池  

S121 4(0．0) 12(50．O)11(st．8)12(83．3)11(54．5) 9(too) 

Sl32 6(33．3) 7(57．1) 8(5o．O) 10(80．0)9 (55．6) 5(20．O) 

S146 7(42．9) 11(72．7) 10(1O0) 9(55．6) 13(69．2)10(80．0) 

s147 8(62．5) l3(46．2)7(57．1) 9(77．8) 12(41．7) 9(44．4) 

Sl59 ll(63．6)8(100．O)ll(81．8)5(8o．O) 9(88．9) 8(62．5) 

Sl6o 7(85．7) 10(40．O)6(100．O)ll(81．8) 9(88．9) 4(1O0) 

Sl72 5(6o．O) ll(90．9) 6(66．7) 7(71．4) 9(77．8) 4(50．O) 

S173 5(80．0) 7(42．9) 9(77．8) 8(75．O) 7(100．O)4(50．O) 

Sl74 8(25．O) ll(72．7)10(40．O)9(66．7) 7(85．7) 9(55．6) 

Sl75 lO(7O．0)9(77．8) 8(87．5) ll(81．8) 8(87．5) 9(22．2) 

l 7l(54．9)99(64．6)86(74．4)91(75．8)94(72．3)71(59．2) 

11(mo) 14(85．7) 

5(6o．O) 12(50．O) 

8(1O0) 7(71．4) 

6(33．3) ll(54．5) 

7(57．1) 5(8o．O) 

5(6o．O) lO(7O．O) 

6(66．7) 8(50．O) 

7(71．4) 7(85．7) 

7(42．9) 7(57．1) 

6(O．0o) 5(8o．O) 

68(63．2)86(67．4) 

12(58．3) 21(too) 

8(50．O) 14(92．9) 

14(78．6) l8(1O0) 

ll(63．6) 16(1O0) 

9(66．7) 14(1O0) 

10(9o．O) l8(1O0) 

l2(66．7) l3(1O0) 

9(77．8) 14(1O0) 

ll(72．7) 14(92．9) 

8(62．5) l5(1O0) 

lo4(69．2)157(98．7) 

注 ：1(总位点数)；I1(总位点数和多态位点数)。Note：1(Tot~loci)；Ⅱ (Totalloci andtoud proportionofpolymorphicloci)。 

2．2 Shannon表型多样性指数 

采用 Shannon指数计算 9个刚毛柽柳天然居群内、居群间的遗传多样性 以及各 自在总 

的种内遗传变异中所 占的比例见表 3。 

结果表明，不同的引物检测到每个居群的位点数及多态性不同，从 0．000到 4．856； 

每个居群的平均遗传多样性指数在 1．491～2．830之间。刚毛柽柳平均居群 内遗传多样性 

(Hpop)为 2．246，平均种内遗传多样性 (Hsp)为 5．981，在总的遗传变异中，有 37．6％ 

存在于居群内，群体间遗传变异 占62．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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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Hpop(居群内遗传多样性 ，Within-pop~atlon c diversity)；H印 (总遗传多样性 Total genetic diversity) 

I(Hpop／Hsp，居群 内遗传多样性所占比率 pn~portion ofgeneticdiversitywithin-popdatio~)；1I((Hsp--Hp~)／Hpop，居群 

间遗传多样性所 占比率 pmportio~of c diversity among populations)． 

2．3 由 Nei指数估计的种群基因多样性 

所研究的群体为随机交配群体 ，因此可以假定为 Hardy—Weinberg平衡群体，根据 Har— 

ay—Weinberg平衡定律，采用 Nei基因多样性指数对 9个刚毛柽柳群体 内、群体间基因多样 

性和遗传分化进行计算。 

结果表 4，可以看出各居群内平均基因多样性值在 0．1006—0．1803之间。居群 内基因 

多样性 (H )平均为0．146，种内基因多样性 (H )为0．327，群体间的遗传分化系数为 

55．30％。就种群分化程度而言 ，Nei指数的估计值要稍低 Shannon指数估计的 62．5％。 

表 4 刚毛柽柳居群内、居群闻基因多样性及遗传分化 (由 Nei指数估算) 

Table4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nd舯 e diversity within and among popul~ollS of T．h／sp／da 

注：Hs(群体内基因多样性 g∞e diversity wifitin pop~ations)；Hr(总基因多样性 Ixcml g日le diversity)；Dsr(居群间基因多 

样性 g∞e diversity artloag popul~ons)；Gsr(遗传分化系数 genitic differentiation coe~cient)。 

3 讨论 

(1)刚毛柽柳群体的多态位点百分率 (P)很高，表明刚毛柽柳是变异很丰富的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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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i指数和 Shannon指数 由于统计方法的原理不同，不可避免的在对居群 间遗传 

分化系数的估算上存在偏差 (夏铭等 ，2001)，但二者揭示结果是一致的 ，即新疆境 内刚 

毛柽柳遗传多样性很丰富 ，居群间遗传分化的水平要略高于居群内。 

(3)天然居群的遗传变异是基因流和选择共同作用 的动力过程 (赵桂仿等，2000)。 

高水平、稳定的基因流可以防止居群间的遗传分化 ，使居群趋向于一致 ，低水平的基因流 

易造成居群对局部环境的适应 ；而选择则可以不顾基因流的压力而支持在不同种类组成的 

环境里适应的基因型。同种植物各个居群空间上的隔离、突变、环境因子造成的选择差 

异、随机遗传漂变、基因流的隔离等都能导致居群基因结构的空间异质性 ，从而促进居群 

的分化。刚毛柽柳为两性花，花非常小且密集，依靠风和昆虫传粉 ，本研究所选用的居群 

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地理距离又很大 ，这使得花粉的有效传播距离有可能小于居群间的地理 

距离，使得居群内基因交流频繁 ，而居群间很难进行基因交流 ，造成居群间较高的遗传分 

化水平。所以笔者认为维持刚毛柽柳遗传多态现象的机制可能主要是基因流的隔离。 

(4)刚毛柽柳的繁育机制 ：王洪新 (1996)认为对居群内、居群间遗传多样性的分配 

唯一肯定起作用的是繁育系统。自交植物 G 大于 0．51，这样的群体趋向于形成一个 内部 

均一而互相异质的小群体 ；异交植物的花粉散布的很远 ，强大的基因流促进了其居群间的 

基因交换 ，以风媒异交为主的群体 为 0．10，以虫媒异交为主的群体 为 0．21。本研 

究得到刚毛柽柳居群间遗传分化系数在 0．4294 0．6638之间，平均为 0．5530，可以看出基 

本符合 自交植物的特点，但又有少量的异交成分 ，因此可以基本认为刚毛柽柳的繁育系统 

属于一种 自交和不完全异交混合的交配类型。这也与其两性花、即可 白花授粉又可异花授 

粉的生殖生物学特性相符合。 

(5)分析位点数的多少与所提供信息的量和可靠性之间明显相关。位点数达到 70个， 

得到的遗传信息就比较可靠 (周泽扬等，1998)。本研究得到刚毛柽柳的位点数 157个， 

足以满足 RAI D的统计分析。 

遗传变异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该物种对环境适应的广泛程度，刚毛柽柳天然居群 

的遗传多样性丰富，遗传分化较大。本研究发现，每个居群都有特异片段，这是否是其适应 

不同的生态条件，对恶劣环境、特别是对新疆极端环境的响应，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致谢 本实验是在新疆大学生命科学院张富春教授的自治区植物资源重点开放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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