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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植物三棱栎遗传多样性的RAPD分析 

韩春艳 ，孙卫邦r，高连明 
(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204；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摘要：用随机扩增多态DNA(RAPD)标记对5个三棱栎 (Trigo~balanus doichangensis)居群 

共99个个体进行遗传多样性和居群遗传结构分析。l6个引物共检测到157个位点，其中多 

态位点83个，占52．87％。物种水平 Shannon多样性指数 ，=0．2431，Nei基因多样度h= 

0．1595，种内总遗传变异量Ht=0．1600，居群内遗传变异量Hs=0．0749，居群问变异量大于 

居群内变异量，表明三棱栎的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居群之间。与同科植物相比，三棱栎遗传 

多样性较低，遗传分化系数 ￡=0．5320，说明居群间的遗传变异占53．20％，居群间已出现 

强烈的遗传分化。当地人的强烈活动造成的生境破碎化和居群隔离，以及三棱栎演化过程中 

的地史变化对其种群发展的影响等，可能是造成其居群间强烈的遗传分化和较低遗传多样性 

的原因。基于本研究结果，提出了三棱栎遗传多样性的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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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netic Diversity of Trigonobalanus doichangensis 

(Fagaceae)by RAPD 

HAN Chun—Yan · ，SUN Wei—Bang ，GAO Lian—Ming 

(1缸 Institute ofBotany，ChineseAcademy ofsc ，Ktmming 650204，China； 

2 Grodua~School ofChinese Academ)ofsc ，Seijing 100039，China) 

AbsI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five populations with total of99 Trigo— 

nobalanus do&hangem／s individuals were estimated with 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RAPD) 

markers．One hundred and c,fty—seven loci were am plified with 16 oligonucleotide primers，ofwhich 83 lo— 

ci(52．87％)were polymorphic．Shannon’S information index(，)and Nei’S gene diversity(h)were 

0．2431 and 0．1595 respectively at the species leve1．T0Ial genetic diversity(Ht)Was 0．1600，and the 

genetic diversity within populations(Hs)WaS 0．0749．The genetic var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opulations 

accounted for 53．20％ ofthe tota1．This indicated that genetic variation existed mainly between popula— 

lions ratherthanwithinpopulations．In comparisonwith other speciesfrom Fagaceae，the geneticdiversity 

0f T．dot~hangens／s islowerandthe geneflowamongpopulationsis very restricted．Thesemaybe attribu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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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to the chanses of enviroranent during the species evolution，habitat destruciion and excessively maI【iIlg 

use ofthe species resources by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the co~ rvation strategies of 

genefc diversity for the specie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Trigonobalanus doichangensis；RAPD；Genetic diversity；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Conservati0 

三棱栎 [Trigonobalanus doichangensis(A．Camus)Forman]是壳斗科三棱栎属的一种常 

绿乔木，受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由于其分布区域狭窄，植株稀少，又因砍伐森林和毁林开 

荒，处于濒危状态 (傅立国，1992)。目前的调查研究表明，三棱栎在我国云南省的澜沧、 

沧源、孟连、西盟和泰国北部Chiangrai等地仍有小面积分布，但其生境严重破碎化，种 

群极为脆弱 (孙卫邦等，2004)。几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三棱栎的系统分类和植物区系 

成分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吴树明和肖绍琼，1989；李捷，1994；王萍莉等，1998)， 

对其致濒因素和保护对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周元等，2003；孙卫邦等，2oo4)， 

但尚未见有关三棱栎遗传多样性研究的报道。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之一是保护物种，更具体地说是保护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或进化 

潜力。种内遗传多样性愈丰富，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愈大，其进化的潜力也就愈 

大。只有掌握物种多样性水平高低及其群体的遗传结构，才能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和措施 

(祖元刚等，1999)。为了有效保护三棱栎的遗传多样性，深刻揭示其濒危机制和制定科学 

的保育策略，迫切需要研究其遗传变异情况和居群遗传结构。 

随机扩增多态DNA(RAPD)标记 (Williams等，1990)从20世纪9o年代开始，逐渐 

应用于居群研究，尤其是濒危植物方面 (Elena等，2003)。RAPD具有检验潜在多态位点 

和对基因组比等位酶更为随机取样的优点 ( &Rieseberg，1996)，与其它DNA分子标 

记相比，RAPD的花费更少，技术更简单，也无需预知目的基因组序列 (Elena等，2003)。 

因此，本研究我们采用RAPD技术，研究三棱栎的遗传变异和居群遗传结构，拟探讨以下 

问题：①在这一物种中存在多少遗传变异?②是否所有的居群具同等变异?③居群内遗传 

变异占整个物种遗传多样性多大的比重?④居群间的基因流状况以及⑤三棱栎的濒危是否 

与它的遗传多样性有关。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云南的4个居群和泰国的1个居群为研究对象 (图1)，用生态学样方法随机从每个居群内选取 

19～2o植株进行研究材料的采集，植株间距离至少间隔20Ill。采集的新鲜嫩叶用变色硅胶快速干燥，带 

回实验室在4℃冰箱中保存备用。 

1．2 总DNA提取 

总DNA的提取采用改进的CrAB法。取1～2g硅胶干燥叶片，液氮研磨成粉末状，总DNA均用TE buffer 

悬浮，RNA酶A进行纯化，然后在1．5％含髓的琼脂糖凝胶上电泳检测DNA质量，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260 

ran和280 ran下测定OD值，确定DNA的纯度和浓度，将总DNA稀释到约10 ng， 作为PER扩增反应的模板。 

1．3 P( 扩增 

用筛选出的16个引物对所有个体的DNA进行PCR扩增 (表1)。扩增反应在T3 thermocycler(Bio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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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三棱栎居群分布图 

Fig．1 The sampled populations of T．do／dmageas／s 

CY：沧源Cangyuan；XM：西盟Ximeng；LC：澜沧Laneang； 

ML：孟连Menglian；CR：泰国清莱Chiang-Rai of Thailand 

German)PCR反应仪上进行，反应体积为20 ， 

其中成分为：2 10Ilg， DNA模板，2．0mmol／ 

LMgCh，0．5v．mol／L dNTP，2 10×Reaction Buffer 

(M ．Free)，2．5 panol／L引物，2UTaqDNA聚合 

酶。扩增程序为：94℃4min预变性，然后94℃ 

15 s，36oC 45 s，72oC 90 s进行45个循环，最后 

72~C延伸4 min。取10 扩增产物在 1．5％琼脂 

糖凝胶 (含EB)上电泳约3 h，以Gene RulerTM 

100 bp DNA ladder plus(ⅧI Fermentas公司)作为 

相对分子量标准，使用 GekDoe2000(BIORAD公 

司)图像分析仪观察并照相。 

1．4 数据处理 

RAPD是显性标记，同一引物扩增产物中电 

泳迁移率一致的条带被认为是等分子量的扩增 

带 (邹喻苹等，2001)，相对迁移距离相同的条 

带为一个RAPD标记 (姜自锋等，20O2)，同一位点的产物按扩增阳性 (1)和扩增阴性 (0)记录电泳带 

谱，形成二元数据矩阵 (钱韦等，2000；朱其惠等，20(Y2)，将矩阵输入POPGKNE软件进行分析。表征 

遗传多样性与居群遗传结构的参数包括：m平均每个位点测定到的等位基因数，ne平均每个位点的等 

位基因的有效数目，P(％)多态位点百分率，，为Shannon表型多样性指数，h为Nei的基因多样性指 

数，Nei的遗传分化指数 和居群每代迁移数Nm。 

表1 用于三棱栎遗传多样性检测的寡核苷酸引物的序列及其检测的位点数 

Table1 The sequPJlO~$of randonl oligonucleofide primers andthe number oftestedloci 

Pri／i~r8 Sequ∞c Total bands Polymorphic bards Pri／i~r8 Sequ∞c Total bands Polymorphic bands 

0jP0)5 T口 I℃CCC 9 4 OPMl6 Gr从 CcAGcC l3 7 

OPCl4 1BcGI’GC兀．G l0 5 OPM20 AGGTCITGGG l0 4 

OPCl5 GACGGATCAG ll 6 OPNl4 I℃G ￡G0GT l2 9 

OP．1o9 AGC( AC ll 6 OPN20 GG10c】[℃C( 7 3 

0】PM02 AClAACGCCrC 6 O 0】渤 3 CAGAGGrCCC l1 6 

0PM06 C ；GCA ACr 8 5 OP、，1)6 ACGCCCAGGT l0 9 

OPMl3 GGI℃l [℃AAG l0 4 OPV10 ( ACC ；m  9 4 

OPMl5 GACCrACcAC l2 5 OPVl5 CAG ￡CGGT 8 6 

2 实验结果 

2．1 三棱栎不同群体RAPD产物的多态性 

16个引物共扩增出l57条带，长度在100～29O0 bp之间，每个引物产生6～13条，平均每 

个引物产生9．81条带 (表1 o其中 条扩增带具有多态性 (表1)，占PCR扩增带总数的 

52．87％(表2)，这一结果说明三棱栎物种水平上的遗传多样性较丰富。但澜沧和泰国Chiangrai 

居群多态性位点比率远远低于沧源、孟连和西盟3个居群 (澜沧最低，为10．19％)(表2)，说 

明澜沧和泰国Chiangrai两个居群内遗传变异水平比其它3个居群的变异水平低。 

2．2 遗传多样性水平和居群分化程度 

表2示三棱栎居群结构与遗传多样性的一些指标。在物种水平上，等位基因的有效数 

目 、Shannon表型多样性指数，和Nei的基因多样性系数h分别为1．2646、0．243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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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595，等位基因有效数日平均数小于I．5，表明三棱栎遗传多样性水平并不高=三棱栎 

总的遗传变异量胁为0．1600 其中居群内遗传变异量 为0．o749．表明三棱栎居群间 

遗传变异水平明显高于居群内遗传变异水平，各居群唰的遗传分化系数 I达到O．5320， 

即在总的遗传变异中有53．20％的变异存在于肼群问．备居群已出现强烈的遗传分化。在 

居群间每代迁移数 为0．4398，说明各居群间存在极少的基因交流 

2引物o1~115扩增il{J二赜排侧池膳群的DNA片段『鹌潜 f澜沧署群) 

F ．2 11le PCR州 ll出【址啪 p~tem‘ Ⅲ山z w¨山“ L衄 邮 l u u w[1tt primer 01El5 

表2 三棱栎遗传多样性与居群遗传结构 

1址k 2 ’dive~ily【-f 7 哗  I【l genelie灿 L Ib populati~l 

m 

I上 

CHR 

CY 

M】_ 

M 

】019 

19l1 

31s5 

四30 

33I2 

s7 

眦  

∞粥 

O804 

l 5 

I469 

1696 

2 

h | Pi％ H ‘’瑚 ～ 

0∞1】 

()∞ l3 

0 c 

0∞ _l 

0【㈣  

0 I595 

0(N72 10【9 

0 12 lq I1 

0 I5O 3l 85 

0 【 B 2q 

0 I568 33 11 

0．343I 52 87 0 l ) 0 0749 0．531』l 0 4398 

m．ohse~l nLL alleles；删． klive nun~'r· 幅：Kimusa龃d cn卅(ItYc4 J ：h． i’s(19731 g目 山⋯ ；1． 

目岫 硼’日IⅡ1．)丌1lllIi硼ind,~[L 州n 19721]；胁． "dix'ersity‘4 il、；胁，胛 lJve~i?within P|】|，ulati~； ， 

flow~ ‘．∞e 一 【 gene difl：et~nUatkm：P．the ~ltltgel1r} i 

3 讨论 

壳斗科植物多数为风媒植物，该科植物大多数都有很高的遗传多样性 如栲树 (Cos 

1anopsisfargesii)遗传多样 的RAPD分斩显示其多态位点百分率 (P)为．40．78％，种内基囡 

多样性指数h为0．296，Shasta一 表型多样性指数，为O．4597，总的遗传变异量胁为0．2959， 

遗传分化系数 仅0．0429，而居群间的每代迁移数  ̂达到了l1．2645(朱其惠等，2002)， 

遗传多样性水平高，居群问的基因交流非常额繁．李文英等 (20O3)对蒙古栎 ( ∞ 

mongolica)的 F̂I．P分析发现其多态位点百分率 (P)为96．8％，Shannon指数，为0．246，夏 

铭等 (2001)对蒙古栎的IL~．PD分析电得到了7I 22啦的多态位点百分率，可见蒙古栎的种内 

遗传变异水平也很高 Creel"等(1998)用R D技术对无柄栎 (口u Ⅲ。)9个单椿的 

193个子代个体的研究表明，总遗传变异量胁为0．406，胁为O．298，对板栗 (Caa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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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slma)46个品种样品的RAPD分析后发现 (高捍东，2001)，其多态位点百分率P为 

58％，基因多样度h为0．3618，Shannon指数为0．4832。除此之外，壳斗科其它植物的同 

工酶研究中也表现出很高的遗传多样性 (陈小勇等，1997；郎萍和黄宏文，1999)。比较 

发现，虽然三棱栎的多态位点百分率达到52．87％，但其遗传变异水平明显低于栲树、蒙 

古栎、无柄栎等壳斗科植物种类，且有过一半的遗传变异存在于居群之间 (Hs=0．0749)。 

壳斗科植物遗传分化系数 (Gst)范围通常为0．020—0．065，分化程度都不大，这与 

花粉传播距离比较远和种群间基因流强度较大有关 (陈小勇等，1997)。有关研究报道显 

示，栲树 ( ￡为0．0429)(朱其惠等，2002)、蒙古栎 (Gst=0．077)(李文英等，2003)、 

无柄栎 (Gst=0．272)(Creel等，1998)和川滇高山栎 (Quercus aquitolioides)(Gst=0．167) 

(李进等，1997)等的基因流水平都很高，且遗传分化水平很低。而三棱栎遗传分化系数 

(Gst)达到了0．5320，高出上述植物的数倍，接近于自交种遗传分化的平均水平 (Gst= 

0．510)(邹喻苹等，2001)。此外，当居群间每代迁移数Nm>1时，基因流就可以防止由 

于遗传漂变引起的居群之间的遗传分化 (王中仁，1996)，而三棱栎Nm只有0．4398，其 

居群间的基因交流极为有限，居群间的遗传分化水平很高。三棱栎居群间高度的遗传分化 

水平，可能与其生境破碎化造成的各居群彼此孤立有关。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三棱栎居群间的遗传分化程度和其目前地理分布格局 (图1)没有 

直接的联系。三棱栎目前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和居群遗传结构特征可能还与该物种起源的古老 

性和物种演化进程中地史变化有关。根据化石资料，欧洲和北美在古新世至始新世有三棱栎 

属的化石分布，这说明三棱栎属在第三纪或以前分布就十分广泛，在晚第三纪中美洲和北美 

重新连接后，扩散至哥伦比亚，之后三棱栎属由于地质地理和古气候等原因在北美和欧洲绝 

灭而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周浙昆，1999)。目前，三棱栎居群的规模都不大，即使在保 

护良好的自然保护区内的原始植被中，三棱栎也常呈片状或小斑块镶嵌于常绿阔叶林中 (孙 

卫邦等，2o04)。可以推测，现有三棱栎居群分布格局的形成，除人为干扰外，很可能还与 

演化进程中的地质地理、古气候和环境变迁等因素有关。由于地史变化和环境变迁，使得三 

棱栎在某一时期的个体数量大量下降，分布区域逐步缩小，居群不断孤立。这种孤立的三棱 

栎小群体内，容易发生遗传漂变、近交衰退及适应性降低等现象，使三棱栎的遗传多样性不 

断散失。目前，对三棱栎分布区内原生植被的破坏和对三棱栎资源的过度利用，将会加剧其 

遗传多样性丢失的进程，若不采取科学的保育策略，脆弱的三棱栎种群会有灭绝的可能。 

三棱栎有胚果实的比率虽然很低，但发育完好的种子萌发情况很好，幼苗成活率也高 

(周元等，2003)；同时被破坏的三棱栎种群若能得到保护，其种群能逐步自我恢复 (孙卫 

邦等，2004)。因此，就地保护好现有三棱栎的每一个单株和居群，促使其种子自然萌发 

后实现种群的扩增，是保护和丰富三棱栎的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措施之一。此外，还应依据 

三棱栎遗传多样性的分析结果，从不同居群内采种育苗后，尽快开展其种群的人工重建和 

种质资源异地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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