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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毛柽柳基因组 DNA提取和 RAPD反应条件探索 

张 娟，张道远，尹林克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 1) 

摘 要 ：沙漠植物由于含有多糖、多酚、单宁等次生物质，要提取出质量高、纯度好的 DNA 比较困难 。本研究以刚毛 

柽柳(Tamarix hispida)为材料 ，用高盐低 pH法成功地提取出了基因组 DNA，所得到的 DNA 片段均大于 23 kb， 

DNA得率为 225 g 干重，A： o／Azs0的比值在 1．7～1．9之间，说明高盐低 pH法对于含多糖、酚类、单宁等化学物 

质较多的沙漠植物是行之有效的。研究了 RAPD(随机扩增 DNA多态性)技术的影响因素 ，摸索 出适合刚毛柽柳的 

反应体系与扩增条件 ，可用于刚毛柽柳居群 内、居群问遗传多样性及柽柳科其它属种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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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ic DNA extraction and RAPD experiment conditions of Tamarix hispida 

ZHANG Juan，ZHANG Dao—yuan，YIN Lin—ke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uqi 830011，China) 

Abstract：The genomic DNA extraction from plants in desert with high quality and purity is difficult be— 

cause the content of phenolic compound，polysaccharides and other secondary metabolites is high．A low pH 

extraction medium with high salts，which was successfully used to obtain the genomic DNA from TaIllarix 

hispida．The DNA yields were about 225／~g／g DW ．the length of the DNA fragment was more than 23 kb 

and the A260／A280 values of isolated DNA were between 1．7～1．9．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RAPD were tested and an optimal reac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This study provides a technology for 

the study on genetic diversity of Tamarix hispida in population and other species of Tamclrix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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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植物( marix L．)起源于第三纪，主要 

生长在荒漠区冲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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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耐干旱、抗盐碱、耐贫瘠、耐风蚀沙埋等优良性 

状。该属植物为两性花，既可同花授粉，又可异花授 

粉，极易发生天然杂交，居群 问很容易发生基因交 

流，增大了种内遗传变异 ，造成居群内和居群间复杂 

的多态现象。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柽柳属植物遗传结 

构的报道。我们选取柽柳属植物 中最耐盐碱的种 
— —

刚毛柽柳 (Tamafix hispida)_2 为研究刘‘象，利 

用 RAPD技术探讨其天然群体在分子水平上的遗 

传多样性及遗传结构。柽柳属植物的细胞内含有多 

糖、酚类、单 宁等 物 质，还 含有 较 多的 纤维L3]，给 

DNA 的提取带来困难，而高质量的基因组 DNA是 

RAPD分析必要的前提 ，因此，本实验就刚毛柽柳 

基因组 DNA 的提取和影响 RAPD实验的一些因素 

进行了分析，为开展居群内、居群间遗传多样性的研 

究及抗性基因的定位与克隆建立重复性强、稳定的 

反应体系与扩增程序，同时也为该科其它属种以及 

荒漠植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探索一种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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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植物材料采 自新疆 1O个天然居群。每居群随机 

选取 15～28个个体的当年生绿色营养小枝及其上 

小 叶，野外迅速用硅胶干燥 ，记 录生境 。 

1．2 实验药品及仪器型号 

上 angon随机引物 6O条；Sangon和 TaKaRa 

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生产的 PCR扩增的试剂 

(MgC12、dNTP M ixture、10× Buffer Mg抖 Free、 

Taq DNA聚合酶)各一套；DNA Marker DL 2 000 

+15 000和 RNase A购自TaKaRa宝生物工程(大 

连)有限公司。PCR扩增仪为 PERKIN ELMER公 

司 GeneAmp TM PCR System 2400型，凝胶成像 

系 统 为 Alpha Innotech Transilluminator Model 

TM 一26。 

1．3 基 因组 DNA提取 

采用高盐低 pH 法 ]，略有改进。0．2 g干燥材 

料，液氮处理迅速研磨至粉末，加入3．5 mI 65 C的 

提取介质(100 mmol／L pH4．8 NaAc，50 mmol／L 

EDTA，500 mmol／L NaCl，2．5 PVP。3 SDS， 

1 B一巯基乙醇，pH5．5)，混匀于 65『C温育 30 min； 

10 000 g离心 10 min，取上清，加入 2／3体积 2．5 

mol／L pH4．8的KAc，4 C放置 15 rain；10 000g离 

心 10 min，上清液加入等体积的氯仿 ：异戊醇(24 

：1)，反复混匀 ，4 C 10 000 g离心 10 min；抽提 2 
～ 3次后上清加入 1倍体积的异丙醇沉淀 DNA，混 

匀，--20 C放置 2O min；15 000 g离心 15 min，所得 

沉淀用 7O 乙醇洗 2次，溶于 150 td TE溶液(10 

mmol／L Tris，1 mmol／I EDTA，pH8．O) 

图 l 经 RNase A消化后的 DNA电泳图谱 

1．Marker DL 2 0004-15 000；2～7．不同居群的 DNA模板 

Fig．1 Analysis of digested DNA bv RNase A 

through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1．M arker 1)I 2 0004- 15 000： 

2～ 7．DNA template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从 6O条引物中筛选 出 1O条引物，均能扩增 出 

稳定性较好的条带；模板的稀释倍数在 5O倍～1OO 

倍(浓度为 3 ng／uL~6 ng／~L)时，扩增条带基本一 

在 DNA提取液中加入 1～2 L RNase A(10 

tLg／td )，37 C消化 4～5 h。以DL 2 000+15 000作 

为 DNA Marker，1×TAE(pH8．O)为电极缓冲液， 

8O V 电压下，以0．7 琼脂糖凝胶电泳(溴化乙锭染 

色)检测所得 DNA 的片段大小、纯度 ；UV一721型紫 

外分光光度计下分别测定 A 。和 A 。值。4 C保存。 

1．4 PCR扩增反应的设计 

PCR 扩增体 系中的 MgC1 2、dNTP、Taq DNA 

聚合酶的浓度变化不大[4 ]，DNA 模板 的浓度较 

为关键。将 MgC12定为 2 mmol／L，Taq DNA聚合 

酶和 dNTP设计 3个组 合：1．5 U，150~mol／L；1 

U，150 tLmol／L；1．5 U，100~mol／L；将模板 稀释 

2O、50、100、200、300倍。反应总体系 25 L。 

设计 3个不 同的扩增 程序 ：(1)95 C 2 min； 

94_C 40 S，37 C 1 min，72 C 2 min，40个 循 环 ； 

72 lC延伸 7 min；(2)95 C 2 min，94 C 40 S，36 C 

1 min，72 C 2 min，40个循 环 ；72 C延伸 7 min；(3) 

95 C 2 m in，94 C 40 S，36 C 1 min，72 C 

1．5 min，35个循 环 ；72 C延 伸 7 min。100 V 电压 

下，1．5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鉴定，凝胶 自动成 

像系统拍照保存结果。 

2 结 果 

所得到的DNA片段均大于 23 kb，平均每克干 

材料可提取出 225 g DNA。实验 中未发现有 DNA 

降解现象 ，也没有碎片段；提取出的 DNA都不同程 

度 地含有 RNA，用 RNase A 消 化 4～5 h后 ，可 以 

较好地去除 RNA 而不影 响 DNA 片段 的大小 (图 

1)；A 。／A 。值在 1．7～1．9范围内，说明用高盐低 

pH法提取出的基因组 DNA质量较高。 

图 2 同一模板不同浓度的 RAPD产物电泳结果 
1．M arkeri2．1／20× ；3．1／50× ；4．1／1OO× ； 

5．1／200×；6．1／300×； 

Fig．2 RAPI)products of one template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Numbers in brackets express diluted times) 

致；稀释 2O倍时，条带少 ；稀释 200倍时，条带减少、 

不清楚 ，稀释到 300倍时无条带(图 2)；图 3设计的 

Taq DNA聚合酶和 dNTP浓度 3个组合 中，第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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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效果最好 ：1 U 的 Taq DNA聚合酶，多态位点 

多，dNTP最佳浓度为 150／~mol／L，过少可能导致 

PCR反应 尚未终止就已过早的耗尽了，造成条带少 

或弥散；扩增程序(2)结果较好，条带清楚，重复性较 

强 (图 4、5)。 

图 3 6个模板 Taq I)NA 聚合酶和 dNTP不同处理后的 RAPD产物 电泳结果 

第一纽 1～6：dN1、I)为 150／*mol／L，Taq DNA聚合酶 1．5 U； 

第=：组 7～12：dNTP为 150／m~oI／L，Taq DNA聚合酶 1 U； 

第三组 13～18：dNTP为 100／m~oI／L．rraq DNA聚合酶 1．5 U 

Fig．3 RAPD products of six templates dealed with different Taq DNA polymerase and dNTP 

1～6：dN'I、P 150／~moI／L，Taq DNA polymerase 1．5 U： 

7～12：dNTP 150~mol／l ，Taq 1)NA polymerase 1 U： 

13～18：dNTI】100 tLmoi／L，Taq DNA polymerase 1．5 U 

图 4 引物 S121在居群 内的扩增结果 

Fig．4 Amplification products of primer S121 

确 定 了刚 毛柽柳 的 RAPD反 应 体系 ：10× 

Buffer(Mg Free)2．5 bd ；MgC[2 2 mmol／L；Taq 

DNA聚合酶 1 U；Primer 2．5~mol／I ；dNTP Mix— 

ture 150~mol／L；模板 DNA 3 ng～6 ng；dd H2O补 

足 25 I 。 

扩增条件为：95 C 2 rain；94 C 40 S，36 C l 

rain，72 C 2 rain，40个循环 ；72 C延伸 7 rain。 

3 分析与讨论 

3．1 DNA提取 

DNA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 PCR扩增的结果 ， 

第一步研磨就很关键 。柽柳科植物表皮和角质层较 

图 5 引物 S132在居群内的扩增结果 

Fig．5 Amplification products of primer S1 32 

厚，还含有粗纤维l_̈]，以新鲜样品为材料 ，研磨不容 

易，也不充分，一般不能完全破裂营养小枝及其上小 

叶的细胞壁，使最后 DNA产量较低 ；而新鲜样品经 

变色硅胶干燥后，加入液氮迅速冷冻组织 ，研磨效果 

好 。 

沙漠植物由于适应独特的气候和环境条件，细 

胞 内大多都含有多糖、多酚等化合物[5 ]，这类物质 

在一般的提取过程中很难去除，给后期的工作带来 

困难。本实验所采用的高盐低 pH法 ，利用较高的盐 

浓 度和 较低 的酸性介 质 ，有效 地 防止组 织 破碎 和沉 

淀大量材料时的电离化作用及酚类化合物的进一步 

氧化；PVP和 巯基乙醇可以使多酚氧化酶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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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 防止 DNA 褐变 ；5 mol／L 的 KAc是很 好 的蛋 

白质沉淀剂，也有利于多糖的去除[ 。本实验不用蛋 

白酶 K，而增加用氯仿 ：异戊醇(24：1)的抽提次 

数。连续抽提 3次后，两相界面中间蛋白质、多糖等 

大分子物质形成的白色层明显减少，电泳结果条带 

整齐、清楚、无拖尾现象，点样孔内也无亮区，说明蛋 

白质、多糖等杂质去除的很干净，得到的样品较纯， 

而且氯仿、异戊醇较之蛋白酶 K更经济。说明高盐 

低 pH法对于含多糖、酚类、单宁等化学物质较多的 

沙漠植物是 比较适用的。 

3．2 PCR扩增 

RAPD(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技术是 1990年由 Williams J G K等人首次报道的 

一 种分子标记技术[7]，由于具有简便、迅速、经济等 

优点，短短几年内被广泛应用于遗传多样性、系统起 

源与演化和分子生态学等研究中。但其扩增的最佳 

条件却 因种属、实验仪器、药 品、操作人员熟练程度 

的不同而异[ ]。因此 ，实验前针对具体的植物材料 

摸索合适的反应条件是必要的。 

实验发现，当样品较多时，直接将 DNA样品进 

行梯度稀释，通过 PCR反应 ，从中选择最佳的浓度， 

再将其他个体分别稀释成相应的浓度，是一种快速 

方法。模板浓度是关键 ，太稀，模板与引物结合不上， 

片段少，条带模糊；模板量太大 ，又会造成拖尾现象 ， 

条带弥散。 

PCR扩增试剂的通用性较差 ：Taq DNA 聚合 

酶用上海 Sangon的，其余试剂用 TaKaRa宝生物 

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的，发现条带模 糊，有拖尾现 

象；酶和其余 试剂都选 用上海 Sangon的，条带 清 

晰，无拖尾。所以 Taq DNA聚合酶和 PCR缓 冲液 

应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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