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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鹅脂联素基因内含子多态性检测及群体遗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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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扬州鹅、四川白鹅、皖西白鹅、豁眼鹅和浙东白鹅 5 个鹅品种为试验材料，每个品种各 60 只，公
母各半，根据鹅脂联素基因序列设计了 1 对引物扩增部分内含子，用 PCR-SSCP 方法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并
对不同品种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结果表明，在鹅脂联素基因内含子上发现 2 个单碱基突变位点，分别为第 16、
26 位点的 A-G、T-C。鹅群中表现出 3 种基因型（AA、AB、BB）；除豁眼鹅与皖西白鹅、浙东白鹅外，3 种基因型
在鹅品种两两之间分布无显著差异（P＞0.05）。群体遗传分析表明，豁眼鹅杂合度和多态信息含量最高，皖西白鹅
最低，所有品种均表现为中度多态性。本研究表明鹅脂联素基因在不同品种中具有丰富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可以进
一步作为候选基因来分析其与脂肪性状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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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ve breeds of geese（Yangzhou goose, Sichuan White goose, Wanxi White goose, Huoyan goose
and Zhedong White goose）with 30 male and 30 female each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One pair of primer was
designed for amplification of intron fragment based on adiponectin gene sequence of goose, and the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 in different breeds were analyzed by PCR-SSCP method.
As a result, two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mutations (A16G and T26C) were found in adiponectin gene and
three genotypes (AA, AB, and BB) were detected in the five breeds. Except for that between Huoyan goose and
Wanxi White goose, and Huoyan goose and Zhedong White goose, the distribution of three genotype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every two breeds. The heterozygosity and PIC (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
were highest in Huoyan goose, but lowest in Wanxi White goose. Every breed′ s PIC was in the middle lev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iponectin gene has high polymorphisms in goose breeds, and could be used as a candidate gene for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ts polymorphism and adipo traits in goose.
Key words: goose; adiponectin gene; SNPs; genetic analyses
人们在研究脂肪和肌肉形成过程中发现，动物
形成脂肪消耗的能量是形成等量肌肉的 3 倍。在畜
禽产品烹调中，人们又发现适当的皮下脂肪沉积和
肌间脂肪有利于烹调加工。如何控制好畜禽适当的

脂肪沉积已受到广大研究者注意。在研究脂肪组织
过程中，科学家发现曾经被认为是能量“仓库”的
脂肪组织，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脂联
素（adiponectin）就是一种脂肪细胞高度表达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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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物质，它以内分泌方式循环于血液中，参与
调节葡萄糖、脂肪酸代谢及抵抗炎症反应等生命活
动[1-3]。
脂联素基因研究开始于人和老鼠，然后普及到
猪、牛、羊、禽类等动物。不同物种脂联素基因的
调控区和内含子存在差异，使其全长不同。人和哺
乳动物脂联素基因包括 3 个外显子和 2 个内含子，
而禽类的脂联素基因结构与人、哺乳动物不同，它
包括了 2 个外显子和 1 个内含子[4-5]。在人类，脂联
素与胰岛素抵抗、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相关性已被
许多研究者所关注[6-7]。禽类脂联素基因的研究起步
晚，Maddineni 和 Yuan 等分别对鸡的脂联素基因进
行了克隆、染色体定位和表达等相关研究[4,8]。薛茂
云等克隆了鸭脂联素全长 cDNA 序列，并研究了原
核表达[9]。董飚等运用 PCR-SSCP 方法在鸭脂联素
基因第 2 外显子上发现了 7 个单碱基突变[10]。作者
还根据其他物种的序列设计引物从鹅基因组 DNA
扩增出鹅脂联素基因的全编码区序列（GenBank
No:EU370686），并检测了该基因在鹅不同组织中的
mRNA 表达规律[11]。目前尚未见鹅脂联素基因的单
核苷酸多态性研究。
本研究拟根据获得的鹅脂联素基因序列设计引
物，以扬州鹅、四川白鹅、皖西白鹅、豁眼鹅、浙
东白鹅为试验素材，用单链构象多态（single strand
conformation polymorphism，SSCP）方法对鹅脂联
素基因内含子进行了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检测，意在分析不同
基因型在品种中分布情况和群体遗传参数，为进一
步研究鹅脂联素基因对脂肪沉积的功能奠定基础，
指导鹅的育种工作。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以国家级水禽基因库中饲养的扬州鹅、四川白
鹅、皖西白鹅、豁眼鹅和浙东白鹅为试验材料，每
个品种各 60 只，公母各半。各品种翅静脉采血，4%
EDTA 抗凝，离心去血浆后，采用酚/氯仿法提取基
因组 DNA，于 TE 中溶解，将 DNA 测定浓度后稀
释至 100 ng·μL-1 备用。
1.2 PCR 引物的设计
根据我们克隆、测序得到的鹅脂联素基因的
DNA（GenBank No:EU370686）序列设计了 1 对引
物，用于扩增部分内含子序列，引物由上海桑尼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为：
F: 5′- GGACGGGAAAGATGGAAAAG-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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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5′- AGGAAAGGCTGGATGACCTC-3′
1.3 PCR 扩增
PCR 扩增体系为 25 μL，包括 10×PCR buffer
(without Mg2+) 2.5 μL、10 mmol·L-1 dNTPs 2 μL、25
mmol·L-1 MgCl2 1.5 μL、10 pmol·L-1 上下游引物各 1
μL、5 U·μL-1 Taq 酶 0.16 μL、100 ng·μL-1 DNA 模板
1 μL、加 ddH2O 至 25 μL。PCR 扩增条件为 94℃变
性 5 min；94℃ 30 s，56℃ 30 s，72℃ 30 s 共 30
个循环；72℃延伸 10 min，4℃保温。PCR 产物在
1.5%琼脂糖凝胶中电泳，结束后用凝胶成像系统检
测扩增结果。
1.4 SSCP 分析
SSCP 分析采用 5 μL PCR 产物和 5～6 μL 上样
缓冲液进行混合，然后 98℃变性 10 min，迅速插入
冰中，放置 5 min，使之保持变性状态。变性后 PCR
产物在 12%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中电泳。10
V·cm-1 电泳 8～9 h 后，银染分析。
1.5 对有多态性片段的克隆和测序
根据 PCR-SSCP 分析结果，选取纯合基因型各
1 个，通过 1.5%的琼脂糖凝胶中电泳并回收，与
PMD18-T 载体连接，转化到大肠杆菌 DH5α 上，经
PCR、酶切鉴定后送于上海桑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测序。
1.6 数据统计分析
统计有多态的 PCR 扩增片段 SSCP 出现的每种
基因型的数量，根据统计学公式计算出各种基因型
在不同鹅品种间的分布差异、纯合度、杂合度、有
效等位基因数和多态信息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PCR-SSCP 检测结果
用设计的引物扩增鹅脂联素基因内含子，1.5%
琼脂糖电泳检测，扩增片段与目的片段大小一致且
特异性好，可以直接进行 SSCP 分析。
2.1

图 1 引物对不同鹅品种扩增片段的 SSCP 分析
Figure 1 SSCP analysis on PCR amplification of the primer
on the different goose br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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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PCR 扩增产物进行 SSCP 检测，结果分析出
现 3 种基因型，分别命名为 AA、AB 和 BB（图 1）
。
2.2 多态性基因片段的克隆和测序
取 AA、BB 基因型的 PCR 产物进行片段回收、
克隆、测序。运用生物学软件 DNAMAN 分析测序
结果，其中 BB 型与 GenBank 中上传的鹅脂联素基
因序列一致；AA 型与 BB 型相比，有 2 个位点发生
了单碱基突变，分别为内含子的第 16 个碱基处的
A-G 突变、26 个碱基处的 T-C 突变（图 2）。
2.3 不同基因型（基因）频率在各鹅群中的分布
对不同品种分别进行基因型检测，计算了不同
鹅品种的基因型频率和基因频率（表 1）
。通过比较
可知，5 个鹅品种均表现为 AA 型比例比其他基因
型低，其中豁眼鹅 AA 型最高，为 0.233 3；扬州鹅、
豁眼鹅以杂合子 AB 型为主，其他 3 个鹅品种以 BB
型为主。5 个鹅品种均表现为 B 等位基因频率高于

Figure 2

Table 1
品种 B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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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等位基因频率，其中皖西白鹅差异最大，豁眼鹅
差异最小。
不同基因型在不同鹅群体间分布比较（χ2 检
验），结果表明不同基因型在鹅群两两之间分布存在
差异不同，其中豁眼鹅与皖西白鹅、浙东白鹅存在
极显著差异，其他品种两两之间基因型分布无显著
差异。
2.4 遗传特性分析
群体遗传分析结果见表 3，根据脂联素基因内
含子多态位点分析皖西白鹅的纯合度最高，浙东白
鹅次之，豁眼鹅最低。除皖西白鹅和浙东白鹅外，
其他 3 个鹅品种的有效等位基因数都比较接近于 2。
5 个鹅品种的多态性信息含量均为中度多态，以豁
眼鹅的 PIC 最高，为 0.371 6，扬州鹅次之（0.358 9），
皖西白鹅最低（0.293 8）
。

图 2 不同基因型间核苷酸序列比较
Homologous comparison of nucleotide sequence of different genotypes
表 1 不同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在各鹅品种间的分布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t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goose breeds
样本量 N

基因型频率 Genotype frequency

等位基因频率 Allele gene frequency

AA

AB

BB

A

B

扬州鹅 Yangzhou goose

60

0.133 3

0.483 4

0.383 3

0.375 0

0.625 0

四川白鹅 Sichuan White goose

60

0.116 7

0.400 0

0.483 3

0.316 7

0.683 3

皖西白鹅 Wanxi White goose

60

0.066 7

0.333 3

0.600 0

0.233 3

0.766 7

豁眼鹅 Huoyan goose

60

0.233 3

0.416 7

0.350 0

0.441 7

0.558 3

浙东白鹅 Zhedong White goose

60

0.066 7

0.350 0

0.583 3

0.241 7

0.758 3

品种
Breed
扬州鹅 Yangzhou goose
四川白鹅 Sichuan White goose
皖西白鹅 Wanxi White goose
豁眼鹅 Huoyan goose

表 2 不同品种间基因型分布卡方检验
Table 2 χ2 test of genotyp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goose breeds
四川白鹅
皖西白鹅
豁眼鹅
Sichuan White goose
Wanxi White goose
Huoyan goose
1.23
5.85
2.02
1.94

浙东白鹅
Zhedong White goose
5.10

3.63

1.58

10.06**

0.04
9.40**

注：* 表示差异显著，** 表示差异极显著。
Note: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χ2 (2)0.05=5.991，χ2 (2) 0.0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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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品种
Breed
扬州鹅 Yangzhou g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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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鹅品种脂联素基因遗传参数分析
The genetic polymorphic parameters of adiponectin gene in different goose breeds
纯合度
杂合度
有效等位基因数
Homozygosity
Heterozygosity
Effective number of alleles
0.531 3
0.468 8
1.9

多态信息含量
PIC
0.358 9

四川白鹅 Sichuan White goose

0.567 2

0.432 8

1.8

0.339 1

皖西白鹅 Wanxi White goose

0.642 2

0.357 8

1.6

0.293 8

豁眼鹅 Huoyan goose

0.506 8

0.493 2

2.0

0.371 6

浙东白鹅 Zhedong White goose

0.633 5

0.366 5

1.6

0.299 4

注：PIC>0.5 为高度多态，0.5>PIC>0.25 为中度多态，PIC<0.25 为低度多态。
Note: PIC>0.5 represents high polymorphism, 0.5>PIC>0.25 stands for middle polymorphism, PIC<0.25 means low polymorphism.

3

讨论

脂联素能够影响机体处理糖类和脂肪的能力。
除了直接作用于外周组织，脂联素也通过作用于脑
来提高葡萄糖代谢和减轻体重，能够通过循环进入
脑脊髓液而作用于神经元细胞。这些中央释放的脂
联素能够提高能量消耗使老鼠的体重减轻，脂肪减
少，不同于瘦素通过减少食物摄取来达到体重减
轻[12]。Berg 等研究表明，脂联素未影响葡萄糖吸收、
糖酵解及糖原合成速度，这表明循环中脂联素水平
的快速上升可降低肝糖输出而不影响外周葡萄糖吸
收。脂联素敲除虽然降低了小鼠肌肉和肝脏中 FFA
的β-氧化作用，但是高脂饮食对小鼠的血糖无显著
影响[13]；脂联素敲除的纯合子小鼠血脂和血糖的代
谢是正常的[14]。生理剂量的脂联素可降低细胞内胆
固醇酯的含量，经脂联素处理后巨噬细胞含很少脂
滴[15]。 血浆脂联素浓度与总胆固醇、LDL-C 和甘
油三酯水平呈负相关，与 HDL-C 水平呈正相关[16]。
脂联素在脂肪代谢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
是脂联素基因在个体中均存在，个体之间该基因的
差异表现在某些位点突变、缺失、重复等方面，因
此人们也开展了脂联素基因多态性研究。在人类上
已经将脂联素基因突变与导致肥胖和疾病等方面相
关联。在禽类上，已经在鸡和鸭上寻找出多个突变
位点，部分已经与一些生化指标进行了关联性分析。
本研究设计了 1 对引物扩增了部分内含子 1，首次
在内含子上发现了 2 个单核苷酸多态，分别为内含
子第 16、26 个碱基的 A-G、T-C 突变，在 5 个鹅品
种中共表现出 3 种基因型，定义为 AA、AB、BB。
不同基因型在品种中分布情况不一，扬州鹅和豁眼
鹅以杂合子 AB 型为主，其他 3 个品种以纯合子 BB
型为主；除豁眼鹅 AA 基因型为 0.233 3，其他 4 个
品种 AA 型比率比较低，尤其是皖西白鹅和浙东白
鹅。在所有鹅品种中均表现为 B 等位基因频率高于
A 等位基因频率。

不同基因型在鹅群中分布存在差异，本研究发
现豁眼鹅与皖西白鹅、浙东白鹅存在极显著差异，
其他品种两两之间基因型分布无显著差异，这是品
种在形成过程中，通过了人类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正是这些品种间的差异，为水禽育种提供了丰富的
育种资源。
Botstein 等提出了衡量基因变异程度高低的多
态信息含量指标（PIC）。当 PIC>0.5 时，该位点为
高度多态位点，当 0.5>PIC>0.25 时，该位点为中度
多态位点，当 PIC<0.25 时，该位点为低度多态位点。
本试验对脂联素基因的内含子研究中发现，豁眼鹅
杂合度和多态信息含量最高，说明了豁眼鹅在本试
验中发现的多态处选择的遗传潜力最大；皖西白鹅、
浙东白鹅与之相反，说明了皖西白鹅、浙东白鹅在
该突变位点可以选择的范围狭小；其他品种处于这
些品种之间。
本试验结果表明脂联素基因在不同鹅品种中具
有丰富的多态性，这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其与脂肪等
性状的关系，进而确定能否用于鹅的脂肪沉积的选
择标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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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由于发胶片过程少了统一字体的程序，再加上编辑读片时的疏漏，纸质印刷版 2011 年 38 卷第 6 期有
4 篇文章出现严重错误，在此特向相关作者和广大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这 4 篇文章正确的版本内容请参
见《安徽农业大学学报》在“中国知网”上出版的网络版，纸质印刷版的错误特此更正如下：
（1）徐六一，等: 马尾松抗松材线虫病无性系的抗病性评价方法研究。第 851 页，表 2 中所有数值之
间的符号“-”应为符号“±”。
（2）刘 冰等: 油茶 SSR-PCR 反应体系建立与优化。第 858-862 页，全文反应体系的体积和浓度单位
应该由“L”和“ng·L-1，mol·L-1，U·L-1”改为“μL”和“ng·μL-1，μmol·L-1，U·μL-1”。
（3）杜庆平等: 扬州地区 2 个芍药品种光合生理生态特性比较。第 935-939 页，净光合速率等单位应
该由“mol·m-2·s-1，mol·mol-1”改为“μmol·m-2·s-1，μmol·mol-1”。
（4）邹文桐等: 氮素水平对宽杆芥菜幼苗生长及酶活性的影响。第 954-955 页，表 1、表 2、表 3 和
表 4 中所有数值之间的符号“-”应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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