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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矮脚鸡系统进化及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贾晓旭，唐修君，陆俊贤，顾

荣，葛庆联，高玉时*，苏一军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扬州 225125)
摘 要：通过对云龙矮脚鸡线粒体 DNA(mtDNA) D-loop 区全序列的测序和比对,并结合 GenBank 已经测出
D-loop 区全序列的红色原鸡的序列，探讨云龙矮脚鸡的遗传多样性和母系起源。结果显示，云龙矮脚鸡 mtDNA
D-loop 区全长 1231~1232 bp，1231 bp 单倍型在 859 bp 处存在 C 碱基缺失。在 19 只个体中,共发现 25 处单核苷酸
多态位点，8 种单倍型。系统发育分析发现，云龙矮脚鸡 8 种单倍型可以分为 A、B、C 和 E 4 个分支。A 和 B 与
红色原鸡滇南亚种(Gallus gallus spadiceus)聚为一类，推测这 2 个分支可能起源于云南、缅甸的附近地区的红色原
鸡滇南亚种。E 分支与红色原鸡(Gallus gallus murghi)聚为一类，推测可能起源于红色原鸡的印度亚种分支。D 分支
与 4 个原鸡亚种聚为一类，可能有多个母系起源。本研究从分子水平上为云龙矮脚鸡的遗传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
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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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an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Yunlong Aijiao chicken
JIA Xiaoxu, TANG Xiujun, LU Junxian, GU Rong, GE Qinglian, GAO Yushi, SU Yijun
(Jiangsu lnstitute of Poultry Science, Yangzhou 225125)

Abstract: To determine the origin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Yunlong Aijiao chicken, we compared its complete mtDNA D-loop sequences with the red jungle fowl sequences in GenBan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loop region of Yunlong Aijiao chicken was 1231-1232 bp in length and the 1231 bp haplotype had a nucleotide
C deficiency at 859 bp site. In 19 samples, 25 mutation sites and 8 haplotypes were fou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found that 8 haplotypes of Yunlong Aijiao chicken can be classified to four clades. Clade A and clade B were
clustered with Gallus gallus spadiceu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two clades might originate from the continental
subspecies of Gallus gallus spadiceus. The clade E was clustered with Gallus gallus murghi, indicating that clade
E might originate from the continental subspecies of Gallus gallus murghi. Clade D was clustered with four subspecies of the red jungle fowl, which may have multiple origins. The results will be a reference for genetic resources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Yunlong Aijiao chicken.
Key words: Yunlong Aijiao chicken; mitochondrial DNA; D-loop region;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origin
矮脚鸡是培育节粮型蛋鸡（农大 3 号）或种鸡
（新兴矮脚黄等）的重要素材，我国现在用的矮脚
鸡配套系矮脚素材都是国外引进。我国有丰富的家
禽品种资源，矮脚鸡品种有贵州兴义的矮脚鸡和云
南云龙矮脚鸡，2 个品种都生长速度慢，饲料转化
效率低，如何开发利用成为摆在育种者面前的难题。
云龙矮脚鸡形成和饲养的历史大约从元代开
始，元代年间傈傈族人民从金沙江流域向怒江、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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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江流域迁移并定居于云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
境内多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云龙和外界的
交往，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塞的区域，为矮脚鸡的形
成和保存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加之民族习
俗和饲养方式的不同，经长期选择形成云龙矮脚鸡
对恶劣自然环境和粗放饲养较强的适应能力 [1]。
对于动物遗传多样性的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微卫
星和线粒体 DNA 等，线粒体 DNA( mitochond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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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mtDNA)具有母系遗传、遗传过程较少发生
DNA 重组、进化速率快突变率高，母系迁徙历史
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反映。线粒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D-loop 区，因为这一区域突变率要高于编码区。国
内外有关鸡 mtDNAD-loop 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
D-loop 区的高变区[2-5]，区域较小，得到的信息可能
不全面。笔者测定了云龙矮脚鸡 mtDNA D-loop 区
的全序列，并结合 GenBank 已经测出 D-loop 区全
序列的红色原鸡的序列，旨在从分子水平上探讨云
龙矮脚鸡的起源和遗传多样性。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动物
19 只云龙矮脚鸡采集于来自国家地方禽种资
源基因库，随机取样，翅静脉采血，ACD 抗凝，采
用常规的酚/氯仿法提取血液基因组 DNA，0.8%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选取红色原鸡 5 个亚种 Gallus
gallus bankiva (NC007237)、 Gallus gallus gallus
（AB007725、NC007236）、Gallus gallus murghi
（HE793430、GU261707~ GU261709）、Gallus gallus
jabouillei（GU261674、GU261696）、Gallus gallus
spadiceus （ NC007235 、 GU261690 、 GU261692 、
GU261693 、 GU261695 、 GU261702~GU261704 、
GU261706、GU261716）等已经测出 mtDNA D-loop
区全序列的 19 条序列，从 GenBank 数据库中下载
其序列，与云龙矮脚鸡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1.2 试验方法
1.2.1 引物合成 根据红色原鸡线粒体基因组的已
知 DNA 序列(GenBank 序列号: NC_007235)作为参
考序列，用 Primer Premier5.0 软件设计 1 对引物扩
增云龙矮脚鸡 mtDNA D-loop 区，引物序列分别为:
PF：5'- AAACACCCAAACTCACTAAC-3'；PR：5'CACTGGGATGCGGATACTTGC-3'。由上海生工生
物有限公司合成。
1.2.2 PCR 扩增和测序 PCR 扩增体系(50 μL) ：
PCR Mix(南京博尔迪公司)25 μL，10 μmol·L-1 引物
各 1.5 μL，模板 2 μL，灭菌水 20 μL。反应程序为：
95℃ 5 min，（95℃ 30 s，53℃ 60 s，72℃ 60 s）
30 循环，72℃ 4 min。1.5%低溶点琼脂糖(Promega
公司)凝胶电泳检测 PCR 产物, 用试剂盒回收纯化，
然后交由上海英骏公司进行测序。所有序列采用双
向测序，以便比对核实。
1.2.3 数据处理和分析 将得到的序列与 GenBank 中红色原鸡参考序列（NC_007235）进行比对，
剪掉引物及多余的序列，
DNA 序列片段用 DNA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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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学

报

2015 年

5.02 软件的 SeqMan 程序进行拼接。用 DnaSP version
5.10 软件统计多态位点数(number of polymorphic
sites)和突变位点总数(total number of mutations)，单
倍 型 数 (number of haplotype) ， 单 倍 型 多 样 度
(haplotype diversity)，核苷酸多样度(nucleotide diversity )等[6]。用 MEGA 4.0 进行转换与颠换数目的
统计和碱基组成分析，并用其采用邻接法
(neighbor-jointing，NJ)构建系统发育树，发育树选
用 Kimura 2 模型，1000 次重复[7]。用 Network4.6
构建中介网络图(median-joining)分析单倍型间的进
化关系(www.fluxus-technology.com)。

2

结果与分析

云龙矮脚鸡线粒体 DNA D-loop 区序列分析
设计的引物在云龙矮脚鸡基因组中得到了较好
的扩增，通过测序发现云龙矮脚鸡线粒体 1231~
1232 bp，1231 bp 单倍型在 859 bp 处存在 C 碱基缺
失，长度为 1231 bp 的有 13 个体，1232 bp 有 6 个
个体。T、C、A 和 G 4 种碱基含量分别为 33.5%、
26.5%、26.6%和 13.4%，其中 A+T 含量(60.1% )明
显高于 G+C 含量(39.9% )，线粒体 DNA D-loop 区
为非编码区，富集 A/T 碱基，能被 RNA 聚合酶等
特异分子识别，从而作为转录的起始序列。
2.1

图 1 云龙矮脚鸡 mtDNA D-loop 区的多态位点分布
Figure 1 Alignment of variable nucleotide sequence positions
among the five haplotypes observed in Yunlong Aijiao chicken

云龙矮脚鸡 mtDNA D-loop 区核苷酸多样性
（Pi）为（0.00477±0.00116），单倍型多样性（Hd）
为（0.860± 0.054），核苷酸平均差异数（K）为 5.871。
变异区在第 167 bp 与 1215 bp 之间，共发现 25 处多
态位点，其中单一多态位点 13 处，简约信息位点
12 处，除 252 bp 处 A-T 颠换外，其余全部为转换，
可能是因为转换只是在亲水头一侧进行运动，相对
于颠换磷从亲水头一侧穿过脂溶性的磷脂分子层到

42 卷 2 期

贾晓旭等: 云龙矮脚鸡系统进化及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另一侧较为简单。其中 T ↔C 转换 15 处，A ↔G 转
换 9 处。

图 2 云龙矮脚鸡 mtDNA D-loop 区 8 种单倍型的网络关系
Figure 2 Median-joining ( MJ) network showing 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8 haplotypes for mtDNA
D-loop of Yunlong Aijiao chicken

软件对 8 种单倍型进行进行网络关系分析，E 分支
群体呈星状发散结构(图 2) ，表明 E 分支群体经历
过群体扩张。
2.3 云龙矮脚鸡与原鸡系统发育分析
根据云龙矮脚鸡 mtDNA D-loop 区全序列分出
的 8 种单倍型，采用 NJ 法构建了云龙矮脚鸡与原
鸡的系统发育树(图 3)。Hap1 和 Hap2 与原鸡滇南亚
种 GGS7 聚为一类；Hap3 与原鸡滇南亚种 GGS1、
GGS4 聚为一类；然后 Hap1~3 与原鸡海南亚种
（GGJ1、GGJ2）聚为一类。Hap4 与原鸡指名亚种
（GGG1、GGG2）、滇南亚种(GGS2、GGS8)、印度
亚种（GGM4）、原鸡印尼亚种（GGB）聚为一类；
Hap5~8 与原鸡印度亚种 GGM1、GGM2、GGM3
聚为一类，Hap5 与 GGM2 序列完全相同。

3

基于线粒体 DNA D-loop 区序列采用 NJ 法构建的系
统发育树
Figure 3 Neighbor-joining trees based on population mtDNA
D-loop sequences

云龙矮脚鸡线粒体 DNA D-loop 区单倍型分析
通过 DnaSP5.10 软件进行单倍型统计分析，云
龙矮脚鸡群体 D-loop 区序列中检测到 25 个多态位
点，并由此界定了 8 个单倍型(Hap1~Hap8 图 1)。
Hap5 单倍型有 6 个体，为优势单倍型。参照 Liu
等[8]划分标准可以分为 A、B、C 和 E 4 个分支。A
分支有 2 种单倍型，4 个个体，占 21.1%（4/19）；E
分支有 4 种单倍型，13 个个体，占 68.4%（13/19）
；
B 和 C 分支都只有 1 种单倍型，1 个个体。Hap5
有 4 个体 D-loop 区长度 1232 bp，Hap4 和 Hap8 也
为 1232 bp，其余 13 个体均为 1231 bp。用 Network
2.2

小结与讨论

云龙矮脚鸡遗传多样性及开发利用前景
在云龙矮脚鸡 19 只个体中，共发现 25 处单核
苷酸多态位点，8 种单倍型，核苷酸多样性（Pi）
为（0.00477 ± 0.00116），单倍型多样性（Hd）为（0.860
± 0.054），核苷酸平均差异数（K）为 5.871，表现
出丰富的线粒体遗传多样性，表明该鸡种没有经过
专门化的选育，开发前景广阔。云龙矮脚鸡包装性
状（羽色、胫色、肤色）也具有多样性，羽毛以黄
麻为主，也有白色和灰色，皮肤和胫呈白色或黑色，
可以根据育种需要组建多个家系。另外云龙矮脚鸡
还具有耐粗饲、肉质好、适应性及抗病力强等特点。
美中不足的是生产性能偏低，通过加强选育，有可
能成为我国节粮型蛋鸡和种鸡的优良素材。
3.2 云龙矮脚鸡母系起源
本研究结果显示：云龙矮脚鸡可划分为 A、B、
C 和 E 4 个分支，由于线粒体 DNA 在遗传过程中，
遗传物质通过卵细胞质传递，较少发生 DNA 重组，
其野生祖先的线粒体 DNA 类型一般能得以保持。
一个个体就能代表一个母性集团，即使经过几千年
的杂交繁育，系统关系依然明晰[9-11]，因此云龙矮
脚鸡在遗传组成上可能有 4 个血统来源。
本研究中云龙矮脚鸡 A 分支（Hap1 和 Hap2）
与原鸡滇南亚种 GGS7(GU261695)聚为一类，B 分
支 （ Hap3 ） 分 支 与 原 鸡 滇 南 亚 种 GGS1
(NC_007235)、GGS4(GU261704）为一类。推测 A、
B 分支母系可能起源于原鸡滇南亚种。C 分支与原
鸡指名亚种（GGG1、GGG2）、滇南亚种(GGS2、
GGS8)、印度亚种（GGM4）、原鸡印尼亚种（GGB）
聚为一类。推测 C 分支有多个母系起源。E 分支
3.1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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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5~8)与 GGM1(HE793430)、GGM2(GU261709)、
GGM3(GU261708)聚为一类，并且 Hap5 与 GGM2
序列完全相同。云龙矮脚鸡群体主要分布于分支 E
中，占了群体接 68.4%（13/19），其中 Hap5 单倍型
有 6 个体，为优势单倍型，
说明原鸡滇南亚种（Gallus
gallus spadiceus）在云龙矮脚鸡形成过程贡献最大。
进一步佐证了家鸡的野生祖先为红色原鸡，是由多
个母系在中国南部，南亚和东南亚经过多次独立驯
化形成的[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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