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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溪鲵属的水样环境 DNA 分析方法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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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优化建立一套符合山溪鲵属物种环境 DNA（environmental DNA，eDNA）分析的操作方法，为
后期山溪鲵属资源调查及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以太白山溪鲵为研究对象，在室内养殖条件下，进行水样过滤及目标
物种线粒体细胞色素 b（Cytb）基因的扩增，根据测序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来判定水样 DNA 中目标物种的归属。
结果表明：
（1）通过酒精直接浸泡、锡箔纸包裹、唾液收集管收集这 3 种方法对过滤养殖水后的滤膜进行贮存，发
现酒精直接浸泡法可增加后期 eDNA 的提取量；
（2）在进行目的片段的 PCR 扩增时发现高保真 Mix 的扩增成功率
大于普通 Mix；
（3）应用属间特异引物进行不同物种扩增后，可通过系统发育分析来确定种间的分类。通过优化首
次建立了山溪鲵属物种的水样 eDNA 分析方法，可为后期生活在相同水质且种间分化较小的物种进行 eDNA 分析
提供参考。
关键词：环境 DNA；山溪鲵属；系统发育分析
中图分类号：S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21)05−0784−06

Establishment of analysis method for environment DNA of Batrachuperus from
water samples
MA Hongying, ZHANG Han, DENG Jie, ZHAO Hu, KONG Fei, JIANG Wei, ZHANG Hongxing, WANG Qijun
(Shaanxi Key Laboratory for Animal Conservation, Shaanxi Institute of Zoology, Xi’an 710032)

Abstract: This study established the method of environmental DNA (eDNA) analysis of Batrachuperus
through 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ource investigation and protection of Batrachuperus in future research. This study takes Batrachuperus taibaiensis (B.t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filter water
from the aquaculture tank, and genus-specific primer used for the amplification of Cytb gene, afterthat phylogenetic tree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sequence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belonging of target species in water. The
main results as follows: (1) Three membrane storage methods (like membrane directly socked in alcohol, membrane wrapped in tinfoil and membrane collected with saliva collection tube) have been compared, found that
membrane directly socked in alcohol can increase the eDNA yiel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2) The PCR amplification efficiency of high-fidelity Mix is higher than ordinary in eDNA analysis; (3) Classification of those species
that amplified using genus-specific primer were conducted on a phylogenetic analysis. [Conclusion]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establish an optimal method for obtaining eDNA of Batrachuperus from water sample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DNA extraction of other species who lived in similar waters and have less genetically diverse.
Key words: eDNA；Batrachuperus；phylogenetic analysis
山 溪 鲵 属 （ Batrachuperus ） 隶 属 于 两 栖 纲
（Amphibia)有尾目（Caudata）小鲵科（Hynobiidae）
，
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也因此被大量猎杀[1-2]，目前该
物种已被列入中国国家林业局 2000 年 8 月 1 日发布
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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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我国存在 7 个山溪鲵种
群 ， 分 别 为 山 溪 鲵 （B.pinchonii ）、 西 藏 山 溪 鲵
（B.tibetanus)、盐源山溪鲵（B.yenyuanensis）、龙
洞 山 溪 鲵 （ B.londongensis ）、 无 斑 山 溪 鲵
（B.karlschmidti）、弱唇褶山溪鲵（B.cochrana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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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山溪鲵（B.taibaiensis），而在陕西境内存在的
山溪鲵属有 3 种，分别为山溪鲵、西藏山溪鲵和太
白山溪鲵[3]。
黑河是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境内渭河的最大支
[4]
，与山溪鲵
流 ，海拔跨度大（600～3 500 m 以上）
[3]
属生存的生态吻合 。不仅如此，黑河流域大部分
地区森林茂密，有多处被划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水
源充沛，水质清纯，几乎没有任何污染，是西安市
民饮用水和附近农民的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5]。
了解黑河水域中的山溪鲵属的资源分布情况，
可选择环境 DNA（environmental DNA，eDNA）这
种方便快捷的研究方式[6]。水样环境 DNA 是指水生
和半水生物种通过皮肤粘液、尿液、粪便及相关残
留物释放到水环境中的 DNA 分子印迹[6]。Ficetola
是最早将 eDNA 技术应用到水生物种（青蛙）上，
鉴定了其在自然环境中的分布状况[6]，随后 eDNA
技术在水生生物上使用越来越频繁，涉及到的研究
方向也越来越多样化，如保护生物学调研[7-9]、物种
入侵调研[10-16]、物种资源分布及多样性调研[17-22]及
特定环境中的生物量调研[23]。eDNA 的技术流程主
要是从水样的获得、eDNA 的提取及目标物种的鉴
定这些方面进行的。水样获得会根据水质和试验条
件 进 行 水 样 直 接 冷 冻 [6,7,9,14] 和 水 样 现 场 过 滤 冷
冻[8,11-12,17,21,23-25]。eDNA 提取有多种方式，有用组
织样/血样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的[6,7,9,11,14,17,22-25]，
有用水样专用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的[10,16,18,20-21]，
有用传统的苯酚-氯仿-异戊醇方法提取的[19]，还有
一些研究将多种提取方法进行比较[8,15,26]，但就所有
的 eDNA 提取研究中使用率最高且提取效果最优的
还属 DNeasy blood and tissue kit (Qiagen, Germany)
这个试剂盒。目标物种鉴定方面会根据种间特异引

Table 1
引物
P1
P2
P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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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常规 PCR 或 qPCR，前者将目的条带进行测
序后在 NCBI 中进行比对确定是否为目标物种的序
列[6,8,15,26]，后者通过扩增曲线来估测物种的存在或
通过拷贝数来估测物种存在多少[9,11,13-14,17,21-22,24-25]。
目
标物种鉴定方面还有根据属间特异引物进行常规
PCR 扩增，随后将目标物种的序列与其他同属物种
序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根据聚类结果来判定目标
物种的归属[16]。然而应用 eDNA 分析技术对山溪鲵
属的资源调查目前尚鲜见报道。
本研究拟建立一套适用于山溪鲵属水样 eDNA
的分析方法，便于后期对山溪鲵属物种进行资源调
查，可为山溪鲵属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2020 年 9 月，于陕西周至县厚畛子镇钓鱼台地
区的黑河流域中发现 2 尾山溪鲵属物种，参照《中
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27]和赵虎等[28]相关材料进行
鉴定，均为太白山溪鲵。将这两尾太白山溪鲵装入
已盛有 3 L 黑河水的养殖箱中，并在当天带回实验室
进行人工养殖，养殖箱规格为 50 cm×38 cm×22 cm。
在实验室条件下养殖 2 d 后，所有太白山溪鲵
自然死亡。根据姜维等的研究方法用 0.45 μm 孔径
的硝酸纤维素滤膜（cellulose nitrate，CN）过滤养
殖箱中的水样，将滤膜取出后分别用酒精直接浸泡
法[29]、锡箔纸包裹浸泡法[30]、唾液收集管收集法[22]
进行储存，每种储存方法设计 2 个重复，每个重复
过滤的水样大约 500 mL。同时过滤相同体积的灭菌
去离子水，设置 2 个空白对照。将所有收集到的滤
膜置于–20 ℃保存备用。

表 1 太白山溪鲵 Cytb 基因部分序列扩增引物
Primer pairs for partial Cytb gene of Batrachuperus taibaiensis

引物序列
F:5′-TTACTATCAGCAATCCTT-3′
R:5′-GGTTGTTTGAGCCTGTTT-3′
F:5′-TTGAGGTGGGTTCTCTGTAGATAAG-3′
R:5′-GGTTGGCGGGTGTAAAA-3′
F:5′-TTATCCGCAATCCCTTAC-3′
R:5′-GGAATGGCACTTTGTCTAT-3′
F:5′-TTATCCGCAATCCCTTAC-3′
R:5′-GGTTGTTTGAGCCTGTTT-3′

1.2 试验方法
1.2.1 组织样采集及其 DNA 提取 采集自然死亡
的两条太白山溪鲵的肌肉组织各 5 份，使用血液/
细胞/组织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天根生化科技

退火温度/℃

片段大小/bp

52

178

52

290

52

214

52

175

（北京）有限公司生产）进行组织 DNA 的提取。
取 5 μL DNA 溶液，利用 1 %琼脂凝胶电泳检测。
1.2.2 引物的设计与筛选 参照 NCBI 数据库中太
白山溪鲵 Cytb 基因的部分序列（GenBank 登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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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296330.1）
，应用 primer 5.0 软件设计引物，鉴于
相关研究中提到水样 eDNA 扩增的片段长度不易大
于 400 bp[7]，因此本研究设计了 4 对目的片段长度
在 100～300 bp 之间的引物，并委托北京擎科新业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引物合成。参照马红英研究
中的内容进行所有引物的梯度 PCR 扩增[31]，其中
Tm 设置范围为 46～59 ℃。所有引物信息见表 1。
1.2.3 水样 eDNA 的提取与检测 鉴于相关研究经
验所得，本研究也使用提取效果较优的 DNeasy
blood and tissue kit (Qiagen, Germany)进 行 水 样
DNA 的提取[22,25,29,32-33]，除最后一步使用 50 μL 无
菌 ddH2O 进行洗脱外，其余步骤与该试剂盒说明书
一致。取 10 μL DNA 溶液，利用 1%琼脂凝胶电泳
和核酸分析仪进行检测，剩余溶液–20℃保存。
1.2.4 水样 eDNA 的 PCR 反应体系及扩增程序的确
定 选取 3 个提取效果较好的目标水样 eDNA 作为
模板，2 个目标物种 DNA 为阳性对照，2 个去离子
水样 eDNA 为阴性对照。
比较高保真 Mix 与常规 Mix 之间的扩增效率。
反应体系参考说明书，其中常规 Mix 反应体系为：
10 μL 2×Taq MasterMix（汇天东方，北京）
，7 μL
无菌 ddH2O，2 μL DNA 模板，上下游引物各 0.5 μL。
高保真 Mix 反应体系为：12.5 μL 2×T10 FastLong
PCR Mix（汇天东方，北京）
，9 μL 无菌 ddH2O，2.5
μL DNA 模板，上下游引物各 0.5 μL。
PCR 反应程序也因 Mix 不同而不同，常规 Mix
的 PCR 反应程序为：95 ℃变性 8 min，50 个循环
，72 ℃
（95 ℃，30 s；52 ℃，30 s；72 ℃，1 min）
延伸 8 min。高保真 Mix 的 PCR 反应程序为：94 ℃
变性 3 min，50 个循环（94 ℃，10 s；52 ℃，10 s；
72 ℃，10 s）
，72 ℃延伸 3 min。
扩增结果用 2%的琼脂糖凝胶检测，随机挑选
阳性扩增，送至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测序。
1.2.5 测序结果分析 将测序合格的样品序列通过
ChromasProV1.4.1 软件转化存储为 FASTA 格式；利
用 Mega 软件将测序结果与 NCBI 下载的山溪鲵、
太白山溪鲵、西藏山溪鲵的 Cytb 序列进行对比。应
用 Mega 软件和 BEAST 软件对所有序列进行聚类分
析 [34-36] ，进一步确定本研究的目标物种与其水样
DNA 扩增结果的归属。

取效果欠佳之外，
其余都符合后续的试验要求
（图 1）
。
2.2 PCR 引物筛选
随机选取提取效果较优的组织 DNA 作为模板，
对合成的 4 对引物进行筛选，由图 2 可知，4 对引
物都能进行良好扩增，52 ℃可作为所有引物的最佳
退火温度，而且引物 P2 的扩增效果最好，在后期
水样 eDNA 扩增中选取 P2 为目标引物。

2

结果与分析

2.1

组织样 DNA 检测
提取的 2 条太白山溪鲵的各 5 个重复，除个别提

2.3 水样 eDNA 的提取与检测
使 用 DNeasy blood and tissue kit （ Qiagen,
Germany）试剂盒对酒精直接浸泡法、锡箔纸包裹
浸泡法和唾液收集管收集法进行储存的滤膜进行

泳道 1-5 为太白山溪鲵个体一的组织 DNA；泳道 6-10
为太白山溪鲵个体二的组织 DNA；M 为 Marker。
图 1 组织样 DNA 电泳检测结果
Figure 1 Electrophoresis result of genomic DNA sample

P1-P4 为所有引物，具体信息见表 1；M 为 Marker；A-F
为设置的不同退火温度，对应值分别为：46 ℃、49 ℃、
52 ℃、54 ℃、56 ℃、59 ℃。
图 2 引物筛选结果
Figure 2 Primer screening result

H、S 为阳性对照；M 为 Marker；1-1 为唾液收集管收
集法储存的滤膜 eDNA；1-2 为酒精直接侵泡法存储的滤膜
eDNA；1-3 为锡箔纸包裹存贮的滤膜 eDNA；B 为阴性对照。
图 3 eDNA 电泳检测图
Figure 3 Electrophoresis result of environment DNA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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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NA 提取
（为避免交叉污染水样 DNA 提取和组织
样 DNA 提取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操作间进行）
，结
合凝胶电泳图（图 3）和核酸分析仪检测结果，不
同的滤膜存储方法的 DNA 提取效果的优先级为：
酒精浸泡法（818 ng·μL-1 ）>锡箔纸包裹法（655
ng·μL-1）>唾液收集管收集法（252 ng·μL-1）
。

上半部分为普通 Mix 扩增结果，下半部分为高保真 Mix
扩增结果；1、2 为阳性对照；3、4、5 为目标物种水样 eDNA
扩增结果；6 为阴性对照；M 为 Marker。
图 4 不同 Mix 的水样 eDNA 的 PCR 扩增结果
Figure 4 PCR results of different Mixes for water eDNA sample

2.4 水样 eDNA 的 PCR 检测
选 3 个提取效果较好的目标水样 eDNA、2 个
目标物种 DNA 及 1 个去离子水样 eDNA 作为扩增

787

模板，分别应用高保真 Mix 和普通 Mix 对本研究中
的 4 对引物（见表 1）进行扩增，比对不同 Mix 的
扩增效率，结果如图 4 所示，使用高保真 Mix 扩增
效果更高，且 4 对引物中 P2 特异性更强，扩出了
大部分的目标水样的 eDNA。
2.5 测序结果的聚类分析
将使用高保真 Mix 及 P2 引物对扩出的水样
eDNA 样本进行大量扩增，同时也将 2 条通过形态
鉴定推断为太白山溪鲵的目标样本进行扩增后，送
去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测序。测序
结果在 NCBI 中进行 blast 比对后发现无论组织样序
列还是水样序列都只比对到山溪鲵属物种上，说明
这 3 种山溪鲵属物种差异较小，且属间特异引物的
特异性好，后期通过分子系统学方法对具体种进行
分类。本研究将新测得的序列和 GenBank 中下载的
所有山溪鲵、西藏山溪鲵和太白山溪鲵的 Cytb 基因
序列进行比对，分别使用 Mega 软件和 BEAST 软件
构建系统发育树，通过聚类发现本研究测序得到的
水样序列和组织样序列都与 GenBank 中的太白山溪
鲵聚在一起（图 5），结合外形判定可进一步断定本
研究收集到的是 2 尾太白山溪鲵，同时水样 eDNA
中扩增出的序列也是如此。因此在种间差异较小的
物种间可结合 eDNA 和系统发育分析的方法对其分
布及归属进行判定。

(a)
(b)
两种方法都使用了 HKY+I 模型；图中 B.p 代表山溪鲵、B.t 代表西藏山溪鲵、B.ta 代表太白山溪鲵；红色分支显示本研
究中的样本序列。
图 5 利用最大似然法（a）和贝叶斯法（b）进行的分子系统发育分析
Figure 5 Molecular Phylogenetic analysis by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a) and Bayes metho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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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样采集时间的确定
在自然水体环境中 eDNA 的获取成功与否与目
标物种在对应水域的存在与否是直接相关的[8,12-13]。
本研究前期调研发现，山溪鲵属在 7 月左右发现率
高，理论来讲进入旱期后由于代谢加快，eDNA 会
有一定的获取量，然而 2020 年的整个暑期雨季持续
时间长，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调研中只发现了本研究
采集到的这一次，因此不排除雨季引起的洪水将山
溪鲵属物种冲到大河流域中，发生自然灾害性的死
亡，使其数量急剧减少。因此采集自然环境水样，
应选择雨量少且干燥炎热的季节。
3.2 滤膜的不同保存方法对 eDNA 获取存在一定的
影响
大部分关于 eDNA 分析流程的研究中会对水样
过滤方式及 eDNA 提取方式进行比较[8,15,25-26,37]，很
少有对滤膜保存方式进行比较的研究，本研究首次
对常用的滤膜保存方式进行了对比，在同一种过滤
及 eDNA 提取方式的前提下，酒精浸泡法所获得的
，其次
eDNA 浓度最高，质量也最好（818 ng·μL-1）
-1
为锡箔纸包裹法（655 ng·μL ）和唾液收集管收集
。Goldberg 的研究中应用 eDNA 技
法（252 ng·μL-1）
术分析了淡水中山蛙和大鲵的分布情况，该研究是
首次将过滤后的滤膜放入 95%乙醇中冷冻保存的，
且成功提取到了这些物种的 eDNA[8]。其他使用酒
精浸泡滤膜的类似研究中，所过滤的水质都为淡水
资源[11,21,25]，因此可以认为酒精直接浸泡法适用于
保存过滤了淡水的滤膜。而锡箔纸包裹的类似研究
中，涉及到的水样为海水[12]或本身水质偏酸[24]的水
域。唾液收集管收集滤膜的研究只有陈治等[22]的研
究中出现过，其过滤的是近海水域的海水，在该研
究中认为唾液收集管收集的滤膜样本能更好的获得
eDNA，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反，这可能与研究对应
的水质不同有关。综合以上推测水质清澈的水域过
滤后将滤膜用 95%酒精浸泡的贮存方法有助于
eDNA 的获取。
3.3 影响 eDNA 进行 PCR 扩增的主要因素
对成功获取的 eDNA 进行 PCR 扩增时，发现前
人的研究有的用不同型号的 Taq 酶[15,20,26,29]，有的
直接用 PCR Mix[8]，两种方法都成功扩增了目的条
带。由于使用 PCR Mix 可将操作过程最少的暴露在
试验空气中，有助于目的条带的扩增，因此本研究
也采用了 Mix 混合液，且同时将两种不同的 Mix 做
了比较，发现高保真 Mix 能更好的扩增出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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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NA 的目的条带，因此扩增过程中酶或 Mix 的使
用在 eDNA 的分析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3.4 线粒体 Cytb 基因及系统发育分析技术在本研
究中的重要性
线 粒 体 DNA 的 高 拷 贝 数 使 其 广 泛 应 用 于
eDNA 分析中，尤其是 Cytb 基因[6,10,12,19]，不仅如
此，Cytb 基因还被认为是解决系统发育分析类问题
中比较可信的研究之一[38]。已有一些研究在山溪鲵
属物种中通过 Cytb 基因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 Fu
等的研究中应用 Cytb 基因分别构建了我国西藏地
区以及西南地区山溪鲵属物种的系统发育树，对现
存的山溪鲵属进行了分类[39-40]；也有专门针对西藏
山溪鲵、太白山溪鲵和无斑山溪鲵这些特定种的系
统发育分析，且都是应用 Cytb 基因探究了这些山溪
鲵种群在不同地域或气候条件下的群体分类以及群
体分化时间[38,41-44]。以上研究都是通过阳性 DNA 扩
增的目标基因进行聚类分析，且结果都可信。本研
究将 eDNA 扩增的 Cytb 序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也同样得到了可信的物种归属判定。
通过本研究得出后期在野外水体环境中进行山
溪鲵属鉴定的流程：在山溪鲵活动高峰期（干旱少
雨季）进行水样的采集，使用 0.45 μm 孔径的硝酸
纤维素滤膜（CN）过滤之后用酒精浸泡法保存滤膜，
在 2 周以内使用 DNeasy blood and tissue kit (Qiagen,
Germany)进行 DNA 的提取，采用高保真 Mix 进行
PCR 扩增，将阳性扩增送去测序，成功测得的序列
与已有的三种山溪鲵属的序列进行聚类分析，以便
明确采集到的水体中可能存在的山溪鲵属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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