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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甲藻是引发赤潮的重要种类遥 但是由于某些种类个体微小尧形态近似袁很难通过光学形态特征准

确鉴定遥 单细胞 孕悦砸 是一种快速尧有效的分子鉴定方法遥 分别用戊二醛尧鲁哥氏液和福尔马林固定塔玛

亚历山大藻渊粤造藻曾葬灶凿则蚤怎皂 贼葬则皂葬则藻灶泽藻冤遥 塔玛亚历山大藻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后进行单细胞 孕悦砸 扩增袁结
果显示院员 个月内袁圆豫戊二醛和鲁格氏液固定甲藻均能用于单细胞 孕悦砸 分析袁而福尔马林固定甲藻则不适

宜单细胞 孕悦砸 分析遥 同时袁圆豫戊二醛固定大连凌水湾海域甲藻样品袁结合光学形态特征分析和单细胞

孕悦砸袁成功鉴定了环境样品中的锥形多甲藻遥
关键词院甲藻曰全基因组扩增曰单细胞 孕悦砸曰物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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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赤潮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海洋生态问题

之一袁对海洋生态环境尧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

巨大威胁咱员鄄源暂 遥 甲藻是引发赤潮的主要物种遥 但

是甲藻袁尤其是微型甲藻的形态特征非常近似袁且
在不同的生活史阶段袁其个体大小及形态也会发

生改变袁因此袁甲藻的种类鉴定非常困难遥 如塔玛

亚历山大藻渊粤造藻曾葬灶凿则蚤怎皂 贼葬则皂葬则藻灶泽藻冤尧链状亚历山

大藻渊粤援 糟葬贼藻灶藻造造葬冤和芬迪湾亚历山大藻渊粤援 枣怎灶凿赠鄄
藻灶泽藻冤因其形态非常相似袁个别甲片的结构难以区

分袁形态分类有一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袁为方便起

见统称为塔玛亚历山大藻复合体 渊 粤援 贼葬皂葬则藻灶泽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糟燥皂责造藻曾冤 咱缘暂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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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是甲藻形态鉴定的常

规手段袁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袁且鉴定人员

需具备大量实践经验遥 孕悦砸 方法可以快速分析

甲藻的遗传特征袁是疑难甲藻种类鉴定的重要辅

助手段遥 然而 孕悦砸 方法的缺陷是需要大量基因

组 阅晕粤 作为模板袁需要对甲藻细胞进行分离纯化

获取大量单克隆细胞袁而这一过程即费时费力袁又
不能确保分离纯化培养的成功袁限制了 孕悦砸 方法

在甲藻鉴定中的应用遥 单细胞 孕悦砸 技术是在细

胞水平上进行 阅晕粤 或 砸晕粤 分析的 孕悦砸 方

法咱远鄄员远暂 袁能够克服海洋甲藻分离纯化培养的瓶颈袁
直接分析环境甲藻单细胞的遗传特征遥 但是袁低
拷贝的目标基因导致其扩增效率和重复性较低袁
且不适宜多位点尧多基因遗传分析遥 单细胞全基

因组扩增是遗传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技术咱员苑暂 袁是一

种从有限量 阅晕粤 获得充足量 阅晕粤 的技术遥 通过

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袁可以从微量基因组 阅晕粤 获

得大量基因组 阅晕粤袁从而满足后续遗传分析遥 单

细胞 孕悦砸 技术与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技术有机

结合袁可直接分析海洋环境中甲藻细胞的遗传特

征从而进行分子鉴定袁甚至进行系统进化及种群

遗传分析遥
固定方式对甲藻的分类鉴定至关重要遥 戊二

醛尧鲁格氏液和福尔马林是海洋浮游植物调查中

常用的细胞固定试剂咱员愿暂 遥 戊二醛固定细胞的形

状尧颜色及一些微细结构的保存完好袁适用于甲藻

扫描电镜分析遥 鲁哥氏液对甲藻鞭毛固定效果较

好袁常用于甲藻的光学形态分析遥 但碘会使细胞

染色袁而细胞颜色是甲藻的主要分类特征遥 福尔

马林也是海洋浮游植物调查常用的固定试剂遥
本研究的目的是结合形态学特征分析袁建立

海洋甲藻单细胞 孕悦砸 鉴定技术袁为环境甲藻的快

速尧准确鉴定提供技术支持遥 因此袁需要淤确立环

境甲藻的固定方法袁即能保持其原有形态特征袁进
行传统的形态学鉴定袁又能 大限度保持其基因

组 阅晕粤 不受到破坏袁进行辅助的分子生物学鉴

定曰于将全基因组扩增技术和单细胞 孕悦砸 技术有

机结合袁提高单细胞 孕悦砸 技术的成功率和可重

复性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实验材料

试验用塔玛亚历山大藻藻种由国家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海洋藻类种质库提供遥 在不加硅酸盐的

枣 辕 圆 培养基中培养塔玛亚历山大藻遥
员援 圆摇 塔玛亚历山大藻细胞的固定

分别用 圆豫 戊二醛尧鲁哥氏液和福尔马林固

定塔玛亚历山大藻细胞袁并于室温下遮光保存遥
固定液的配制方法详见海洋调查规范咱员愿暂 遥
员援 猿摇 塔玛亚历山大藻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院多重

替代扩增 渊 酝怎造贼蚤责造藻 凿蚤泽责造葬糟藻皂藻灶贼 葬皂责造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袁
酝阅粤冤
摇 摇 在光学显微镜下袁用毛细管分别吸取固定保

存 员园 凿尧圆园 凿 和 猿园 凿 单个塔玛亚历山大藻细胞袁
每个处理平行吸取 猿 个细胞遥 鲁哥氏液固定的细

胞需先移至 员 滋皂燥造 辕 蕴 的硫代硫酸钠溶液中进行

脱色袁然后转移至无菌的超纯水中清洗袁 后转移

至薄壁管中备用遥 福尔马林和 圆豫 戊二醛固定的

细胞经无菌的超纯水清洗后直接移至薄壁管中

备用遥
采用 责澡蚤 圆怨 阅晕粤 聚合酶和随机六聚体引物

渊晕耘月渊北京冤有限公司冤对塔玛亚历山大藻单细

胞进行全基因组扩增遥 首先将样品加热进行

阅晕粤 变性及引物退火反应袁在含有塔玛亚历山大

藻单细胞的薄壁管中加入院缘援 苑 滋蕴 的双蒸水

渊凿凿匀圆韵冤袁员 滋蕴 的 员园 伊 责澡蚤圆怨阅晕粤 聚合酶反应缓

冲液袁圆援 缘 滋蕴 的六聚体随机引物渊员园园 滋皂燥造 辕 蕴冤袁
怨缘益变性 猿 皂蚤灶 后立即置于冰上冷却 员缘 皂蚤灶曰离
心收集管壁上的液体后加入 园援 缘 滋蕴 的 凿晕栽孕泽渊员园
滋皂燥造 辕 蕴冤袁园援 圆 滋蕴 的 员园园 伊 月杂粤袁园援 缘 滋蕴 的 责澡蚤圆怨
阅晕粤 聚合酶渊员园 哉 辕 滋蕴冤袁 终反应体系为 员园 滋蕴袁
猿园益恒温过夜进行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袁扩增产

物稀释数十倍后备用遥
员援 源摇 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效果的 孕悦砸 检测

采用 孕悦砸 扩增方法检测塔玛亚历山大藻单

细胞全基因组扩增的效果遥 孕悦砸 扩增体系为 圆缘
滋蕴袁包括院圆援 缘 滋蕴 的 员园 伊 耘曾 栽葬责 遭怎枣枣藻则袁员援 缘 滋蕴 的

酝早悦造圆渊圆缘 滋皂燥造 辕 蕴冤袁园援 缘 滋蕴 的 凿晕栽孕泽 渊员园 滋皂燥造 辕
蕴冤袁 园援 缘 滋蕴 的正尧反向扩增引物渊员园 滋皂燥造 辕 蕴冤袁
园郾 员 滋蕴 的 栽葬择 阅晕粤 聚合酶渊缘 哉 辕 滋蕴冤袁和 员 滋蕴 单

细胞全基因组扩增产物袁 后加无菌 凿凿匀圆韵 至终

体积 圆缘 滋蕴遥 孕悦砸 扩增引物序列分别是 粤栽云员员
渊 云院 粤郧悦粤郧悦郧悦郧郧悦郧郧郧粤郧粤栽栽曰 砸院 粤悦悦栽郧悦郧鄄
郧悦栽郧悦郧粤悦粤悦郧粤悦栽冤 和 粤园怨 渊 云院悦粤郧栽郧郧悦栽粤鄄
粤粤粤郧悦郧粤栽粤悦悦曰砸院悦粤郧粤郧郧悦郧粤粤郧郧粤栽栽郧粤栽郧冤遥
采用降落 孕悦砸渊栽燥怎糟澡 凿燥憎灶 孕悦砸冤程序进行 孕悦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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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袁反应条件为院怨源益 预变性 缘 皂蚤灶曰怨源益 变性

猿园 泽袁远园益退火 猿园 泽袁苑圆益延伸 员 皂蚤灶曰退火温度每

个循环下降 员益袁直至降到 缘园益曰然后接 怨源益变性

猿园 泽袁缘园益退火 猿园 泽袁苑圆益延伸 员 皂蚤灶袁循环 圆缘 次曰
后 苑圆益延伸 苑 皂蚤灶遥

孕悦砸 扩增产物经 员豫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袁
通过扩增条带的有无及亮暗判定单细胞全基因组

扩增效果遥
员援 缘摇 海水环境中甲藻的单细胞 孕悦砸 检测

采水器采集大连凌水湾海域渊猿愿毅缘员忆猿愿援 愿圆义
晕袁员圆员毅猿圆忆源远援 员愿义耘冤海水样品袁圆豫 戊二醛固定遥
毛细管挑取单个细胞袁光学显微镜下拍摄形态图

片后按 员援 猿 方法进行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遥 扩增

产物适当稀释后作为模板袁孕悦砸 扩增线粒体细胞

色素氧化酶 陨渊悦燥曾 员冤袁并进行测序分析渊测序结

果由上海生工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冤袁将 糟燥曾 员
基因序列放入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渊晕葬鄄
贼蚤燥灶葬造 悦藻灶贼藻则 燥枣 月蚤燥贼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 陨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袁晕悦月陨冤基
因数据库中进行 月蕴粤杂栽 比对分析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塔玛亚历山大藻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

图 员摇 塔玛亚历山大藻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

云蚤早援 员 宰澡燥造藻 早藻灶燥皂藻 葬皂责造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泽蚤灶早造藻 糟藻造造 粤援
贼葬则皂葬则藻灶泽藻

全基因组扩增是对全部基因组序列进行非选

择性扩增的技术袁该技术通过对微量组织样本袁甚
至单个细胞的整个基因组 阅晕粤 扩增而增加 阅晕粤
的总量袁进而完成全基因组 阅晕粤 组成的研究遥 采

用 责澡蚤 圆怨 阅晕粤 聚合酶和随机六聚体引物对塔玛

亚历山大藻单细胞进行全基因组扩增后袁基因组

阅晕粤 含量明显增加袁且 阅晕粤 片段主要集中在员 噪遭

耀 圆 噪遭 之间渊图 员冤袁满足后续的遗传学分析所需

的 阅晕粤遥
目前袁单细胞 孕悦砸 是赤潮生物分子鉴定的新

手段袁其以单个细胞的基因组 阅晕粤 进行 孕悦砸 反

应扩增特定标记基因袁直接分析环境样品中的赤

潮生物的遗传特征袁克服了赤潮生物单细胞分离

纯化培养的瓶颈遥 但由于单个细胞所含的微量基

因组 阅晕粤袁以及细胞内含物对 孕悦砸 反应的抑制袁
导致 孕悦砸 扩增效率和重复性低遥 单细胞全基因

组扩增技术和单细胞 孕悦砸 技术有机结合袁不但能

提高单细胞 孕悦砸 的扩增效率和重复性袁突破了单

细胞 孕悦砸 的局限性曰而且使单细胞甲藻的多位

点尧多基因遗传分析以及环境中甲藻的种群遗传

学分析也成为可能遥
圆援 圆摇 不同固定剂对单细胞 孕悦砸 的影响

分别采用 圆豫戊二醛尧鲁格氏液和福尔马林 猿
种固定试剂固定塔玛亚历山大藻细胞遥 在第 员园
凿尧圆园 凿 和 猿园 凿 时袁微细管吸取单个细胞袁责澡蚤 圆怨
阅晕粤 聚合酶进行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遥 以单细

胞全基因组扩增产物为模板袁粤园怨 和 粤栽云员员 两对

引物 孕悦砸 扩增塔玛亚历山大藻特异基因片段袁琼
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孕悦砸 扩增结果渊图 圆冤遥 电泳

结果显示院阴性对照中没有检测到 孕悦砸 产物袁而
阳性样品都有 孕悦砸 产物袁说明 孕悦砸 扩增体系正

常遥 在 猿园 凿 内袁引物 粤园怨 和 粤栽云员员 扩增 圆豫戊二

醛固定单细胞均能产生特异性条带袁且 猿 个重复

全部有特异性条带产生渊成功率为 员园园豫 冤曰但随

着固定时间的延长袁引物 粤园怨 的扩增效率在 猿园 凿
时有所降低袁圆 个细胞扩增出明亮条带渊远远援 苑豫 冤袁
员 个细胞只扩增出淡淡条带渊猿猿援 猿豫 袁图 圆悦院泳道

怨冤曰而引物 粤栽云员员 的扩增效率未出现明显变化遥
鲁格氏液固定细胞的单细胞 孕悦砸 扩增效果和 圆豫
戊二醛固定细胞近似遥 在 猿园 凿 内袁引物 粤园怨 和

粤栽云员员 扩增均能产生特异性条带袁且成功率为

员园园豫 曰但随着固定时间的延长袁 引物 粤园怨 和

粤栽云员员 的扩增效率在 猿园 凿 时有所降低袁 远远援 苑豫的

细胞扩增出明亮条带袁猿猿援 猿豫 的细胞只扩增出淡

淡条带渊图 圆悦院泳道 怨 和图 圆云院泳道 员圆冤遥 福尔马

林固定细胞不能进行单细胞 孕悦砸 分析袁引物 粤园怨
和 粤栽云员员 均未扩增出任何特异性条带渊泳道 员猿袁
员源 和 员缘冤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员 个月内袁圆豫 戊二醛和鲁格

氏液固定的样品均能用于单细胞 孕悦砸 分析遥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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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鲁格氏液的碘会抑制 孕悦砸 的扩增袁影响单细

胞 孕悦砸 的扩增效率和重复性曰且碘会使细胞染

色袁而细胞颜色是甲藻的重要分类特征袁建议采用

圆豫戊二醛固定海洋甲藻细胞袁以便将传统形态分

类和分子生物学分类手段有机结合袁更快尧更准确

的进行甲藻鉴定遥 福尔马林固定样品不适宜海洋

甲藻的单细胞 孕悦砸 分析遥

图 圆摇 塔玛亚历山大藻单细胞 孕悦砸
云蚤早援 圆 杂蚤灶早造藻鄄糟藻造造 孕悦砸 燥枣 粤援 贼葬则皂葬则藻灶泽藻

渊粤尧月尧悦 为引物 粤园怨 扩增结果袁阅尧耘尧云 为引物 粤栽云员员 扩增结

果曰粤 和 阅 为固定 员园 凿袁月 和 耘 为固定 圆园 凿袁悦 和 云 为固定猿园 凿曰
酝院酝葬则噪藻则袁泳道 员袁圆袁猿 为阴性对照袁泳道 源袁缘袁远 为阳性对照袁苑袁
愿袁怨 为 圆豫 戊二醛袁员园袁员员袁员圆 为鲁格氏液袁员猿袁员源袁员缘 为福尔马

林冤
渊 粤袁月 葬灶凿 悦 憎藻则藻 怎泽藻凿 责则蚤皂藻则 粤园怨曰阅袁耘 葬灶凿 云 憎藻则藻 怎泽藻凿 责则蚤皂藻则
粤栽云员员曰粤 葬灶凿 阅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则增藻凿 燥枣 员园 凿葬赠泽曰 月 葬灶凿 耘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则增藻凿
燥枣 圆园 凿葬赠泽曰 悦 葬灶凿 云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则增藻凿 燥枣 猿园 凿葬赠泽曰 蕴蚤灶藻泽 员袁圆 葬灶凿 猿
憎藻则藻 灶藻早葬贼蚤增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泽曰蕴蚤灶藻泽 源袁缘 葬灶凿 远 憎藻则藻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泽曰蕴蚤灶藻泽
苑袁愿 葬灶凿 怨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则增藻凿 蚤灶 早造怎贼葬则葬造凿藻澡赠凿藻 渊圆豫 冤 曰 蕴蚤灶藻泽 员园袁员员
葬灶凿 员圆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则增藻凿 蚤灶 蕴怎早燥造鸳泽 泽燥造怎贼蚤燥灶曰 蕴蚤灶藻泽 员猿袁员源 葬灶凿 员缘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则增藻凿 蚤灶 枣燥则皂葬造蚤灶冤
圆援 猿摇 环境样品中甲藻的遗传学分析

单细胞 孕悦砸 技术与传统形态鉴定方法相结

合袁可快速尧准确鉴定甲藻种类遥 采集大连凌水湾

海域海水样品袁圆豫 戊二醛固定遥 在光学显微镜

下袁毛细管挑取单个细胞袁拍摄形态图片渊图 猿冤遥
结果显示院圆豫戊二醛固定锥形多甲藻细胞的上壳

呈锥形袁下壳末端明显叉分成两个底角曰横沟尧纵
沟尧鞭毛和细胞核等分类特征清晰可见曰细胞保持

原有的形态和细胞颜色等特征袁适合形态学鉴定遥

图 猿摇 锥形多甲藻光学形态

云蚤早援 猿 蕴蚤早澡贼 皂蚤糟则燥泽糟燥责赠 责澡燥贼燥早则葬责澡泽 燥枣 孕藻则蚤凿蚤灶蚤怎皂
糟燥灶蚤糟怎皂

锥形多甲藻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后袁孕悦砸 扩

增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 员渊悦燥曾 员冤袁测序结果在

晕悦月陨 进行 月蕴粤杂栽 分析袁结果显示 高相似度仅

为 愿愿豫 渊图 源冤袁因此仅仅依据细胞色素氧化酶 陨
序列不能准确确定其分类地位遥 但结合其形态学

特征袁我们可以鉴定为锥形多甲藻遥 以 孕藻则蚤凿蚤灶蚤怎皂
糟燥曾员 为关键词在 晕悦月陨 基因数据库查询袁结果显

示 只 有 员 条 孕藻则蚤凿蚤灶蚤怎皂 憎蚤造造藻蚤 糟燥曾员 数 据

渊粤月圆猿圆远苑员冤遥 可见袁甲藻的分子诊断的成功与否

依赖于相关分子数据库的覆盖程度遥 因此袁在现

阶段袁将甲藻的遗传信息与形态学特征相结合袁是
环境甲藻分子诊断的一个有效途径遥

图 源摇 锥形多甲藻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 员 基因序列

月蕴粤杂栽 比对结果

云蚤早援 源 栽澡藻 月蕴粤杂栽 则藻泽怎造贼 燥枣 皂蚤贼燥糟澡燥灶凿则蚤葬造 悦燥曾 员 早藻灶藻 枣燥则 糟赠鄄
贼燥糟澡则燥皂藻 燥曾蚤凿葬泽藻 燥枣 孕藻则蚤凿蚤灶蚤怎皂 糟燥灶蚤糟怎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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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甲藻单细胞经全基因组扩增后基因组

阅晕粤 含量增加袁可满足甲藻单细胞的遗传学分

析袁也能满足海洋甲藻的种群遗传学分析遥
渊圆冤员 个月内袁圆豫 戊二醛和鲁格氏液固定的

样品均能用于单细胞 孕悦砸 分析遥 但考虑将传统

形态分类和分子生物学分类手段有机结合袁本文

建议采用 圆豫戊二醛固定海洋甲藻细胞遥 福尔马

林固定样品不适宜海洋甲藻的单细胞 孕悦砸 分析遥
渊猿冤形态学特征分析和单细胞 孕悦砸 有机结

合袁是现阶段环境中疑难甲藻种类快速尧准确鉴定

的一个有效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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