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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柽柳 nrDNA的 ITS序列片段研究 

华 丽， 潘伯荣 
(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 运用 PCR直接测序法，对白花柽柳(Tamarlz albiflonum M ．T．Liu．)的 nrDNA的 ITS区(包括 ITS一1． 

5．8SrDNA和 ITS一2)进行序列测定。结果表明．该植物的 ITS序列和 长穗柽柳(Tamarlx elongata)的序列差别不 

大 ：ITS一1片段 的长度都是 259bp；ITS一2片段的长度同为 244bp；G+C百分含量仅相差 1％；碱基差异共发生 18 

处。 由 ITS及 5．8SrDNA序列分子证据看。白花柽柳更可能是长穗柽柳 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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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柽柳(Tamariw albiflonum M．T．Liu．) 

是由刘铭庭(1994)在塔里木盆地东部孔雀河下游和 

静县大尤尔都斯盆地发现并命 名的【1】，划分的主要 

依据 为 花 的各 部 全 为 白色，且 白 色性 状稳 定 遗 

传【2】。因 它 的 外 部 形 态 与 长 穗 柽 柳 (Tam口rix 

elongata)相似，仅花色不同，对该种的确立一直存有 

争议。对 此 曾 有 多 方 面 的 研 究 报 道，如 解 剖 

学(3--4】、孢粉 学【 、植物化学【引、系统 学【’】和 生态 

学(8--9】等方面。但都未从分子学证据对 白花柽柳 

进行研究。ITS区(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s)是 

nrDNA转录单位的一个部分，位于 18S和 5．8S之 

间(ITS1)及 5．8S和 26S之间(ITS2)的非编码转录 

间隔区。因 ITS存在于高重复的核糖体中，进化速 

度快且具有长度保守性和核苷酸序列 的高 度变异 

性，表明这些间隔区的分子序列很容易在近缘类群 

间排序，而且丰富的变异可在较低的分类阶元上，解 

决科 内属 间及 属 下 种 间关 系，包 括 近缘 种 关 系 

(Yuan et a1．，1996；Sang et a1．，1994；Baldwin，1993； 

Ritlandeta1．，1993；Soltis&Kuzoff，1993)。笔 者 从 

DNA水平人手，对 白花柽 柳和长穗柽柳 的核糖 体 

DNA内转录间隔区(ITS)序列进行了比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和试剂 

实验 材 料 Tamariw．albiflonum 和 Tam口rix 

elongata采 自新疆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用于 DNA提 

取的材料为硅胶干燥 的当年生新鲜小枝。PCR产 

物回收试剂 盒、DNA maker、exTaq酶 以及 PCR引 

物均购自Takara公司；测序试剂盒购 自美国 PE公 

司，其它化学试剂为分析纯。 

1．2 总 DNA提取 

总DNA提取方法为高盐、低 pH法(根据邹 氏 

等方法加以改进)【加】。主要步骤如下 ：实验材料 + 

液氮 研磨 一 用 EDTA+PVP+巯基 乙醇 缓 冲液 

(pH5．4)一56℃摇床温育 30min一 离心后取出 + 

KAC溶液(pH4．5)一低温超速离心 10min+等体 

积的氯仿 一异戊醇洗两次一上清液加人 1倍体积异 

丙醇 一20℃冷冻一70％酒精洗 3次。 

1．3 引物设计及选择 

ITS一1的扩增引物 P，序列为 5 一AGA AGT 

CGT AAC AAG 丌 TCC GTA GG一3 ；P2序列为 

5 一GAT CaYA3 AGA GCC GAG ATA TCC GTT G 

一 3 。ITS一2的扩增引物 P3、P4分别为 5 一GCA 

TCG ATG AAG AAG GCA GC 一3 ．5 一TCC TCC 

GCT TAT TGA TAT GC 一3 两序列。 

1．4 ITS的扩增和纯化 

ITS的扩增采取 Pl+P4进行整断扩增，或用 P， 

+P2、P3+P4分别扩增 ITS一1和 ITS一2。P1+P2 

的程 序 如下：70℃，4min一 94℃，lmin；60℃，20s； 

70℃，50s；两个 循 环一 94℃，20s；60℃，20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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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s；38个循环一72℃，4min。P3+P4的程序如下： 

70℃，4min一 95℃，5min；1个 循 环 一 95℃，30s； 

52"C，30s；72*(2，1min；35个 循 环一72℃，10s。扩增 

反应在 PE公司9600型 PCR仪上进行，溶液配置方 

法同汪 小全 和李 振宇 【̈】。PCR 产物 经 Sephaglas 

Bandprep Kit(Pharmacia Co．)或 Wizard PCR Preps 

DNA Purification System(Promega)纯化后直接用于 

测序反应。 

1．5 测序反应及检测 

测序工作在 ABI377DNA测序仪上进行。每个 

物种的 ITS均用 Pl、P2、P3、P4四个 引物测定，即均 

对正反链进行测定，以保证测序列的准确性。 

1．6 Tamarix albiflonum和 Tamarix elongata的序 

列分析 

ITS一1及 ITS一2的范围根据水稻 rDNA的序 

列确定，排列用 CI USTAI A软件(Higgins，1994) 

完成。结 果 用 PE 公 司 SeqEd v1．0．3软 件 和 

DNAMAN 4．0(Lynnon，1998)对序列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ITS片段长度及碱基百分含量 

测 定 了 Tamarix albiflonum 和 Tamarix 

elongata的 ITS一1和 ITS一2的完整序列及其5．8 

SrDNA的 3 端近 83个碱基序列。每个种的序列长 

度及其 G十C含量见表 1。 

表 1 白花柽柳与长穗柽柳的 ITS一1和 ITS 一2的成分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he composition of ITS 一1 and ITS 一2 between Tamarix albiflonum and Tamadx elongata 

ITS 在 Tamarix alb 0n“m 与 Tamarix 

elongata之间无 长度差异。ITS一1片段的长度都 

是 259bp，ITS一2片段的长度同为 244bp。G+C百 

分含量(％)仅相差 1％。5．8SrDNA的 3 端近83个 

碱基序列在种间无长度差异。 

2．2 对所测的序列分析 

Tamarix albiflonum 和 Tamarix elongata 的 

ITS一1，5．8SrDNA和 ITS一2的测序结果见表 2。 

白花柽柳与长穗柽柳的 ITS一1一致性达 97．30％。 

与长穗柽柳 ITS一2一致性达 94．69％。碱基差异 

共发生在 18个位点上。5．8SrDNA的 3 端近 83个 

碱基序列无任何变化。白花柽柳长穗柽柳的相对遗 

传距离仅为 0．31％。 

3 分析与讨论 

3．1 ITS 及 5．8SrDNA序列分析在 白花柽柳和长 

穗柽柳研究中的价值 

近年来，ITS序列分析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解决 

科内不同等级的系统发育和分类问题【l ~1引。柽柳 

属植物由于缺少明显而准确的分类依据，且种间极 

易发生杂交而形成复杂的多型现象，致使该属成为 

有花植物 中分类最为混乱 的属之一。 由于 ITS及 

5．8SrDNA序列分析资料在探讨种间关系以及各性 

状在该属中的分类价值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所以，对柽柳属植物争议种的划分上，可提供分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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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排列后的 ITS—I，5．8SrDNA的 3 端部分及 ITS一2序列 

Tab．2 The sequences of ITS一1。5．8SrDNA and ITS一2 

Ⅱ  1 

Tamar／x a／b~onum TCGAAACCTGCCCAGCAGAACCACCGGCGCACTTGTCACCGAAACAC~ ATGCAGGC 

Tamar／x e／ong~a TCGAAACCTGCCCAGCAGAACCACCGGCGCACTTGTCACCGAAACACG~ ATGCAGGC 

C叽s锄 u8 tcgaaacctgcCcagcagaaccaccggcgcacttgtcacCgaaacacgggggatgcaggc 

Tamar／z a／biflonum TGGTCCTGCTCCTCCTC GAGGCTCC TACCGAGTAG 

Tamar~elongata CGGTCCTGCTCCTCCTCTGCGGCGCGGTCGgGGCTCCTGaCGTGGCCCTCTACCGAGTAG 

C咖ls‘瑚 啷 cgg七cc七gc七cc七cc七c七gcggcgcgg七cgaggc七cc七gacg七ggccc七c七acCgag七ag 

Tamar／x a／biflonw．GGGCACCGGCCGGAGAATCGGCCCTCCGTCCCAACATCATCCGGCGCGGAATGCGTCAAG 

Tamarix elongata GGGCACCGGCaGGAGAAcCGGCCCTCCGTCCCAACATCATCCGGCGCGGAATGCGTCAAG 

CAXlSemStlS gggcacCggcaggagaaccggccctccgtcccaaCatcatccggcgcggaatgcgtcaag 

Tamar／x a／biflonum GAATAAGAATGTGAAAACACGCCCTNCGTTCGTGCTCGAATATTCGACGGAACGGAGCGG 

Tamarix elongata GAATAAGAATGTGAAAACACaCCCTcCG 

C叽s衄s啦 gaataagaatgtgaaaacacaccctccgt七cgtgCtcgaatattcgacggaacggagcgg 

Tamarix 4f叼 I肼 CCGTGTGTCGTATTAACAA 259 

Tamarix elongata CCGTGTGTCGTATTAACAA 259 

Ceese~es ccgtgtgtcgtattaacaa 259 

5．8S 

Tamar／xa／biflonum GAATCCCGTGAACCA 

Tamarixelongata 

Consgy~ tlfl 

24o 

24o 

24o 

Gj CCG 3AACCATCGAGTc GAACGCAAG cGCCCGj GCC GGTCG GGGC舀CGTCTGCCTGGGCGTcACGC 

gaatcccgtgaaccatcgagtctttgaacgcaagttgcgcccgaagccatttggtcgagggcacgtctgcctgggcgtcacgc 

Tamar／xa／biflonum AACACGTCGCACCCAATGCCTTTGCACTCACAACGC4~TGCCTCGGCCG．TCGGC43CGGAG 

Tamarix elongata AACACGTCGCACCCAATGCCTTTGCACTCACAACGGGTGCCTCGGCCccTtGGGGCGGAG 

Ceese~es aacacgtcgcacccaatgcctttgcactcacaacgggtgcctcggcccctcgg gcggag 

6o 

60 

60 

Tamar／z a／biflonum ATTGGCCTCCCGTGCGCCTGCAGGCGCGCGGTTGGCCTAAAGAGGGAGATCATGGCGACG 120 

Tamar~ 口，啷 ATTGGCCTCC．GTGtGCCTGCAGGCGCGCGGTTGGCCTAAAGAGGGAGATCATGGCGACG 120 

Col~eaStlS attggcctccCgtgcgcctgcaggCgcgcggttggcctaaagagggagatca七ggcgacg 120 

Tamar／x a／biflonum AGGGCCACGGCGTTAGGTGGTTGGTTGTCCCGGGCTTTATCCCGGGCGCGGATCACGCCG 

C疆哪 gu8 agggccacggCgttaggtggTtggttgtcccgggctttatcccgggcacggatcacgccg 

180 

180 

180 

83 

83 

83 

Tamar／x a／bO~ uon TGCGCCTTAGGCCGTCCGTGCTTCGGCTAGGGCCTTGAAGAAGCCGCTCGTACGGCTTTAC 240 

Tamar／x e／ongata TGCGCCTTAGGCCGTCCGTGCTTCGGCTttacggaTGAAGAAGCCGCTCGTACGGCTTTAC 240 

Ceeseam~ tgcgcCttaggccgtccgtgcttcggctagacccatgaagaagccgc七cgtaCggctttac 240 

TamaWx．／bi~o．m  GGAT 244 

Tamarixelongata GGAT 244 

C n目 ls啦 ggat 244 

0  0  0  O  0  0  ∞ ∞ ∞ 悸 体 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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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证据 。 

3．2 白花柽柳和长穗柽柳的关系 

张元明【 】从 种子及花粉形态角度探讨 了 白花 

柽柳作为独立种的分类地位；魏岩(33认 为白花柽柳 

与长穗柽柳相似，仅花色不同，从叶解剖结构特征将 

白花柽柳作为长穗柽柳的变异处理较为合适；程争 

鸣【 】从植物化学角度分析认 为白花柽柳具某些独 

特特性。是一个 自然种。尽管白花柽柳现活模式存 

在于吐鲁番沙生植物 园，被 收入植物模 式标本名 

录[15】。但从 ITS及 5．8SrDNA序列分子证据看，白 

花柽柳更可能是长穗柽柳的变异。刘铭庭拟成立的 

新种一白花柽柳(Tamarix albiflonum M．T．Liu．) 

还需结合其它证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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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equence of nrDNA in ITS Area of Tamarix albiflonum M ．T．Liu 

HUA Li． PAN Bo—rong 

(Xi ianglnstiiuteofEcologyandGeography，ChineseAcademyofS~ag?lce$，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 Tamarix albiflonum M．T．Liu was found and named by I iu Mingting in the Large Youerdus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Kongque River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arim Basin， Xiniiang in 1 994． The 

compartmentalizing basis is mainly its complete-white flowers，and the descendiblity of their white property is 

stable．M any studies off its anatomical，sporo-pollen，phytochemical，systematical and ecological proper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and yet，the molecular evidences of Tamarix albiflonum are not researched．In this paper， 

the sequence of nrDNA in ITS area(including ITS一1，5．8SrDNA and ITS一2)of Tamarix albiflonum is 

measur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sequence in ITS area between Tamarix albiflo．,~m and 

Tamarix elongata is not obvious， the lengths of ITS一 1 and ITS一 2 are 259 and 244 bp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G + C contents is
,only 1％ ．and there are 1 8 different sites between Tamarix albifro1"112．m and 

Tamarix elongata．Considering from the molecular evidences of the sequence of ITS and 5．8SrDNA， Tamarix 

albiflonum is possibly a variation of Tamarix elongata． 

Key words： Tamarix albiflonum；Tamarix elongata；ITS；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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