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８，４０（６）：１２８３～ １２８９ ＤＯＩ：１０．７５４０ ／ ｊ．ｙｎｕ．２０１８０２０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基因组学中的研究进展
∗

刘　 涛， 李　 蓉， 肖　 蘅， 陈善元

（云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限制性酶切位点相关 ＤＮＡ 测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ＲＡＤ－ｓｅｑ）是在二代测序

技术上发展起来的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该技术操作简单、实验成本低、并且简化了基因组的复杂度．鱼类是脊

椎动物中物种数最多的类群，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常作为基因组学的研究对象．目
前，在鱼类基因组学研究中，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广泛应用于鱼类的系统发育、物种分化、遗传图谱、群体遗传和适应

性进化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基因组学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鱼类资源

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简化基因组测序；ＲＡＤ－ｓｅｑ；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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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基因组测序（ ｒｅｄｕｃｅｄ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ｉｎｇ）是在二代测序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使用酶

切技术、序列捕获技术或其他技术手段来降低物种

基因组复杂度、对特定区域进行测序，从而获得部

分基因组序列信息的技术［１］ ．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

主要包括基于酶切的测序技术和低覆盖度的基因

分型技术［２］ ．基于酶切的测序技术又包括简化代表

库 （ ＲＲＬｓ） 测序技术［３］、简化多态序列复杂度

（ＣＲｏＰＳ）测序技术［４］、限制性酶切位点相关 ＤＮＡ
测序（ＲＡＤ－ｓｅｑ）技术［５］；而低覆盖度的基因分型

技术包括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ＧＢＳ）技术［６］ 和多

元鸟枪法基因分型（ＭＳＧ）技术［７］ ．以上描述的 ５ 种

测序技术中，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应用最为广泛［８］ ．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迅速、应用广泛

的一种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８］，具有技术流程简

单、可获得大量分子标记、不受有无参考基因组的

限制、数据利用率高和实验周期短等特点［２，９－１０］ ．为
了降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操作的繁琐性和实验成本而

研发出的技术有双酶切 ＲＡＤ 测序（ｄｄＲＡＤ－ｓｅｑ）技

术［１１］、ⅡＢ 型限制性内切酶 ＲＡＤ 测序（２ｂＲＡＤ－
ｓｅｑ）技术［１２］ 和同裂酶 ＲＡＤ 测序（ ｅｚＲＡＤ－ｓｅｑ）技

术［１３］ ．
鱼类是脊椎动物亚门中物种数量最多的类

群［１４］ ．由于鱼类生活环境的复杂性，造就了鱼类的

生物多样性，为适应性进化等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材

料．同时，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物种消

失速度逐渐加快，特别是稀有鱼类．因此，对于鱼类

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显得十分重要［１５］ ．
过去在鱼类基因组学的研究中，由于使用线粒

体 ＤＮＡ 和核 ＤＮＡ 片段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导致了

对某些鱼类的遗传与进化等方面的研究存在争

议［１６］ ．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鱼

类基因组学的方法也随之发展．目前在鱼类基因组

学研究中，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系统发育、种群结构、
遗传图谱和适应性进化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将对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基因组学中的研究

进展作简要介绍，以期为鱼类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

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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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

１．１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原理　 ＲＡＤ－ｓｅｑ 结合酶切

技术和分子标签技术以降低物种的基因组复杂度，
对特定区域进行测序，从而获得部分基因组序列结

构的技术．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原理［５］ 如图 １ 所示：限
制性内切酶对基因组 ＤＮＡ 进行酶切，产生大量的

黏性末端（图 １Ａ）；在酶切后的基因组黏性末端两

端连接上 Ｐ１ 接头（图 １Ｂ）；通过超声发生器将连

接序列进行打断，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筛选出符合

大小的目的片段（图 １Ｃ）；再打断后的 ＤＮＡ 片段连

接上 Ｐ２ 接头（图 １Ｄ）；对混池 ＤＮＡ 进行 ＰＣＲ 扩增

反应（图 １Ｅ） ．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能获得大量的分子标记，且拼

接后可获得较长的片段，还可用于需要高密度标记

的微卫星分子标记开发与引物设计［１７］ ．
１．２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发展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主要

包括经典的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２ｂＲＡＤ－ｓｅｑ、ｄｄＲＡＤ－
ｓｅｑ、ｅｚ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每种技术都各具优点和缺点

（表 １），研究者可根据课题需要选择适合的 ＲＡＤ－
ｓｅｑ 技术．以下主要对 ２ｂＲＡＤ － ｓｅｑ、 ｄｄＲＡＤ － ｓｅｑ、
ｅｚＲＡＤ－ｓｅｑ ３ 种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作简要介绍．

（１） ２ｂＲＡＤ－ｓｅｑ 是使用ⅡＢ 型限制性内切酶

来酶切产生序列一致性片段（３３－３６ｂｐ）的 ＲＡＤ－

ｓｅｑ 技术．可利用不同的接头来调节标记密度［１２］，
但测序片段较短，后续分析容易受到重复序列的影

响，因此该技术不适合用于复杂度高和杂合度高的

研究．
（２） ｄｄＲＡＤ－ｓｅｑ 是使用稀有酶和常见酶来对

基因组 ＤＮＡ 进行酶切的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１１］ ．该技术

能使分子标记均匀和控制分子标记数量，同时能消

除基因组的随机剪切和末端修复，在建库成本上只

需经典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费用的 １ ／ ５．但获得的片段数

比经典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相对较少．适用于样本量较

大和复杂基因组的研究．
（３） ｅｚＲＡＤ－ｓｅｑ 是使用测序文库试剂盒来降

低实验操作复杂性的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１３］ ．该技术能

迅速进入实验室操作阶段，通过较少的实验设备和

技术支持就能获得大量的数据，能最大程度的降低

实验成本．
总之，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及其衍生出来的技术都

各具优缺点．当实验研究需要大量遗传标记时，可
采用经典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当涉及研究需求和经费

时，可选择 ｅｚＲＡＤ－ｓｅｑ 和 ｄｄ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此外，
除了上述描述的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外，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

还包括 ｑｕａｄｄＲＡＤ 技术［１８］，该技术是基于 ｄｄＲＡＤ－
ｓｅｑ 技术发展起来的，拥有识别和消除 ＰＣＲ 扩增的

能力，当消除ＰＣＲ扩增反应时会导致更精确的基

图 １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ＡＤ－ｓｅｑ 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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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４ 种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ＲＡＤ－ｓｅ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参数　 　 　 经典 ＲＡＤ－ｓｅｑ ２ｂＲＡＤ－ｓｅｑ ｄｄＲＡＤ－ｓｅｑ ｅｚＲＡＤ－ｓｅｑ

限制性内切酶的数量 １ １ ２ ≥１

限制性内切酶种类 稀有酶 ⅡＢ 型限制性内切酶 稀有酶和常见酶 同裂酶

ＤＮＡ 起始量 ５０～１００ ｎｇ ５０～１００ ｎｇ ５０～１００ ｎｇ ５０～１００ ｎｇ

物理打断 有 无 无 无

片段选择 超声波打断处理 无 电泳切胶处理 电泳切胶处理

标记密度（每 １Ｍｂ 基因

组的位点数）
３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０ ０．３～２００ １０～８００

插入片段大小
构建重叠群要 ≤ １
ｋｂ，否则≤３００ ｂｐ

３３～３６ ｂｐ ≤３００ ｂｐ ≤３００ ｂｐ

ＰＣＲ 扩增识别 成对测序 无 使用标签 无

基因组完整性 好 弱 好 好

剪切位点选择 改变限制性内切酶 改变限制性内切酶
改变限制性内切酶

和片段大小选择

改变限制性内切酶

和片段大小选择

建库成本 高 低 很低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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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型，同时也增加了样本的多重通路作用．该技

术的最大优势在于降低了实验费用、ＤＮＡ 起始量

及实验周期，是一种有效的基因分型方法．

２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基因组学中的应
用

近年来，随着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不断发展，该技

术在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鱼类中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主要应用于系统发育、物种分化、遗传图谱、群
体遗传、进化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以下主要介绍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以上 ５ 个方面研究的应用，
以期为鱼类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２．１　 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鱼类系统发育关系的

研究　 过去人们主要通过形态学对鱼类系统发育

关系进行研究．后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始

使用线粒体基因、核基因片段进行系统发育关系的

研究．但由于形态学、分子标记不同进而导致系统

发育关系的不一致，猜测可能是由于采用的分子标

记单一，不能完整反映物种的系统发育关系．因此，
利用多种分子标记构建系统发育树来解析鱼类的

系统发育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例如，Ｊｏｎｅｓ 等［１９］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解决了先前存在争议的剑尾鱼属

（Ｘｉｐｈｏｐｈｏｒｕｓ）的系统发育关系．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等［２０］利用形态学和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

对 ６４ 个山鳉属（Ｏｒｅｓｔｉａｓ）鱼类进行研究，证实了山

鳉属鱼类的单系性，成功解决了山鳉属鱼类的系统

发育关系．许则滩［２１］ 利用线粒体基因和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解决了形态相似的鲻科（Ｍｕｇｉｌｉｄａｅ）鱼类系统

发育关系问题．Ｄｉａｚａｒｃｅ 等［１６］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显

示了金枪鱼属（Ｔｈｕｎｎｕｓ）为单系群，并非依据形态特

征将其分为两个亚群的结论．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除了用于鱼类系统发育关系的

研究外，还可用于鱼类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历史的研

究．
２．２　 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鱼类物种分化途径的

研究　 物种分化途径是进化生物学的核心问题之

一．而物种分化途径属于同域物种分化还是异域物

种分化一直以来备受争议．此外，并不是所有鱼类

物种都可以找到化石证据进行分歧年代的估算．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
例如，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等［２２］ 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解决了欧

洲鳗鲡 （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和美洲鳗鲡 （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ｒｏｓｔｒａｔａ）的物种分化途径． Ｌｏｎｇｏ 等［２３］ 利用 ＲＡＤ－
ｓｅｑ 技术发现了海鲫科（Ｅｍｂｉｏｔｏｃｉｄａｅ）鱼类是由北

太平洋北部扩张首先在中新世中期 １３ ～ １８ 百万年

前（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Ｍｙａ）的沙地和暗礁环境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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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Ｇａｉｔｈｅｒ 等［２４］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证实了刺尾鱼

属（Ａｃａｎｔｈｕｒｕｓ）物种分歧的主要动力是遗传漂变．
Ｔａｒｉｅｌ 等［２５］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发现热带东太平洋

和热带西太平洋的刺蝶鱼属（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鱼类分

歧于大约 １．５ Ｍｙａ，两个群体具有不同的物种分化

途径．
总之，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可用于解决物种分化途

径，并对物种分歧时间进行估算．但同时还需要结

合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等相关知识对物种分化途径

做进一步的研究．
２．３　 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鱼类遗传图谱的研究

　 遗传图谱是基因或分子标记在染色体上的线性

排列，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是以基因或遗传标记的

重组交换为基础．遗传图谱的构建有助于发现，与
育种、生长、发育、免疫等相关的基因［２６］ ． 例如，
Ｈｏｕｓｔｏｎ 等［２７］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发现了与大西洋

鲑鱼（Ｓａｌｍｏ ｓａｌａｒ）养殖、育种、抗病性相关的基因．
Ａｏ 等［２８］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定位到大黄鱼（Ｌａｒｉｍ⁃
ｉｃｈｔｈｙｓ ｃｒｏｃｅａ）的 １ ２７４ 个免疫相关基因和 １９５ 个低

氧相关基因，对大黄鱼的免疫抗性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Ｓｈａｏ 等［２９］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发现了与日本

牙鲆（Ｐａｒａ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ｏｌｉｖａｃｕｓ）抗鳗弧菌抗性相关的

ｔａｐ１、ｓｔａｂ１、ｃｄ４０ 和 ｃｄ６９ 基因．谢蜜蜜［３０］ 利用 ＲＡＤ
－ｓｅｑ 技术构建高密度遗传图谱，为解析鲇形目鱼

类生长、发育、繁殖、系统进化和环境适应机制提供

了重要遗传资源．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１］ 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

定位到长鳍金鲳（Ｔｒａｃｈｉｎｏｔｕｓ ｂｌｏｃｈｉｉ）的体长、体重

和体高相关基因，对于长鳍金鲳的大小、生长和育

种具有重要意义．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除了在上述鱼类遗传图谱研究

中的应用外，在其他鱼类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

大菱鲆 （ Ｓｃ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 ［３２］、虹鳟鱼 （Ｏｎ⁃
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 ［３３］、 伯氏妊丽鱼 （ Ａｓｔａｔｏｔｉｌａｐｉａ
ｂｕｒｔｏｎｉ） ［３４］、红鼓鱼（Ｓｃｉａｅｎｏｐ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３５］、斑马鱼

（ Ｄａｎｉｏ ｒｅｒｉｏ） ［３６］ 和斑点雀鳝 （ Ｌｅｐｉｓｏｓｔｅｕｓ ｏｃｕｌａ⁃
ｔｕｓ） ［３７］ ．

总之，遗传图谱的构建对鱼类的繁殖、遗传育

种、免疫、生长和环境适应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
为鱼类种质资源的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２．４　 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鱼类群体遗传的研究

　 群体遗传是研究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规律，
旨在了解种群的种群结构、基因流、性比和有效种

群大小来对遗传育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及其合理利

用．例如，Ｃａｔｃｈｅｎ 等［３８］ 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发现三

刺鱼（Ｇａｓｔｅｒｏｓｔｅｕ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的河流种群明显分歧

于海洋种群和淡水种群，并证实了沿海海洋种群和

沿海淡水种群之间有丰富的渐渗杂交．Ｃａｎｄｙ 等［３９］

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发现太平洋细齿鲑（Ｔｈａｌｅｉｃｈ⁃
ｔｈｙ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ｓ）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流可能受到有

限的淡水环境、局限的洄游路途和空间分布格局的

影响．Ｐｅｃｏｒａｒｏ 等［４０］ 利用 ２ｂ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对印度

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黄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 ａｌｂａ⁃
ｃｏｒｅｓ）的种群结构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黄鳍金枪鱼

是独立遗传分化的．Ａｌｔｅｒ 等［４１］ 利用 ｄｄＲＡＤ－ｓｅｑ 技

术揭示了刚果河丽鱼属（Ｔｅｌｅｏｇｒａｍｍａ）种群分歧的

主要动力是水温和地理障碍．此外，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

也应用于地中海鲯鳅（Ｃｏｒｙｐｈａｅｎａ ｈｉｐｐｕｒｕｓ）的保护

和种群性别比例的估算［４２］及海湾海龙（Ｓｙｎｇｎａｔｈｕｓ
ｓｃｏｖｅｌｌｉ）种群分化驱动力的研究［４３］ ．
２．５　 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鱼类进化生物学的研

究　 进化生物学是研究生物进化的科学．研究适应

性进化和平行进化会对生物进化历史有更为全面

的认识．Ｆｏｒｄ 等［４４］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发现纳特隆

湖丽鱼种群是不完全的生殖隔离，并且在进化过程

中经 历 了 趋 异 适 应 过 程． Ｄｉ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等［４５］ 利 用

ｄｄ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发现岩礁鱼类适应性进化的机制

可能是种群栖息地改变所引起的．Ｈｅｎｎｉｎｇ 等［４６］ 利

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解释了大唇朴丽鱼（Ｈａｐｌ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ｃｈｉｌｏｔｅｓ）和红丽鱼（Ｐｕｎｄａｍｉｌｉａ ｎｙｅｒｅｒｅｉ）的适应性形

成过程，并认为维多利亚湖丽鱼生态型进化的原因

是分布在基因组上的多位点选择的结果．此外，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湖鳟鱼（ Ｓａｌｖｅｌｉｎｕｓ ｎａｍａｙｃｕｓｈ）的

表型平行演化［４７］ 和海湾海龙（Ｓｙｎｇｎａｔｈｕｓ ｓｃｏｖｅｌｌｉ）
的性别选择进化［４８］中都得以应用．
２．６　 基于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其他方面的研究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除了以上 ５ 个方面的研究应用

外，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也被用于鱼类生态基因组学的

研究．生态基因组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测量人为改

变环境在生物基因组选择上的影响． Ｌａｐｏｒｔｅ 等［４９］

利用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解释了北大西洋鳗鲡（欧洲鳗

鲡和美洲鳗鲡）在人为有机或重金属污染下的谱

系内多基因选择应答机制．使用不同的污染物对鳗

鲡进行培育（同时进行对照实验）发现固醇类的调

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还

可应用于环境对生物体表型性状改变的研究．

６８２１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ｎｄｘｘｂ．ｙｎｕ．ｅｄｕ．ｃｎ　 　 　 　 　 　 　 　 　 第 ４０ 卷



３　 结论与展望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操作简单，周期短，实验成本

低，同时不受参考基因组的限制．因此该技术已成

为各领域的研究热点．例如，分子育种、基础医学研

究、动植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目前，随着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的飞速发展，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基因组中

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一些显著性成效．
如 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可有效解决缺乏足够遗传标记导

致的系统发育关系存在争议的问题；通过遗传图谱

的构建能找出与育种、生长、发育、免疫等相关的功

能基因；同时能找出与该属鱼类与之相关的高变基

因或形态特征对鱼类物种进行快速鉴别等．总之，
随着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测序和实验成本的进一

步降低，ＲＡＤ－ｓｅｑ 技术在鱼类基因组学中的研究

将会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为鱼类资源的保护

与合理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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