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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论坛

一种中药鉴定ｇＤＮＡ芯片的制备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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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鉴定是中药质量控制系统的首要环节，中药鉴定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了药材品质评价水平。至今，中
药鉴定技术经历着从传统生药鉴定学的细胞和亚细胞水平向遗传物质ＤＮＡ分子水平发展的历程，运用ＤＮＡ芯片
技术进行中药鉴定成为中药鉴定发展的方向之一。介绍了筛选ｇＤＮＡ种特异性探针的抑制性差减微阵列“ＳＳＨ—ａｒ．
ｒａｙ”新技术，该技术是将抑制性差减杂交与基于尼龙膜微阵列杂交相结合。以名贵中药材石斛５个品种作为实验材
料，首先是用抑制性差减杂交获得２个品种之间的ｇＤＮＡ差异片段，然后用这些ｇＤＮＡ差异片段与由所有研究品
种的ｇＤＮＡ制备成的微阵列杂交筛选到某一个品种的种特异性ｇＤＮＡ片段。这些种特异性ｇＤＮＡ探针作为种特
异性探针进行物种鉴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中药鉴定ｇＤＮＡ芯片的方法并对其应用进行了展望探讨。
关键词：中草药鉴定；种质特异性ＤＮＡ探针；ｇＤＮＡ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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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片段的制备：差异片段的制备是按照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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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ＡＧＧＧＣＡＧＣＧＴＧＧＴＣＧＣＧＧＣＣＧＡＧＧＴ一３’），

１．１．２

引物

ＰＣＲ才能有效地扩增差异片段。首先用Ｐｒｉｍｅｒ １进

１（Ｐｒｉｍｅｒ

１）（５ ７一Ｃ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

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Ｃ一３’）和一对套组ＰＣＲ引物１
（Ｎｅｓｔｅｄ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５

７

ＴＣＧＡＧＣＧＧＣＣＧＣ～

两次ＰＣＲ扩增：差减杂交产物需经２次

行第１次扩增，再用Ｎｅｓｔｅｄ
ｅｄ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 １和Ｎｅｓｔ—

２进行第２次扩增。在ＰＣＲ反应中，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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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ｅ）类ＤＮＡ片段能以指数级扩增。而其他形

（氯化钠／柠檬酸钠）、ＳＤＳ（十二烷基硫酸钠）溶液洗

式，如（ａ）、（ｄ）类无引物结合点，不能扩增，（ｂ）类两

涤，进行免疫学检测，那些只与它所代表品种的

端均为同一接头，链内退火优于链间退火。因此，在

ｇＤＮＡ杂交而不与其他４种石斛ｇＤＮＡ杂交的差

链内形成互补结构（发夹或锅柄结构）的可能性和稳

异克隆即为该品种的种特异性探针。５对杂交组合

定性均大于引物与其配对结合的可能性和稳定性。

中种特异性探针的阳性探针筛选率最低７．９％，最

故不能被扩增。使得目标ＤＮＡ片段（ｅ）得到大量的

高１４．６％，平均达到１２．１％（表２）［１引，具有较高的

富集（图１）。

筛选效率。用筛选到的其中两个探针进行了石斛样

１．２差异片段的克隆：用差减ＰＣＲ产物建立一个

本的鉴定，分别来自于铁皮石斛和鼓槌石斛的两个

标准的１０肛Ｌ连接反应体系（１０×Ｔ４
１弘Ｌ，Ｔ—ｖｅｃｔｏｒ
ｌｉｇａｓｅ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ｕｆｆｅｒ

特异性探针均能准确检测出它们的靶目标。
表２种特异性探针的筛选率

１弘Ｌ，差减ＰＣＲ产物７弘Ｌ，Ｔ４ＤＮＡ
Ｔａｂｌｅ ２

１肛Ｌ），在１６℃连接过夜。连接物转化大肠杆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ｅ

菌，挑取白色重组子克隆，挑取的克隆转入含有ＬＢ
培养基的９６孑Ｌ培养板中，在３７℃和２００～２５０ ｒ／
ｍｉｎ条件下振荡培养过夜。
１．３差异克隆的标记：取０．５弘Ｌ培养饱和菌液加
入到反应体积为５０ ｕＬ／孑Ｌ的９６微孔板中（１ ｖｍｏｌ／
Ｌ

ＤＩＧ—Ｎｅｓｔｅｄ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

２、０．１

Ｕ／ｐ．Ｌ

１、１／ｕｍｏｌ／Ｌ
Ｔａｑ

Ｎｅｓ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２００

２

以尼龙膜为支持材料，建立了中药鉴定ｇＤＮＡ

ｔｉ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ｓ）扩增标记差减克隆，这里采用
Ｎｅｓｔｅｄ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

１和Ｎｅｓｔｅｄ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

２代

中药鉴定ｇＤＮＡ芯片制备主要技术流程

芯片主要技术流程（图２）。

替Ｔ—ｖｅｃｔｏｒ的正反引物来扩增重组克隆，大大的提

２．１大量的种特异性探针筛选：寻找、筛选中药的

高了阳性克隆率，阳性克隆率最低７８．１％，最高

种特异性ＤＮＡ序列即探针是ＤＮＡ芯片技术能否

８４．６％，阳性克隆率平均达到８２．３％。差减杂交组

成功应用于中药鉴定的关键。要实现ＤＮＡ芯片技

合及阳性克隆率见表１［１

术鉴定中药，必须获得大量的种质特异性探针，在此
３｜。

基础上才能开展ＤＮＡ芯片中药鉴定。如前所述，以

表１抑制性差减杂交阳性克隆率
Ｔａｂｌｅ

１

迭鞘石斛、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ｌｏｎｅ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ＳＳＨ

品种差减克隆Ｔｅｓｔｅｒ咖ｒ阳性魅≮嚣

为实验材料，以尼龙膜为支持材料，用“ＳＳＨ—ａｒｒａｙ”
技术成功筛选到了一定数量的种质特异性探针。
２．２种质特异性探针制备ｇＤＮＡ芯片（ｇＤＮＡ微

铁皮石斛

１９２

铁皮石斛迭鞘石斛

１６１

８３．８

金钗石斛

１９２

金钗石斛迭鞘石斛

１６６

８６．４

鼓槌石斛

１９２

鼓槌石斛流苏石斛

１５８

８２．３

性探针点样在尼龙膜上，９８℃烘烤２０ ｍｉｎ将其固

堕莶互型堡鏖互型

！！！

！！：１

定在膜上，可使用未纯化的ＰＣＲ产物探针点样，其

亟莶互型
１．４

！！！

ｇＤＮＡ微阵列的制备：通过ＳＳＨ只能获得不

阵列）：使用人工或标准机器点样仪将获得的种特异

点样过程比点样到其他固相支持物表面更简单。

同种两两之间差异克隆，而不能获得某一品种的特

２．３待鉴样品ＤＮＡ的提取、扩增及标记：待鉴样

异性片段。为了筛选到某一品种的特异性探针，将提

品ＤＮＡ的提取与进行种质特异性探针筛选时方法

取的５种石斛，即迭鞘石斛、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鼓

相同。ｇＤＮＡ用Ｒｓａ Ｉ酶切后，连接接头３（Ａｄａｐｔｏｒ

槌石斛、流苏石斛的ｇＤＮＡ，用Ｒｓａ Ｉ酶切后，加入

３）

变性液（０．５ ｍｏｌ／Ｌ

３‘），用ＤＩＧ标记的引物３（ＤＩＧ—ｐｒｉｍｅｒ ３）（５’一ＡＧＧ—

ＮａＯＨ，１．５

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变性，

（５ ７一ＡＧＧＣＡＡＣＴＧＴＧＣＴＡＴＣＣＧＡＧＧＧＡＡ一

７）扩增标记，

点佯并固定在尼龙膜上制备成ｇＤＮＡ微阵列用于

ＣＡＡＣＴＧＴＧＣＴＡＴＣＣＧＡＧＧＧＡＡ一３

杂交筛选。

其标记的ＰＣＲ产物直接用于杂交鉴定。

地高辛（ＤＩＧ）标记的差减克隆与ｇＤＮＡ微阵

２．４检测样品ＤＮＡ与芯片杂交：杂交过程与ＤＩＧ

列的杂交筛选：ＤＩＧ标记的差减克隆在９８。Ｃ变性，

标记的差异克隆与ｇＤＮＡ微阵列的杂交筛选一样，

变性后的克隆和经６０℃预杂交的含有ｇＤＮＡ微阵

ＤＩＧ标记的检测样品ＤＮＡ在９８℃变性，变性后和

列的尼龙膜在６２℃杂交过夜。经适当浓度的ＳＳＣ

经６０℃预杂交的含有ｇＤＮＡ种特异性探针微阵列

１．５

·９６４·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的尼龙膜在６２℃适度杂交。经适当浓度的ＳＳＣ、

Ｉ！竺兰兰！！竺！

ｏ

ＳＤＳ溶液洗涤，进行免疫学检测。与膜上ｇＤＮＡ种

Ｉ识别４个碱基（ＧＴＡＣ）的ＲｓａＩ酶酶切，产生长度为１５０—５００

的平头末端双链ＤＮＡ，晰

匪亟茎Ｔ１

ｏ

将其分为２份（＿ｌｆ

特异性探针微阵列杂交的检测样品ＤＮＡ用剥离液
ｂｐ

ｆ

ｏ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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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匪鄯蛰ＰＤｒｉｖｅｒ
）

剥离后，膜阵列可以重复使用４～５次。
２．５结果检测与分析：待鉴样品ＤＮＡ与ｇＤＮＡ微
阵列杂交后，经化学发光或荧光扫描检测得到杂交
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确定物种属性。
３“ＳＳＨ—ａｒｒａｙ”ｇＤＮＡ阵列技术的特点与中药鉴
定ｇＤＮＡ芯片的应用展望
３．１

方便的可操作性：不论是标记的差异克隆与膜

微阵列杂交筛选种特异性探针，还是待鉴样品ＤＮＡ
和膜微阵列杂交鉴定，杂交和洗膜在高严紧条件下

进行以抑制非特异性杂交，最大限度的降低背景干
扰。可用未纯化探针或标记的待鉴样品ＰＣＲ产物进
行点样和杂交。微阵列可重复杂交３～５次，相对成
本较低，一般要求较低专业化和成本的仪器及试剂，
在一般条件下的实验室就可开展工作。
３．２可靠的探针载体：种特异性探针是在整个基因
组水平上筛选，ｇＤＮＡ的信息量大，存在大量的不同
分子标记区，且不受外界因素和生物发育阶段及器
官组织差异的影响，每一个体的任一体细胞均含相
同的遗传信息，为在基因组水平上寻找获得种质特
异性探针提供了技术保证。
３．３

中药物种的有效鉴定：筛选到的大量的种特异

性探针在大肠杆菌中进行克隆繁殖，可点样于玻片
或尼龙膜上制备成低成本、高通量鉴别多种中药材

僵雾

物种及真伪的中药材种质鉴定ｇＤＮＡ芯片，可解决
一些同属多来源的植物药（如贝母类）、动物药（如蛇
类、龟板鳖甲类）和一些贵重中药（如麝香类、燕窝
类）及其伪品等的鉴定问题，对中药的安全用药和质
量控制，促进中药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４

中药材种间、真伪鉴别系统基因库标准基因图

谱建立：如果以此获得的大量种特异性探针为基础，
可对中药的基因组特征进行全面研究，为探索中药
的遗传进化和生物学分类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从
而建立中药材种间、真伪鉴别的系统基因库标准基

［二二巫［］臼Ｉ
ｏ

Ｕ——一
７髫嚣Ｉ

一

图２
Ｆｉｇ．２

中药鉴定ｇＤＮＡ芯片制备主要技术流程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ＤＮＡ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ＣＨ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因图谱。
３．５道地药材的鉴别：道地药材的产生除了与药材
特定的生长环境和特殊的采收加工技术有关外，还
与该道地药材产区内这一物种的地方种群或居群中
遗传上的特殊性有关，找出道地药材的特异性
ｇＤＮＡ序列，建立特定的杂交图谱，即可区分道地药
材与非道地药材。并且可通过对获得的大量探针的
（下转第９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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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醚脱脂，然后用醋酸乙酯萃取，回收溶剂得浸膏

１４８。ＩＲ艘ｃｍ～：３

１１５

１ ３８０，１

ｇ，经硅胶柱色谱分离，以环己烷一醋酸乙酯、氯

仿一甲醇系统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Ｉ～Ⅵ。

４３０，２ ８４６，１ ６６０，１ ５９８，１ ５８４，

２８５，８４０。其１Ｈ—ＮＭＲ及１３Ｃ—ＮＭＲ数据与文

献报道一致［７］。

３结构鉴定

ｐ谷甾醇（Ｖ）：无色片晶，ｍｐ １３９～１４０℃，与

ｐ香树脂醇（Ｉ）：白色针晶（甲醇），ｍｐ １９４～

对照品ＴＬＣ、ＩＲ一致。

１９６℃。ＭＳ（ｍ／ｚ）：４２６（Ｍ＋），４１１，２４７，２１８（１００），

２０３，１８９，１３５，１２１，６９，５７。ＩＲ％ＫＢ；ｒ ｃｍ～：３
１ ６０６，１ ５１２，１ ４５０，１ ２８１，１ ２２９，１

２３２，１ ６２８，

０６７。其１Ｈ—ＮＭＲ

胡萝ｂ苷（ｖｉ）：白色粉末，ｍｐ
对照品ＴＬＣ、ＩＲ一致。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Ｌａｎ Ｍ．Ｈｅｒｂ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滇南本草）［Ｍ］．Ｖｏｌ

及１３Ｃ—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口］。

２．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７．

齐墩果酸（Ⅱ）：白色针晶（甲醇），ｍｐ＞３００℃。

Ｅ２３

ＭＳ（ｍ／ｚ）：４５６（Ｍ＋），４３８，４２３，３９５，２４８（１００），
２３３，２０８，１９０，１３３。ＩＲ蠖Ｂ。。ｒ ｃｍ：３

３６０，２ ９４０，ｌ ６９５，

１ ４６０，１ ３７５，１ ３１０，１ ２６５，１ ２２５，１

２８５℃，与

２８０

０３０，９９０。与齐墩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Ｅ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６．

［３］Ｚｈｕ Ｇ Ｐ．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ａ
Ｉｎ＇ｆｌｏｒａ［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１９９１，２２
（３）：１２７．

［４］Ｈｅ Ｒ Ｙ，Ｗａｎｇ Ｊ Ｙ，Ｚｈａｎｇ Ｗ Ｊ．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ａ

果酸对照品ＴＬＣ、ＩＲ、ＭＳ一致。

Ｉｎ＇ｆｌｏｒａ口］．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 Ｊ（中国药学杂志），１９９３，２８（９）：

５一去甲基橘黄素（Ⅲ）：浅黄针晶（甲醇），ｍｐ
１４５～１４６℃。ＭＳ（ｍ／ｚ）：３８８（Ｍ＋），３８７，３７３（１００），

５３６—５３７．

［５］Ｚｈｏｎｇ Ｈ Ｊ，Ｌｕｏ Ｓ Ｄ，Ｗａｎｇ Ｈ Ｙ，ｅｔ ａ１．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３５９，３４５，２１１，１８３，１６２，１４７，１３７。ＩＲ燃ｃｍ～：
３ ４４０，１ ６５５，１

５６０，１ ３４０，１

２８０，１ １００，１

０５０。其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ｒｅｐｉｓ ｐｈｏｅｎｉｘ

［６］

Ｉ－Ｊ］．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Ｙｎｎａｎ（云南植物研
究），１９９９，２１（４）：５３１—５３４．
Ａｎｓａｒｉ Ｍ Ａ，Ｂａｒｒｏｎ Ｄ，Ａｂｄａｌｌａ Ｍ Ｆ，ｅｔ ａ１．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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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ａ［Ｊ］．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１，

３０（４）：１１６９—１１７３．

１Ｈ—ＮＭＲ及”Ｃ—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６］。
百里香素（１Ｖ）：浅黄针晶（甲醇），ｍｐ ２２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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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ｇ

综合分析研究，为由于遗传上的差异性造成的道地
药材和非道地药材质量差异的研究、以及优质中药

ｆｒｏｍ Ｔｈｙｍｕ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８２，２１（１０）：２５８１—２５８３．

℃。ＭＳ（ｍ／ｚ）：３６０（Ｍ＋），３４５（１００），１９７，１６９，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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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ｒｏｕｃｋｅ Ｃ，Ｄｏｍｍｉｓｓｅ Ｒ，Ｅｓｍａｎｓ Ｅ，ｅｔ ａ１．Ｔｈｒｅｅ

Ｉ－７］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材种质的筛选和育种栽培研究提供信息资源。

ｕｓｉｎｇ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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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ｘｔｕｒｅ［Ｊ］．Ｒｅｓ Ｍｉｃｒｏｉｎ＇ｏｌ，１９９７，１４８：６４９—６５９．
Ｂａｎｓａｌ Ｎ Ｓ．ＭｃＤｏｎｅｌｌ 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ＮＡ ｆｉ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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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７，３５（９）：

２３１０—２３１４．

３。６

复方制剂中单味药材的检出：中药复方制剂中

Ｅ８］

Ｔａｎｎｏｃｋ Ｇ

Ｗ，Ｔｉｌｓａｌａ—Ｔｉｍｉｓｊａｒｖｉ Ａ，Ｒｏｄｔｏｎｇ Ｓ，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可以此为基础制备出高通量中草药ｇＤＮＡ芯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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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ｔｒａｃｔ，ｓｉｌａｇｅ，ａｎｄ ｙｏｇｈｕｒｔ ｂｙ
ｓｐａｃｅｒ

可达到鉴别的目的。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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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ｉｏｎｅｌｌａ

单味药材的检出，用传统的鉴别方法时常难以奏效，
如果获得大量的不同药材的特异性ＤＮＡ探针，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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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中国药科大学李萍教授对该项工作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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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Ｐｌａｎｔ

ａｓｓ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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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ｉｏｎｅｌｌ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Ｊ］．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８，３６：１５６０—１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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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ｉ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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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６Ｓ一２３Ｓ ｒＲＮＡ

Ｉｎｔ 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１９９４，１５５：７１６—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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