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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花粉母细胞压片技术和减数分裂观察 

 

实验目的 

掌握花粉母细胞压片技术，观察并熟悉减数分裂各个时期的特征及染色体的形态、数目

的变化，为研究遗传基本规律奠定细胞学基础。 

 

实验说明 

减数分裂是形成性细胞前在性母细胞中进行的一种特殊方式的细胞分裂，是由连续两次

有丝分裂所组成的过程，通过减数分裂，体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将比原来减少一半，如水稻

n=12，玉米 n=10，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可以详细地观察到染色体的形态、数目、组成和染

色体的鉴定和分析，在杂交育种中可以通过观察染色体配对的行为特征，鉴定是否远缘杂种、

真假杂种和探求杂交不孕的原因；还可以通过染色体形态特征和染色体行为的变化，观察和

分析生物的异常生长发育以至遗传性变异，如植物的雄性不育花粉败育及各种环境因素（物

理、化学等）对于染色体的损伤引起的各种畸变等。 

观察减数分裂通常用压片法，即将材料挤压，使细胞平铺在载玻片上，这种方法不仅快

速和简易，而且在细胞中看到整套染色体，由于核膜压破、染色体分散，细微结构也看得清

楚。压片材料一般经过固定染色，固定能使细胞保持生活状态和细微结构，固定剂的种类很

多，一般压片法，常用卡诺固定液、染色能使染色体明显，主要采用碱性染料，常用醋酸洋

红染色法，石炭酸品红染色法……等。 

 

实验用品 

1、药品和用具 

显微镜、解剖针、载玻片、盖玻片、绸布、吸水纸、镊子、培养皿、烧杯、量筒、三脚

架、酒精灯、冰醋酸、石炭酸、甲醛、无水酒精、碱性品红。 

2、固定液的配制 

卡诺固定液（冰醋酸:无水乙醇=1:3） 

3、染色剂的配制 

石炭酸—品红（Carbol fuchsin） 

原液 A：称取 3 克碱性品红溶于 100 毫升 70%酒精中（此液可以无限期的保存） 

原液 B：取 10 毫升原液 A 加入 90 毫升 5%的石炭酸水溶液（2 周内使用） 

染色液：55 毫升原液 B 加 6 毫升冰醋酸和 6 毫升 37%的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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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一）材料的固定：玉米和水稻 

1、取样 

玉米是在雄穗尖端露出以前 7~10 日进行固定，这时，可用手指由喇叭口顺下挤捏叶鞘，

捏及有松软感时，即是雄花序所在部位，以刀片纵向划一切口，取出数条花检查，如先端小

穗颖长 3-4 毫米时就取样。 

水稻是在剑叶叶耳与下一叶耳相平或稍高，即颖花长度差不多为发育完全时的 1/2，花

约略呈黄色时，花粉母细胞进入减数分裂，这个时期平穗较好，但不同品种、季节略有差异。 

2、固定时间 

玉米和水稻在厦门地区可在上午 6:00~9:00 进行。 

3、固定方法 

取样后立即投入刚配制的卡诺固定液中，并摇动瓶子使固定液迅速进入材料的细胞组

织，材料过大应剪去数段后固定，固定时不要曝晒，固定的材料 好放于低温处。 

固定 60 分钟后，用 95%酒精洗两次，直到没有醋酸气味为止，做法上首先倒去固定液，

注入 95%的酒精放置约 10 分钟便倒去，再注入 95%酒精，放置约 10 分钟，再倒去后注入

80%酒精，放置 10 分钟后倒去，再注入 70%酒精便可长期保存。 

（二）压片和观察 

1、玉米花粉母细胞压片 

先将雄穗分枝置于培养皿中，加入少许保存液，以防干去，然后用解剖针从适当大小的

小花内挑出花药 2 个，置于吸水纸上，除掉酒精，再放在载玻片上，加一滴石炭酸—品红染

色液，持解剖针横切花药，再用针头轻压，挤出花粉母细胞，尽量挤净，立刻加上盖玻片，

否则可用绸布擦去，盖上玻片时，不必施加压力，有多余的染液时，可用吸水纸吸去，但盖

上玻片后，不能来回移动。 

烘烤压片是一项很重要技术，但盖上玻片后，不能来回移动。比较烘烤前面细胞质与

染色体的着色情况。通常将片子在酒精灯光焰上来回移动，直到气泡逐渐扩大时为止，烘烤

要反复多次进行，可使细胞染色尽量褪去，染色体得到充分鲜明的着色，如染色过深，可以

在盖玻片边缘注一滴 45%的冰醋酸，而在相对的边缘用吸水纸吸收在盖玻片下流动的染色

液，直到胞质脱色而染色体仍清晰可见为止，如材料比较理想，可用石蜡（溶入 1/3 松香）

粘胶把盖玻片四周密封起来，写上材料的号码和分裂时期，即可作为临时保存在观察之用，

如制永久片，可以将玻片放在 CO2 干冰或生物切片半导体冰冻机上，待玻片结冰后，取出

玻片，用刀片迅速揭开盖玻片，放在空气中干燥数天，用油液胶封固。 

2、水稻花粉母细胞压片 

先在解剖镜下镜检确定减数分裂期的颖花外形，挑选颖花数杂置载玻片上，加少量石炭

酸—品红液，剔除其他部分，留下花药，用解剖针将花药横压成 2—4 段，加上盖玻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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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镜检，若染色太淡，可在盖玻片边缘加一滴染液，让它渗进去继续染色并进行烤片，静

置 1—2 分钟再压片，即可获得较清楚的制片。 

3、减数分裂过程的观察 

以玉米为主，与水稻、蚕豆等示范比较。 

各分裂时期的要点 

第一次分裂 

前期Ⅰ：时间长且较复杂，一般分下列五期 

（1）细线期：这是减数分裂的开始时期，细胞体积迅速增大染色体呈丝状，首尾不分，绕

成一团。 

（2）偶线期：同源染色体配对，叫做联会，首先由端部开始，在配对完成时，同源染色体

各个相对应的部分准确的结合在一起，此时期很短，往往不易找到。 

（3）粗线期：配对的染色体缩短变粗，染色体的个体性也较鲜明，能够根据染色体的相对

长度等特征加以区分。由于每条染色体已复制成两条染色单体，叫姐妹染色单体，通过着丝

点连接起来，这样配对的同源染色体中就含有四条染色单体。 

（4）双线期：染色体缩得较粗较短，同源染色体开始互相排斥，成对分开构成双价体，但

不是完全分开，由于同源染色体间发生局部交换，因此在定距离间出现了交叉结。 

（5）终变期：染色体浓缩变得更为粗短，交叉结向端部移动，核仁和核膜消失，这时观察

染色体 为清楚，便于计数。 

中期Ⅰ：细胞中出现纺锤丝，染色体排列在赤道面上，每一双价体得成对染色体各有一个着

丝点，它们相对排列在赤道区的两侧，而它们的染色体臂则朝向在赤道面方位上，

各同源染色体的两个成员朝向哪一极是随机的，所以在不同性母细胞中，此期染色

体的排列就有极大变化。 

后期Ⅰ：同源染色体随纺锤丝而分开向两极移动。由于染色体的着丝点没有分裂，所以每个

子核只接受半数染色体，形成单倍性核，染色体在后期的趋向与中期染色体在赤道

面上的排列有关。 

末期Ⅰ：染色体至两极后，凝缩成一团，核膜、核仁重新出现，形成两个子核，这时的植物

（如水稻、玉米等）细胞质发生分裂，形成两个细胞，但在蚕豆、烟草等植物中，

两个核仍停留在共同的细胞质中。 

第二次分裂 

前期Ⅱ：经过短暂间期后的核内，每个二分染色体又开始明显缩短起来，末了核膜再次消失。 

中期Ⅱ：细胞中出现纺锤体，染色体排在赤道面上，着丝点分裂，每姐妹染色体成独立的染

色体。 

后期Ⅱ：每个染色体已分离的姐妹染色单体彼此分开，移向两极。 

末期Ⅱ：新核形成，胞质分裂，每个花粉细胞至此形成四个新细胞，叫四分体或四分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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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每人至少作出二张良好的临时片。 

2、 绘出下列各分裂时期的简图。 

（1）终变期     （2）中期Ⅰ     （3）后期Ⅰ 

（4）中期Ⅱ     （5）后期Ⅱ     （6）四分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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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植物染色体根尖压片技术 

实验原理 

植物根尖的分生细胞的有丝分裂，每天都有分裂高峰时间，此时把根尖固定，经过染色

和压片，再置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大量处于有丝分裂各时期的细胞和染色体。 

 

实验目的 

根尖染色体压片法，是观察植物染色体 常用的方法，也是研究染色体组型、染色体分

带、染色体畸变和姊妹染色单体交换的基础。 

 

实验材料 

大蒜（Aillum sativum）、洋葱（Aillum cepa）的鳞基或蚕豆（Vicia faba）的种子。 

 

实验器具和药品 

1、用具：染色板，载玻片，盖玻片，指管，温度计，试剂瓶，滴瓶，镊子，解剖针，毛边

纸。 

2、药品：无水酒精，70%酒精，冰醋酸，对二氯苯或秋水仙素，醋酸钠，碱性品红，石炭

酸，甲醛，山梨醇，纤维素酶，果胶酶，中性树胶或油派胶（Euparal），二甲苯。 

a 卡诺固定液的配制：用 3 份无水酒精，加入 1 份冰醋酸（现配现用）。 

b 酶液的配制：以 0.1mol/L 醋酸钠为溶剂，配成纤维素酶（2%）和果胶酶（0.5%）的

混合液。 

c 染色液的配制：配方Ⅰ.石炭酸品红（Carbol.fuchsin），先配母液 A 和 B。 

d 母液 A：称取 3g 碱性品红，溶解于 100mL 的 70%酒精中（此液可长期保存）。 

e 母液 B：取母液 A 10mL，加入 90mL 的 5%石炭酸水溶液（2 周内使用）。 

f 石炭酸品红染色液：取母液 B 45mL，加入 6mL 冰醋酸和 6mL 37%的甲醛。此染色

液含有较多的甲醛，在植物原生质体培养过程中，观察核分裂比

较适宜，后来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良的配方Ⅱ，称改良石炭酸品

红，可以普遍应用于植物染色体的压片技术。 

g 配方Ⅱ：改良石炭酸品红。取配方Ⅰ石炭酸品红染色液 2-10ml，加入 90-98ml45%的

醋酸和 1.8g 山梨醇（sorbitol）。此染色液初配好时颜色较浅，放置二周后，

染色能力显著增强，在室温下不产生沉淀而较稳定。 

 

实验说明 

1、 根尖由于取材方便，是观察植物染色体 常用的材料，有些植物种子难以发芽，或

仅有植株而无种子，也可以用茎尖作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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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细胞分裂周期的长短不尽相同，通常在十到几十小时之间，温度明显地影响分

裂周期，对于一个不太熟悉的实验材料， 好在特定温度下长根，掌握有丝分裂高

峰期，以便得到更多的有丝分裂的细胞。 

3、 前处理的目的是降低细胞质的粘度，使染色体缩短分散，防止纺锤体形成，让更多

的细胞处于分裂中期，一般在分裂高峰前，把根尖放到药剂中处理 3-4 小时。可处

理的药剂很多，如秋水仙素、对二氯苯、8-羟基喹啉等。 

4、 解离的目的是使分生组织细胞间的果胶质分解，细胞壁软化或部分分解，使细胞和

染色体容易分散压平，解离方法有酸解法和酶解法。 

（1） 酸解法是用盐酸水解根尖，步骤简便、容易掌握，广泛应用于染色体计数、

核型分析和染色体畸变的观察。根尖分生组织细胞的染色体还包在细胞壁

中间。 

（2） 酶解法常用于染色体显带技术或姊妹染色单体交换等项研究，通过解离和

压片，使分生细胞的原生质体，能够从细胞壁里压出，再经过精心的压片，

使染色体周围不带有细胞质或仅有小量细胞质，致使多项制片措施直接作

用于染色体。 

 

实验步骤 

（一）将大蒜或洋葱的鳞基，置于盛水的小烧杯上，放在 25℃温箱中，待要长到 2cm 左右

时，在上午九时摘下根尖，放到对二氯苯饱和水溶液，或 0.02%秋水仙素溶液中，浸泡处理

3-4 小时。 

（二）经过前处理的根尖，再放到卡诺固定液中，固定 24 小时。固定材料可以转入 70%酒

精中，在 4℃冰箱中保存，保存时间 好不超过二个月。 

（三）这里介绍两个解离方法，可以根据实验需要选择使用。 

1、酸解：从固定液中取出大蒜或洋葱根尖，用蒸馏水漂洗，再放到 0.1mol/L HC 中，在 60

℃水浴中，解离 8-10 分钟，用蒸馏水漂洗后，放在染色板上，加上几滴改良石炭酸品红染

色液，根尖着色后即可压片观察。 

2、酶解：取大蒜或洋葱的固定根尖，放在 0.1mol/L 醋酸钠中漂洗，用刀片切除根冠以及处

长区（根尖较粗的蚕豆，可以把根尖分生组织切成 2-3 片），把根尖分生组织放到醋酸钠配

制成的纤维素酶（2%）和果胶酶（0.5%）的混合液中，在 28℃温箱中解离 4-5 小时，此时

组织已经被酶液浸透而呈淡褐色，质地柔软而仍可用镊子夹起，用滴管将酶液吸掉，再滴上

0.1mol/L 醋酸钠，使组织中的酶液渐渐渗出，各方面换入 45%醋酸。 

酶解后的根尖，如作分带或姊妹染色单体交换，可用 45%醋酸压片，如作核型分析或

染色体计数等常规压片，可放在改良石炭酸品红中染色，经过酶处理的组织染色速度快。 

（四）压片，把染色后的根尖放在清洁的载玻片上，用解剖针把根冠及延长区部分剪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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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少量染色液，并盖上盖玻片。一个解离良好的材料，只要用镊子尖轻轻的敲打盖玻片，分

生组织细胞就可铺展成薄薄的一层，再用毛边纸把多余的染色液吸干，经显微镜检查后，选

择理想的分裂细胞，再在这个细胞的附近轻轻敲打，使重叠的染色体渐渐分散，就能得到理

想的分裂相，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掌握以下几点： 

1.压片材料要少，避免细胞紧贴在一起，致使细胞和染色体没有伸展的余地。 

2.子敲打盖玻片时，用力要均 ，若在压片时稍不留意，使个别染色体丢失，而被迫放

弃一个良好的分裂相的细胞。 

（五）封片。把压好的玻片标本，放在干冰或冰箱结冰器时冻结。然后用刀片迅速把盖玻片

和载玻片分开，用电吹风把玻片吹干后，滴上油派胶加上盖玻片和载玻片封片，或经二甲苯

透明后，滴中性树胶，加盖玻片封片，做成永久封片。 

 

结果 

拍摄根尖染色体的分裂相。 

 

参考文献 

1.O.L.盖博格，L.R.韦特主编.植物组织培养方法.科学出版社，1980 

2.朱澂主编.植物染色体及染色体技术.科学出版社，1982 

3.C.D 达林顿，L.F.拉柯著.染色体处理.科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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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果蝇的形态观察及生活史 

 

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美国生物学家、遗传学家。约从 1909 年始，以果蝇为

材料进行遗传学研究，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主要成就包括：确立了染色体遗传理论，

发现了连锁遗传定律等。1933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遗传学实验中经常面临着选择材料和选择方法的问题。在研究材料已确定的条件下，

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始主要问题。反之，在明确研究问题的情况下，寻找一种合适的物种就

是一个关键问题。一般说来，理想的遗传学实验材料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所选物种 好是二倍体，染色体基数甚少。 

•具有较多可观察、测定的变异性状，相对性状之间差异明显。 

•交配可以控制，可以按实验目的自由选择亲本进行杂交。这对我们系统研究一种生物的遗

传规律是很有利的。 

•世代周期短。这样我们获得实验结果的周期也短。 

•一次交配产生的子代个体多。突变性状产生的频率通常较低，子代群体大则增加了获得这

些突变体的机会。从一个大群体中获得的结果也更准确、可靠。 

•易于管理。所选的生物应易于饲养、培养或种植，且管理费用不高。 

     

选用符合上述条件的实验材料，往往可以将问题化难为简，做到事半功倍。所以在遗传

学研究中，我们通常选择果蝇（Drosophila）、玉米（Zea）等而不选择大象、加利福尼亚的

巨杉。这个策略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逻辑假设：不同的生物中存在着相同的生命运动规律。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假设对大部分生物来说是成立的。孟德尔在豌豆中发现的定律，在果

蝇中同样可以见到。 

果蝇是遗传学实验中 常用的动物。属于昆虫纲（Insecta）、双翅目（Diptera）、果蝇

科（Drosophilidae）、果蝇属（Drosophila）。全球均有分布，现已发现 3000 多种。遗传学

研究通常用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约在 1909 年，摩尔根（Thomas H.Morgan）

开始用果蝇做遗传学实验。在前后 30 余年时间里，他与他的学生、同事利用这种昆虫解决

了一系列重大的遗传学问题。摩尔根等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他的选材。因为果蝇作为

遗传材料具有很多突出的优点：染色体数目少，2n=8；具有许多可遗传的突变性状；世代周

期短，在 25℃下约 9～10 天就能完成一个世代；个体小，易于饲养，培养费用低廉；繁殖

能力强，可以产生较大的子代群体供观察、统计及遗传分析。正因为如此，果蝇至今仍是遗

传学、细胞学、发育生物学等研究中 好的模式动物。 

寻找实验材料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材料，而能否很好地利用材料则取决于我们对实验

材料的了解程度。要顺利完成一个遗传实验，至少得弄清以下问题：①该生物如何饲养或种

植，有哪些环境因子将影响它们的生长和繁殖。因为我们首先要保证生物能够很好地生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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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繁衍后代，必要时还要利用某些因素促进或延缓其生长。②生活周期与生殖特性，遗传

育种实践中采用的杂交方式以及保证杂交成功的各种措施因生殖方式、特性之不同而不同。

因此，生活周期与生殖特性的知识对保证成功的杂交是必要的。③该生物有哪些可以利用的

突变性状。 

在这学期的遗传实验中，我们将以果蝇为材料，花费约５周的时间，完成一系列的杂交

实验。在开始这个“长征”之前，需要先了解有关果蝇的一些基本生物学知识，学会识别雄

雌，认识几种性状，并掌握饲养的方法。 

 

实验材料、器具和试剂 

1 每一个学生 

体视显微镜（又称“解剖镜”或“实体显微镜”）、白色塑料板或硬纸板（约 7cm*12cm）、

小毛笔或解剖针、麻醉瓶①、培养皿、滤纸条。 

如无体视显微镜，可以将麻醉的果蝇倒在一张载玻片大小的白色硬纸板上，放在低倍显微镜下

观察（此时不用显微镜的底光源而用侧光源）。 

每小组（两个或四个学生） 

饲养的原生型果蝇，表型为黑檀体、残翅、三隐性（白眼、小翅、焦刚毛）的突变型果

蝇原种；其他果蝇两种； 

乙醚（装在滴瓶中）；尸体盛留器（取一容器，内装 70%的乙醇或自来水即成）。 

整个实验班 

两个生化培养箱或能将温度稳定地控制在 10~30℃范围内的类似设备；高压蒸汽灭菌锅

或 好温度可达 160℃左右的烘箱 1~2 个、培养瓶；配制果蝇培养基的药品：玉米粉、蔗糖

（食用白砂糖即可）、酵母粉（市售酵母粉即可）、丙酸、琼脂、水（蒸馏水或自来水均可）。 

 

实验步骤 

果蝇麻醉及观察的方法 

选择亲蝇进行杂交或观察果蝇的性状时。都要先将果蝇麻醉。使之处于不活动状态。麻

醉果蝇的操作步骤如下。 

1、准备好培养瓶、麻醉剂及乙醚。轻拍瓶壁，让果蝇震落到培养基上。如瓶塞上附着

果蝇，则稍稍晃动瓶塞，并将它们拍落到培养基上。 

2、拔去麻醉瓶与培养瓶塞，迅速将培养瓶口倒扣在麻醉瓶口上。轻拍培养瓶让果蝇落

入麻醉瓶中（如果培养基已很稀松，则切无倒扣，应将两瓶口横着对接，小心地将果蝇驱入

麻醉瓶）。当麻醉瓶中果蝇的数量足够时，将两瓶迅速分开各自盖好。 

3、把麻醉瓶中的果蝇拍落瓶底，拔出瓶塞，在塞子上滴几滴乙醚，重新塞入麻醉瓶。

麻醉约办分钟后果蝇便不再活动，纷纷落入瓶底，麻醉即告完成，此时果蝇的翅膀是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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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麻醉可使果蝇死亡，麻醉而死的果蝇翅膀外展，与身体垂直。 

4、将麻醉的果蝇倾倒在一张干净的白纸板上，置于体视显微镜下用小毛笔或解剖针轻

轻地拨动观察；或按前文所述方法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在观察过程中果蝇苏醒过来，

可用一培养皿罩住果蝇，再在一滤纸条上滴一滴乙醚伸入培养皿中，形成一个临时麻醉小室

再行麻醉。 

如果观察后果蝇不再需要，则将它们倒入尸体盛留器中。把麻醉的果蝇移入新的培养瓶

时，应将瓶横卧，用毛笔将果蝇轻轻挑入，待其苏醒后再将培养瓶竖起，以免果蝇粘在培养

基上导致死亡。 

 

果蝇的生活周期 

果蝇属完全变态的昆虫，一个完整生活周期可分为卵、幼虫、蛹和成虫 4 个明显的时期

（图 1-1，图 1-2）。在 25℃下，成蝇一般在交配一=两天后即开始产卵。卵长约 0.5mm，白

色椭圆形，前端背面有一对触丝使卵能附着在食物或瓶壁上。受精卵在 24 小时内就可以孵

化成幼虫，幼虫经两次蜕皮成为三龄幼虫。三龄期幼虫生活四天左右开始化蛹。化蛹前三龄

幼虫停止摄食，爬到相对干燥的表面上（如培养瓶壁），逐渐形成一个菱形的蛹。从蛹壳中

羽化出来的果蝇 8～12 小时即可交配，交配后精子可在雌蝇的受精囊中贮存一段时间，然后

逐渐释放到输卵管中。所以，在杂交实验中母本必须选用未交配的雌蝇（处女蝇）。 

 

实验一  果蝇的性别鉴定、性状观察及饲养方法 

按实验方案，选择一个果蝇生长良好、含有较多即将羽化的蛹的培养瓶，清除其中所有成

蝇。清除成蝇后的 12 小时（8 小时更为可靠）内，从该瓶中收集到的雌蝇即为处女蝇。灵

活地安排收集的时间，例如，可以在第一天晚上 8:00 清除培养瓶中所有成蝇，第二天早上

7:00 左右收集一次，晚上 8:00 左右再收集一次。反复收集直至足够应用为止。处女蝇单独

存放在一个新的培养瓶中。如果仍不放心，还可以在晚上收集完处女蝇后将培养温度调至

18℃，低温延长果蝇的发育，这样次日早收集到处女蝇的把握更大些，次日早收集完再转

回 25℃培养。 

辨别雌雄蝇的方法见下文。刚孵出的果蝇，腹部背面的条纹等特征可能不够明显，需

要根据外生殖器的结构将雌雄蝇区分开。 

好在距杂交实验前一星期左右开始收集处女蝇。这样能将收集到的处女蝇存放几天

以检验“处女性”。如培养 3~5 天后瓶中出现幼虫则说明收集失败，得重新收集。不同时间

收集的处女蝇 好分开存放。 

 

果蝇生活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控制果蝇杂交实验的进程。例如，我们必须在

杂交实验开始后的 10 天内清除亲蝇，否则将导致亲子蝇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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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果蝇的辨别 

认识雌雄蝇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观察腹部腹面末端外生殖器（这其实也是识别其他昆虫

雌雄的通用方法）。雄蝇的外生殖器色深，雌蝇的色浅。同时，黑腹果蝇雌雄蝇的一些形态

特征差别很明显，存在雌雄二型（dimorphisim）现象。我们也可利用这些形态特征“综合”

判定一只果蝇的雌雄： 

（1）大小  雌体通常比雄体大些。 

（2）形态  雄体腹部钝圆，而雌体腹部稍尖，向后突出；雄体腹部相对窄小呈柱状，

而雌体腹部较宽厚呈卵圆形。 

（3）条纹  雌体腹部背面有宽窄相近的 5 条黑色条纹，而雄体腹部的背面只有三条，

上部两条窄， 后一条宽而延伸至腹部腹面，呈一明显黑斑。 

（4）性梳（sex comb）果蝇胸足的跗节共有 5 个亚节。在雄蝇第一对雄足跗节的第一

亚节基部有一个黑色鬃毛结构，形似一个小梳，称为性梳。放大 100 倍左右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一结构。雌蝇不具这一结构。性梳的有无是鉴别雌雄蝇的可靠标志之一。 

熟练之后，在放大镜下或用肉眼即可辨别雌雄。 

 

突变性状的观察 

已知的果蝇突变性状有 400 余种，这些突变性一般明显而稳定。辨明各种突变形状，

有利于我们正确选择亲本，准确地识别杂交后代中的不同子蝇的表型。我们在这本书中拟用

四种果蝇做亲本，完成一系列的杂交实验。它们是：野生型（wild type）果蝇，表型为黑檀

体（ebony body,ee）、残翅（vestigial wing,vgvg。请查查英汉字典，弄清 vestigial 的准确含义）

及表型为小翅（vestigial wing,mm）、白眼（white eye,ww）、焦刚毛（singed bristle,sn3sn3）

的突变体。因小翅、白眼、焦刚毛三个突变性状均为隐性，本书中简称这种突变体为三隐性。 

本书的果蝇杂交实验涉及四种性状：体色、眼色、翅形、刚毛的形态。这里着重说说

翅形与刚毛。野生型、黑檀体的翅为长翅、三隐性的翅长与腹间平尖，为小翅，仅留残迹、

翅脉不清的为残翅。果蝇体表粗、硬、长的毛是刚毛，细、软、小的毛是体毛。这四种突变

体有只两种类型的刚毛，野生型、黑檀体、残翅是直刚毛，三隐性是焦刚毛。在显微镜下很

容易将两者分开。 

如果指导教师安排观察其他突变种，将观察结果一并填入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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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观察结果记录表 

表         现          型 
性 状 

野生型 黑檀体 残翅 三隐性   

体色       

眼色       

翅形       

刚毛形态       

       

       

       

记录时间     年   月   日 

 

果蝇的培养 

1、 培养基的制备 

（1）培养瓶的灭菌   

果蝇的培养基要装在经过灭菌处理的培养瓶中。灭菌可防止真菌污染，也可以杀死培养

瓶中可能的幼虫或蛹，防止混杂。灭菌的方法是：将带塞的培养瓶在 160℃恒温箱中干热灭

菌 1 小时，或在高压灭菌锅中，在 1kg/cm2 大气压、121℃条件下灭菌 15~20min。 

（2）培养基的配制    

酵母菌是果蝇的幼虫和成虫的主要食物，凡是能发酵的物质都可成为它们的培养基。早

期果蝇研究者是将香蕉捣成泥做培养基，现在则多用玉米粉或米粉。果蝇培养基的配制方法

很多，这里给出的是作者所在实验室使用的配方及其配制方法。以配制 1L 培养基为例说明

配制的过程。 

按表 3-2 称取玉米粉、蔗糖、琼脂。量取 1L 水，将大约倒入一干净的锅中，加入琼脂

加热溶解；水开后，加入蔗糖，搅拌均 ，将玉米粉加入剩余的水中，搅拌均 ，再沿着锅

边慢慢倒入，边倒边搅拌（这样玉米粉不易结块）。继续煮 10 多分钟，锅中的培养基成为一

种糊状物时即可离火。加入丙酸（用以防腐）及酵母粉，搅拌均 即可分装。每瓶培养基厚

约 2cm，室温下干燥 2~3 天，待培养基完全凝固，表面坚硬时再行接种，培养基太软会粘住

果蝇致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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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果蝇培养基成分 

水                        1L 

玉米粉                    105g 

蔗糖                      75g 

琼脂                      7.5g 

丙酸                      6.25mL 

酵母粉                    20g 

 

温度较高的培养基倒入瓶中冷却后，瓶中的水蒸气常凝成水珠挂在瓶壁上，水珠顺着

瓶壁下流，有时会在培养基表面形成积水，使得培养基发软或环壁的培养基松动。为避免发

生这个问题，可以等培养基稍干时，将培养瓶倒放（棉塞朝下）1~2 天。 

果蝇的培养基通常不需要灭菌，配制与分装在非无菌条件下进行即可。这点与其他培

养基（如植物组织培养基）的制备方法不同。但如果培养基经常出现污染，亦可考虑将培养

基进行灭菌处理：将上述方法将琼脂、玉米粉、蔗糖珠成、煮成糊状物，再将糊状物盛于一

容器中，用厚纸封口，用高压灭菌锅在 120℃、1 kg/cm2 下灭菌 15 分钟，在超净台中加酵母

粉、丙酸后分装。使用本方法制备的培养基一般极少出现污染。 

配好的培养基如暂时不用，可放在 4℃下贮存。 

2、果蝇培养 

温度对果蝇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25℃是 适生长温度；30℃以上的高温则可能致死

果蝇；在 10~20℃环境中生活周期延长；低于 10℃则可能影响生活力。我们可利用此特性调

节果蝇生长的速度，控制其群体的大小。如，原种培养旨在保种，可将培养瓶置于 18～１

９℃温度下培养；杂交实验需要较大的群体，则可将培养温度设为 25℃。培养时避免日光

直射。 

原种培养每 2～４周换一次培养基。每一原种至少保留两套，接种之前先麻醉果蝇，检

查有无混杂，一般每瓶接 5～10 对种蝇。培养瓶外贴标签，注明名称、接种日期。 

如果下周开始果蝇杂交实验，则在完成雌雄识别、观察完各种突变性状后，迅速完成

以下工作：配制足量的培养基，待其干燥后（约一天），开始分组收集所需要的处女蝇。

好是几个同学共同完成这个工作。在将收集的处女蝇放入新的培养瓶前， 好经几个同学

“验明证身”。 

    1、除果蝇外，请再列举几种遗传研究中常用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并写出它们的拉

丁学名。这些拉丁学名是阅读文献时要用到的，故而 好能记住。你知道这些模式生物主要

应用于遗传学哪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吗？ 

2、在本书“果蝇 X 染色体上基因顺序的测验”这一实验中，附有一张果蝇的遗传学图

（genetic map），请查一查本次实验所涉及的几种突变基因都位于哪些染色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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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孟德尔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验证（Ⅰ） 

 

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Gregor 是他成为神父时天主教会赐予的名字)，奥地利

僧侣、遗传学之父。1856~1863 年，他在奥地利 Brunn（今捷克的 Brno）城内的奥古斯丁修

道院中一块长 120 英尺宽 20 英尺的土地上进行了著名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发表在 1866

年的论文《植物杂交实验》中。照片上的文字即来自他论文手稿的首页。 

自 1694 年德国植物学家 Gamerarius 发现植物中也存在两种性别后，人们就开始将不同

品种德植物进行杂交，培育新的品种或探索遗传的规律。但大多数的探索不是因为材料选择

不当，就是因为研究方法有缺陷而终告失败。例如，英国的 Knight（1799）同样也选择表型

不同的豌豆（Psium sativum）做杂交实验，甚至观察到了正反交结果一致的现象，但他并未

认真分析这些数据的意义，因而当真理碰到他的鼻尖的时候，他还是错过了。1856 年，孟

德尔开始了著名德豌豆杂交实验。他吸取了前人的教训，选择了豌豆这样“能防止或能比较

容易地防止外来花粉”、便于控制杂交的植物，将观察的内容限定在有限的几个“稳定的、

可以区分的性状”上，将其他的性状撇开；详细记录实验结果，并用数学方法对所得的大量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藉此提出合理的假说；再进一步用实验（自交或测交）验证自己的设想。

由于选材得当，方法正确，8 年之后，他终于揭示了遗传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后人从他的论

文中概括的分离规律与自由组合规律。 

以现在的知识看，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实质上是 F1 在配子形成时等位基因分离，非等

位基因自由组合。配子形成时等位基因的分离与组合是不易观察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容易观察

的相对性状的分离与组合，进行分析、推断。 

在本实验中，我们将顺着孟德尔的思路，用遗传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物种——果蝇来

验证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与孟德尔一样，我们将集中研究其中的 1~2 对性状，而将其

他性状撇开。我们选用野生长翅（VgVg）与残翅（vgvg）果蝇为亲本，研究一对相对性状

的遗传规律；用长翅、檀黑身（VgVgee）与残翅、灰身（vgvgEE）果蝇杂交，研究两对相

对性状的遗传规律。当然，只要条件允许，也可用其他性状进行探讨。 

   在时间安排上，本实验可以与“果蝇的伴性遗传”、“果蝇 X 染色体上基因顺序的测定”

同步进行。因为这几个实验的进程相同。如果室温合适，可让学生将果蝇拿回宿舍培养。

这样便于观察与记录。 

    完成这几个实验需要五周的时间，这或许是你至今做过的时间 长的生物学实验。从

技术上讲，这几个实验并没有包含任何“高科技”，但是你要是把这些实验看成是你第一次

进行遗传学的研究，所得的感受要比机械地完成一个实验任务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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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器具和药品 

每一个学生 

体视显微镜（或普通光学显微镜）、培养瓶、麻醉瓶、白色塑料板或硬纸板、培养皿、滤纸

条、小毛笔、不干胶标签。 

每一组学生 

野生型长翅果蝇、残翅果蝇原种； 

灰身、残翅果蝇，檀黑身、长翅果蝇原种； 

乙醚（装在滴瓶中）。 

 

实验步骤 

一对和两对性状杂交实验的步骤基本相同。这两个杂交实验持续的时间较长，任何一个

环节出错都将影响 终结果，所以每步操作都应非常谨慎。 

   在着手进行实验之前， 好能制定一个较详细的实验方案，拟订杂交组合，列出将要观

察的内容。明确预期的目标是什么才能知道你是否已达到目的，才能明确你观察到的某一

现象是正常结果还是异常情况。要随时记录观察的结果，详细、准确的记录是深入分析的

前提。这样就使一个实验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即便于准备有关材料，也便于在实

验完成后分析结果，或继续实验时有个参考依据。后文附有记录表，供你参考。 

 

在下文中，相邻两周的实验之间。时间间隔均为七天。 

第一周 

1、 确定实验方案  选取表型为长翅与残翅、灰身残翅与檀黑身长翅的亲本进行杂交。两个

杂交实验都要做正反交。 

2、 收集所需的处女蝇  方法见实验一。每种至少收集 5~10 只。 

3、 接种  以一对性状（长翅♀*残翅♂）的杂交实验为例。将收集的长翅处女蝇麻醉，挑

出 5~10 只放入培养瓶。再将残翅果蝇麻醉，挑选 5~10 只雄蝇放入同一培养瓶。贴上标

签，注明杂交组合、实验日期及你们的姓名。第二天检查培养瓶，亲蝇如有死亡应及时

补充。仿上法，完成单因子实验的反交，以及双因子实验的正反交。 

4、 培养 放入亲本果蝇后，将培养基置于 25℃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接种后的前几天应每天

观察培养基是否发霉，如发现小霉斑，应立即更换一个新的培养基。 

第二周 

1、 淘汰亲本蝇  第一周接种的亲蝇，以在新培养基中培养 7 天。再过 3~4 天 F1 将孵出，

为避免亲子蝇混淆，须将亲蝇放飞或移到死蝇盛留器中。 

2、 配制培养基  在下周实验中要将 F1 移入新的培养瓶中进行兄妹交，因此需要配制新的

培养基。配法见实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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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分同学可以计划一个测交实验，测交实验须用隐性亲本的处女蝇。收集隐性亲本的处

女蝇，以备下周使用，并请你设计自己的实验流程及相应的记录表。 

第三周 

1、 观察记录 F1 表型接种杂交亲本后约 11~12 天，F1 即开始出现，对一对性状杂交实验，

观察 F1 的翅形；对两对性状杂交实验，观察体色和翅形，分别予以记录。每个杂交组

合至少统计 30 只。 

2、 F1 兄妹交 麻醉 F1 子蝇，仔细挑选 5~10 对，放入一新的培养瓶，置于 25℃下培养。雌

蝇是否需用处女蝇？每个杂交实验都要做正反交。 

3、 拟作测交实验的同学，将隐性亲本的处女蝇与 F1 杂交。 

第四周 

清除培养瓶中所有 F1 果蝇。 

第五周 

1、 观察统计 F2  接种 F1 亲蝇 11~12 天后 F2 子蝇出现。至第五周 F1 亲蝇已接种 14 天，

此时 F2 子蝇大量出现。将所有 F2 麻醉至死，仔细观察、统计不同表型子蝇的数目，每

个实验小组统计 100~200 只，统计之后将果蝇移入死蝇盛留器中。 

2、 为使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更为准确，要求观察的群体尽可能大。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

可将整个班同一实验的观察结果累加起来进行分析。在对两对性状的杂交实验结果进行

X2 测验以前，可以先画出条形图，对比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 

3、 做测交实验的同学，统计分析测交实验的结果。 

孟德尔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验证（Ⅰ） 

班级         实验者         日期          

果蝇一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正交         （♀）*         （♂） 

反交         （♀）*          （♂） 

预期结果 

核查果蝇的连锁遗传图：在本次杂交实验中所选性状的基因         位于第         染色

体上，这些染色体是常/性染色体          

正交：F1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群体中几种表型个体的比例          。 

反交：F1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群体中几种表型个体的比例          。 

正反交的结果间是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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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 

1、收集处女蝇时间         。 

2、亲本接种时间         。清除的时间           。 

3、F1 表型 

 正交 反交 

观察的数目   

表型   

正反交的表型间有无差异： 

F1 群体大小有无差异，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记录日期：      年   月    日 

4、F1 雌雄蝇接入 1 个新培养瓶的时间         。 

5、清除培养瓶中 F1 成蝇的时间         。 

6、F2 中不同表型个体的统计 

个人（小组）的统计 

 正交： 反交： 

表型     

数目     

比例     

正反交的结果间是否有差异： 

记录日期：   年   月   日 

整个班级结果的统计 

 正交： 反交： 

表型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合计     

两种表型间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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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交的结果间是否有差异： 

由此推断，所选择的基因是位于性染色体上还是位于常染色体上？ 

X2 测验：将 F2 相同表型的正反交结果合并起来，作为一个观察值，进行 X2 测验 

   总计 

观察值（O）    

预期值（E）    

O-E    

（|O-E|-0.5）2/E   X2= 

df=         ；a=         ;Xa
2
=         ； 

结论：X2         Xa
2
；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显著/极显著， 

实验结果         （符合/不符合）3：1 的分离比。 

果蝇两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正交          （♀）*          （♂） 

反交          （♀）*          （♂） 

预期结果 

核查果蝇的连锁遗传图：在本次杂交实验中，所选性状的基因      、     位于第   、    

染色体上，这些染色体是常/性染色体      。 

正交：F1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群体中几种表型个体的比例                           。 

反交：F1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的基因型         ，表型         ； 

F2 群体中几种表型个体的比例         。 

正反交的结果间是否有差异？ 

 

实验记录 

1、收集处女蝇时间         。 

2、亲本接种时间         。清除的时间          。 

3、F1 表型 

 正交 反交 

观察的数目   

表型   

正反交的表型间有无差异： 

记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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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1 雌雄蝇接入 1 个新培养瓶的时间         。 

5、清除培养瓶中 F1 成蝇的时间         。 

6、F2 中不同表型个体的统计 

个人（小组）的统计 

 正交： 反交： 

表型     

数目     

不同表型的比例     

正反交的结果间是否有差异： 

记录日期：   年   月   日 

整个班级结果的统计 

 正交： 反交： 

表型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合计         

不同表型间的比例         

正反交的结果间是否有差异： 

将正反交实验中相同表型的个体数目累加起来，计算出相应的期望值，并绘制成条形图 

X2 测验：将 F2 相同表型的正反交结果合并起来，做为一个观察值，进行 X2 测验 

   总计 

观察值（O）    

预期值（E）    

O-E    

（|O-E|-0.5）2/E   X2= 

df=         ；a=         ;Xa
2
=         ； 

结论：X2         Xa
2
；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显著/极显著， 

实验结果         （符合/不符合）3:1 的分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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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 

1、综合一对性状的杂交实验的结果，讨论果蝇的长翅、残翅这一对性状的显隐性以及控制

这一性状的基因的遗传规律。亲代的性状是混合遗传还是独立遗传，其遗传的规律如何？我

们通过实验得出得结果是否与孟德尔的结论吻合？用同样的饿方法探讨两对性状的遗传规

律。在谈论中注意用你所得的实验结果说明问题。如果统计测验的结果与预期的不相符合，

试分析可能的原因。 

2、在讨论预期结果时，我们认为单因子杂交所得 F1 将产生同等数目的 Vg 和 vg 配子，此

说如何用实验验证？试在本试验的基础上设计一个能验证这一结论的试验。 

 

参考文献 

孟德尔 GJ.1984.植物杂交的试验（1866）.梁宏等译.见：遗传学经典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

版社. 

Burns GW,et al.1989.The science of genetics,6th edition.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New 

York,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London. 

Griffiths A J F,et al.1996.An Introduction to Genetic A nalysis.W.H.Freeman and Company. 

Whitehouse H L K.1965.Towar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heredity.Edward 

Arnold(Publishers)Ltd.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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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孟德尔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验证（Ⅱ） 

 

玉米不仅是重要的粮食和饲料作物，也是良好的遗传研究材料。玉米是二倍体植物，染

色体数目少（2n=20）而且比较大，在多数染色体上都各有不同数目与大小的染色粒（knob），

使染色体的个体性突出，便于识别。玉米的许多性状，如植株色泽、株高、穗长、籽粒类型

等都存在相当广泛的变异，多数变异可以直接观察、辨别。玉米雌雄同株异花，进行自交、

杂交都非常便利；一次授粉即可在一个果穗中得到几百个籽粒供遗传分析。玉米的适应性强，

在很多环境中都能种植，也易于管理。所以 1910 年以后，玉米逐渐代替了豌豆成为遗传学

研究的材料。至今已利用玉米阐明或验证了不少遗传原理，如转座子就是 McClintock（1950）

根据对玉米籽粒的观察提出的。 

玉米籽粒性状的遗传是玉米遗传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玉米籽粒由果皮、胚乳和胚 3

部分组成，胚乳包括糊粉层和淀粉层。果皮、糊粉层、淀粉层均呈一定的颜色， 终影响籽

粒的颜色。决定果皮及胚乳颜色的基因不同，其遗传规律不尽一致： 

 果皮颜色   

主要由第 1 染色体上的基因 p 及第 9 染色体上的基因 bp 决定，在有基本色素基因 A1

存在时，这两对基因的互作使果皮表现红、花斑、棕、白等颜色。果皮无花粉直感作用，因

果皮是由母体子房壁形成，故其色泽决定于母体基因型。 

 糊粉层颜色   

主要由花青素基因 a1、a2、a3，糊粉粒颜色基因 c、r、pr 以及色素抑制基因 I 等 7 对基

因控制，这些基因位于不同染色体上，它们互作的结果使糊粉层 终表现紫、红、白等颜色。

当显性基因 A1、A2、A3、C、R、Pr 同时存在，而抑制基因 I 隐性纯合时，表型为紫色（A1

–A2–A3–C–R–Pr–ii）；当显性基因 A1、A2、A3、C、R 同时存在，而 pr 及 I 皆隐性纯合时，

则表型为红色（A1–A2–A3–C–R–prpr–ii）；A1、A2、A3、C、R 任缺一个，或抑制基因 I

存在时，均表现为白色。 

 胚乳淀粉层颜色  

有黄色与白色两种，由一对基因 Y、y 所控制，黄色为显性，白色为隐性。常见的黄玉

米和白玉米的籽粒颜色即为淀粉层颜色。 

在玉米中，与胚乳性质有关的相对性状尚有甜与非甜、糯与非糯、凹陷与饱满等。其中

甜质性状由第 6 染色体上的一对等位基因 Su、su 控制。非甜为显性，非甜质籽粒饱满；甜

为隐性，甜质籽粒皱缩。 

上述与胚乳的糊粉层、淀粉层有关的性状，均表现为花粉直感现象。玉米的胚和胚乳是

经由双受精后发育成的，当前代能表现具显性基因的亲本的性状，因此父本花粉如含显性基

因，则该基因所决定的性状就能在母本的籽粒中表现出来（此时母本所结籽粒实为 F1 种子），

这种现象称为“花粉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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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控制玉米籽粒颜色、胚乳性质的基因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这些性状的遗传，

或表现分离，或表现独立分配，或表现基因互作。一对等位基因杂合体，减数分列时将形成

两种数目相同的配子，F2 代出现两种表现型的个体，比例为 3:1，测交后代表型呈 1:1 分离，

位于非同源染色体上两对等位基因杂合体，则产生 4 种数目相等的配子，F2 产生四种表现

型的个体，比例是 9:3:3:1，测交后代按 1:1:1:1 分离；如果基因间存在互作，则不同的互作

方式产生不同的后代表型分离比，这些分离比值实质上是两对独立基因分离比例 9:3:3:1 的

不同演变形式。 

 

在本实验中，我们将观察由具各种籽粒性状的玉米杂交、杂种的自交和测交所得的果穗；

统计不同性状的籽粒并作遗传分析，探讨各性状的遗传规律。实验前我们还得明确一个问题；

玉米当前代的果穗结的是下一代的种子，如 F1 果穗上结的是 F2 的种子。 

 

实验材料与器具 

每一个学生 

记号笔、铅笔、计算器。 

每一组学生（四个） 

一对性状：纯合非甜（SuSu）*甜粒（susu）玉米的 F1 果穗； 

测交实验：纯合白粒（prpr）*紫粒杂合体（Prpr）的测交果穗； 

两对性状：纯合紫、非甜粒（PrPrSuSu）*白、甜粒(prprsusu)玉米的 F1 自交果穗； 

互补：纯合无色籽粒品系（AAccRR）*无色籽粒品系（aaCCRR）的 F1 自交果穗。 

 

实验步骤 

取上述四种果穗，逐穗观察、统计不同类型的籽粒数。为了避免统计的出错，可在记数

前用记号笔在某一列籽粒的两端作一标记。将统计的结果填入表中。 

汇总班中同一类型材料的测定结果，对所得的结果进行适合性测验。比较实际的结果与

理论的结果是否吻合。若不吻合。请给出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陈彦惠.1996.玉米遗传育种学.洛阳.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郑用琏.2002.玉米的性状遗传，见：刘纪麟主编，玉米育种学（第二版）.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 

Sprague G F,et al.1997.Corn and corn improvement.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Inc.,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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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玉米果穗的统计分析 

班级        实验者        日期         

一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杂交组合的表型及基因型：                      *                                

预期结果            

查阅玉米的连锁遗传图，所选性状的基因        位于玉米的第    染色体上；         是

显性基因，         是隐性基因。 

我们现在看到的果穗是结在 F1 还是 F2 的植株上         ，观察的是 F1 还是 F2 的分

离         。 

预期的表型为         和         ；表型间预期的比例是         ：         ； 

实验记录 

 F2    表   型 

   

 

总   计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第 4 组    

第 5 组    

第 6 组    

第 7 组    

第 8 组    

总和：观察值（O）    

预期值（E）    

差值（O-E）    

（|O-E|-0.5）2/E   X2 

df=         ；a=         ;Xa
2
=         ； 

结论：X2         Xa
2
；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显著/极显著， 

实验结果         （符合/不符合）3：1 的分离比。 

测交实验 

测交组合的表型及基因型：                      *                                

预期结果 

纯合隐性亲本仅产生一种隐性基因         ，杂合亲本通过减数分裂将产生等数的两种配

子，基因型为         、         ，因此，在测交后代中，         籽粒与         籽

粒将按 1:1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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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 

 测交组合： 

表型   总计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第 4 组    

第 5 组    

第 6 组    

第 7 组    

第 8 组    

总和：观察值（O）    

预期值（E）    

差值（O-E）    

（|O-E|-0.5）2/E   X2 

df=         ；a=         ;Xa
2
=         ； 

结论：X2         Xa
2
；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显著/极显著， 

实验结果         （符合/不符合）1:1 的分离比。 

 

两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杂交组合的表型及基因型：                      *                                

预期结果            

查阅玉米的连锁遗传图，所选性状的基因        、         位于玉米的第   、   染色

体上；         、         是显性基因，         、         是隐性基因。 

我们现在看到的果穗是结在 F1 还是 F2 的植株上         ，观察的是 F1 还是 F2 的分

离         。 

预期的表型为         、         、         、         ；表型间预期的比例

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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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 

    表   型 

     

 

总   计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第 4 组      

第 5 组      

第 6 组      

第 7 组      

第 8 组      

总和：观察值（O）      

预期值（E）      

差值（O-E）      

（|O-E|-0.5）2/E     X2 

df=         ；a=         ;Xa
2
=         ； 

结论：X2         Xa
2
；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显著/极显著， 

实验结果         （符合/不符合）9:3:3:1 的分离比。 

互补实验 

预期结果 

由于 A、C、R 中缺少任何一个色素基因，籽粒均为无色。因而将籽粒无色、基因型分别为

aaCCRR 和 AaccRR 的两亲本杂交，F1 的基因型为         ，由于显性基因互补，故籽粒

表现          色。 F1 自交后，果穗上的籽粒将有 4 种不同的基因型，

即         ，         ，         ，         ，它们之间在数量上呈 9:3:3:1 之比，在

表型上，只有 A-C-RR 的个体由于基因 A 与 C 互补而呈现紫色，后面的三种表型都将为无

色，所以 终果穗上出现紫色紫粒与无色籽粒两种类型，它们在数量上呈 9:7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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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 

 杂交组合： 

表型   总计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第 4 组    

第 5 组    

第 6 组    

第 7 组    

第 8 组    

总和：观察值（O）    

预期值（E）    

差值（O-E）    

（|O-E|-0.5）2/E   X2 

df=         ；a=         ;Xa
2
=         ； 

结论：X2         Xa
2
；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显著/极显著， 

实验结果         （符合/不符合）9:7 的分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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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应用去壁低渗火焰干燥法植被植物染色体标本 

 

20 世纪 50 年代前，动物染色体制片使用的材料是精巢或骨髓，采用的方法是经典的石

蜡切片法。材料获取困难，制片方法落后。因此动物染色体的研究一直落后于取材容易、制

片方法相对简单的植物染色体的研究。50 年代后两项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一是动

物组织培养，使研究材料的获得变得较容易；另一个就是徐道觉（Hsu T C，1952）等发明

的低渗处理，即把动物细胞置于低渗液（如低浓度的 KCl 溶液或蒸馏水）中，使动物组织

细胞充分吸水膨胀，染色体分散，平整地铺展在载玻片上，再用火焰干燥让染色体紧贴在载

玻片上。这就是低渗火焰干燥法。此法有效地克服了压片法中存在的染色体分散不开、平展

不良等的不足。1956 年两位植物遗传学家蒋有兴（Tijo J H）和 Levan 就是利用这两项技术，

获得了分散非常好的人类染色体标本，弄清了人类染色体的准确数目。60 年代末，动物染

色体分带技术的发明提高了染色体鉴别的精度。这些技术使人类和动物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后

来居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20 世纪 70 年代末，植物细胞遗传学家开始尝试将低渗火焰干燥法运用到植物染色体的

制备中来，以克服传统的压片法制备植物染色体中存在的诸如分散不良等的缺陷。他们先用

一定浓度的纤维素酶、果胶酶等消化细胞壁，得到原生质体，然后再参照人类和哺乳动物染

色体的制备方法进行低渗、火焰干燥。我们称这一制片方法为去壁低渗火焰干燥法。1978

年，Mouras 等、Kurata 等运用此法，相继成功地制备了烟草、水稻的染色体标本。我国的

陈瑞阳等（1979，1982）用这一方法制备了 37 科 105 种植物的染色体标本，也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与人类及动物染色体的制备一样，用这一方法得到的染色体分散良好，能平整地铺

展在载玻片上，染色后形态清晰。对制备像水稻这样的小染色体来说，去壁低渗法是一种良

好的方法。 

去壁低渗火焰干燥法的程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取材、预处理、前低渗、固定、酶

离解、后低渗、涂片（或滴片）。预处理结束后即进行前低渗处理，目的是使细胞充分膨胀，

制片时染色体易于铺展。但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一步骤不必要（本实验对这一步骤不作要求）。

在这些步骤中，酶解离是 关键的一步。不同材料的酶解离时间不同，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探索。酶解后低渗时间的掌握也是很重要的一步。低渗时间不足，染色体就分散不开，太

长则可能使原生质破裂，染色体丢失。 

在这次实验中，我们以大、小麦及水稻的根尖为材料，学习去壁低渗法制备植物染色体

的技术。以这种方法制备的染色体主要是用于核型分析，而不是用于有丝分裂过程的观察。

什么样的细胞适合于核型分析呢？那就是分散良好、染色体形态清晰的有丝分裂中期的细胞

（参见“核型分析”）。这是我们在本次实验的制片中要着重寻找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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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器具和试剂 

每个学生 

30~40 粒大麦或小麦的种子； 

普通光学显微镜； 

载玻片 3~5 片、青霉素瓶或 Eppendorf 管 3 个； 

眼科镊 1 只、吸管（实验前 好能用酒精灯将管口拉细）。 

每组学生（四个学生） 

记号笔 1 只、酒精灯 2 个； 

培养皿 1 只、圆形滤纸 2~3 张； 

牙签数只、玻璃板 1 块或染色缸 1 个； 

烧杯一只（实验开始时，在烧杯中倒上蒸馏水，将一组同学所用的干净的载玻片置于其

中，放在冰箱中冷冻）； 

固定液（甲醇：冰醋酸=3:1）、香柏油、镜头纸。 

整个实验班 

恒温箱或类似的能将温度控制在 25~26 的设备 1 个、冰箱 1 台； 

0.002mol/L 的 8-羟基喹啉，配法见实验七； 

磷酸缓冲液（pH6.8 与后面的两种试剂的配法均见本实验附录）； 

Giemsa 染液、2.5%的纤维素酶-果胶酶混合液。 

 

实验步骤 

1、材料的培养 

同实验七。 

2、预处理 

当根长 0.5~1cm 时切取根尖（根尖不要取得太长，0.5cm 左右即可，太长的根尖对后续

的酶解等的操作是不利的）。在 1 个青霉素瓶（或 Eppendorf）中装一定量的饱和的 0.002mol/L

的 8-羟基喹啉，将截取的根尖投入其中，每小瓶可投入 100 个左右，10~15℃条件下处理 3~4

小时。 

3、固定 

倒净预处理液，用蒸馏水换洗几次，再往瓶中注入新配制的固定液（甲醇：冰醋酸=3:1），

固定 40min 即可。 

4、酶解离 

吸去其中的固定液，加入 2.5%的纤维素酶-果胶酶的混合液。加入的酶液必须漫过根尖，

在水解的过程中要摇动几次，使水解充分。将材料置于 25℃的恒温条件下酶解 2~2.5 小时。

恒温条件对酶解尤其重要。这对于掌握实验进度，重复实验结果都是不可少的。室温是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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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室温下水解既不易掌握酶解时间，也不利于重复实验结果。从形态上看，根尖伸长区

的细胞大部分脱落（此时伸长区部分呈半透明状），表明酶解基本合适。 

 

这是本实验 为关键的一步。要掌握好酶解的时间及酶解的温度。酶解时间不足，细胞

壁没有完全消化，无法达到低渗的目的，染色体便无法分离、铺展；酶解时间过长， 则可

能导致细胞离散丢失，难以进行后续的操作。不同批的酶活性不同，在进行正式实验前 好

先做预实验，以确定合适的酶解时间。 

 

5、后低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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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植物染色体的 Giemsa 分带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实验中见到的那样，常规的染色方法只能在纵长方向上将中期染色体

的两臂染上均一的颜色，识别染色体依据的是臂长、着丝粒的位置、随体这些特征。如果一

个染色体组中有多个染色体的形态很相似，要将各个染色体识别出来就很困难。黑麦

（2n=14）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一对具随体的染色体外，其余 6 对染色体无法各个识别。

人类染色体的第 10 与第 12、第 20 与第 22 这两对染色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从染色

体研究伊始，细胞学家就一直在探索能使染色体在纵长方向上增加一些识别标志的方法。 

1968 年，瑞典细胞学家 Caspersson 等在这一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用人工

合成的荧光染料芥子喹吖因（quinacrine mustard）处理中国仓鼠及蚕豆的染色体。发现染色

体的不同部位出现强弱不一的荧光带。这些带纹是稳定的，具有种的特异性，可作为识别染

色体的特征。从而开辟了一项新的细胞学技术——染色体分带。 

分带技术很快被应用于人类、哺乳类、植物染色体的研究中。各种各样的分带技术也

应运而生。按所用染料的不同可将这些分带技术归成两类：一类是荧光分带，染料为芥子喹

吖因、喹吖因及 Hoechst  33258 等。另一类是 Giemsa 分带，染料为 Giemsa。Giemsa 分带

的应用较荧光分带广泛，原因之一是通过改变分带前的处理程序可产生的带型较荧光带丰

富。在动物染色体制片中，可产生 C、G、R、N、T 等不同类型的带纹： 

 C 带（constitutive heterochromatin band，组成异染色质带）：主要显示着丝粒、端粒、核

仁组成区域或染色体臂上某些部位的组成异染色质，产生的带型相应地被称为着丝粒

带、端粒带、核仁组成区带、中间带。 

 G 带（Giemsa band,Giemsa 带）：分布于整条染色体上，使染色体出现深浅相间的横纹。

进一步的研究认为，G 带显示的实际上就是染色粒。 

 R 带（reberse band,反带）：显示的带纹部位恰与 G 带相反，G 带染色较深的部位 R 带则

染色较浅，反之亦然。 

 N 带（NOR band，核仁组织者区带）：显示核仁组织者区的异染色质。在植物染色体中，

还能显示着丝粒及染色体臂上某些特殊区域。 

 T 带（telomere band，端粒带）：专一地显示端粒区域。 

 

但植物染色体显示的 Giemsa 带纹却相当有限。除少数植物显示 N 带、G 带外，大部分

都是 C 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尚未弄清。 

分带增加了染色体识别的精度，使核型分析的结果更为准确。例如，应用分带技术已

成功地将 46 条染色体区分开来，并确定了标准的人类核型。根据分带的结果，还可鉴定亲

缘关系，研究物种起源（题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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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显带机制尚存在争论。但普遍认为有几个因素在带纹的显示中比较重要：①染

色体中存在高度重复的 DNA 序列（如 AT、GC）；②组成染色体的蛋白质；③DNA 的含量及浓

缩程度。 

在这次实验中，我们学习植物染色体的分带技术（N 带与 C 带）。显示 C 带方法主要有

BSG（Barium-saline-Giemsa）法及 HSG(Hydrochloride-Saline-Giemsa)法。对 BSG 的显带

机理，目前是这样解释的：染色体经比较温和的碱 Ba(OH)2变性处理后，DNA 双链解开；再

在盐溶液中温育复性。复性时异染色质较染色质快，可以优先与 Giemsa 结合，染色较深，

而长染色质则着色较浅，从而在整条染色体上形成深浅不一的带纹。HSG 法则是以 HCl 代

替 Ba(OH)2使 DNA 变性，其余复性、染色等步骤同 BSG 法。实验时选择一种即可。显示 N

带的方法较简单，以高温的 NaH2PO4 处理染色体，再用 Giemsa 染色即可。 

核型分析一般选择有丝分裂中期的染色体，而分带则选择时期更早的染色体（如晚前

期，早中期）。制片的方法可以是压片法，也可以是去壁低渗法。去壁低渗法的优点在于去

除了细胞壁与细胞质对染色体的覆盖。在本实验中，我们选择去壁低渗法制片。 

 

实验材料、器具和药品 

 每个学生 

   普通光学显微镜； 

   实验九中制备的染色体标本若干片。 

 每组学生（四个学生） 

   Sorenson 磷酸缓冲液、Giemsa 染液（配法见实验九）；染色缸； 

   5% Ba(OH)2、0.1mol/L HCl、0.2mol/L HCl、1mol/L NaH2PO4 溶液； 

   2×SSC 液（0.3mol/L 氯化钠，0.03mol/L 柠檬酸钠；以配制 1L 为例，称取 17.53g 氯化

钠，8.83g 柠檬酸钠，混合，加蒸馏水定容至 1000mL，pH 调至 7.0）。 

 整个实验班 

恒温水浴锅。 

 

实验步骤 

无论是用哪种方法制备的染色体标本，均需在空气中干燥一段时间才能很好的显带（原

理不清）。去壁低渗法制备的标本，在分带处理前，要在 60℃ 0.1mol/L HCl（可用染色缸

装载）中浸泡 5 分钟，再用蒸馏水彻底冲洗。注意：染色缸要在水浴中放置一段时间，确保

达到 60℃。下文中类似的操作都要按此进行。 

1、 BSC 法显示 C带 

A 变性  将染色体标本放如盛有新配制的 5%Ba(OH)2水溶液的染色缸内，在室温下（20

℃左右）静置 15～20 分钟。然后把染色缸连同制片移至水龙头下，将缸内 Ba(OH)2溶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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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冲洗干净。注意：此处是用逐步置换的方法将缸内的 Ba(OH)2 溶液去除的，而不是先将

Ba(OH)2倒干净再用水洗。因为钡遇空气易形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钡膜，，污染制片，使染色体

无法显带。换入蒸馏水，每隔 4～5分钟换水 1次，重复 3次左右。 

B 复性  取出制片，干燥后放入 60℃ 2×SSC 溶液中保温 30～40 分钟，再用蒸馏水换

洗几次（不用冲洗，以免染色体丢失）。 

C 染色  使用 1:10 的 Giemsa 染液（染液用 pH=6.8 的磷酸缓冲液稀释）染色 10 分钟左

右，蒸馏水漂洗，空气干燥后即可观察。 

2、 HSG 法显示 C 带 

这是用 HCl 代替 Ba(OH)2的分带流程，操作与 BSG 相似。将干燥后的制片放入 0.2mol/L 

HCl 中，室温下（25℃左右）处理 60 分钟，蒸馏水冲洗，其他步骤同 BSG 法。配制染液时

用 pH=7.2 的磷酸缓冲液稀释。 

3、 N 带 

将染色体标本置于盛有 94±1℃1mol/L NaH2PO4 中保温 8～10 分钟，蒸馏水冲洗，再用

20:1 的 Giemsa 染液染色（染液用 pH=7.2 的磷酸缓冲液稀释）染色 30 分钟，经自来水冲洗，

空气干燥后即可用于观察。 

 

结果辨析 

显示 C 带与 N 带的结果。C 带在植物染色体的两条臂、着丝粒及其附近均可显现。依

据带的位置，可分成 4 种类型： 

（1）着丝粒带    是着丝粒及其附近的带纹。 

（2）中间带      着丝粒至末端之间的带。 

（3）末端带      位于染色体末端。 

（4）核仁缢痕带  是具有核仁组织者区的染色体特有的带型，位于 NOR 区。大麦有两对

染色体显示这种条纹。 

在大麦中，N 带显示的是核仁组织者区附近的异染色质区。 

观察这两种分带的结果，并将两者做一个比较。看两者间是否有重复之处。 

 

参考文献 

李懋学等.1996.作物染色体及其研究技术.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肖成汉.1991.植物染色体分带技术.见：余毓君主编.遗传学实验技术.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朱徵.1982.植物染色体及染色体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 

Sharma A K,et al.1994.Chromosome techniques:a manual.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Vosa C G.1985.Chromosome banding in plants.In:Sharma A K,et al.Chromosome and cell 

genetics.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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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人类指纹的分析 

 

在人类的手指、掌面、足趾、脚掌等器官的皮肤表面，分布着许多纤细的纹线。这些纹

线可分两种：凸起的嵴纹及两条嵴纹之间凹陷的沟纹。由不同的嵴纹和沟纹形成了各种皮肤

纹理，总称皮纹。皮纹具有一定的特征，可以分类识别。在手指端部的皮肤纹理称为指纹

（finger print）。每个人都有一套特定的指纹，且这套指纹的纹理终生不变。因而早在 1890

年 Galton 就提出用指纹作为识别一个人的标志。至今人们还利用指纹确认嫌疑犯、死者、

失踪的儿童或进出某些重要部门的成员等。 

指纹有三种基本类型：弓形纹、箕形纹和涡形文（又称螺纹或斗形纹）。在后两种指纹

中有三组纹线经过的三叉点，计算三叉点与指纹中心的连线上的纹嵴数即得一个手指的纹嵴

数。将十指的纹嵴数相加得总指嵴数（有关概念在“结果辨析”中详细介绍）。有人研究了

亲属间总指嵴数的相关，发现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5±0.07（理

论相关 1.00）、0.49±0.08（0.50）（这个结果也为鉴定双生儿究竟是同卵还是异卵提供了一

种方法），而父母与子女间为 0.48±0.03（0.50）（Chen,1988）。这个结果说明，总指嵴数是

一种遗传的性状，且遗传基因是加性的。目前认为这个性状是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但究

竟由哪些基因控制、其遗传方式是什么至尽尚未弄清。 

据研究，指纹在胚胎发育第 13 周开始形成，在第 19 周完成（Nora,et al.1981）。自然，

如果有某种遗传或生理的因素造成嵴纹发育不良，就能在指纹上反映出来。许多研究证实了

这个推论。如 Down 氏综合证患者的 10 个指头都是正箕纹的比例增加，食指和小指上的出

现反箕的比例较正常人高；Klinefelter 氏综合证患者弓形纹正常人多，从而使总指嵴数降低。

因而指纹又可作为诊断某些先天畸形的一种辅助工具。 

除指纹外，掌、趾、足等处的皮纹也用于遗传分析或临床诊断。 

 

在本次实验中，诸位将获取并分析自己的指纹，计算总指嵴数， 后分析全班同学总

指嵴数的分布情况。 

 

实验材料和器具 

2B 以上的软铅（B 是铅笔硬度的标记，B 前面的数字越大，笔芯越软）； 

白纸（一小片即可）； 

透明胶带（胶带的宽度应与第一指节长度相当，不宜太窄）； 

放大镜； 

直尺（10c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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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中所用取手印的方法是 Mertens(1998)的方法。作者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获取手印

很方便，同时得到的指纹也很清晰。也可用印泥或油墨等获取指印。用印泥或油墨取指印时，

要注意各个手指在纸上滚压时，用力要均 ，同时不能太重，否则很难得到清晰的指纹。 

                                                                                 

 

实验步骤 

1、洗净双手，擦干，用铅笔在白纸片上涂黑 3~4cm 见方的一小块。将要取指印的手指在涂

黑的区域中涂抹，将整个指尖涂黑。揭一条宽度与手指第一指节长度相当的透明胶带，从指

尖的一侧裹至另一侧，轻压，再揭下来，上面即附着你的指纹。将这条透明胶带贴在表 1“我

的指纹”一栏中相应的位置上。 

2、重复第 1 个步骤，直至获得 10 个手指的指纹。 

3、参照“结果辨析及统计分析”中的有关内容，在放大镜下检查、分析你的指纹类型。算

出总指嵴数。算出总指嵴数，并统计分析同班的同学的指嵴数的情况。 

 

结果辨析及统计分析 

1、 指纹的类型 

人类的指纹主要有三种类型。 

（1）弓形纹（arch）   

由几种平行的弧形嵴纹组成。纹线由指的一侧延伸到另一侧，中间隆起成弓形。弓形纹

又可分成两种。一种中央隆起很高形成帐篷状，称帐形弓（tented arch）；另一种是中间隆起

较平缓的则称弧形弓（simple arch）。 

（2）箕形纹（loop）   

几种嵴纹从手指一侧发出后向指尖方向弯曲，再折回发出的一侧，形成一组簸箕状的纹

线。箕口的开口方向有两种：一种朝着本手尺骨一侧（即小指方向），这种箕形纹称尺箕

（ulnar）或正箕；而开口朝着桡骨一侧（即拇指方向）的称桡箕（radial loop）或反箕。 

（3）斗形纹(whorl)  

又称螺纹或涡形纹，有几条环形或螺线形的嵴纹绕着一个中心点组成。根据构成斗形纹

的嵴纹的形态，又可将斗形纹分成环形斗、螺行斗、囊形斗等类型。环形斗由几条呈同心圆

环状的嵴纹组成；螺形斗则由螺线形嵴纹组成。如果在斗形纹的中心，有一条闭合的曲线形

嵴纹与其内部的几条弧形线共同组成一个囊状结构，则此斗形纹为囊形斗。 

除了这三种基本类型的指纹外，还有其他类型。它们有的由这三种指纹混合而成（如箕、斗

混合，箕，箕并列等），有的形状奇特，无法归类。在总指嵴数的记数中，无法归类的不做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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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指嵴数统计 

皮纹中凡有 3 组不同走向的嵴纹汇聚的区域称为三叉点（tritadius）。用铅笔从指纹中心

点到距中心 远的 1 个三叉点之间划一条连线，连线所经过的纹嵴数目（连线起止点处的嵴

线数不计算在内）称纹嵴数（ridge count）。具体方法参见图 8-1。弓形纹没有圆心和三叉点，

纹嵴数为零。斗形纹有两个甚至更多的三叉点，则取数值较大的一个作为其纹嵴数。双箕斗

嵴线计数时，分别将两圆心与各自的轴作连线，计算出两条连线的嵴线数。两条嵴线数之和

除以 2，其得数为该指纹的嵴线数。将 10 个手指的嵴纹数相加，综合称为总指嵴数（total ridge 

count,TRC）。 

表 8-1  我的指纹图型及纹嵴数 

左              手 

 拇指 食指 中指 环指 小指 

我 

的 

指 

环 

     

指纹类型      

纹嵴数      

左手纹嵴数小计： 

右              手 

 拇指 食指 中指 环指 小指 

我 

的 

指 

纹 

     

指纹类型      

纹嵴数      

右手纹嵴数小计： 

总指嵴数： 

 

不同的种族间及不同和性别间总指嵴数存在差异。欧洲人平均男性约 145，女性约 127。

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总指嵴数比欧美人高，男约 162.7，女约 153.1（马慰国，1981）。另

外，指纹类型的分布也存在着民族、种族的差异。统计表明，中国人弓、箕、斗三种纹出现

的比例分别为 2.5%、47.5%、50%（刘少聪，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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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8-2 的结果，计算出你们班平均总指嵴数，并统计不同类型指纹出现的频率。 

表 15-2 班级同学的指纹图型及总嵴数 

指纹类型所在指头 序 

号 
学  生 

性

别 弓形纹 箕形纹 斗形纹 
TR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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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总计     

占总纹数的百分率     

平均     

女性的 TRC 平均     

男性的 TRC 平均     

 

表 15-1 结果：弓形纹数        ，箕形纹数        ，斗形纹数        ，混合形纹

数        。与表 15-2 结果相比较，个人的总指嵴数较全班的平均值        （高/低），

较班级相同性别同学的平均总指嵴数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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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聪.1984.新指纹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马慰国.1981.西安地区 750 例人手皮纹图型调查分析.遗传，3（1）：1~5 

苏应元.1979.皮纹嵴图型与先天畸形.遗传，1（1）：21~24 

Chen H.1988.Medical genetics handbook.Warren H.Green,Inc.,221~226 

Levitan M,et al.1977.Textbook of human genetics,2nd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Mertens T R,et al.1998.Genetics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s,11thed.Prentice-Hall,Inc. 

Nora J J,et al.1981.Medical genetics,2nded.Lea&Febiger,379~392 

Penrose L S.1969.Dermatoglyphics.Scientific American,221(6):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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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人类染色质小体的制备与观察 

 

1949 年，Barr 在猫神经元核仁附近发现一种染色很深的小体。仔细研究发现这种小体

出现在多数雌猫神经元中，而在雄猫的神经元中则极少出现。他以更多的动物组织做了深入

的研究，结果发现食肉类、偶蹄类、灵长类（包括人类）等动物的不同组织的体细胞中，同

样显示这种性别差异。Barr 称这种小体为核仁随体（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 Barr 小体，性染

色质小体，或 X 染色质。下文统称这种小体为 X 染色质），并推论这种小体是由性染色体的

异染色质衍化来的。 

Barr 的推论是正确的，但他并沿岸有弄清这小体竟是 1 条 X 染色体还是 2 条 X 染色体

的异染色质形成的。这是因为间期的染色体在核中伸展成丝状，异染色质虽可染上较深的颜

色，但无法辨别它究竟是一条染色体或仅是一条染色体或仅是染色体的一个片段。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根据对性染色体异常病人的 X 染色体与 X 染色质数目的关系的研究发现，X

染色质数等于一个个体的 X 染色体数减 1。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一个 X 染色质是一条异染

色质化的 X 染色，在间期其 DNA 的复制要比其他的染色体晚（Morishima，1962）。在一个

个体中，究竟是来自父本还是来自母本的 X 染色体失活，则是随机的，这种随机失活是生

物体内的剂量补偿机制（LYON，M.，1962）。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 X 染色质是一种包含结

构基因的异染色质，这种异染色质通常称为兼性异染色质（facultative chromatin）。 

通常用口腔粘膜、头发根鞘、外周血细胞等制备 X 染色质。由于取材方便，方法简单，

X 染色质检测广泛应用于性别畸形的诊断中。检查羊水细胞的 X 染色质，还可在产前诊断

胎儿性别。 

在人类细胞中，还存在另一种异染色质小体，这就是 Y 染色质，Y 染色体在间期也呈

现异固缩状态。Y 染色质如何检测呢？研究发现，Y 染色体长臂的远端经过荧光染料喹吖因

（quinacrine）染色后，可发出明亮的荧光，这种荧光在间期细胞中表现为一个明亮的荧光

点，直径约在 0.3-1um。在多数情况下，其他的染色体不显荧光或不具有如此强的荧光，因

此，这种荧光亮点就成了检测 Y 染色质的一种方法。用于制备 X 染色质的材料同样可用于

制备 Y 染色质。 

制备两种染色质的方法有多种，Schwarzacher（1974）曾对此做过详尽的综述。在本实

验中，我们将选择两种材料、两种染色方法制备并观察 X 染色质小体。 

 

实验材料、器具和试剂 

 每一个学生 

显微镜、牙签、镊子、解剖针； 

载玻片（要非常干净，这样材料才能粘得比较牢，这一点有用口腔粘膜上皮细胞制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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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质小体时尤其重要）、盖玻片。 

 每一组学生 

记号笔、镜头纸； 

固定液（95%酒精：冰醋酸=3：1，盛在染色缸中）、蒸馏水； 

70%、95%酒精、无水酒精、45%醋酸、5mol/L HCl； 

二甲苯、香柏油（将两者装在双层瓶中）； 

硫堇（thionine）或卡宝品红染液（装于滴瓶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种染液的配制方法 

1． 硫堇染液 

硫堇原液：取 1 克硫堇溶于 100ml50%酒精； 

缓冲液：醋酸钠（3H2O）9.7g，巴比妥钠 14.7g；蒸馏水 500ml； 

0.1mol/L HCl; 

硫堇工作液：按 A：B：C=10：7：8 比例配制工作液，调 PH 值 5.7±0.2。 

2． 卡宝品红 

贮存液：称取 3g 碱性品红，溶于 100ml70%酒精中。此液可贮存几个月。 

染液：5%苯酚                               90ml           

贮存液                                10ml          

福尔马林（37%甲醛）                  10ml           

冰醋酸                                10ml           

将以上种物混合，静置 24 小时，过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步骤 

1． 获取实验材料 

A.口腔黏膜细胞   

取一干净的载玻片，用记号笔在即将涂细胞的一面作个标记。先用水将口漱净，尽可能

除去口中的杂物。然后用牙签钝头在口腔一侧用力刮取，弃去第一次得到的刮取物，在同一

部位继续刮取（这样就可取得深层的表皮细胞），将刮得的细胞涂抹在干净载玻片上，反复

几将从 ，使玻片上的材料尽量厚些。 

勿令玻片上的材料干燥，迅速将玻片插入装固定液的染色缸中固定 30 分钟以上。如果

让材料在空气中干燥，会使细胞变形。拿刚涂抹的玻片直接插入固定液中，当然会使许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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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丢失，但粘在玻片面性上的细胞足够观察之需。固定后将载玻片在空气中晾干，这样，细

胞就可以紧贴在玻片的表面。 

B.毛囊细胞（Hair follicle cell） 

拔取一根毛根比较大的毛发（头发或其他部位，如手臂上的毛发均可；如可能，尽量选

用白色或浅颜色的毛发，这样在制片中就可减少色素的干扰）。在一张干净的载玻片中央滴

一滴 45%的醋酸，将毛根浸渍其中。静置约 5 分钟，待毛根稍软后用镊子尖或解剖针尖将外

层毛囊的组织细胞轻轻刮下（用力太大，则可能将毛发上的色素细胞一起刮下，影响制片效

果）。弃去毛干。用解剖针将载玻片上的组织细胞均 摊平。摊平的材料在空气中晾干。 

2． 染色 

方法一:硫堇染色 

1． 将晾干的玻片置于 5mol/L HCl 中，在室温下水解 10 分钟。 

2． 用自来水换洗几次，再用蒸馏水漂洗 2-3 分钟。 

3． 硫堇染色 30 分钟。 

4． 蒸馏水漂洗（数秒钟）。 

5． 70%的酒精分色数秒钟。 

6． 在 95%酒精中分色 1 分钟，无水酒精分色两次，每次 1-2 分钟；用二甲苯透明两次，

每次约 3 分钟，直接加盖玻片封片（或用树胶封片）后观察。 

方法二:卡宝品红染色 

1．在晾干的玻片上直接滴上染料，染色 10 分钟。 

2．在 95%的酒精中分色 1-3 分钟。 

3．在无水酒精中继续分色两次，每次 1 分钟。 

4．用二甲苯透明两次，每次约 3 分钟，直接加盖玻片封片（或用树胶封片）后观察。 

3． 观察 

观察 X 染色质要用油镜。 

 

结果辨析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到 X 染色质为一结构致密、轮廓清楚染色较深的小体。人类的 X

染色质常附着于核膜内侧，这个位置就是晚复制的 X 染色体所处的位置（Morishima,1962）。

大小约在 1μm 左右，呈三角形、卵形、短棒形或者双球形。一般说来，在动物细胞中，X

染色质可以处于三个位置：靠近核仁，靠近核膜，或者自由地处于核区内。这种位置，对于

每一种来说是相对固定的。 

处于核膜内侧的 X 染色质在压片时完全可能被压在核的中央。这种情形下，X 染色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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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核中其他的着色的结构相混。为保险计，我们通常只计数接近于核膜的小体。 

还应注意一个问题，并非在所有的正常女性细胞中都能看到巴氏小体，用正常女性的组

织制片，统计 200-400 个没有破损、形态正常的细胞，可观察到具巴氏小体的细胞比率约在

30%-50%。但这一比率在不同实验之间差异较大。 

Barr 发现性染色质时，用的实验材料是猫的神经元细胞。要制备这种片子程序较复杂。

我们是否可以用猫的体毛做材料重复一下他的实验呢？另外，大鼠、小鼠等常用的实验动物，

试试看，我们是否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将“先生”与“女士”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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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  植物多倍体的诱发及鉴定 

 

实验目的 

1、了解植物多倍体的一般形态特征及多倍体的细胞学特点。 

2、掌握植物多倍体的细胞学鉴定方法。 

3、了解秋水仙碱溶液诱发植物多倍体的原理和诱发技术。 

实验说明 

人工诱发植物多倍体（polyploid）已经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在生产上取得显著成绩，

但在植物多倍体育种中，首先要进行多倍体的诱发工作。诱发多倍体的化学药品很多，迄今

为止，以秋水碱（Colchicine）应用 广，其处理方法简便，对各种植物诱发效果均甚好，

秋水仙碱的作用主要求抑制细胞分裂中期和后期纺缍丝的形成，使已加倍的染色体不能对等

分向两极，末期细胞也不形成细胞板，因而细胞不分裂而染色体加倍化，此外，富民隆（对

甲苯磺硫苯胺基苯汞）与秋水仙碱诱变的效果相似。 

经过秋水仙碱溶液或其它药剂处理的种子或幼苗，是否诱发成功，处理的材料在培育过

程中还必须进行一系列鉴定工作以便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进行选育，鉴定的方法有二种： 

1、直接鉴定：观察和计算经过预处理或未处理植物根尖细胞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数目，

是判定植物多倍体的 直接证据。 

2、间接鉴定：染色体加倍后，植物外部形态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巨大性，这种特征同样

也反映在细胞的大小上，许多资料报导，花粉粒和气孔的增大可以作为染色体数目加倍的辅

助性指标，气孔的大小和频率与植物多倍性有关，通常多倍体植物的气孔较大，单位面积上

气孔数目较少，花粉粒的大小，也与此相似，四倍体的花粉粒比二倍体的显著大些，但某些

植物（如西瓜）花粉粒上发芽孔的数目似也随倍数性高而有加多趋势。 

实验用品 

扭力天平（感量 0.01 克），显微镜，目镜测微尺，镜台测微尺，剪刀，解剖针，镊子，

烧杯，量筒，培养皿，容量瓶（100ml），棕色细口试剂瓶，载玻片，滤纸，纱布，花盆，

卡诺固定液（纯酒精 3 份，冰醋酸 1 份），龙胆紫，碘~碘化钾溶液，醋酸洋红，秋水仙碱。 

实验方法 

1、 取刚萌动的蚕豆种，放在 0.05%的秋水仙碱溶液中，于 25℃条件下，处理 24 小时，然

后用清水洗净，培育一段时间，待根尖长出 0.5~1.0cm 时，即剪下固定 4~24 小时，倒去

固定液用 95%酒精 2 次，直到没有醋酸气味为止，然后再注人 80%酒精，并放在冰箱保

存，取若干根尖，用 45%醋酸处理 3 小时，再用 55℃温浴 15 分钟压片，细胞只存一层，

观察并鉴别四倍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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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水稻幼苗 5～6 片叶时，拔出洗净根上泥土。剪去老根浸入 0.05%秋水仙碱溶液中，连

续 4～5 天（每隔 1～2 天换一次溶液），取出用清水洗去残夜，然后盆栽，进行培育和

观察，并与对照作比较。 

3、 将二倍体西瓜种子浸种，催芽，当胚根达到 1～1.5 公分时，将胚根倒置于培养皿内，

以 0.２～0.4%秋水仙碱溶液，浸渍生长锥，于 25℃条件下处理 24～28 小时，然后用清

水冲洗净残夜，插入花盆内，进行培育和观察，并与对照作比较。 

4、 鉴定： 

①染色体数目检查：取蚕豆二倍体和四倍体根尖，采用压片并用醋酸洋红染色，然后检

查分生组织细胞分裂情况，寻找中期分裂相，进行染色体计数。 

②花粉粒的鉴定：分别取经秋水仙碱处理和未经处理的蚕豆花药，用解剖针和镊子将花

药撕开，而后将花粉涂于清洁的载玻片上，加一滴碘—碘化钾溶液，

盖上盖玻片，染色一分钟，随即用吸水纸吸去多余的碘液，即可进行

镜检，测定花粉粒的大小。 

 

花粉粒的大小的测定是将花粉粒的制片先在低倍镜下找到花粉粒，然后在高倍镜下用目

镜测微尺量花粉的直径，观其占目镜测微尺的格数。 

目镜测微尺每格长度（μ）=两个重叠刻度间镜台测微尺的格数×10/两个重叠刻度间目

镜测微尺的格数。再从目镜测微尺每格长度推算出花粉粒直径多少，测定 10-20 个花粉粒直

径，求平均值， 后将两者加以对比。 

③气孔的鉴定：取蚕豆或西瓜新鲜叶片下表皮，立即检查或将撕取的表皮固定好以后保

存备用。叶表皮材料，用龙胆紫染色 1-2 分钟，然后将新鲜材料或已固

定好冲去多余染色剂，随即用镊子将染色的表皮组织置于清洁的载玻片

上（注意使正面向上），盖上盖玻片即可进行镜检。 

④气孔保卫细胞大小的测定：气孔由两个细胞合成的一个孔隙，双子叶植物的细胞一般

呈肾脏形，单子叶植物（如禾本科）的保卫细胞多呈亚铃

形。 

将叶表皮细胞制片先在低倍镜下找到目的物，然后在高倍镜下用目镜测微尺量气孔及保

卫细胞大小，先量气孔及保卫细胞的长和宽与目镜测微尺的格数，然后从目镜测微尺每格的

长度推算保卫细胞实际的长和宽。在同一制片上，测定 10-15 个气孔保卫细胞的长和宽，求

出平均值。 

⑤单位面积上气孔数目的测定：将已制备好的叶表皮细胞片子，于显微镜下检视，计算

每个视野中气孔的数目。移动制片，在表皮不同部位，

进行 10 次计数，求其平均值。 

视野面积的计算：以微尺量视野直径，则半径 R 为已知，按公式 S=πr2 计算视野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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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推算出每平方毫米面积的气孔数目。 

5、 果实解剖：四倍体西瓜皮增厚，平均达 1-1.5cm；种子数量显著养活，每瓜仅数粒到数

十粒，同时种子变大，种壳加厚，上有木栓质纵裂。四倍体西瓜含糖量比二倍体高。 

6、 三倍体无粒西瓜的制种（大田参观） 

三倍体西瓜种子的的获得以四倍体作母本，二倍体作父本杂交的结果，因此，三倍体西

瓜是杂种一代，能表现父母双方的遗传特性。 

由于四倍体母本对二倍体父本的亲和是有选择性的，因此，杂交的组合应予以考虑。如

诱变所得的四倍体的一般果皮都加厚，故选择的父本的量地皮应薄一些，使杂种的果皮不致

太厚，同时还要注意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配合，例如网纹果皮是隐性性状，齿条型果皮是

显性性状，前者通过人工诱变后作母本，后者作父本，杂种一代都可以获得齿条型果皮的果

实，利用这些遗传特性，能简便地鉴别真假杂种。 

同时，我们还要适当多搞几个组合，以测定他们的亲和力与杂种一代无粒西瓜的品质、

产量等，以挑选出 优良的组合，提高无粒西瓜的品质、产量与改善其性状。 

（1） 小面积的制种法：可人工控制授粉，根据西瓜的开花习性，每日下午将四倍体植株

上次日将要开放的雌花和父本二倍体西瓜植株上次日将要开放的雄花分别套袋。次

晨，取下前天下午套袋的二倍体雄花，剥去花冠，将花粉涂在四倍体雌花的柱头上，

这时，动作要轻，不能使柱头的受伤。授粉后，仍将四倍体雌花套袋，然后挂上纸

牌，注明授粉日期及组合名称，二、三天后检查，并可去袋。 

（2） 大面积的制种方法：可采用分区隔离法，按预定距离划采种圃，在采种圃内按 4-6：

1 种植母本（四倍体）和父本（二倍体）植株，母本植株早期结合整枝除去雄花蕾，

以后每 2-3 天检查雄花蕾一次，而授粉植株的雄花则保存下来，迫使四倍体母本接

受二倍体花粉，产生三倍体杂种种子，而避免自交。 

 

制作程序： 

 

第一年：秋水仙碱处理 2n 种子成幼苗→四倍体 

自交保存 
杂交获得三倍体

种子 
 自交保存 

第二年：  四倍体    

                    杂交获得三倍体种子 

 

         三倍体种子 

第三年：可重复第二年的做法。 

无籽西瓜一般是无籽的，只有一些没有发育成的种子的幼小的胚珠（白子），食时觉察不出，

可谓无籽。但亦可能有个别充实的胚，这种胚属于二倍体，在生产上无应用价值。 

44 



作业 

1、 将你所鉴定的结果填入下表，并进行分析比较（表如下） 

2、 根据大田参观西瓜制种你有何体会和建议。 

3、 绘蚕豆根尖二倍体和四倍体细胞图各一个。 

4、  

作物

名称 

倍数

组 

染色体

数目 

花粉粒直

径（μ）

气孔保卫细

胞长（μ） 

气孔保卫细

胞宽（μ） 

保卫细胞

叶绿体数 

每平方毫

米气孔数

2n       
水稻 

4n       

2n       
蚕豆 

4n       

2n       
西瓜 

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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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一  核型分析 

 

任何生物都有特定的一组（或一套）染色体，这组（套）染色体的数目，以及每条染色

体的形态特征，诸如两臂长度、着丝粒的位置、随体的数目和长度、带型等等，都是比较固

定的，具有种的特异性。我们将一个物种的染色体数目及形态特征称为该物种的核型

（karyotype）。对这些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描述，就是核型分析（karyotype analysis）。由

此可见，核型分析可以说是对一个物种染色体组的形态特征等信息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其结

果对一些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植物分类中用核型做为一个判据，我们可用核型判

断一个物种是否多倍体还是单倍体，在临床上还可以用于诊断遗传病。 

核型分析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确定一物种的染色体数目；②辨析每条染色体

的特征。一般采用分散良好、形态清楚而典型的有丝分裂中期的染色体标本来完成这项工作，

对少数物种（如玉米）也可用减数分裂的粗线期的染色体。做为练习，这次实验仅要求辨析

一个物种的染色体，熟悉核型分析的操作步骤。 

我们知道，无论是哪种制片方法，都可能造成染色体的丢失、重叠等现象；制片方法

不同，细胞所处的生理状态不同，染色体的收缩程度不同；用秋水仙等药物进行预处理还能

引起染色体加倍，所有这些因素都能使我们的观察结果产生偏差。所以我们不能仅根据对一

两个细胞的观察结果确定一个物种的核型，而必须观察、分析多个个体，多个细胞，如这些

细胞的染色体数都恒定一致，即可认定为该物种的染色体数目。在染色体计数的基础上，选

择几个典型的细胞，辨析染色体组中每条染色体的特征。通常用染色体的相对长度、着丝粒

的位置、随体的数目和长度等指标描述一条染色体的特征（具体方法见下文）。当然，带型

也是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传统的核型分析的程序是在完成上述工作后，选几张理想的照片，把每条染色体一一

剪下，进行分组、匹配，并按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粘贴在一张硬纸上。这是一种非常耗时

还未必精确的方法。当要求分析的数量较多时，这种方法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人们开始将图象处理技术应用于核型分析中来。目前已实现计算机自动

检测染色体分散良好的中期细胞，并自动完成核型分析。但这样的软件往往价钱高昂，一般

的单位是不具有的。Adobe Photoshop 是一款流行的功能强大的图象处理软件，它较专门的

核型分析软件容易获得。用这款软件，可以很容易的完成染色体的排列、测量等工作。程序

远较传统方法简单。同时，它还具备传统方法所不具备的许多功能，诸如去除原照片中的斑

点、划痕，调整亮度、对比度，对交叉重叠的染色体臂进行修整等（图 11-1），使分析结果

比较完美。再这次实验中，我们也介绍用这款软件建立核型图的方法，有条件的同学可以试

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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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实验器具 

 每一个学生 

同一物种的分散良好的中期细胞的显微镜照片（扩自一张底片）； 

镊子、小剪刀、计算器、铅笔、绘图纸、坐标纸、胶水、尺子（ 小刻度：1mm）。 

 

实验步骤 

如果你对染色体的形态结构还不是很熟悉，可以参考图（是下面所附的蚕豆核型为例

子做的说明，供参考）。弄清后再开始下面的工作。 

1、 选择一张照片，把照片上的染色体逐一剪下，将剪下的所有染色体摆放在一张坐标纸上，

先据目测以染色体的总长度为标准，理出各个染色体的大致长短顺序，按从长到短的顺

序排列起来，使短臂向上。如果两条染色体的总长度相等，则将短臂较长者排前，较短

者排后。对有随体的染色体，也应当一视同仁，按上述规则排列。 

2、 借助坐标纸上的标尺，按上述的规则，进行精细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你会发现，两条

染色体总长度、长臂、短臂的长度都相等或非常相似，则是同源染色体，将它们进行配

对。将两对同源染色体作为一组，按总长由长到短的顺序，对染色体组进行编号，一对

同源染色体编一个号。 

3、 取一张绘图纸，做一个大致的规划：在纸的上部留出贴另一张照片的空间，在此下用铅

笔轻轻地划出一条直线。将在坐标纸上排出顺序的染色体逐条移到绘图纸上来，每条染

色体的着丝粒排在这条直线上。如试排的结果比较美观，则用胶水将它们粘牢。 

4、 用刚尺准确地测出已排好的每条染色体的三个指标：总长度、长臂、短臂的长度。分别

记录，精确到 0.1mm。具有随体的染色体，随体可记入全长。根据上述的测量结果，求

出下列各种参数。 

（1）染色体的长度   

染色体的绝对长度，在不同的处理条件下或不同的生理状况下表现不同，所以并不可靠。

核型分析中常采用相对长度，一条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可用下式表示： 

相对长度=待测的单个染色体的长度/整套染色体组的总长度×100%        （1） 

将两条同源染色体的相对长度进行平均，作为染色体组中这一序号的染色体的相对长度。 

（2）臂比    

即一条染色体两条臂长度的比值。常用的公式是： 

臂比（r）=长臂（L）/短臂（S）                                     （2） 

 

上式中的长、短臂的值也是取两条同源染色体的平均值。臂比值实际上反映的是着丝粒

的位置，这个位置在一条染色体上是相对固定的，因而是描述染色体特征的 有用的指标。

现在 常用的着丝粒命名法 Levan 是等（1964）提出的二点四区系统，其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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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比值（r） 着丝粒位置 简记 

1.0 正中部着丝粒 M 

1.0~1.7 中部着丝粒区 m 

1.7~3.0 亚中部着丝粒 sm 

3.0~7.0 亚端部着丝粒区 st 

7.0~∝ 端部着丝粒区 t 

∝ 端部着丝粒 T 

 

我们也依此结果，将不同的染色体分别称为正中部着丝粒染色体，中部着丝粒染色体等。 

对一个细胞的核型分析来说，到此为止已算完成。但正如我们所说，不同状态下制片得

出的染色体的参数是不同的，所以一般约定至少分析一个物种 5 个以上的细胞（ 好来自不

同的 5 个个体），求出各参数的平均数，结果才是可靠的。 

对于人类染色体的核型分析的编号方法，与上述不同。它采用的分组编号。普通小麦是

异源多倍体，其染色体组由 A、B、C 三个亲本染色体组构成，因此普通小麦染色体的排列

按亲本的染色体组编序排列，而不是将 21 对染色体统一编序排列。如果细胞中还有性染色

体和 B-染色体，则通常将它们单独排在 后。 

本实验末附两张照片供练习。可将每一张照片各复印一份（原大），照前述步骤进行核型分

析。如果有的同学在分析蚕豆的核型时或许存在一些问题，请参考说明。 

1、 图片可以有两个来源：一是选择染色体分散良好的有丝分裂中期的细胞，用数码相机进

行拍摄（100 万像素即可），然后输入电脑：一是按传统方法拍摄，再用 300dpi 或更高

的分辨率将照片扫描进计算机。用裁剪工具（Crop tool）将不需要的部分裁去，调正图

像位置，视情况调整亮度、对比度；去除斑点、划痕等，然后存储图象，名之为“原始

图”。在进一步分析前，用橡皮工具（Eraser tool）等将照片中除染色体以外的其他区域

擦除干净。然后将图象另存为“核型图”，我们利用这张背景干净的“核型图”进行核

型分析。 

2、 根据目测，对染色体进行大致归拢。首先将一组染色体中特征非常明显（如 短、 长，

具有随体等）、较易分辨的同源染色体进行配对，归类。其余的染色体可以根据自己的

判断，暂且将它们配对。按从长到短的顺序或其他规则，将这些配对的染色体排列起来。

然后，测量各条染色体的总长及各臂长度。根据测量结果，再对第一步中“误配”的染

色体进行调整。 

 

将染色体大致归类的过程仅需要反复使用套索（Lasso）与自由变形(Freetransform)两个

工具即可。用套索工具从图中圈选同源染色体，从 Edit 菜单中选择，此时被圈选的染色体

外出现一个矩形的框，用鼠标按住矩形框的一个角可自由地选被转选中的染色体，使短臂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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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长臂朝上。而将鼠标伸入矩形框中并按住，则可将选中的染色体拖向任何位置。移到目

的地后，按回车键又可回到套索工具中来。自由变形的快捷键是 Ctrl+T，使用次快捷键可省

力不少。重复上述过程，将所有同源染色体配成对。在配对的过程中，可借助放大工具（zoom 

tool），看清染色体的细节。 

染色体如存在交叉重叠，我们可以同时处理几个染色体重叠较少的细胞，先用套索工具

小心地将叠在上面的染色体圈选、移走，再从另一张照片找到相应的细节，用橡皮图章工具

（cloe stamp tool）仔细地“克隆”到因“分离”而造成的“短臂”处。注意，克隆前要将

两条染色体的尺寸调整成一样大。这样“修补”后的染色体比“嵌合体”式的染色体特征更

典型。 

视需要在画布中拉一条或几条参考线，我们还是选用套索与自由变形两种工具，按核型

分析中染色体排列的规则，圈选并拖动配好对的染色体排列，将着丝粒排在参考线上。 

3、测量每条染色体的总长与臂长，调整“误配”的染色体。在菜单中选 Edit→Preference

→Guide、Grid&Slice，将其中的 Grid line every 设为 1cm，Subdivisions 则可视精度需要设为

10 或其他值，在菜单中选 View→Ruler、View→Show→Grid 显示标尺与网格，将图象放大

到 300%左右，根据网格线标示准确测量每条染色体的长度及相应的臂长，并做记录。由此

读出的尺寸即是被扫描的原始照片中染色体的尺寸，虽然显示在屏幕上的染色体要远比原始

照片中的大。如果一条染色体臂是弯曲的，可按前文叙述的方法圈选并旋转染色体，分段测

量。这种测量方法即简便又准确。 

算出每条染色体的总长、臂长、臂比等参数。这些参数 为接近的两条染色体为同源染

色体。根据这些结果，对目测有误的配对结果进行调整。 

核形分析通常要求分析 5 个细胞。用上述的方法可以比较容易地完成这项工作。 

4、调整“核形图”画布的大小，将“原始图”移进“核形图”中来，按需要调整大小

和位置。用文字工具（type tool）在图的下方对核形图做些说明。合并所有的图层。另存成

“核型分析”。 后，用光泽照片纸或高分辨率纸将结果打印出来或插入到其他文档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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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二  碱变性法小量制备质粒 DNA  

   

质粒(Plasmid) 是细菌染色体外能自身独立复制的双股环状 DNA。带有遗传信息，可赋

予细菌某些新的表型。将质粒指纹图谱分析方法、质粒 DNA 探针技术及检测质粒的 PCR 技术

用于临床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已成为现实。质粒作为载体在基因工程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分离和纯化质粒 DNA 的方法很多,但这些方法基本包括三个步骤：即细菌的培养和质粒

DNA 的扩增，细菌菌体的裂解; 质粒 DNA 的提取与纯化。 

  本实验学习用碱变性方法提取质粒 DNA。  

 

实验原理 

  细菌培养物加入 SDS 和 NaOH 碱性溶液处理后，菌体裂解，可使细菌的质粒 DNA、染色

体 DNA 和 RNA 一起从细胞内释放出来，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因各种核酸分子的迁移率不同将

上述核酸分成不同的带。用溴化乙锭（EB）染色后，在紫外线灯下可看到各种核酸带发出的

荧光。根据荧光的位置，可区分不同的核酸带。  

 

实验材料与器材试剂  

  1．菌株 E.coli JM109（pUC18），E.coli RRI（pBR322） 

•   2．器材：1.5ml  Eppendorf 管、微量加样器、培养皿、台式高速离心机、高压灭菌锅 

  3．试剂：溶液Ⅰ( 50 mM 葡萄糖, 25 mM Tris.HCl PH 8.0, 10 mM EDTA)  

           溶液 II ( 0.2 N NaOH，1%SDS) 用前新配制 

           溶液 III (5M  乙酸钾 60mL  3M  冰乙酸 11.5mL  ddH2O  28.5ml pH 5.2) 

           TE 缓冲液 (10mM Tris.Hcl ,1mM EDTA PH8.0)  

           LB 液体培养基( 胰蛋白胨 10g,，酵母粉 5g, NaCl 10g. 加蒸馏水溶解，用 

                           NaOH 调 PH 至 7.5，加水至 1000 mL,15 磅高压灭菌 15 分钟)。 

             等体积酚-氯仿-异戊醇 

 RNase A：10mg/mL 、 LB/Amp：LB/氨苄青霉素（50μg/ml）、70%乙醇。   

实验方法  

(一)提质粒 

  1．接种细菌于 5mL LB 液体培养基中，37℃培养过夜。 

  2．1.5mL 于离心管中,3000 rpm/min,离心 15min，弃上清。加入预冷的 100μL 溶液 1 

悬起细菌沉淀(并加入 RNase A2.5μL)。 

  3．加入 200μL 前新配制的溶液 II ，颠倒 EP 管 5 次混合均 ，置冰浴 5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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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入 150μL 溶液 III 温和地混 ，冰浴 5min,12000rpm/min,离心 5min。 

  5．吸取上清清亮裂解液放入另一新 EP 管中，加等体积酚-氯仿-异戊醇抽提 1次， 

12000rpm/min,离心 20min。（若不做酶切，此步可省略）吸取上清放入另一新 EP 管，

加入二倍体积的冷乙醇，冰浴 20min 12000rpm/min,离心 10min。 

6．弃上清，加入 0.5mL70%乙醇洗涤 DNA 沉淀，离心弃上清，在空气中使质粒 DNA 干燥

10min。 

•   7.干燥后用 30μL TE 缓冲液洗下核酸，待电泳检测。(或将质粒 DNA 溶于 20μL，ddH2O

中，4℃保存。)  

（二）琼脂糖凝胶电泳  

  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Agarose gel electroghoresis）是分离、鉴定和提纯 DNA 片断

的有效方法。凝胶分辨率决定于使用材料的浓度，并由此决定凝胶的孔径。琼脂糖凝胶可

分辩 0.1~6.0kb 的双链 DNA 片段。琼脂糖凝胶电泳是一个电场作用。它首先利用琼脂糖的

分子筛效应，此外，在弱碱性条件下，DNA 分子带负电荷，从负极向正极移动。根据 DNA

分子大小、结构及所带电荷的不同，它们以不同的速率通过介质运动而相互分离。借助溴

化乙锭（EB）能与双链 DNA 结合的作用，利用 EB 染色，并通过紫外线激发即可观察被分离

DNA 片段的位置。  

（1）仪器试剂  

  1．琼脂糖、10×TAE 电泳缓冲液（40mM Tris ,20 mM NaAc,1mM EDTA PH8.0） 

  2．载体缓冲液（0.25%溴酚蓝，30%甘油）、溴化乙锭水溶液（10mg/mL ）  

  3．凝胶槽、电泳仪  

（2）方法 

  1．取琼脂糖 0.9g，加入 100mL 1× TAE 电泳缓冲液于 250mL 烧瓶中，1000℃加热溶解。 

  2．平衡凝胶槽，放好两侧挡板，调节好梳子与底板的距离（一般高出底板 0.5~1mm）。 

  3．铺板：在溶解好的凝胶中加入终浓度为 0.5μg/mL 的溴化乙锭水溶液，轻轻混 ，

待冷至 500C 左右倒入凝胶槽，胶厚一般为 5~8mm。 

  4．待胶彻底凝固后，去掉两侧挡板，将凝胶放入盛有电泳液的槽中(1×TAE)（加样孔

朝向负极端，DNA 由负极向正极移动），使液面高出凝胶 2~3mm，小心拔出梳子。 

  5．DNA 样品与载体缓冲液混合并加入凹孔中（样品不可溢出）3~5μL。 

  6．打开电源，调节所需电压，电压与凝胶的长度有关，一般使用电压不超过 5V/cm。 

  7．据指示染料移动的位置，确定电泳是否终止（溴酚蓝的涌动距离在 5s RNA 和 0.3 kb 

DNA 带之间）。  

  8．电泳完毕关闭电源。将凝胶放紫外灯下观察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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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的转化 

 

在前面的实验中，我们介绍了果蝇、玉米这两种遗传学常用的研究材料。遗传学家应用

这些动植物阐明了基因传递的规律，并将基因定位于染色体上，建立了遗传学图。但这些工

作都没有说明基因的本质是什么。20 世纪 40 年代，Avery 等通过研究细菌的转化现象阐明

了这个问题。 

所谓转化是指细菌（或其他生物）细胞从外界环境中吸收含有某些基因的 DNA 片断，

从而表现出相应性状的现象。这个现象 早是 Griffith(1982 年)发现的。他把活的不致病的

肺炎双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与死的致病菌混合，结果使不致病菌株转变成致病

菌，且致病性能稳定地传给后代。16 年之后，Avery 及其同事证实了引起这一转变的因子是

DNA。这一成就不仅肯定了 DNA 是遗传物质，也提供了一种将外源基因转入细菌细胞的方

法。转化与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反转录酶等的发现，使基因工程成为可能。现代基因工程中，

把体外重组的 DNA 导入细菌细胞的一种重要方法即是这种技术。 

细菌细胞并不是任何状态下都能吸收外源 DNA。它只有处于一种易于接受外源 DNA

的状态——感受态（competence）时才具备这种能力。对肺炎双球菌、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等，感受态能自发产生；但对分子生物学中研究、利用 多的大肠杆菌，感受态则

必须通过物理的或化学的方法进行诱导。通常的作法是在大肠杆菌对数生长的早中期，在 0

℃条件下用 CaCl2 处理细胞，并辅之以短时间的热激（42℃）。感受态细胞吸收 DNA 的机理

尚未明确。天然的转化体系与 CaCl2诱发的转化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前者需要线性的

DNA 片段；而后者更多的是吸收环状的 DNA。这个特性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我们可以

把外源基因质粒 DNA 上导入到大肠杆菌中。这样，外源 DNA 不需要与宿主染色体重组，

即可随着质粒独立地复制，并表达相应的性状。 

多数细菌都具有修饰-限制这样的防御系统，能通过高度专一的甲基化（修饰）来保护

自己的 DNA 而将外来的 DNA 的降解（限制）。这样就使转化的频率显著降低。因此受体菌

一般要选择限制-修饰系统存在缺陷的菌株。这样外源 DNA 就可免遭宿主的切割而提高转化

的频率。 

对大多数质粒而言，转化频率是很低的。这就产生如何将已转化的和未转化的受体细

胞区分开来的问题。 常用的解决方法是把某种抗生素的抗性基因整合到质粒上，再由质粒

将抗性带给宿主菌。再含抗生素的培养基上就可将未转化的细菌淘汰。 常用的抗生素是四

环素和氨苄青霉素。 

本实验用 pBR322 转化大肠杆菌。pBR322 是应用 广泛的一种质粒，它是用一系列大

肠杆菌质粒，通过 DNA 重组技术重新构建的质粒。在基因工程中常作为载体。其上携带氨

苄青霉素基因（Apr）和四环素基因（Tetr）两个便于选择的抗药性标记。受体菌为氨苄青

霉素和四环素敏感的菌株。被 pBR322 转化了的菌株（称转化子）具有对这两种抗生素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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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可以在含氨苄青霉素和四环素的完全培养基上将它们筛检出来。转化的方法如前述。

实验要设置对照，以排除可能出现的假阳性。 

 

实验材料、器具和药品 

 每一个学生 

3 个不加氨苄青霉素的 LB（Luria-Bertani）平板（制备方法见附录）； 

3 个加氨苄青霉素（100μg/mL）的 LB 平板； 

3 只 1.5mL 的 Eppendorf 管； 

 每一组（四或五个学生） 

20 mL LB 液体培养基，装在 100 mL 的三角瓶中； 

5 mL LB 液体培养基，装在 50 mL 的三角瓶中； 

2 个 10 mL 离心管； 

1 个带冰的冰盘； 

1 只玻璃涂棒、1 支记号笔； 

微量加样器、吸头若干。 

 整个实验班 

大肠杆菌（E.coli）DH5a(或 HB101、C600 等可作为 pBR322 受体的菌株)； 

pBR322 质粒 DNA（0.01mg/mL，可以从生物试剂公司购得）； 

超净工作台、恒温摇床、牙签； 

低温离心机； 

恒温水浴锅、培养箱、高压蒸汽灭菌锅； 

分光光度计； 

0.1mol/L CaCl2 溶液（配法：称取 1.1g 无水 CaCl2，定容于 100mL 蒸馏水中） 

氨苄青霉素（用无菌水配制成 100 mg/ml 的贮存液）。 

实验前将吸头、牙签、离心管、Eppendorf 管、LB 培养基、CaCl2溶液在 15 磅灭菌 20

分钟。 

 

实验步骤 

整个实验约需 3 天的时间。第一天制备感受态细胞。第二天完成转化。第三天观察结

果。其中，感受态细胞的制备由一组学生（4 或 5 个）共同完成，而转化实验则由每个学生

独立完成。 

(一)感受态细胞的制备 

1、 取受体菌划线接种在 LB 平板上，37℃倒置培养 14~16 小时（过夜）。 

2、 在超净工作台中，用灭菌的牙签从 LB 平板上挑取一个单菌落，将此牙签直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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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 20mLLB 液体培养基的 100mL 的三角瓶中。37℃振荡培养 14~16 小时（摇床

的速度 100~200rpm）。培养约 12 小时后，每隔 1 小时取少量培养液测定光密度

（optical density,O.D.）值。当 O.D.600 在 0.3~0.5 之间时，表明细菌处于对数生长

早期或对数生长期，这个时期的细菌生长和繁殖 为迅速， 适合于制备“感受态”

细胞。 

3、 将培养液在冰浴中放置 10~20min，再转移到两个无菌的 10mL 预冷的离心管。 

4、 4℃，4000r/min，离心 10 min。 

5、 吸去上清夜。将离心管倒置 1 min，控净残留的液体。向每个离心管中加入 5ml 预

冷的 CaCl2 溶液，轻摇，使细胞悬浮，冰浴中放置 15~20min。 

6、 按步骤 4 的条件再次离心，回收受体菌。弃上清、控残留液体步骤同 5。然后每管

加入 1mL 预冷的 CaCl2 溶液，轻摇，重新悬浮细胞。 

7、 将样品分装于无菌的 Eppendorf 管中（每管 0.2mL），每个学生 2 管。这就是感受态

细胞悬浮液。如果不马上使用，可将制备好的悬液放在 4℃冰箱中，24h 之内使用。

如果在悬液中加入终浓度为 10%~15%的甘油，用液氨迅速冷冻后，可在-20℃或-70

℃的低温冰箱中保存，在这种条件下，感受态可维持几个月至半年。 

 

（二）大肠杆菌的转化 

1、 每一个学生将两管制备好的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放在冰块上（从低温冰箱中取出的

样品同样放在冰块上，等样品慢慢融化后再进行以下操作）。另取一只灭菌的 1.5ml

的 Eppendorf 管。按表 13-1 的设计做好三只管的标记，并加样。 

表 13-1  三只 Eppendorf 管内所加的物质（表中单位均为μL） 

各管中的物质 

 感受态细胞悬液 质粒 DNA 0.1mol/L CaCl2 

转化 200 2  

受体菌对照 200 –  

质粒 DNA 对照 – 2 200 

 

2、 将三只管中的样品轻轻混 ，冰浴 30~40 分钟，取出，置 42℃的水浴中 90 秒后再

放回冰浴 1~2 分钟。 

3、 每管中加入等体积的 LB 液体培养基，37℃培养 1~1.5 小时，让细胞中的质粒表达

抗生素抗性蛋白。 

4、 每组各取 100μL 菌液均 地涂布于 LB 平板中。两种平板各涂一个，做好标记。

在室温下放置几分钟，等菌液被琼脂吸收后，倒置于 37℃的培养箱中培养约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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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观察实验结果。 

 

结果分析 

统计三组结果，填在表 13-2 中。 

 

请思考以下问题，按照实验设计，哪些平板上不应该出现菌落？你的 6 个平板中是否

都长出菌落了？ 

如果你的结果是有效的，则根据上述的统计结果，计算转化率： 

 

转化率=每质粒 DNA 所转化的大肠杆菌数×100% 

=菌落数/质粒 DNA 用量×100% 

表 13-2  转化实验结果的统计 

 不含氨苄青霉素的 LB 平板 含氨苄青霉素的 LB 平板 

转化   

受体菌对照   

质粒 DNA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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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LB 培养基的配制方法 

LB 液体及固体培养基的制备方法： 

胰蛋白胨（bacto-typtone） 10g 

酵母提取物 5g 

NaCl 10g 

蒸馏水 950ml 

 

加入蒸馏水，药品完全溶解后，定容到 1L，用 1mol/L NaOH 调 pH 至 7.0，即成 LB 液

体培养基。 

在上述培养基中，按 15g/L 的量加入琼脂，加热溶解后，再用上法调节 pH。倒平板时，

将高压灭菌的固体培养基置室温冷却至 50℃左右，在无菌的条件下加入抗生素贮存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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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浓度为 100μg/mL。摇 后在无菌条件下，将其分别倒入已灭菌的平皿中（培养基层

2~3mm），室温放至固化，即成 LB 固体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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