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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DNA 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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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近年来，环境 DNA（eDNA）应用发展迅速，已涉及食品微生物、生物监测、群落生态学、古环境研

究、保护生物学和入侵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基于 eDNA 的研究手段具有非侵入性、易于取样和能够探测隐秘物
种等优点，因此 eDNA 是生态系统广泛直接取样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本文综述了 eDNA 的定义和发展历史，
介绍了 DNA 条形码选择和设计、样品收集、DNA 抽提、DNA 扩增测序、DNA 条形码数据分析等 eDNA 研究步骤，
描述了 eDNA 在外来物种入侵、物种检测、生物量估算、水中生态系统监测等领域的应用，总结出 eDNA 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该方法的应用前景。本文为全面了解 eDNA 的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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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environmental DNA（eDNA）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including food
microbiology，biological monitoring，community ecology，study on palaeo-environment，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invasion ecology，etc. As the study methods of eDNA were advantaged by non-invasiveness，convenience for
sampling and detection of cryptic species，eDNA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to extensive direct
sampling in ecological system. In this paper，its deﬁni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were summarized ；the study steps
were introduced from the aspects of DNA barcode selection and design，sample collection，DNA extraction，DNA
ampliﬁcation and sequencing，and analysis on DNA barcode data ；then its application in such ﬁelds as alien species
invasion，species detection，biomass estimation and aquatic ecosystem monitoring，was described ；all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above steps were summarized，and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was prospected. The review provided
some references to fully learn the application of e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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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环 境 DNA（environmental DNA，

来识别与 DNA 环境相关的物种或群落，成为保护

eDNA）应用发展迅速，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

和入侵生物学的可靠工具，发表的有关研究数量呈

微生物、生物监测、群落生态学、古环境研究、保

指数级增长 [2]。随着人们对 eDNA 的关注，越来

护生物学和入侵生态学等领域 [1]。结合现代测序工

越多的研究人员加入了这个行列，相关科学问题、

具，基于 eDNA 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非侵入性方法，

批评和创新也开始展现出来。本文从 eDNA 定义、
历史发展、研究方法和步骤以及用途、存在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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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等方面，全面阐述了 eDNA 应用研究进展。
1

定义
eDNA 是环境样本中发现的，许多不同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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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 DNA 的复杂混合物 [3]。环境样本包括土壤、

开始成为了解过去群落的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方

沉淀物、水甚至粪便，也包括过滤空气或水、

法。对于 eDNA 分析研究学者来说，无论是在实

过滤沉积物或大块状样品所产生的物质。在这种情

验层面还是生物信息学层面，一些技术仍然具有挑

况下，eDNA 对应于从环境样本中提取的 DNA，

战性。
初期的 eDNA 的基因编码研究依赖于克隆。

目的是基于 DNA 样品为所研究的体系，获得尽可
能全面的分类或功能信息。eDNA 包含细胞内和细
[4-5]

方法是先从复杂的混合物中分离出单个 DNA 片段，

。细胞内 DNA 来源于环境样品中存

再将 DNA 片段插入克隆载体（如质粒或噬菌体）

在的活细胞或活多细胞生物；细胞外 DNA 是细胞

中，使其能够在合适宿主（如大肠杆菌）的细胞中

死亡和随后细胞结构破坏的结果，可以通过物理、

分离和增殖。第二代测序技术研究发展之后，进一

化学或生物过程降解。

步刺激了宏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省去了昂贵而耗

胞外 DNA

目前，eDNA 研究可分为两大类：靶向目标性（物

时的克隆步骤 [12]。之后，eDNA 基因组编码的应

种特异性）和半靶向目标性（群落）[6]。这两个类别

用扩展到大型生物。首先是将粪便作为 DNA 来源

经常同时讨论，但在方法、解释和准确性上有很大

进行饮食分析，然后是进行水和土壤等 eDNA 研

不同。物种特异性研究是针对特定物种的分析，主

究。关于淡水大型生物的 eDNA 分析的研究很多，

要针对环境样本中的特定 DNA 片段。该类研究既

有涉及单一物种鉴定的，也有通过宏基因组编码识

可以集中在单一物种上，也可以利用一组分析方法

别多个分类群的 [13-14]。

对单一环境样品进行分析。eDNA 既可以通过分类

3

和基因测序来确定病原微生物 DNA，也可以直接

3.1

主要研究方法和步骤
主要方法

通过物种特异 PCR 方法来检测病原微生物，而不

鉴定 eDNA 样本中存在的各种目标分类群，

需要培养，对于难于增殖培养的微生物，eDNA 有

主要使用两种方法：PCR 和 DNA 宏基因组编码。

独特的意义。环境中的微生物是 eDNA 的常规研

PCR 方法中，最基础的方法是普通 PCR 扩增

究目标，仅通过鸟枪（shotgun sequencing）测序，

和标准或定量 PCR（qPCR）[15-16]。从复杂混合物

无需任何靶向 PCR，也可以进行基因组的功能特

中扩增特定 DNA 基因条形码是基于 eDNA 单一物

[7]

种检测的核心，可以采用普通 PCR 或 qPCR[17]。这

性研究 。
2

两种方法都能揭示环境样品中目标 DNA 序列的存

发展史
eDNA 研 究 始 于 1987 年，Ogram 等

[8]

提出

在。然而，qPCR 比普通 PCR 更具信息性。普通

关于沉积物中 eDNA 提取方法的研究。1990 年，

PCR 只能测量它们的最终浓度，但这并不一定与

首 次 提 出 宏 基 因 组 编 码（DNA

它们的原始浓度成正比 [18]。因此，出于生物监测

metabarcoding），采用 PCR 和克隆方法，研究分

目的，qPCR 可以提供采样环境中目标物种的丰度

析了马尾藻海浮游细菌中 16s rRNA 基因的多样性。

信息。

Giovannoni 等

[9]

宏基因组学始于 1998 年，Handelsman 等

[10]

通过

随 着 研 究 的 发 展， 基 于 靶 向 PCR（targeted

克隆和测序土壤中的 eDNA 片段，以寻求在未培养

PCR）[19] 或鸟枪测序 [20] 发展出更加通用的研究方

的微生物中合成生物活性分子的新途径。21 世纪初，

法，可以鉴定出 eDNA 中所有物种的存在，即定

以克隆为基础的宏基因组学和宏基因组编码在微生

义为“宏基因组编码”。DNA 宏基因组是指利用

[11]

利用

宏基因条形码，对环境样本中分离的 DNA 进行扩

DNA 宏基因组编码对古代 eDNA 进行分析，这也

增和高通量测序，可对环境样本中多个物种进行鉴

物学研究中的应用非常普遍。Willerslev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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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1]。Pompanon 等 [22]2011 年用 DNA 宏基因条形

基因组条形编码研究中，最优的抽样设计也可能会

码，在同一环境样本中发现了基于 DNA 鉴定的许

从同一样本中提取到不同生物体。例如，细菌、真

多分类群。该技术克服了传统物种鉴定方法耗时费

菌和树木都可以作为同一编码实验的目标，但微生

[23]

。但

物群落的组成在不同的空间上又明显不同。因此，

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 PCR 的偏向性，导致条形码

总体抽样设计将是所有方面之间平衡的结果。设计

的分析准确性及数据库的完善度较低。要实现宏条

取样时，还要考虑方法的标准化和样品降解的最小

形码技术高通量、准确、快速的物种鉴定，最为关

化。如果想得到合理优化的样本和尽可能均匀的

键的是构建完善的物种 DNA 条形码标准数据库、

DNA 信息，必须要考虑到 PCR 检测方法的抑制剂

力的缺点，可以高通量、快速地鉴定物种

物种信息库、信息共享和应用平台
3.2

[24]

。

种形式，但可分为两大类：细胞内 DNA 和细胞外

研究步骤

3.2.1

影响，以便优化出相同的 PCR 参数。eDNA 有多

DNA 条形码选择和设计

用 PCR、qPCR

DNA。细胞内 DNA 存在于所有生物体中。当存在

方法进行 eDNA 研究时，都必须使用 DNA 条形码

于环境样品中时，它可以来自单细胞生物，如细菌、

来分析。DNA 条形码是用于样本分类鉴定的简短、

古细菌，它们可以处于活动状态（细胞）或休眠阶

标准化的遗传标记，其目的是优化分类鉴定，因此

段（孢子）；也可能来自多细胞个体，如小型底栖

还必须选择具有其他特性的标记，比如用于基于

动物（如线虫、轮虫等）或较大生物体的分离片段；

eDNA 生物多样性调查的 DNA 条形码。1 个理想

也可以存在于死细胞的残骸中（如被其他细胞结构

的宏基因组码应该位于 1 个基因组区域中。该区域

包围或不被其他细胞结构包围的细胞核和细胞器）。

在参考数据库中针对所有目标分类单元进行详尽而

eDNA 也可以由游离的 DNA 分子构成，在水相中

准确的记录，以便获得明确的分类学标识（如不遗

溶解，或吸附在不同类型的有机或矿物颗粒表面。

漏种类，无测序或匹配错误）。在理想情况下，完

对于细菌，Costa 等 [27] 研究称，DNA 是通过特定

美的 DNA 条形编码是 1 个尽可能短的 DNA 片段，

的分泌系统释放的；Thomas[28] 研究称，DNA 可以

显示 1 个高度可变的序列，两侧有 2 个保守区域。

通过影响细胞膜通透性的某些非生物条件引起自然

Hebert 等

[25]

研究指出，核心保守区域对目标群体

排泄。
DNA 抽提

的所有物种都是有区别的，不与其他物种共享。这

3.2.3

个定义包括种内多态现象。相反，两个侧翼保守区

样品中提取 DNA。不同的 DNA 提取方法对随后

在目标类群中是相同的，但是在非目标类群中不同。

获得的种群分类结果会有不同影响，包括是否存在

在蛋白质编码区域设计引物通常不好，因为由于遗

分类群以及目标群的相对丰度。因此，只有在用

传密码较冗长，通常每 3 个核苷酸就会发生变异。

相同的 DNA 提取方法和相同的扩增程序（即 PCR

事实上，DNA 条形码已经被证明在 DNA 分类中

条件和引物）来处理样品时，才能对样品进行可靠

运用较好，如动物线粒体 COI 基因。此外，有研

的比较。Smets 等 [29] 指出，如果 DNA 提取的样本

究 [26] 表明，对于某些目标种群，引物中加入过多

之间存在很大变化，则在 DNA 提取前，最好向样

的碱基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引物退火扩增。

本添加内部对照，以测试此步骤的效率。如果样品

3.2.2

是非均相的，根据提取方法的不同，就可能会产生

样品收集

一个合适的取样方案对于任何

许多商业试剂盒可用于从环境

eDNA 研究的成功都至关重要。但是，到目前为止，

不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每个样品进行

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抽样方法。由于 eDNA 由反映

多个平行样本提取。Valiere 等 [30] 对于未经过滤且

不同时间或不同生物体状态的多种形式组成，在宏

新鲜取样或保存在酒精中的水样，高速离心，使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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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的 DNA 和细胞残留物颗粒化，然后弃上清液，

对 相 对 较 长 的 DNA 片 段 进 行 测 序（ 通 常 可 达

最后使用商业试剂盒对颗粒进行 DNA 提取。然而，

20 kb）。由于这两种技术仍然具有较高的错误率（高

样本中的 eDNA 或微生物细胞含量通常不太高，

达 10%），因此目前不适合分析 eDNA。然而其特

无法在小样本量下工作，相反通常需要进行过滤浓

点是便携性，如果误差率可以接受，纳米孔序列方

[31]

缩后再提取 DNA 。
3.2.4

法也可得到应用，允许在该领域进行小规模实验。

DNA 扩增、测序

对于微生物等特异性

3.2.5

DNA 条形码数据分析

随着测序技术的

靶标的研究，使用 PCR 和 qPCR 进行特异性 DNA

发展，eDNA 的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处理大

条形码扩增和测序，可以得到靶标基因。但是，

量的 DNA 序列数据。除了所需的计算和存储资源

eDNA 样本往往会有不同物种，在进行生物多样性

外，处理 DNA 编码数据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它的噪

分析的时候，需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多个基因条

音。先进的样品测序方法允许很好地测序种内和

形码，如动物研究可以选择线粒体 COI 基因、12S

种间生物多样性，但也可以测序出所有隐蔽的分

rRNA 和 18rDNA，植物研究可以选择叶绿体 DNA

子产物。因此，数据分析主要的挑战是过滤并减

trnl 的保守 P6 条形码。Thomsen 等

[32]

通过扩增环

少数据的大小。测序产物可能含有非特异性扩增

境水样中混合 DNA 的线粒体 COI 基因和 Cytb 基

片段，利用特异性引物信息可以将其去除；序列中

因，成功鉴别了该环境中包含的两栖类、鱼类、甲虫、

可能含有模糊碱基、单碱基高重复区，长度过短的

哺乳动物和昆虫等。DNA 宏条形码技术依赖于设

序列，以及 PCR 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嵌合体，需要对

计理想的引物，先从环境样品中扩增出高质量的混

这些序列进行修剪、去除，以得到供精准分析的优

合 DNA 片段，再通过测序技术对复杂的 DNA 片

化序列。Boyer 等 [35] 介绍的 OBITOLS 程序方法、

段进行测序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目标的 DNA 编码。

Caporaso 等 [36] 介绍的 QIME 等方法可实现 DNA 宏

1989 年，随着第一台 PCR 仪的问世，PCR 方法使

条形码分析，另外还有 MOTHUR[37]、DADA2[38]、

该研究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遗传多态性

PipeCraft[39] 等解决方案。在序列运行中，序列质量

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得多。第一代测序主

并不均匀，会出现一些序列读取的平均质量比其他

要基于 Sanger 方法

[33]

。为了实现这种方法，模板

序列差。对于全序列而言，在一次序列读取中，

DNA 必须由克隆或 PCR 产生的数百万个相同片段

从 5' 端到 3' 端序列质量会逐渐降低。为了确保数

来表示，DNA 聚合酶从引物开始延伸片段。第二

据质量，通常建议删除低质量的读取，或者修剪

代测序技术是基于大规模并行测序，包括罗氏 454

3' 端的读取以删除序列的低质量部分 [40]。Caporaso

系 统、pGM（IonTorrentTM） 和 Illumina 测 序 仪。

等 [41] 从正向和反向对末端读取构建完整的扩增子

市场上第一个可用的技术是 454 系统，它使用焦磷

序列后，根据扩增片段一端或两端添加的标签，将

酸测序。所有这些测序仪都需要在测序前扩增单

每个序列分配给其初始 PCR。许多工具可执行此

个片段。目前，最强大的第二代测序仪（NovaSeq

任务，包括 QIIME 和 OBI 工具。OBI 更适合标签

6000）可以产生比第一代测序器高出 80 万倍的数

策略，标签直接连接到 1 个或 2 个引物的 5' 端，

据。第三代测序技术的特点是能够对单个 DNA 分子

并且试验中使用的所有标签具有相同的长度。每个

进行测序，而无须任何事先扩增。这一类包含两种

理想的序列分类单元（OTUs）应该只包含来自 1

测序仪：Sequel（依赖于单分子实时测序技术）和

个物种序列，通过多个对条形码的分析可以获得该

MinION（ 基 于 纳 米 孔 方 法 ） [34] 。 两 者 都 可 以

环境中各种物种的存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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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已发表的研究，似乎鱼类、两栖动物和软体动

用途、问题和前景

4.1

物将相对大量的 eDNA 释放到环境中 [47]。但是，

用途
当通过传统方法很难获得完整的生物多样性

节肢动物的 eDNA 较难检测，可能是因为它们的

数据时，eDNA 已被用于获取生物多样性研究。

外骨骼减少了表皮细胞的脱落，如 Tréguier[48] 在低

eDNA 检测方法的敏感性使其非常适合于检测濒

丰度条件下检测小龙虾 eDNA 时遇到了困难。另

危、低密度入侵、瞬时和隐秘物种的存在，特别是

外，除了淡水生态系统中动物的 eDNA 外，一些

当检测低密度物种的采样工作难以控制时，其敏

外来的 eDNA 也可以被整合到系统中，导致在关

感性、简单性和减少危害的优势愈加显现出来。

注群落生物量时出现假阳性。例如，来自家畜或野

eDNA 检测方法已被作为一种生物多样性监测工具

生动物的粪便，或排放的污水。Evans[49] 研究指出，

应用于各种生物群落，经常与传统方法相结合。除

对于特定的鱼类或两栖类，用 qPCR 方法可以监测

了生物多样性监测外，eDNA 还可能用于群体遗传

到水中释放的 eDNA 浓度与该物种的生物量有关。

学研究，从而缓解入侵采样的一些问题。群体遗传

因此，eDNA 数量和物种丰富度之间的关系应该能

eDNA 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提供了 eDNA 更为广

够将 eDNA 的监测方法纳入渔业管理计划。李苗

阔的研究前景。

等 [50]2018 年对于 eDNA 在水体中存留时间进行了
国外基于 eDNA 的单

研究，结合 qPCR 定量分析了水环境中 eDNA 随

一物种检测在生物入侵、受威胁的动物物种方面已

时间的降解情况，选择了最适于 eDNA 随时间降

经相当成功，在水生环境中基于 eDNA 的英国濒

解的统计模型。同时，李苗等 [51]2019 年建立了中

危蝾螈的检测率比传统方法高出许多，并且不会产

国对虾生物量评估的 eDNA 检测技术，以中国对

4.1.1

外来物种入侵检测

[42]

。该技术的高灵敏度和可远程检测应

虾为研究对象，采用滤膜法富集 eDNA，建立了中

该是 eDNA 方法更具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物种

国对虾 eDNA 生物量估算方法，提高了中国对虾

入侵的情况下，针对特定物种的 eDNA 分析特别

的检出率，为后续中国对虾的分布监测及生物量评

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既可以检测低密度种群（例如

估提供了基础。

在入侵的早期阶段），还可以检测任何生命阶段，

4.1.4

甚至是那些形态鉴定不可靠或耗时的阶段（例如幼

的第 一 份 报 告 是 通 过 使 用 特 定 引 物 扩 增 线 粒 体

生假阳性

[43]

水中生态系统监测

来 自 地 表 水 eDNA

DNA 来检测人类、牛、羊和猪的潜在粪便污染

虫） 。
在佛罗里达州通

的试验 [52]。Ficetola[53] 对淡水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

过对 eDNA 进行物种特异性 PCR 鉴定，在 5 个野

表明，利用池塘中的 eDNA 可以检测青蛙物种。

4.1.2

物种检测

Piaggio 等

[44]

外取样地点检测到缅甸蟒。Ishige 等

[45]

在森林中

近年来，海洋微生物多样性、大型生物监测等研究

对包括亚洲象在内的 6 种濒危物种进行物种检测。

发展也越来越迅速，尽管基于 eDNA 的海洋大型

[46]

使用 eDNA 宏基因编码技术进行枝角类

生物研究长期落后于微生物学，但其为保护生物学

浮游动物物种鉴定及其生物量监测研究，以太湖流

和生物监测应用带来了巨大希望。Sigsgaard[54]2016

域常见的 5 种浮游动物，拟同形溞、大型溞、蚤状

年开始用 eDNA 监测鱼类种群。在这项研究中，

溞、多刺裸腹溞、老年低额溞为研究对象，建立了

作者对 2 个线粒体 DNA 多态性区域进行了测序，

一种基于 eDNA 宏条形码技术的物种定量方法。

以确定鲸鲨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数量。为了正确估

4.1.3

计种群特征，对水样中的误差率和 eDNA 衰减进

孙晶莹

生物量估算

水环境中生物量估算的研究

已经非常多，涉及淡水生态系统、海洋环境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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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猎物（鲭鱼、金枪鱼的鱼卵）的标记，即使在
野外没有观察到鲸鲨，也能够确定捕食者和猎物的
eDNA 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揭示了 eDNA 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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