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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进化的角度分析和综合多细胞动物、高等植物、原生动物、藻类和真菌的线粒体 

基因组的大小和各 自的结构特点，井根据作者提 出的重复序列与基 因结构的起源和进化的模式 

与途径，得出线粒体通过内共生起源，也是儿原始的线粒体基因组向小基因组和大基因组两种 

方向发展，井有着两种与核(类核)基因组的可比较的进化途径的结论。这两种进化途径能很好 

地说明不同类型的真核生物(特别是分别以动物和植物为代表)的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差异和特 

点。本文还提出了一个关于重复序列、断裂基因(内含子)、核(类核)基因组、细胞器基因组的 

起源和进化的一般模式。 

I 

关键词 苎堡，苎旦塑堕塑， 喾些垄堡 

线粒体是真核生物的一个重要细胞器官，它的起源是与真核细胞的起源密切联 系在一 

起的。 目前已有 大量 的、越来越 多的事 实支 持线粒体 的内共生起 源学 说(Margulis， 

1981；李靖炎，l989)，从而线粒体的起源和进化就是一个从 自主性的古代原核生物向半 

自主性的细胞器官的发展、进化过程。 

作为一个能 自我更新的细胞器官，线粒体含有独特的基因组。在其组成上，一般有编 

码线粒体内大小亚基 rRNA的基因、垒部或部分线粒体 tRNA基因、部分呼吸链特有酶 

的基因。线粒体的基本功能几乎在所有的真核生物细胞中都是相同的。而另一方面，线粒 

体基 因组的大小、结构在不同的真核生物 中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最小的 l4．3 kb(Ascar~ 

SUUI~ 猪蛔虫)(Wolstenholme等，l987)到最大的 2400 kb(Cucumis melo甜瓜)(Ward等， 

l981)；在结构组成，特别是在非编码 DNA 的组成上 同样有着很大的种类间差异。因 

此，虽然对于线粒体的起源已有了公认，但是对其进化方式、途径及其基因组结构上差异 

的原因等问题却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真核生物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特点，综合这些 

特点并根据作者提出的核(类核)基 因组的进化模式与途径(Zhang Shanghong，1990~张 

尚宏，l993 b)，试图把核外线粒体基因组的进化与核(类核)基因组的进化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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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后生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 

多细胞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组有着相当一致的结构特点：十分细小和致密，大小一般在 

16 kh左右，基 因的排列紧密，没有或很少基因问隔序列，所有基因都不含内含子。除了 

1—2 kb的非编 码调控区外，整个基因组都是编码的 。在基因排列顺序上也较少变 化 

(Gray， 1989)。有关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的大小、形状等情况见表 1(资料来源见 Brown， 

1983；Sederoif,1984；Gray， 1989)。 

表 1 后生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的大小爱形状 

Tab．1 Sizes and conformation of metazoan mltochondrial genomes 

，【 个体之间有较太差异。国 与种群有关。 

从表 1中看出，绝大部分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的大小都在 15．7— 19．5 kb的范围内，是 

最小的动物核基因组的 1／25000(Brown，1983)，E．coR基因组的的 1／250。由于其细 

小及致密性，以至被认为是“遗传节俭的极端例子”(Attardi，1985)。另一方面，线粒体基 

困组的大小与动物类群并不具一定的关系，在 Drosophila中，基因组 的大小几乎包括了 

所有动物的变化范围。近年来发现的一些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后生动物线粒体基因组大小的均一性。如猪蛔虫 ．Suum)只有 14_3 kb的基因组，而海 

扇(户．magettanicus)却有高于 3O kb的基因组(Snyder等，1987)，是一般动物的两倍，而 

且还有较大的个体间差异(高达 7 kb)。Ascar~中的小基因组是 由于缺失了 atp8(ATP合 

成酶亚基)基因，而 Ptactopecten中的特异基因组的个体问差异是 由于某些片断的重复数 

目不等所致，其大小则可能是 由于整个原来的基因组倍增所致(未能证实，Snyd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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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因此也有可能是 由于含有较多的非编码序列)。即使有这样的一些特例，但与其他 

种类比较，后生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的大小和结构总的来说都是十分保守的。 

2 高等植物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 

与后生动物相反，高等植物(已有的研究主要限于被子植物)线粒体基因组在结构和组 

成上是真核生物 中最复杂、最不均一的，并以其特大作为显著特征。已知最小的被子植物 

线粒体基因组也有 208 kb(Brassica hirta白芥)(Palmer等，1987)，比动物的线粒体基因 

组大 10倍以上。而在被子植物 中，也有 高达 10倍 的大小差异，最大的可达 2400 kb 

(c．melo甜瓜)。即使在 同一个科(Cueurbitaceae葫芦科)中，差异范围也可达 7倍之多 

(Ward等， 1981)。苔 藓植 物地钱(Marchantia 。， )的线粒体 基因 组也有 186．6 

kb(0da等，1992)(见表 2)。 

表 2 高等植物线粒体基因组的大小豆形状0 

Tab-2 Sizes and conformations of higher plant mitochondrial genomes 

① 资料来源见 Sederoff,1984~Palmer，1985；Gray，1989~Oda等，1992。 

在结构组成上，变化也是很大。基因在线粒体基因组 中都是以散布的形式存在。在基 

因排列顺序上，除了物种特异性仍然存在外，不同物种 中(即使是亲缘关系较近的)的排列 

顺序有很大差别，甚至很少看到共同的情况(rRNA基因的排列顺序还是较保守的) 

(,Gray， 1989)。这说明基因组内的重组现象在进化过程 中是频繁发生的。虽然一些在其他 

类型真核生物线粒体基因组 中不存在的基因可以在植物 中找到，但这远远不能说明其线粒 

体基因组如此之大。因此，植物线粒体基因组似乎含在大量的非编码序列(Gray，1989)， 

这些非编码序列包括基因间隔、非编码的重复序列和内含子。 

在重复序列方面，一些长度达数 kb并在部分区域编码的正向重复序列对线粒体基因 

组的重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正向重复序列使得基因组能以一个主环与数个通过 

基因组内重组而形成的亚环组成的多环结构形式、甚至多线状的形式存在(表 2)。另外， 

从已有的序列资料 看来，高等植物线粒体 DNA是 含有大量较短的、散布的重复序列 

(Gray，1989)。在已测序的地钱线粒体基因组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小于 800 bp的非编 

码重复序列(oda等，1992)。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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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与后生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结构不同的特点是一些基因具有内含予。如玉米 中 

完全测序的细胞色素亚基 Ⅱ基因就 含有一个位于基因中部的 794 bp的内含子(Fox等， 

1981)。而完全测序的地钱基因组目 共有 32个内含子(Oda等，1992)。因此，后生动物与 

高等植物的线粒体基因组结构是真核生物 中的两个极端的代表。 

3 原生动物、藻类和真菌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 

这几类较为低等的真核生物的线粒体基因组一方面可以说是或偏向于动物类型，或偏 

向于植物类型(如大小，见表 3)，另一方面又有其十分独特之处。原生动物 中研究得较 

多，最特别 的是 Kinetoplastida(动体 目)的动基体(即这 类生 物唯一的线粒体 )DNA。 

动基体 DNA是由 5×10 一5×1o4个小环 与 2O一 10O个大环组成的网状结构(aenne等， 

1983；Simpson，1987)。小环只有 1—3 kb，大环为 20—4O kb，只有大环才具线粒体的 

表 3 原生动物、藻类和真菌线粒体基 因组的大小殛形状。 

Tab．3 Sizes and conformations of mit~ hondrial gcaomcs in protozoa．algae and fungi 

①资料来源见 SederolT,I984；Palmer，1985~W olf等，1988~Gra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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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基因并在同一物种内具有相同的结构。因此一般把大环看作是这类原生动物的线粒体 

基因组。这样的一种基因组中只有一段 15— 17 kb的较为保 守的转录区，已确定的所有 

基因部位于这一区域内(Gray，1989)。 有关的研究并没有发现 内含子的存在(Benne等， 

1983；Simpson， 1987)，不过基因的排列并不象后生动物线粒体 中的那样紧密。余下的 
一 段是基本 七不转录而且变化较大的区域，这一区域主要由一些长短不一(如 3—239 bD) 

的重复序列组成(Muhich等，1985)。 

另一类原生动物纤 毛虫的线粒体 基因组为线状 ，大小在 4(卜 55 kb之 『白J(表 3)0 

Tetrahymen 四膜虫属)的基因组较大的原因之一是太亚基 rRNA基因有两个拷贝，构成 
一 较大的反向重复(Goldbach等，1978)，而且大、小亚基 rRNA的基因本身又是断裂的 

(再由两个部分组成)(Schnare等，】9861 Heinonen等，1987)。另外，在基因组的两端具 

有类似端粒的串联重复序列(30—50 bp)(Morin等，1988)。不过，基因组中含有的 tRNA 

基因较 少，不足以提供线粒体内台成蛋白质所需的全部 tRNA(Suyama，】986)。 另 一方 

面，对这类基因组其他区域的研究还不多。 

在藻类 中，对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较少。比较突出的是 Chtamydomonas reinhardtii 

(菜因农藻)的 15 8 kb的线状基因组(表 3)，它是已知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原生生物)中最小 

的，在结构上更象动物的而不象植物的线粒体基因组(Gray等，1988)。有一些藻类，如 

Cyano ora paradoxa(无色鞭毛藻)，却具有很大的基因组(表 3 

真菌线粒体基因组的变化也较大，大小从 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 EFI(粟酒裂殖 

酵母)的 17．6 kb到 c0曲8obolus heterostro us(异旋孢腔菌)的 115 kb(Wolf等，1988)， 

而且在关系较近的类群中，甚至在同一属中，都可有相 当大的变化范围(表 3)。影响基因 

组大小的因素有以下一些：基因问隔的长度、基因编码部分的长度多态性、内含子的存在 

与否、重复序列的存在及其数量、基因组片断的倍增、一些新的可读框(oRF)的存在等。 

不同种类的真菌的基因排列顺序可有很大的变化，并在不同的属中就有所不同(woIf等， 

1988)。较小的真菌基 因组(如 s．pombe和 glabrata)的基因排列也是较紧密的。但与动 

物不同的是：虽然随着基因组变小，内含子的数量减少，但即使在最小的基因组中，也有 

个别基因具内含子(Lang等，1983；Wolf等，1988)。内含子在真菌线粒体基因组中是普 

遍存在的，但其含量变化很大，以至连物种特异性都没有，即一个株系中某个基因的内含 

子在同种的另一个株系中就不存在了(Sederoif,198 4)。内含子的这一变化动志在真菌 中 

最为显著。重复序列在真菌的线粒体基因组中也是存在的。在基因间隔较大的种类中，可 

以在其问隔 区域找到一些较短的重复序列，并在整个基因组 中部有分布(Clark—Walker 

等，1974)。 

原生动物、藻类和真菌这三类真核生物的线粒体基因组结构的差异是很大的，而且在 

同一类中也十分不均一。不过总的说来，具较小基因组的还是较接近后生动物的，而具有 

较大基因组的则是偏向于植物的。 

4 两种进化途径 

以 上的分析显示出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在不同类型的真核生物 中差异甚大，在同类型 

的生物 中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从线粒体内共生起源及基因组进化的观点看，现代线粒体应 

该有其原始的祖先并沿着一定的途径进化。而进化途径一般会在现代基因组 中留 F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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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找到这些遗迹对研究基因组的 

进化及重建其进化途径是有极大帮助 

的。而且，既然线粒体的起源和进化 

是一个从 自主性的古代原核生物向半 

自主性的细 胞器官的发展过程，那 

幺，线粒体基因组的进化 与核(类核) 

基因组的进化是否有一定的相关性， 

井可以统一在总的进化模式中呢? 

对于核(类核)基因组的进化，本 

文作者提出过一个最原始的“基因”和 

“基 因组”是 由重复序列组成(Zhang 

Shanghong， l990；张 尚 宏 ， l993a； 

l993b；l994)，井在这样的一个基础 

上发展成具有原始的外显子，内含子 

及重复序列的原始基因组，再向着小 

基困组与大基因组两个方向发展的进 

化 模 式 (Zhang Shanghong．1990； 

张尚宏，l993b)(图 1)。如果 向小基 

因组进化，则由于繁殖效率、空间结 

构等约束，不再留有重复序州、内含 

子存在的余地(它们在进 化过程 中丢 

失)；如果 向大基因组进 化，则重复 

四  
衄 ’圆  

l 

化 连结上分化、特化 

l 

最原始的 

“基因”和 

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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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线粒体基因组却是很大。远超出它编码蛋白质等所需的大小。从而线粒体基因组实际 

上也有向小基因组进化与向大基因组进化的两种途径。 

根据核(类核)基因组的进化及线粒体内共生起源的模式，线粒体的祖先应是一种已有 

相当大的基因组的古代原核生物。由于处在基因组进化的比较原始阶段，这样的基因组与 

现代真细菌的基因组不同，是应该含有原始的重复序列和内含子的。 

关于线粒体的祖先，已有多方面的证据显示线粒体与现代真细菌中的紫色非硫光合细 

菌的 枝相似(李靖炎，1989；Gray，1989)，表明线粒体是源干这类真细菌的原始祖先。 

据化石资料显示，真核细胞在 15亿年或更早以前就已形成，而原核与真核基因组的分化 

就更早 了，可以追溯到 35亿年前(Gray等， 1982)。因此，线粒体的祖先也起码在 15亿 

年前就进入了内共生阶段。在这一时期，原细菌、真细菌与真核生物这三系在基因组水平 

上早已分化，但毕竟还是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在真细菌这一系的基因组 中应是仍然含有 
一

定数量的重复序列和内含子。这点虽然未被证实，即在现代真细菌基因组 中，还没有发 

现重复序列和 内含子，但 含有少量这些成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对于 E coli这种研 

究得如此之多的真细菌，其基因组 中存在内含子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其噬菌体 T4的基 

因组 中就有内含子，Cech，1986)。从而，现代紫色非硫光合细菌 枝的基因组 中是否残 

留少量重复序列和内含子也有待研究。另一方面，即使它们完垒不含这些成分，也不能说 

明作为线粒体祖先的基因组也是这样。可以比较肯定地认为，象现代动物线粒体基因组那 

样细小和致密的不可能与线粒体祖先的基因组相似。相反，与现代植物线粒体基因组并没 

有太大不同的倒有可能象线粒体祖先的基[~ (Gray，1989；Oda等，1992)。 

已进入内共生状态的线粒体祖先的基因组在进化过程中，一方面把相当部分的基因转 

移到核中(同时也接受一些来 自核、其他细胞器官的 DNA片断)，另一方面就沿着小基因 

组方向与大基因组方向两种途径发展。向小基因组进化的以后生动物为代表，也包括具较 

小基因组的原生动物、藻类和真菌，以不再含有或只有很少重复序列和内含子等非编码成 

分为特点。而向大基因组进化的以高等植物为代表，也包括一些具较大基因组的低等真核 

生物，以含有较多甚至大量的重复序列和内含子为特点。 

事实上，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在不同生物中的差异和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这两种 

进化途径来说明。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组很小，不存在重复序列和内含子；而植物的线粒体 

基因组很大，重复序列和内含子均存在，并 占基因组相当重要的比例，基因组的结构也变 

化较大。原生动物、藻类和真菌中，较小基因组的结构模式偏向于动物型，重复序列或内 

含子的存在可以看作是一种“遗迹”，是对认为线粒体祖先的基因组 中含有重复序列、内含 

子的支持；较大基因组的结构模式则偏向干植物型，并且处于一种变化动态中(如真菌中 

的内含子结构)。这是线粒体基因组的进化从总体上所遵循的两种途径。当然各类生物还 

有不少各 自的特点(如基因组的重组)，而且在一些进化末枝 中，也存在一些基因组近代的 

变化(如基因组片断的扩增、缺失等)，这可能与某些同一属，甚至同种 中的基因组大小、 

结构变化较大有关。 

线粒体基因组具有两种进化途径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进化的可能性允许向小基因组 

与大基因组两种方向发展。至于为什么在动物 中的是小基因组途径，而在植物中的是大基 

因组途径，剐可能与线粒体的功能以及它们在动物和植物 中分别受到不同的选择压力有 

关。线粒体是真核生物有氧呼吸所需的重要细胞器官，因此生物的能量代谢率的大小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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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线粒体及其基因组产生一种效率方面的压力。动物的能量代谢率(以 o，消耗量为指标) 

在绝大多数情况 (特别是运动时)都要比植物的高得 多(表 4)。在每个细胞内线粒体的数 

量并无明显的种类特异性，且变化较大的情况下，这种能量代谢率的差异就造成了动物线 

粒体及其基因组受到的效率方面的选择压力远大于植物线粒体及其基 因组所受到的，从而 

导致线粒体在动植物之间多方面的不同。在基因组结构方面，动物由于高效率的需要，在 

进化过程中就逐渐“丢掉”一些非必需成分(如重复序列和内含子)，向小基因组方向发展} 

植物由于所受效率方面的选择压力较小，基因组 中的一些非必需(但有用)成分就可以继续 

保留并发展，即沿大基因组途径进化。作为高等植物祖先的绿藻，在一些现代种类中也有 

较大的线粒体基因组(如 Chlorella pyrenoidosa，表 3 另外，c'ano 。，口pa，ado 口这种 

藻类的线粒体基因组大小和高等植物的差不 多。cyallo砷oga paradoxa的系统分类位置还 

不 甚 肯 定 (Palmer， 1985)， 不 过 它 可 能 与 被 认 为 是 叶 绿 体 祖 先 的 古 代 蓝 细 菌 

(cyanobacteria)有 特 殊 的 关 系 其 叶 绿 体 与 蓝 细 菌 的 形 态 相 似 ， 被 称 为 蓝 小 体 

(cyanelle)(Palmer，1985)。因此，这些藻类的线粒体基因组的进化途径也同样有可能与植 

物的相似。 

表 4 一些生物(组织)的呼暇强度0 

Tab．4 Rate of respiration of va~ons organisms(tissues) 

m 0：／(g鲜重 ·hj —u】 7 歪 — 

休息 

剧烈 运动 

小 鼠 

体息 

奔走 

蝴蝶 

体息 

飞行 

大鼠(脑) 

鼠(肾 ) 

小麦(苗) 

小 麦(叶) 

大麦(根) 

月桂(叶) 

马锋薯(植株) 

向 日葵(植株) 

天南星(由穗花序) 

I3∞ 0 

2O000 

1300 

450009 

①资科来源见比穗韦尔，1983~Gordon等，1977。 

②天南星花序具发热现象，另有资料显示为 】5600--31800。 

线粒体基 因组这种向大、小两个方向发展的原因及方式与核(类核)基因组的也有一定 

的相似性。因此，从原始的基因组分别向小基因组与大基因组进化是核(类核)基因组和线 

粒体基因组共同的进化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线粒体基因组处于内共生状态，是一种不完 

垒基因组，“大”与“小”是本身比较而言，与核(类核)基因组的 “大”与“小”的含义不同。而 

且，线粒体基因组在进化过程 中面临的生存与选择压力较 自主的核(类核)基因组小，从而 

更有可能在小基因组进化途径的种类中找到原始祖先的遗迹(如在具小基因组的原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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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真菌中的重复序列、内含子等)。 

5 讨论与展望 

通过对不同类型真核生物的线粒体基因组结构的分析，得出其进化模式与核(类核)基 

因组相似的结论。并可以看出，从原始的基因组向大、小基因组方向进化这一模式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它不但对核(类核)基因组的起源和进化能予以较好的说明，而且也能解释现 

代各类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差异及其起源和进化。实际上，这一模式同样也能说明植物中 

特有的叶绿体基因组的结构特点及其进化(张尚宏，另文发表 因此，重复序列、断裂基 

因(内含子)、核(类核)基因组、细胞器基因组的起源和进化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总的进化 

模式予以说明(图 2)c生物基因组在进化过程 中，处于一种动态、更新、发展的变化状 

况，小基 因组 型的往往都把原始的成分“丢失”了；相反，大基因组型 由于在 空 间 上 

序列相同、可自我复制的原始生物大分子(生命起源) 

I化学连结 
重复序列组成的最原始的“基因”和“基因组” 

卜毗 
原始的外显子、内含子及重复序列组成的原始基因组 

真核生物基因组 

内共生 

原核生物基因组 后生动物 

线粒体基因组等 

始 

日 

醐 

高等植物 

线粒体基因组等 

图 2 重复序列、基因结构(断裂基因)、核(类核)基因组和细胞器基因组的起源和进化 

Fig 2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epeated sequences，gene structure(split gene)，nu 

clear【nucleoid)genomes and organelle gen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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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的限制或选择压力较小，原始的成分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因此，一般说 

来，对于同一种基周组[即同是细胞器基因组或核(类核)基因组】I若是越大，就越有可能 

保存更多原始(或祖先)基因组的遗迹。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研究基因组的起源和进化是很 

有意义的。 

关于线粒体和叶绿体基因组内存在内含子和重复序列的问题，曾是内共生起源学说面 

临的一个难题(Rochaix等，1978；李靖炎，1989)。对此，一方面可以从线粒体和叶绿体 

与核之 间存在着遗传信息的转移来解释(李靖炎，1989)~另一方面，本文提出的模式也能 

很好地说明线粒体和叶绿体基因组存在内含子和重复序列的问题，它们的存在不但与内共 

生起源不矛盾，而且还是一个支持。随着分子遗传学、细胞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等学科， 

特别是进化细胞生物学和进化分子生物学(李靖炎等，1993)研究的深入，这一模式必将进 
一 步完善和发展。 

目前对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在脊椎动物和真菌丽类生物中进行得最多，而对原生动 

物、藻类等低等真核生物，以及对植物的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是不够的。对这些生物的线 

粒体基因组，特别是对各类生物中特大或特小的基因组进行详细的分析，必将能提供更多 

有价值的关于基因组起源和进化的信息，因此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致谢 本文承蒙李靖炎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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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 EEN 

ANIM AL AND PLANT M IT0CH0NDRIAL GEN0M ES 

— — — TW O EVOLUT10NARY SCENAR10S 

Zhang Shanghong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Zhongshan Um't,ersity，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mitochondria is very conserved in almost all eukary otes． while the sizes 

and structures of mitochondrial genomes are very diverse among animals， plants， 

protozoa． algae and fungi．The causes for these differenc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volution— 

ary paths are yetto befound． 

Animal mitochondrial genomes are very sm all and compact， with a size of about 16 

kb． As “an extreme example of genetic economy”， introns and non—coding repeated se- 

quence s are absent， and the arrangement of genes is relatively stable． On the other hand， 

higher plant mitochondrial genomes are very large， ranging from l 86 kb to 2400 kb．Their 

genomes are complex and heterogeneous， with many repe ated  sequence s and intro ns 

present．On the whole， animal and plant mitochondrial genom es represent the two extremes 

of this organene genome in eukaryotes． As for the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protozoa， 

algae and fungi， their sizes and structures are somewhere in be 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A1一 

thou【gh heterogeneous within group． repeated sequence s may be found in mit0chondriaI 

genomes of protozoa and fungi， The existence of introns are common in fungal 

mitochondrial genomes， even in the sm allest ones， several intro ns are present．Am ong these 

three kinds of lower eukaryotes， when the mitochondrial genome is relatively small， its struc- 

ture is rather like that of animals than plants Conversely， if the genome is relatively large， 

it resembles plant s rather than animal s 

W itl1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 of mit0ch0ndria1 genomes i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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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karyotes，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also two evol utionar
．
v scenarios for mitochondrial 

genomes similar to those for nuclear(nucleoid)genomes proposed by the author． 

As a proposed pattern for the origin and ex．olution of repeated sequences， gene and 

genome structure【Zhang， 1990)， repeated sequences may have an ancient origin．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stage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The most primitive“genes and “genomes" 

would be com posed of repeated sequences W ith this basis， evolution would lead to a kind 

of genome consisting of early split genes and repeated sequences
． Two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r． 

ther evolution of this kind of genome would lead to either small genome organisms or large 

genome organisms with different genomic character If an organism evolved to have a small 

genome， it must first contain the genes with higher functions for its effi cient survival， leav． 

ing little or no room for repeated sequences and introns(they were lost in the course of evolu． 

tion)．on[he contrary．if an organism evolved to have a large genome．it may contain both 

the necessary genes and repeated sequences and introns
． The repeated sequences and introns 

would be then“relics”of the primitive genomes． they would continue to play structural and 

evolutionary roles in modern genomes containing them． M odern prokaryotes would be the 

representatives of“sm all genome”evolutionary scenario while the“large genome”scenario 

would be represented by modern eukaryotes． 

W ith the proposed pattern and the theory of endosymbiotic origin of mitochondria，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ancestor of mitochondria possessed already a genome of considera． 

ble size， with repeated sequences and introns present This kind of primitive mitochondrial 

genome evolved either to “small genome” mitochondria． introns and repeated sequences be— 

ing 1ost． as in the case of animals as well as other eukaryotes with small mitochondrial 

genomes~ or to “large genome”mitochondria as those of plants and other eukaryotes with 

large mitochondrial genomes These two evolutionary scenarios can explain well the structur． 

al character of mitochondriaI genomes in different kinds of eukaryotes
． The repeated se- 

quences in plant， protozoan and fungal mitochondrial genomes， and the introns in plant 

and fungal mitochondrial genomes． can be considered as “relics” of the ancestor of 

mitochondria． Their existence would not be a conflict with， but rather a support to the 

endosymbiom theory． 

In this context， a general pattern for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uclear(nucleoid) 

genomes and ntitochondrial genomes(organelle genomes)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s， 

s as “small genome”scenario with repeated sequences and introns lost) 1． 1 as“large 

genome”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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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 iti e biological m acrom olecttles with almost the sam e sequen
ces 

capable of self—replicating(origin of life) 

Connected chemically 

and “genomes” consisting of repeated sequences 

D ivergence．s口ecializati0n 

Primitive genes and genomes consisting of primitive exons
， introns 

and repeated sequences 

Eukaryotic 

genom es 

Prokaryotic 

genomes 

Endosymbiosis 

Anim al m itochondrial Plant 

genom os．etc． mitOchOndTial 

genomes，etc． 

Key words： M itochondrion， Genome structure， Animal， Plant， Evolutionary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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