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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鱼类的多样性正伴随着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危机而 日益受到关注。对鱼类多样性的阐释也逐渐成为研 

究中的热点之一。“机会垂青于有所准备的基因组 。目前的研究表明，基因组的可塑性 (pIasticity)成为物种 

分化、形态演化以及适应环境改变等的遗传基础：本文侧重于染色体水平，即鱼类染色体数日变化极大、染色 

体倍型多态、鱼类性别决定系统的多态和超数染色体 (B染色体)的存在提示鱼类基因组的可甥性报强；同时 

鱼类在基因组中存在基因簇的倍增复制以及鱼类形态相关的基因簇的复制等表明了分子水平鱼类基因组的可甥 

性特征。由于基因组的可塑性，鱼类的多倍化和物种问的自然杂交渐渗较易发生，从而对鱼类物种起源、群体 

阀的遗传多样性作出了贡献。上述现象均清楚地表明了鱼类多样性与其遗传基础易变性之间的关系。而在另外 
一

方面，基因组的可塑性提示这很可能是鱼类多样性迅速丧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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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脊椎动物类群 ，目前 

已有记录的物种数 目多达 22 396种和亚种，分属 4 

纲 57目479科 3 848属(孟庆闻等，1995)。如仅占 

中国陆地面积 4．1％的云南有多达 432种，占我国 

淡水鱼类总数的 42．2％，显示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陈银瑞等，1998)。同时，鱼类在形态、行为、生活 

史、体色以及各种附属器官上均多姿多彩。例如。由 

于生存环境和习性的不同，鱼类的体型变化多样，如 

适合于快速游泳的纺锤型(fusiform)，适于水流缓静 

的侧扁型(compr~ssiform)，适于底栖生活的扁平型 

(depressionform)和善于穴穿烁石泥土的圆筒型(an— 

guilliform)。很特殊的如海马型、球型、带型以及不 

对称型(孟庆闻等，1989)。鱼类的生活史也很奇特， 

除具有洄游的特性外，一些鱼类[如溪鲔科(Atheri— 

nomorpha+Cypfinodontiformes)的类群]在胚胎发育 

过程中存在滞育(diapause或 developmental arrest) 

现象．以适应其生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生境干旱 

湿变化(Murphy等，1997)。鱼类中还存在脊椎动 

物中仅有的雌雄同体的类群(Sola等，1997) 此外， 

鱼类除有性繁殖外，还有特殊的雌核发育方式(Mu— 

rakin'hi等+1997)。仅略举一二，就可见鱼类在不同 

多样性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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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上丰富的多样性。可以说，鱼类不仅是脊椎动 

物中最繁盛的，同时也是在各个层次多样性最丰富 

的类群 这些多样性最终归因于遗传多样性。尽管 

遗传多样性可以表现在不同的水平。即分子水平、细 

胞水平、器官、生理代谢以及形态学水平(蒋志刚等， 

1997；Smith等，1996)，但由于遗传信息储存在染色 

体和细胞器基因组的 DNA序列中，故染色体水平 

和DNA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将着重讨论鱼类不同的物种问在染色体和 

DNA水平存在的多样性，以及基因组的可塑性与其 

多样性的关系．并推测这可能是鱼类目前生物多样 

性迅速丧失的自身原因。 

1 鱼类的染色体特征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物种在进化过程中所发 

生的遗传物质的变化，常表现为染色体数目和结构 

的变化 这种变化无疑在物种形成中起着重要作 

用。染色体组型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物种的特异 

性，而且反映了物种的分化和形成过程、亲缘关 

系、演化途径和演化历史 (余先觉等，1989) 最 

近在鱼类细胞遗传学中的进展显示鱼类拥有一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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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核型特征，使得这一类群在细胞遗传学上的研 

究变得引人注目 (Andreata等，1993)，如所有能 

检测到的性染色体类型，包括在同名物种间的不同 

的性染色体类型 (Harless等，1995)；曾认为少见 

的B染色体在新热带 区的鱼类 中有大量的发现 

(Nakayama等，1994)；异染色质在同一属的不同 

物种间的分布差异；同时鱼类在不同的种间、亚种 

间，甚至在同一种不同的群体间存在倍型变异 (余 

先觉等，1989)，均表现了鱼类在染色体水平丰富 

的多样性。 

1．1 鱼类的染色体数目、倍型多态与物种多样性 

的关系 

鱼类的染色体数目变异很大，染色体数目最少 

的是鲑形 目钻光鱼属的Gonostoma batyphilum，2n= 

12；最多的是鲤科裂腹鱼亚科的双须重唇鱼(肼 — 

tsrhus dipogon)，染色体数目多达446条；其次是鲟 

形目鱼类，2n=264左右。不少淡水鱼类的染色体 

数目集中在2n=44～52(余先觉等，1989)。 

由于染色体的二倍型在有性染色体的生物中除 

有减少不育的优点之外，还在于它有利于新复制基 

因座位的结构和调节功能分化，故大多数鱼类的染 

色体也均为2n 然而，鱼类的染色体还存在多倍化 

(polyploidy)的例子。一些原始的类群，如匙吻鲟鱼 

(potyodon spathula)、铲鲟 (Sca砷irh3~chgtS plato 

rhynchus)、非洲肺鱼(Protopterus dotloi)、雀鳝亚属 

的斑点雀鳝(Lepisosteus protoducts)等为四倍体，一 

些行雌核发育的鱼类为三倍体。花鳅属的琵琶花鳅 

(Cobitis biwae)同时存在二倍体和四倍体，亚鲇鱼 

美鲇科 Cor#o~s属中的鱼类和泥鳅属(JVIisgur— 

m“s)也存在二倍体和四倍体类群。在淡水鱼类鲤 

形目和海水鱼类的鲑形目(余先觉等，1989；Allen— 

doff，1983；Ferris，1983)的类群存在染色体的倍型多 

态，鲤科鲫属的种类在不同的种间、亚种间甚至是同 
一 地理群体内存在染色体的多倍化(桂建芳等，1985； 

王蕊芳等，1988，1989；罗静等，1999；Murakami等， 

1997；Reddy等，1990)。在鲫鱼(Carassius aurat~s) 

中，银鲫(C．art1~2tusgebelio)、日本白鲫(C．auratu$ 

langsdorfi)以及在普通鲫鱼(C．口．alzrrglus)中均发 

现六倍体类型，它们的染色体数目比正常的四倍体 

类型的4n=100多 50条左右(Buth等，1991))。在 

日本银鲫中．偶尔还发现有八倍体类型。这一在亚 

洲常见的鲤科鱼类显示了丰富的染色体数目和倍型 

变异特征。 

一 般地，多倍化自然发生的诱导因素不甚明了， 

但人工养殖的鱼类多倍体可以通过静水压、冷休克 

等方式诱导(桂建芳等，1995；AIdridge等，1990；Fla— 

jshahs，1993)。诱导后的多倍体能自然繁殖，同时若 

为四(八)倍体，还可能和二(四)倍体杂交，形成三 

(六)倍体 (Aldridge等，1990；B1】th等，1991；Mu— 

rakm'ni等，1997)。鱼类的染色体显示了和植物类似 

的染色体可变性，这有可能是鱼类染色体数目差异 

很大的原因，同时也是物种进化的途径之一，即通过 

染色体的多倍化，与其祖先种隔离，并且可进一步演 

化成为新的物种。鱼类中．以此方式产生的物种并 

不少见，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鲑科(Salmondae)和亚 口 

鱼科(胭脂鱼科，Catostomidae)的鱼类均由染色体多 

倍化的祖先演化而来(AIlendoH等，1983)。值得一 

提的是，从染色体配对结果显示，多倍化后的物种可 

能迅速二倍体化，从而维持稳定的遗传进化机制 

(AIlendorl等 ，1983)。 

1．2 鱼类性别决定系统 

在无脊椎动物中，繁盛的双翅目昆虫有复杂的 

性别决定系统和性别决定机制(Matin等，1998)。 

而对脊椎动物性别决定系统而言，一般仅有 XY或 

ZW 系统中的一种。鱼类中存在的与性别有关的异 

型染色体类型有：XX／XY，XX／X0，ZW删 ，ZO／ 

Zz，通常为其中的一种。复数染色体在鱼类中也有 

报道，如 X x2 X2／)(。X2Y(余先觉等，1989；An— 

dreata等，1993)。有的鱼类存在复杂的性别决定系 

统 ，如在月鱼 0 0r“s maculatus(Poecilidae，花 

鲔科)中存在3个性染色体w、x和Y。此物种的雌 

性个体的性染色体类型为 wlY、WX或 XX，雄性个 

体的性染色体类型为XY或YY 由于存在不同的 

染色体类型，在自然群体中这些具有不同的染色体 

类型的个体存在6种(2×3)交配情况，显示不同的 

杂交后代及比例(表 1)。 

表 1 月鱼的性染色体类型厦性别比例 

Table 1 Genotypes and ratio oftheiaatyrWa 

砷叩 maealams 

From gadlm~ et a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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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acu／a W 的近缘种中，也存在雌雄性比失 

常和性染色体异常的现象。Kallman(1983)认为此 

类鱼的性染色体异常是由于常染色体的基因与性染 

色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常染色体上的基因的作用 

改变了性别决定基因。同时实验证据表明，X． 一 

culatus的祖先种已有 XX—YY性别决定系统，而目 

前它的w—x—Y系统可能是基因突变或染色体重 

排的结果。上口脂鲤科的 Leporinus elongatus的性 

染色体类型也很奇特(大多数个体的性染色体类型 

为 ZW或 zz型)，通过 subtractive cloning技术，Na— 

kayama等(1994)在此物种的w 和 z染色体上发现 

性染色体特异性 DNA序列，在w 染色体上还发现 

w 染色体特异性序列。用这 2个特定序列作探针， 

w一染色体特异性探针检测到 1个 zw型的雌性个 

体实际上为雄性 ；当用 Z一染色体特异性探针检测 

时，则发现 2个不正常的 ZW型的雄性个体，其中 1 

个出现雄性个体的杂交类型。这 3个不正常的个体 

有可能是 z和w 染色体的4个区域的单交换形成 

1个特异的 w 染色体，因此出现了上述异常的个 

体。在雌性性染色体异型的物种中，发现上述特异 

的雄性个体的性染色体异型的情况，可能暗示了不 

同性染色体系统的逐渐过渡。 

目前所知的生物类群，如哺乳类、鸟类等，通 

常仅有 ZW或 XY性别决定系统，而鱼类却显示了 

复杂的性别决定系统，同样表明了鱼类染色体的可 

塑性较强。 

1．3 鱼类的超数染色体 

B染色体是生物体内“多余”的超数染色体。B 

染色体在鱼类中的发生并不少见，至少有几十种鱼 

有 B染色体的报道 (Vicente等，1996；Kubota等， 

1992，1993；Nanda等，1992；Ollveira等，1997)。有 

的鱼类中的B染色体可能是偶尔发生的，但不少类 

群中的B染色体是存在于细胞内的稳定染色体。 

鱼类的B染色体大小变化很大，从微小染色体(m|- 

crochromosome)到中等大小的染色体，甚至是大染 

色体(macmchromosome)。就B染色体的组成而言， 

通常为异染色质，但在有的类群中却为常染色质，或 

者为部分异染色质(Vieente等，1996)。B染色体至 

少需要有维持染色体最简结构的信息。 

对于B染色体的存在，目前有两种模型。①是 

寄生模型，即许多学者认为B染色体是生物体内的 

寄生结构，它们仅是 自私地使用“驱使机制(drive 

m~ sm)”，它们存在于细胞内而未显示对生物体 

有何益处。②是异生模型，即认为杂合的 B染色体 

缺乏驱动机制，但对寄生细胞有益处，因此得以留 

存。这样的例子较少，最著名的如 1种寄生黄蜂的 

性比相关染色体[the supernturtmerary patereal—SeX- 

ratio(PSR)chromosome]，有益于此物种的存在 

(McAllister等，1997)。最近对 B染色体的存在还 

出现了第 3种观点，Camacho等(1997)认为“自私” 

的B染色体朝着缺乏明显的驱动机制、同时对寄主 

的适合度无明显影响的近中性染色体演化。近中性 

B染色体多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在 自然群体中维持， 

是通过新的自私的B染色体取代缺乏驱动能力的、 

不可避免地要趋于消失的近中性 B染色体。然而， 

Vicente等 (1996)发现 Astyanax scabripinnis类群 

中，B染色体的存在和发生频率与此类鱼的雌雄性 

比有联系，这提示性比的进化和“自私”的遗传因子 

有可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鲫鱼的研究中也发 

现，雌核发育的三倍体类群中总是 出现数目不等的 

B染色体，并且这些个体均为雌性，同样出现性别与 

B染色体相关的现象。B染色体的产生、存在及功 

能至少提示染色体水平动态可变的特征。 

2 鱼类基因组特征与鱼类多样性的相关性 

在基因组水平与鱼类多样性相关的研究较少。 

就有限的资料看，鱼类的核基因组在染色体水平显 

示了较其他脊椎动物类群更多的易变性；在 DNA 

水平上，鱼类的基因也显示出其独特性。 

同高等动物相比，鱼类中与功能相关的基因研 

究极少，目前已知的有如血红蛋 白基因(Stam等， 

1997)、与眼发育相关的Pax一6(Behrens等，1997)、 

神经元突触蛋白SNAD一25编码基因(Larhammar， 

1994)、HOX基因(tyilol~8等，1998；Apa州∞等，1997； 

Postlethwait等，1998；Krmpik等，1998)。 

鱼类祖先可能发生过多倍化事件，由整个基因 

组的复制导致了基因拷贝的增加 在鱼类中，一保 

守的神经元突触蛋白 SNAD一25的 cDNA序列的 

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对HOx基因的研究 

进展也表明有相同的结果。多余拷贝的基因可能改 

变了原初的功能，如斑马坍 (Danio r )用多余 

的fin—bud基因来制造其身上的棘 (Vogel，1998)。 

3 与鱼类物种多样性相关的遗传基础及可 

能的途径 

鱼类多姿多彩，并且是脊椎动物中最为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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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不但其物种数目最丰富，而且奇形怪异的体 

型和五彩缤纷的体色也最引人人胜 我们不禁要 

问：鱼类如何演化辐射得如此成功?鱼类的遗传基 

础为此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3．1 与鱼类形态相关的基因的研究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里，对基因组的结构和功能认 

识 日薪月异。曾经认为基因组除了偶尔的易位或缺 

失而导致染色体的结构改变外，基因组是稳定的。 

现在大量的证据表明：基因组的易变性导致了其可 

塑性。在分子水平上，基因组如拼字游戏一样，能 

发生交换、缺失、插人或放大 (amplification)，产 

生不同功能和表达模式的新结构(Capy，1998；Nu— 

minsky等，1998) “机会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基因 

组”(Pennisi，1998)。故能够发生染色体复制(Vo— 

gel，1998)、存在可移动的 DNA序列，均可能是 

产生物种多样性、形态多样性的可能的遗传基础。 

关于物种多样性和形态多样性的遗传基础研究 

进展缓慢。就形态多样性而言，关系甚远的分类元 

之间有时显示基因表达模式的不同与形态的多样性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些关联性并不能说明是何种 

机制产生了如此丰富的形态多样性。最近，在鱼类 

和果蝇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Stem，1998；A1TIoi"e~ 

等，1998；Knapik等，1998)，证明它们都源于同一基 

Fxv J312I1I⋯ 7 fi ⋯ 2 I 

H 时 
l祖先 ‘ant*stral~tate) 

II原始无领类 r t1 t agnathan 

．  

Exv 1312II10 9i 8 7 6 5 4 3 2 I 

ROXa鲁l__II1 制HtI-̈  

ROXBt卜—}翻HtH 

因：HOX基因。HOX编码 DNA结合蛋白，在两 

侧对称动物的胚胎前后轴时期决定细胞命运的基因 

簇。无脊椎动物仅有 1簇 HOX基因，哺乳类有 4 

簇HOX基 因，而斑 马鲋中有7族HOX。如图1所 

示 ，斑马蚜的7簇同源基因中，Dreaa和Dreab对应于 

哺乳类的 HOxA，Dreba和 Drebb对应于哺乳类的 

HOXB，Dreca和 Drecb对应于哺乳类的 HOXC，Dre— 

da对应于哺乳类的 HOXD。系统分析和遗传作图 

表明，在辐鳍鱼类和圆裂鳍鱼类分歧后，辐鳍鱼类 

辐射进化之前，是通过基因复制，有可能是通过整 

个基因组的复制，得到辐鳍鱼 类如此之多的 HOX 

基因簇的 (图 1Ⅱ) 

一 般说来，多倍化之后，基因的表达如二倍体 

生物的，以及其 mRNA及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正 

常的二倍体生物的，复制的基因并不都同时表达。 

从同功酶的数据来看，有的座位表达，而有的座位 

则不表达．．如何维持这种表达的机制目前尚未明了 

(AIlendorf等，1983)。然而部分的基 因在染色体 

多倍化后，仍保持其基因功能。鱼类中如此众多的 

HOX基因就可能把多余拷贝的基因用于维持丰富 

多彩的体形以及附属器官(Becak等，1998；A1Tlores 

等，1998；Vogel，1998)。同时，HOX基因在历史演 

化中的复制、缺失及功能改变均提示了上述关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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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HOX基因在不同类群间的演化(自A3flOreS等、1998) 

Fig 1 Evo Lution of HOX dusters in differeat taxa(fmra A3flore$ ＆ ．1998) 

⋯ HOX基因簇的复制与分支演化(duplmt㈨ d ctadis【Iceti ㈣ol ti n 0 HOX lust )；_祖先基因簇(ancien￡ge luster) 

●复制的基因麓(dup【tcate gene c Luster)；口假基因(psudo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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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演化的观点，并且也提示了鱼类形态及物种多样 

性可能的分子水平的遗传基础 由于目前与鱼类多 

样性相关的遗传基础的研究甚少，上述观点有待进 

一 步证实。 

3．2 鱼类的多倍化起源 

如前所述，鱼类较容易发生多倍化物种起源。 

通过多倍化，染色体加倍的个体可以与祖先群体隔 

离。在建立成功的生殖隔离詹，这一与祖先类群隔 

离的群体很容易分化成为新的物种 另外一种可能 

是多倍化后的个体与祖先种杂交，再形成新的群体 

(Murakami等，1997)。多倍化起源的例子在鱼类中 

较常见，如前所述，整个胭脂鱼科(Ferris，1983)和鲑 

科的鱼类 (?dlendorf等，1983)，鲤科的一些鱼类 

(Aldridge等，1990；Flajshan,s等，1993)，均有多倍化 

起源，显示了多倍化起源是鱼类演化中一条重要的 

途径。 

3．3 物种同自然杂交渐渗对鱼类起源及群体间遗 

传多样性的作用 

由于基因组的可塑性较强， 及交配后隔离机 

制的相对不完善，使杂交渐渗(introgressive hybrid— 

ization)可能成为鱼类物种起源及遗传多样性来源 

不可忽视的途径。如鲤科鱼类 属中的物种即 

为典型的例子(Dowling等，1993)。广泛分布于科 

罗拉多流域的类群： ／a cypha，G．etegans，G．rob— 

usta形态上各自特征显著。然而，偶尔会出现兼有 

3个种特征的个体。G．semim“幽 是上述 3个种隔 

离的类群，却在形态上显示 3个种的特征，在同功酶 

水 平 显 示 G．elegans的 特 征，在 mtDNA 水 

平显示G．robusta的特征。在G． 咖 和G．TO 

busta共存的群体间，形态上典型的 G．robusta在 

同功酶水平显示 2个种的特征，在 mtDNA水平却 

显示 G．~,pha的特征。此外，彼此隔离的群体，如 

Virgin河 的 G．seminud~，White河 的 G．robusta 

jordani以及小科罗拉多河上游的 G．robusta，显示 

各自独特的同功酶特征，而显示 G．cypha或G．e— 

legans的mtDNA特征。这些河流至少在全新世中 

期及更新世中期已彼此隔离，说明这些类群很可能 

是通过历史上的自然杂交渐渗产生的，增加了此属 

的物种多样性。同时，共存群体间仍在进行的杂交 

渐渗也增加了这些物种的遗传多样性。Chow等 

(1995)在研究金枪鱼 Thunnus的鱼类系统关系时 

也发现类似的结果。Smith(1992)和 Seeb(1998)也 

报道了海洋鱼类中存在的杂交渐渗。因此，鱼类中 

的杂交渐渗并不少见。与人类活动造成的物种间杂 

交而导致的物种多样性丧失不同，自然条件下发生 

的杂交渐渗无疑是鱼类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的 

来源之一。 

然而，目前的这些饵释仍不能说明鱼类高级分 

类单元问的辐射演化，并且近缘物种间的种间杂交 

程度是维持了种内多样性还是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的 

丧失?是否存在一阈值?这都是我们目前仍无法回 

答的问题，我们将期待着新的进展 

4 鱼类的多样性受到威胁可能与基因组的 

脆弱性相关 

鱼类基因组的可塑性较强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 

种间杂交容易发生，这就可能由于种间杂交导致物 

种多样性的迅速丧失。极端的例子如鲡鱼科(Cichl 

idae)的物种正在急剧消失。在非洲的各太湖泊中， 

鲡鱼科的鱼类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化出了大量的物种 

类群(8treelman等，1997；Seehusen等，1997)。在 

维多利亚湖中20年前记录的鲡鱼科鱼类多达 500 

种，它们的祖先为 12 400年前的同 1个种。然而在 

过去短短的 20年里，许多种消失了。Seehausen等 

发现生态环境的恶化，即湖水的富营养化增加了性 

选择压力，使得种之间的隔离受到破坏，种间的杂交 

导致鲡鱼科鱼类多样性的消失。究其原因是此属鱼 

类的种间隔离太脆弱。在交配过程中主要通过体色 

来识别同种的异性个体，在水质条件良好时，体色能 

很好地传递不同波长的颜色，鱼类能维持不同的体 

色和丰富的物种多样性。随着湖泊的富营养化，湖 

水的可见度下降，靠交配时的婚配色彩(nuptial col— 

or)(Reinchen，1989)维持的物种隔离机制被破坏， 

而由于鲡鱼科鱼类的交配后隔离机制尚未形成，物 

种多样性迅速丧失(Endler等，1995) 

此外多数研究表明，鱼类在种级水平显示仅有 

少量的常见 mtDNA类型，并伴有比例很小的很多 

的这些常见类型的突变类型(Bollington等，1991)。 

就海洋类群而言，一些姐妹类群间的 mtDNA分歧 

度很低，如沙丁鱼(Sardb~a，Sardinops)和鲲属(￡ — 

grautis)这样的世界广布类群，生物地理及遗传学 

数据显示，沙瑙鱼属(Sardinops)至少已存在了2 000 

万年，但 mtDNA的序列却显示此类群的出现不超 

过 50万年 原因是历史上这些类群可能经历过“瓶 

颈效应”，而后群体又重新扩张(Grant等，1998)。 

这是海洋鱼类 mtDNA所显示的特点，提示极其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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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广布的种类在进化时间内也可能极其脆弱。 

鱼类基因组的特征、基因水平的遗传多样性特 

征以及物种多样性相关的重要基因的研究，将随着 

目前功能基因组学的进展有越来越多激动人心的报 

道，这无疑对鱼类多样性的认识与保护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 

致 谢 本文在撰写过程 中得到王蕊芳、林世美、 

禹--)ll、李海鹏、张云武、吕雪梅和丁远春等同志 

的热忱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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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BASIS 0F FISH DIVERSr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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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sh diversit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i'~ 

attentions because of bio-diversity crisis．That how fish 

diversity is s。rich is gradually getting a hotspot in re— 

search fields．“Chance favors the prepared genome．” 

Present studi suggest that plastic genome~be genetic 

basis for speciation，f0ITn evolution，adaptation etc．In 

this paper，we tried to give evidences at both chromo— 

somal and molecular levels on why and how fishes 

evolve in such diverse species．It suggests that fishes 

have plastic genomes by existences of the variable 

ranges of chr。HK me nun1bers，polyploidy，supemu— 

merary(or B)chromosomes．In addition，gene clusters 
relevant to diverse forms and other clusters by 

polyploidy at molecular level tmve been gradually 

found．Therefore．chmmommal and molecular charac— 

teristics suggest plastic genomes in fishes．Due to plas— 

tic genomes，polyploidy and genetic intmgression，es— 

pecially polyploidy，may mntribute to species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polymorphism．Yet unfortu— 

nately．plastic genome may be the genetic defect of loss 

。f nsh diver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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