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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淡水豚类4个代表属 [白暨豚 (~loote8)、恒河豚 (platanista)、弗西豚 (Pomoporia)和亚河豚 

(Ima)】mtDNA 12S rRNA基因的序列差异水平，高于其他齿鲸类科问的差异，特男0是远远高于海豚总科内的 

科间差异。研究结果支持它们应归属于不同的科，即白暨豚科 (Lipotiidae)、恒河豚科 (Platanisfidae)、弗西豚 

科 (Ponwpo~dae)和亚河豚科 ( 划Iae)。恒河豚科是鲸类中最早分化出来的独立支系，而其余 3个淡水豚科组 

成一个单系，作为海豚总科的姊妹群。泼水豚类的发生是多系的。白暨豚科、亚河豚科和弗西豚科是否隶属于 

同一个总科尚需进～步研究。 

中田分类号：Q959．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 舢  一∞ 

长期以来，有关淡水豚类分类和系统发生的争 

论一直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淡水豚类是 

单系还是多系 (Zhou．1982)。以及淡水豚类不同 

类群科级和总科级 阶元的划分 (详见杨光等 ． 

1999)。杨光等 (1999)通过线粒体 DNA (mito． 

chondrial DNA，mtDNA)细胞色素 b(cytochrome 

b，cyt b)基因部分序列的研究第 1次为淡水豚类 

4个属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科，特别是白暨豚科的建 

立 (周开亚等，1979)提供了 DNA分子水平的证 

据，并通过系统发生分析，指出淡水豚类是一个并 

系的类群。但杨光等@根据 cyt b基因的全序列进 

行的系统发生分析，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淡水豚类不 

同类群间的系统发生问题。虽然 cyt b基因全序列 

的研究也支持淡水豚类不是单系的观点，但邻接法 

(neighbor-joining method，NJ)和 最 大 简 约 法 

(maximum parsimony，MP)所得到的系统树的拓扑 

结构却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使用新的基因片段 

来研究这一问题。 

本文测定了白暨豚 ( s vexill r)、恒河豚 

(Platanista gangetica)和弗西豚 (Pontoporia blain- 

villi)mtDNA 12S rRNA基因的序列。与已发表的 

亚河豚 (1ain geoffre~is)及其他鲸类的相应序列 

合并，分析现生淡水豚类的系统发生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共测定 6头淡 水豚个体 mtDNA 12S 

rRNA基 因的部 分序列 ，其 中 自暨豚2头 (NJNU 

359和 NJNU388)，取自长江中下游被船只误伤致 

死的个体；恒河豚 2头 (NJNJ384和 NJNU385)， 

取自孟加拉国达卡附近的 Ganges．Brahmapu~a河支 

流中误捕致死的个体；弗西豚 2头 (NJNU409和 

NJNU410) 取自阿根廷的沿岸水域被渔业误捕致 

死的个体。所有个体的 DNA提取均以骨骼肌为材 

料。其中自暨豚为一20℃冷冻保存的肌肉标本，恒 

河豚和弗西豚的肌肉标本则分别由盐饱和的 20％ 

二甲基亚砜 (DMS0)和 95％乙醇常温保存，带回 

本研究所后再 一20℃冷冻保存。 

用 SDS变性、蛋白酶 K消化和酚．氯仿抽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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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提取 总 DNA，具体 操作参 照 Sambrook等 

(1989)。恒河豚和弗西豚的肌肉标本在用于 DNA 

提取之前用清水彻底清洗，以去除其中的盐和DM． 

SO或乙醇。用于 12S rRNA基因扩增的引物分别 

为Ll091和 H1478(Kocher等，1989)。聚合酶链 

式反应在 PE24OO(Perkin Elmers)或 PTC．200型 

(MJ Research)PCR仪上进行。循环参数为：95oc 

预变性 4 min，然后进人如下循环：95oc 40 s， 

52oc30 s，72oc2 mln，循环 35次。循环结束后在 

72oc延伸 7 min，然后于 4~C保存。PCR产物经纯 

化后在 ABI310型遗传分析仪 (Perkin Elmers)上 

进行序列测定，具体方法参见相应的用户操作手 

册。 

用 Clustal X软件 (Thompson等，1997)进行 

序列的对位排列，并辅以人工校对。用 MEGA软 

件 (Kumar等，1993)计算淡水不同属间，以及其 

他齿鲸类不同科的代表种间的碱基替代 (转换+颠 

换)和颠换的百分率；用MEGA软件中基于 Kimu． 

Ta-双参数 模型 的 NJ法和 PAUP v目 3．1．1软件 

(Sworfford，1993)中的MP法重建了包括现生鲸类 

为主要代表类群的系统发生树。构树时以牛 (Bos 

。— )等7种有蹄类的相应序列作外类群。 

2 结 果 

2．1 淡水豚类 12S rRNA基因的序到变异及其与 

其他齿鲸类科间变异水平的比较 

用于分析的白暨豚、恒河豚和弗西豚的 12S 

rRNA基因的序列长度分别为 387、389和 385 bp 

(图1)，其中包括 85个变异位点和 l6个简约信息 

位点。但通过与其他鲸类以及外类群的同源序列进 

行对位排列后用于分析的实际片段长度为 395 bp， 

包括 160个变异位点和 121个简约信息位点。 

从表 l可知，白暨豚、恒河豚、亚河豚和弗西 

豚 (分别代表现生淡水豚类的4个属)之间的序列 

差异 (转换+颠换)在 9．46％ 一14．32％，平均为 

(12．02±1．85)％。而其他齿鲸类科间的序列差异 

则为 3．78％～11．89％，平均为 (8．3l±2．24)％。 

显然，淡水豚类不同属间的差异要高于其他齿鲸类 

科间的差异水平，特别是远远高于海豚总科下3个 

科 (海豚科、鼠豚科和一角鲸科 )之间的差异 

[3．78％一5．68％，平均 (4．68 4-0．95·)％]。再从 

颠换的百分率来看，齿鲸类科间的差异最低的是海 

豚 科下的 3个科，如海豚科与鼠豚科仅 0～ 

0．54％，平均 (0．36 4-0．31)％。小于淡水豚类不 

同属间差异 [1．89％ ～5，68％，平均 (4．23± 

1．43)％]的1／10。因此，对于把4个淡水豚属分 

别归人不同的科，即白暨豚科 (Lipotiidae)、恒河 

豚科 (Platanlsfidae)、亚河豚科 (Inildae)和弗西 

豚科 (Pontoporidae)的观点，12S rRNA基因的序 

列分析结果再一次提供了佐证。 

2．2 淡水豚类的系统发生 

图 2和图 3分别是根据淡水豚类和除小真鲸科 

外其他鲸类科的代表种的 mtDNA 12S rRNA基因 

序 列，以牛等7种有蹄类作外类群，用NJ法和MP法 

重 建的系统发生树。在NJ树(图2)中。海豚总科、 

喙鲸总科、抹香鲸总科和须鲸亚目，以及所有的科 

级分类单元均组成单系的进化支系，这与传统的鲸 

类分类学是吻合的。淡水豚类可分成2组 ，但2个 

裹 1 淡水豚类4个一间殛与其他齿鲸类科的代表种闻的序列差异百分宰 (对角线以上) 

和颠换百分比 (对角线以下) 

Table 1 Pereeat m睡瑚  of base sadastltatioa(below~lgana1)and traosver~olas 0Ⅱ峥 {above dia酬 )among 

dolphinsmad represmtatives 0fothcF odomoeete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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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xi TO3TAAACA— AAGTCGTCCT GAAACAAGAC TATTOC~CAG AGTACTACCG GCAACAGCCC AA~ CTCAAA GGACTTGC
-CG 

Pgang n CA．．．．cc ．GA．Â ．．AC ．̂．．．．⋯ T．⋯ ⋯
． ． ． ． ⋯ ⋯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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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xl CTATATACCG CCATCTTCAG CAAACCCTAA TGAAGGCACA AAAGTAAGCA CAATTATTAT ACATAAAAAC GTTAGGTCAA 

Pgang ．．．． ．．．． ．． ．．．．． 

Pblai⋯ ． ．．．．．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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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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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xi TATGAAACCT AAAAACCAAA GGAGGATTAA GCAGTAAATT AAGACTAGAG CGCTTAATTG AATTAG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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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ai⋯ ．⋯ ．．． ．．．．．．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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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暨豚和恒河豚线粒体DNA 12S rRNA基因的序列 

Fig．1 DNA sequences of t∞h0玎 al12S rRNA gene of B i(Lve~i)，Ganges river d 】him (Pgang)，and LaPlata 

dolphins(Pblai) 
·表示与自暨豚有相同的碱基组成 [dot(·) dic ∞where tb．e Ga g Or"La Plata has aⅡid~ficsl base wi出B j] 

组之间并没有姊妹关系。由恒河豚 (科)单独组成 

的一支是鲸类系统树中最基部的分支，作为其他鲸 

类 (包括须鲸类和其他齿鲸类)的姊妹群 (虽然支 

持这一关系的自举检验值仅 35)。在由其余 3个淡 

水豚科 (自暨豚科、亚河豚科和弗西豚科)组成另 
～ 组中，亚河豚科与弗西豚科的关系较近 (自举检 

验值 79)。这3个科组成的一支与由海豚科、鼠豚 

科和一角鲸科组成的单系具有姊妹关系。 

图3是通过 MP法，赋予颠换 2倍于转换的权 

值后得到的5O％多数一致树 (50％ majority c0T1sen- 

sus tree)，树长 (tree length)为 545。该系统树在 

两个方面与 NJ树 (图2)是一致的：①恒河豚类是 

鲸类中最早分化出来的一支，它与另外3个淡水豚 

科间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因而支持淡水豚类是多 

系发生的观点；②海豚总科及其 3个科均分别组成 

单系的进化支系；白暨豚、亚河豚和弗酉豚与海豚 

总科共同组成一支。此外，在 MP树中，抹香鲸 

科、小抹香鲸科、鹅喙鲸属、中喙鲸属和须鲸亚目 

分别组成一支。 

3 讨 论 

淡水豚类mtDNA 12S rRNA基因序列的变异水 

平的分析结果与cytb基因的分析结果(杨光等， 

1999；Yang等 ，1999)十分吻合 ，均揭示现生淡 

水豚类的4个属之间已经出现了极为显著的遗传分 

化，他们之间的差异已显著超过了其他齿鲸类所有 

科间的差异水平，为归属于不同的科的观点提供了 

更加有力的支持。再从序列的转换／颠换比值来看， 

淡水豚不同属间的转换／颠换比的最低值在白暨豚 

和恒河豚之间，仅1 0952，最高值则在亚河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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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gulate 

有辟类 

图 2 26种鲸类 err b基因片段的 NJ树 

rlg 2 Phylogenetic仃ee inferred from mitochandrial 12S rRNA gene sequence*0f 26 ceto~eig．D8 using neighbor 

j0iniIlg method with Kimuza 2-parameter distance 

构树时以7种有蹄类为外类群。树枝上方的数字为自举检验值来自于500次重复运算的结果 [ e 帅ce of㈣ tmgu 

Lat∞were m,od tgoups．1~otstrap l~reeatagm derlvM from湖 rep]ieatlmas m ／ndicated ahoy* ch ]。 

弗西豚之问 ，为 4，而海豚总科下 3个科问的转 

换／颠换比最低的也达7．5(其中海豚科和鼠豚科 

的2个代表种之闯的 15个序列变异位点全为转换 

而无颠换)，抹香鲸总科下抹香鲸科和小抹香鲸科 

的转换／颠换比为 7。淡水豚类具有的相对较高的 

序列饱和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淡水豚类不同 

类群问的分化程度要高于海豚总科下的科问的分化 

程度。因此，上述结果为白暨豚科的建立 (周开亚 

等，1979)和淡水豚不同类群分属于不 同科 (de 

Muizon，1988)的观点提供了DNA水平的又一证据。 

虽然本次研究没有包括印河豚，但由于印河豚与恒 

河豚之问的差异极小，cyt b基因序列分析 (杨光 

等，1999)也不支持把它作为 1个独立的物种。 

Rice(1998)也只承认恒河豚 (P／gtar~／m gangeti— 

cq)。而把印河豚作为恒河豚的1个亚种P．g． 一 

∞r。因此，缺少印河豚不会对本文的分析 (包括 

系统发生分析)造成影响。 

杨光等(1999)根据cyt b基因部分序列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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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6种鲸类cyI b基因片段的MP树 (构树时 7种有蹄类为外类群) 

Fig 3 M 睁一rule 5的p c咄 哪u5 tree(heuristic search，m~ximttrn parsimony，500 replicates) 

based on mitochondrial 12S rBNA gene sequences of 7．6 cetaceans，using seven u“g山 f 

outgroups 

统发生分析，认为淡水豚类不是一个单系的类群， 

其发生应是并系的；但随后用 cyt b基因全序列的 

系统发生分析 (Yang等，1999)后认为是多系的。 

从本文的 12S rRNA基因的系统发生分析来看，不 

论是 NJ树还是 MP树，恒河豚均组成鲸类系统树 

中最基部的分支，作为其他鲸类的姊妹群，而淡水 

豚类的另外 3个科则与海豚总科有较近的亲缘关 

系。鉴于此，我们认为．淡水豚类的发生应是多系 

的。 

在白暨豚科、亚河豚科和弗西豚科组成的一支 

中，后两者具有明显较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在所有 

的系统树中，两者聚为一支；而且淡水豚不同科问 

的序列转换／颠换比也是后两者之问最高，同样提 

示两者之问有相对较小序列饱和程度和遗传分化程 

度。但在MP树中，白暨豚科和亚河豚科 +弗西豚 

科之问，以及它们与海豚总科之间的系统发生关系 

并没有体现出来，其他如抹香鲸科、小抹香鲸科、 

鹅喙鲸属、中喙鲸属和须鲸亚目等 5个支系闻的系 

统发生关系同样也没有体现，这很可能与本研究所 

使用的片段较短，相应地简约信息位点数较少有 

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序列的长度以增加 

序列变异位点数，特别是简约信息位点数，将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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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必要的。 

基于本文的分析结果，恒河豚类具有极为特殊 

的发生地位，应作为其他鲸类的姊妹群；结合图 2 

和图3所揭示的鲸类不同类群的系统发生关系，支 

持Milinkovitch等 (1994)齿鲸类的发生是多系的 

观点。由于齿鲸类并不组成与须鲸类具有姊妹关系 

的单系群，因此，我们认为，以须鲸类作外类群， 

对齿鲸类进行系统发生分析处理 (Amason等， 

1996)是不够恰当的。同时，由于淡水豚类并不组 

成一个单系的进化支系，传统上将其归属于一个科 

或总科的观点也难以立足。鉴于恒河豚类独特的系 

统发生地位，将其独立为恒河豚总科是合理的。从 

NJ树来看，白暨豚科、亚河豚科和弗西豚科组成 

一 个单系的分支，作为海豚总科的姊妹群。如果依 

据支序分类学的观点，即姊妹群应具有相同的分类 

等级，则倾向于将这 3个科合并为 1个总科级的支 

系。但从遗传距离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异均已达到 

其他齿鲸类总科问的差异水平，又倾向于把它们归 

A不同的总科。另一方面，在 MP树 (图 3)中， 

海豚总科、白暨豚科和亚河豚 +弗西豚科之间的系 

统发生关系并没有体现出来。如果白暨豚科和亚河 

豚+弗西豚科聚为一支后再与海豚总科聚类，与 

NJ树 (图2)的结果相似，则可以作为三者合并为 
一 个总科的证据。但如果 3个淡水豚科并不先组成 

一 个单系，再与海豚总科聚类，则可能成为支持 

de Muizon(1988)的观点的依据，即把白暨豚归 

人白暨豚总科 (Lipotoidea)，而把亚河豚和弗西豚 

归人亚河豚总科 (Inioidea)。对这个问题，我们将 

作进一步的研究。此外，由于上述 3科与海豚总科 

共同组成一个单系的支系，因而又成为支持另一观 

点的依据——把它们归属于海豚下目 (Delphinida) 

(Amason等，1996；de Muizon．1988j。 

从图 2来看，海豚总科的 3个科中，一角鲸科 

是最基部的分支，为鼠豚科 +海豚科的姊妹群。支 

持一角鲸科与鼠豚科 +海豚科以及鼠豚科和海豚科 

的分化的自举检验值较高，分别为93和 64。这一 

结果明显比杨光等 (1999)的系统发生分析结果更 

合乎情理。但这一系统发生关系是否会因为外类群 

和内类群，以及基因片段的改变而改变，则有待于 

进一步验证。 

致 谢 本文插图由徐信蒙先生绘制，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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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VARIATION OF MITOCHONDRIAL 12S rRNA GENIE AND INFERRED 

M 0LECULAR SYSTEMATICS 0F RIVER D0LPHINS 

YANG Guang LIU Shah JI Guo·-Oing ZHOU Kai—-Ya 

( c m GeneticResources，,'Y~qlngNormal University，N~jing 210097，P．R．Ch／aa) 

Ricardo Bastida LaLira Rivero 

(Depagun~rgo de Ciencio~Mari~ ．Ca*i~ deC 43，7600Mar dd m ，Argerttina) 

Abstract： Pattial DNA sequences of mitochondrial 

12S rRNA gene from Lipotes vexillifer，Platanista 

gangetica， and Pontoporia bIairwillei，were aleI fled 

and determined to address the systematics of fiver dol— 

phins．The sequence divergence among different genera 

of fiver dolphins， estimated either by transition + 

transversion or transversion 0n【v，is greater than those 

among other odontocete families，far greater than those 

am ong fam ilies De]【phinidae，Monodontidae，and Pho— 

coenidae within superfam ily Delphinoidea．Thus， the 

fiver dolphin genera should be referred into different 

families，i．e．Lipotidae，Platanistidae，Iniidae， and 

Pontoporiidae． Th e phylogenetie analysis by using 

neilghbor-joining method(NJ)and maximum parsimony 

method(MP)suggested that the Platanistidae was the 

earliest divergent clade in the cetaceans，whereas the 

other three river dolphin families constituted a mono— 

phyletic group having sister relationship with Delphi— 

noidea．Th e phylogeny of river dolphins should be poly— 

phyletic， rather than monophyletic or paraphyletic． 

Th e Platanistidae should be referred into a separated su— 

peffamily Platanistoidea，whereas the supeffamdy clas— 

sifieation of other three river dolphin fam ilies should be 

1Ither studied ． 

Key words：River dolphms； 12S rRNA；Molecular systemai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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