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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Pe~od基因 

Thr-Gly区段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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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测定了金色果蝇复合种 (Drosophila auraria species complex)5个姐妹种 (sibling species)和 D．n 

的per／od(per)基因的11l卜Gly区段序列。该区段序列分析表明：DNA序列的碱基组成拥有果蝇其他基因的共 

同特点；颠换数多于转换数 ，两两物种间的颠换率与转换率的总比值为 2 5．密码于第 3位的颠换与转换的比 

值为 2 5—5；同义替换／异义替换 (Ks／Ka)值远太于 l0．且有的物种闯根本不存在非同义突变 ，低的 Ka值说 

明该复合种的 per基因 11l卜Gly医段在进化过程中可能承受着较强的选择 压力。运用所得的核苷酸序 列构建 

Drosophila attraria复合种的系统发育树，为澄清该类群的系统演化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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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Thr-Gly Region of the 

Pe~od Gene in the Drosophila auraria Species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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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 r-Gly regions of the period gerte were sequenced in the five sibling species of the Drosophila “一 

raria spe cies complex and D ．n ．Base composition of the sFecies complex is coherent to that of the other gene in 

Drosophila Th e tmru~versions al'e more than the transitions；the total rate of trarmversion to transition is 2 to 5 between 

paJrwise species．andthe rateoftransvecsiontotransitioninthethird codonis 2．5te 5．The rateof synonymous(Ks)to 

non synonymous(Ka)is far higher than 10 Th e insynonymous mutation does not exist between some spec’le~．the low Ka 

~,alue indieats that the Th e-Gly re 0ns in the per／od gone of n 叫 Ⅱttttrttria species complex have undergone selection 

presSllre in their evolution Th e phylogenetic tree from DNA sequences of Thr-Gly regions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phylo- 

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the specie~complex ． 

Key words：Drosophila auraria species complex；Per／od；Thr-Gly region；Phylogeny 

Drosophila aurar~a复合种(Kimura，1987)属于山 

果蝇亚种组，黑腹果 蝇种组，水果果蝇亚属 (the 

moraium species subgroup，the melanogaster species 

group，the subgenus Sophophora)，包括 D．auraria， 

D biauraria ，D ．subaurarla ．D ．triauraria和 

D．qwdr口 在实验室可以获得 Drosophiia auraria 

复合种的种间杂交，说明该复合种具有遗传上的某 

种连续性，这一特点使其成为研究物种进化的好材 

料 为了理解其进化史进而重建其系统发生关系， 

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种的形态、生化、生态和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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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其系统发生关系仍然存 

在争议(Minami，l979；Lee．I974，1985)。Tomaru＆ 

Oguma(1994)的研究表明这一复合种的物种特异的 

求偶歌节律在它的生殖隔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 

就使得运用与求偶歌节律有关的per／od(per)基因来 

推导其系统发生关系成为可能。 

性连锁基因 per是最早被发现可能与果蝇的生 

物节律有关的基因(Konopa＆Benzer，1971)，不仅可 

以影响果蝇的昼夜节律，而且还与果蝇的求偶歌节 

律的改变有关(Kyfiacou＆Hall，1980)。per基因的 

全序列最初在D．melanogaster中报道，它编码的pE— 

RIOD蛋白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第 5个外显子 

中，有一连续的苏氨酸 一甘氨酸对重复序列(Thr- 

GN)(Cfitfi et a1．，1987)。Thr—Gh区段及侧翼区域 

可能控制果蝇物种特异的求偶歌节律(Yu e￡at．， 

1987；Kyfiacou＆ Hal1．1986；Wheeler et a／．，1991)。 

求偶歌节律可能是合子前隔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 r基因被称为“种化基因”(Coyen．1992)。最 

近的研 究表 明性 连 锁基 因具 有较 快 的进 化 速率 

(Tsaur＆Wu，1997)；因此对性连锁的 period基因， 

尤其是对在 per基因中有重要作用的 Thr-GIv区段 

进行分析，不仅可能获得 Drosophila attraria复合种 

系统发生方面的重要信息，而且还可 探讨其 r 

基因在该区段的进化规律，如分析该复合种Thr．Glv 

区段在进化过程中所承受的选择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果蝇材料及采集地见表 1。 

表 1 Drosophila删mr 复台种样品来源 

Table 1 CoUec~ n location of Drosophila 

d n spog~ complex sample~ 

种名sp 鹧 采集魄 Colleet~m 肺 

~ raria 

D bia~arbx 

D q~ aria 

D mbaurari 

D tr／a~ar／a 

D 呐  

13盘 

中国长白山 

中国台湾 

日本 

日本 

13 

1．2 提取总DNA 

总 DNA提取参照Zheng e￡a1．(1999)的方法。 

1．3 田lr-Gly区段的扩增与序列测定 

总DNA按实验室常规方法进行 PCR扩增。参 

照已知序列设计引物 ，Thr-Gly区段扩增和测序所用 

的弓【物如下：5’一GGCAGcAATATACAcATGAG一3’ 

(5057～5076，引物对应于 D．melanogaster序列的位 

置 )(Critri et a1．，1987)；5’一 兀℃TCCATCTCGTCG一 

'ITGTG一3’(5336～5355)(Peixoto e￡a1．，1993)。 

PCR的条件为：94℃ lrain，55—60oC lmin，72℃ 1 

min，共 38个循环；循环结束时在 72℃充分延伸 5 

min，反应总体积为50,uL PCR产物用小量胶回收 

试剂盒(上海华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回收，回收产 

物直接进行测序分析。每个个体的序列都经过正反 

3次重复测定，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测序试剂采 

用 BigI~／e Terminator Cycle Sequencing Kit 2．0 

(ABI)。用377全自动序列分析仪(ABI)进行序列分 

析。 

1．4 数据处理 

用 DNASTAR软件包进行排序。运用 DnaSP 

Vet 3．0(Rozas＆Rozas，1999)进行两两序列之间 

的非同义突变值 (Ka)、同义突变值 (Ks)以及单 

倍型的计算。用 Mega(Version 2．0)软件 (Kumar 

etⅡ ．，2000)计算了碱基组成 (base composition)、 

转换／颠换比率 (transition／transvertion．Ts／Tv)、核 

苷酸差异和 Tamura．Nei双参数距 离 (Tamu厂d＆ 

Nei，1993)。 

1．5 系统发育分析 

在构建系统发育树时，对 r基因 Th~-GLv区 

段中的转换和颠换先赋予等同的权值，然后对该区 

段的缺失插入进行 2种处理：①忽略涉及缺失插人 

的区域，②考虑涉及缺失插人的区域，即把一次缺 

失插人看作一次转换或颠换 (张亚平，1996)。 

D．嘶 作为外群，根据加权后的数据，利用PAUP 

4．0b8软件 (Swofford，2001)的邻接法构建系统 

树，并进行 2000次重抽样 (Felsentein，1985) 

2 结 果 

2．1 碱基组成 

测定了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 5个姐妹种各 

1个个体约 4OO bp的 per基因的 Thr-Gly区段的 

DNA序列。对该序列分析表明：复合种的核苷酸 

序列百分差异数为 8．7％，有 62个变异位点 (图 

1)；碱基组成中C和G的含量为 65．9％～68．4％， 

而 T的含量仅为 7．6％。分别分析密码子的 3个位 

点发现，第 1位点的嘌呤含量高于 90％，而第 2、 

3位点则都是 C、G的含量比较高．尤其是第 2位 

点的c+G>80％，不同物种问的碱基组成特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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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a 瑚 ， a TTGcGGCTCACACCTCTGAGAGCG从 GAGAATAGTGTAACTGGAGGGGTGCACACAC—AAGG 

口 biauraria TTGCGTCTATATACTGAAAGAGAACTAAGCTGCTGTGAACTAGCACAGTACACACAC—AAGG 

口 triauraria TTTGAGCAATCACCTGACCGAACTAGGCTCGTCGTT—AACTGGCACGGTGCACACACAAAGG 

口 quadraria TT1'GAGCACACTCCTGACTGGACCAAGCTAGTCGTT—AACTGGCAGGGCGCACACACA从 GG 

n subauraria CGTGATGAA从 GCGACTGGACTGACGGCCA⋯ ___一CGGAACAAGGACGAGGGGTACGCAC 

图 1 DrosophilaⅡnro~／a复合种per／od基因的 Th Gh区段棱苷酸序列变异比较 

Fig 1 Nucleotide val'iances of the Thr-Gly r~gio．of the per／od gene in the Drosophila auraria species complex 

表 2 D~sophila auraria复台种的碱基组成百分古■ 

Table 2 Per℃ t丑ge of the base~mpositlon in the Drosophila au~ fa species comp~x 

分相似 (表 2)。密码子的使用中以 c或 G结尾的 

密码子使用频率比较高。在 Thr-Gly区段还存在着 

少量的缺失插入。 

2．2 转换和颠换 

Dros~ aara~a复合种的核苷酸序列两两对 

比的碱基转换和颠换数值及其比值，并对密码子第 

1、2、3位的颠换与转换的比值分别进行比较的结 

果见表 3。表 3中未列出第 l、2位不存在转换或颠 

换的结果。 

2．3 同义突变与非同义突变 

对 Drosophila attrarla复合种per基因的Thr．GJv 

区段的两两序列间的同义突变和非同义突变比较表 

明：Ks均比Ka大 l0倍以上，即 K丑值非常低，甚 

至有的物种间并不存在非同义突变 (表 3)。 

2．4 系统发育分析 

测定 Drosophila attraria复合种 5个种以及 1个 

外群，共 6个种的 per基因的~,r-ab区段，并据 

此所构建的系统发生树的拓扑结构如图2所示 

3 讨 论 

3．1 碱基组成 

Drosophila attrarla复合种per基因的Thr—Gly区 

段的碱基组成很不平衡，即C、G的含量比较高。在 

密码子的使用上偏向于选择以 C或 G结尾的密码 

子 这些特点与其他果蝇 per基因的外显子和一些 

高表达基因所具有的特点相似(Sharp et a1．，1992； 

MoilYⅢa＆Gojobori，1992)。根据该区段的碱基组 

成的不均衡性 ，我们在计算遗传距离时选用 Tamura． 

Nei(Tamura＆Nei，1993)双参数法。对于此区段的 

缺失和插入，在构建系统发育树时需要进行一定的 

处理 

3．2 转换和颠换 

总体分析，颠换数多于转换数，A．c之间的颠换 

数最高，G．rr之间的颠换数最低，A．G转换多于T．c。 

碱基替换主要发生在密码子的第 3位，而且颠换发 

生的频率高于转换，并且随着物种分化时间和差异 

的增加，颠换数基本上呈现递增的趋势，但是转换数 

则没有明显的规律。两两物种间 Tv／Ts的总比值为 

2～5，而第3位的Tv／"Is比值则为2．5～5。在构建 

系统发育树时，我们赋予颠换和转换等同的权值。 

3．3 同义突变和非同义突变 

在进化过程中，突变对核苷酸的同义(Ks)和异 

义(Ka)的替换率的作用不同，所以估计 Ks和 Ka之 

问的差异是理解分子进化的重要手段(Nei，1987；Li， 

1997)。对于 1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而言，功能越重 

要的区域，非同义突变越容易被 自然选择清除，其 

K丑值 越 低。 以往 的 研 究 提 示，尽 管 远 缘 种 

D ． Ianogaster和D．pseudoobscura之间 的Thr．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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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Drosophila~11rarla复合种的转换和颠换、同义替换和异义替换 

Table 3 Transition and trlu~version．synonymous and nonsynonymous substitution in the 

Drosophila 4Hnz，缸 spedes complex 

Db—D 

P1 

P2 

P3 

Da：D autar／a；Db：D．6 一 ；Dq：D quadrar／a；Ds：D subauraria；Dr：D． mm m ；"i s：转换 (Transiuon) 

颠换 (T⋯ 哪i0n)；Ks：同义替换 (Syn~ymous su bsIjMI叽)；Ka：异义替换 (Nons~onymous attLstlmtion)：P1．P2 

第 1、2、3位密码于 (The n． c∞d卸d third eodon)。 

区段在长度和氨基酸组成上差异很大，但二级结构 

却基本一致，这一现象说明可能是二级结构的稳定 

性赋予Thr-Gly区段较强的选择压力，抑制了此区段 

的非同义突变(Costa Ⅱ1．，1991)。因而 Drosophil口 

attrarla复合种per基因的Thr-Gly区段低的Ka值可 

能是该区段在这一复合种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使其 

异义位点在功能上受到纯化选择和二级结构的稳定 

性所赋予较强的选择压力所造成的。 

3．4 系统发育分析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具有一些进化上的特 

点，因而倍受进化学者的钟爱。许多学者在其杂交、 

形态学、生化、进化和分子水平上进行 了大量的研 

究，但是多数的研究中只包括了这一复合种的部分 

物种，只在杂交、形态和生化水平上对整个复合种开 

展了研究。晟初是根据雄性外生殖器的差异，主要 

是据阳茎的特征将此复合种分为 D．biaMrari口和 

D．subauraria 与 D．aararla、 D．quadradrla 和 

D．triauraria两大类 D．auraria首先从后一类中独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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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Thr．Gly区段采用邻接法 (NJ)构建的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的分子系统树 

Fig 2 Neighhot-joining tree based 0n the Thr-Gl?一 

encoding DNA inthe Dr osophila att~rla sp— 

ecies complex 

树上的数字是经过2000欢重复抽样的 b 值 

n e numbe~ l the tree are the bootstrap pmbabi|ity 山  based 0n 

2N10陀 eatiotqs． 

立出来，进而再根据生殖器的其他的特征将各个种 

分开(张文霞等，1996)。尽管该复合种的每个成员 

在形态上可以相互区别，但是它们在外部形态结构 

上的差异非常小，所 很难根据其外部形态特征获 

得比较准确的系统发生关系 (戴灼华 和刘凤丽， 

1994a．b)。 

由于形态分类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学 

者们试图利用其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 Drosophila。 

ro血 复合种各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如通过杂交实验。 

Kimura(1987)对该复合种进行种问杂交实验，然后 

根据杂交后代中雄性个体的可育性的比率来推导它 

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杂交的结果表明，D．quadra— 

dria和D．triaurarla杂交获得的后代都是可育的， 

说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非常近，同时发现D． 

iauraria和D．Ⅱuraria的杂交后代中的可育雄性个 

体的比例也高于其他的种问杂交后代，这一现象提 

示它们可能是近缘种，但是杂交的结果中并未表明 

D．biauraria和 D．subauraria是近缘种。后来，Kim 

et 02．(1989)也在这一复合种之问进行杂交实验，却 

得到不同的结果，他们的结果表明 D．quadradria是 

最原始的种 ，D．nuraria是最近才分化出来的，但是 

没有发现D．quadradrkz和D．triauraria， 及D．bi． 

auraria和 D 5 uraria是近缘种。这些结果为阐 

明该复合种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还存 

在许多争议。 

后来叉发现 D~osophita auraria复合种在生化特 

性上具有较多的差异，于是不同的学者开始采用电 

泳分析手段研究它的系统发生．应用比较多的是同 

工酶电泳技术分析。先后有许多人运用 SGE、2DE、 

PAGE和 IEF等电泳方法来推测这一复合种的亲缘 

关系。不同手段获得的结果具有很大的差异。如 

Lee(1988)和 Ohnishi＆Watanabe(1984)用同一方法 
— — 淀粉凝胶电泳 SGE技术得到完全相反的实验结 

果。其他 3种电泳技术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即这 

一 复合种中的D．口uraria、D．quadradria和D． 

iauraria聚在一起 ，而 D．biauraria和 D．subauraria 

聚为另一个类群 (Ohnishi＆ Watanabe，1983；Lee， 

1988；戴灼华和刘凤丽，1994a，b)。通过上述的分析 

可以发现，虽然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的亲缘关 

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尚有许多问题 

有待于解决，尤其是 D．blaurari~和D．5ubauraria之 

间的亲缘关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在利用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 r基 因的 

ThG 区段构建 系统发育树时，由于 D．n和 与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的亲缘关系最近且进化级 

别较低，所以我们选择 D．n扣 作为外群(戴灼华和 

刘风丽，1994a，b)。用最大简约法构建该复合种的 

系统树可能会忽略一些有用的信息，因而我们采用 

距离法进行构树 先赋予 Thr-Gly区段中的转换和 

颠换等同的权值，对该区段的缺失插入作 2种处理： 

即忽略涉及缺失插入的区域；或者考虑涉及缺失插 

入的区域，把一次缺失插入看作一次转换或颠换 2 

种处理所得树的拓扑结构一致(图 2) 圈 2中的 

D．triaurarla与D．quadradria首先聚类在一起，说明 

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最近，且有许多实验结果表明 

这 2个种可能是同一个种 (Bock＆Wheeler，1972； 

0hnishi＆ Watanabe，1984；KimUl'a，1987) D．auraria 

与 D．quadradria和 D． Ⅱm 砌 的关系较近，这一 

结果与 以往太部分的研究结果一致 (Otmishi＆ 

Watmmbe．1 983；Kimura，1 987；Lee，1988；Kim ， 

1993；张文霞等，1996)。值得注意的是 D．biauraria 

和D．subauraria之间的亲缘关系，从形态和同工酶 

多态的分析结果表明这 2个种关系最近(Otmishi＆ 

Watanabe，1983；Lee，1988；戴灼华和刘风丽，1994a， 

b；张文 霞等，1996)；而 我们 的序 列 数据 显 示 

D．subaurarfa 最 先 分 化 出 来，D．biauraria 与 

D．subauraria的关系并不特别近 有趣的是，Kimura 

(1987)和Kim(1989)对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的 

种间杂交实验也未发现D．biauraria和D subauraria 

之间的亲缘关系较其他种的近。看来，要彻底澄清 

Drosophila auraria复合种的系统关系还需要进一步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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