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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尾虫系统进化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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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尾虫系统发生问题目前备受学者的关注。作为六足总纲中内、外颚亚纲的过渡类群，双尾虫是否 

单系性及其系统地位的确定是争论的焦点，也是解决六足总纲高级阶元系统发生关系的一个关键。文中综述了 

多年来双尾虫形态学和解剖学方面研究所引发的争议和达成的共识 ，并对近几年该方面分子系统学的工作进行 

了总结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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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随着比较形态学、胚胎学及解剖学 

的深入研究，大量新的化石材料的发现，支序系统学 

理论与方法的广泛应用及分子系统学的蓬勃兴起， 

动物界种类最丰富的六足总纲(Hexapoda)(广义昆 

虫纲 Inseela s．／at．)高级单元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 

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也引发了许多争论(Mm— 

ton，1972；尹文英，1983，1998；Kukalova—Peck，1991)。 

其中双尾目(Diplura)的单系性及其与六足总纲其他 

类群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Koch，1997；尹文英和 

梁爱萍，1998)。作为内、外颚亚纲过渡类群的双尾 

目，其系统发育地位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单系的昆虫 

纲的起源，对六足总纲乃至整个节肢动物门的系统 

分类 都有着举 足轻 重 的作 用 (Kristensen，1981， 

1991)。但是，到目前为止该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 

研究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双尾虫个体小，采集、 

饲养和种类鉴定都较困难，实验操作难度较大(谢荣 

栋，1999，2000)。利用我们实验室多年来从事土壤 

动物研究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及近期分子生物学的研 

究结果(栾云霞等，待发表)，本文拟就国内外双尾虫 

系统发育及其高级阶元分类的研究结果作一概述， 

以期引起我国相关学者的关注与兴趣，推进这项研 

究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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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尾虫的系统分类地位 

六足总纲等同于传统的、广义的昆虫纲，包括弹 

尾目(CoIl~ la)、原尾 目(Pr。m )、双尾 目(]~plu— 

rd)、石蛹 目(MIcⅪ聊 hia)、衣鱼目(ZygenKrna)和有 

翅类(Pterygota)。Hennig(1953)根据口器结构将前 

3者归为内颚亚纲(Entcgnatha)，后3类归为外颚亚 

纲(Ecm~ ntha)。后来由于对双尾目系统地位有争 

议，Kristensen(1991)将双尾虫单独作为一支放在缺 

尾纲和狭义昆虫纲(Insecta s．s ．)之间(图 1)。 

图 1 双尾目的系统地位 (tCalsteJ~sen．1991) 

Fig．1 The phylcgenelic l：m[tion。f Dip1ura(Kristensen 

1991) 

双尾虫是生活在土壤中的一类小型六足类动 

物，因其尾部生有 1对尾须或尾铗而得名，简称 

“叭”。继原尾虫 、弹尾虫各 自独立成纲，与狭义的 

昆虫纲平行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之后，争议的焦点集 

中在双尾虫上 (粱爱萍，1999)。就现生双尾虫和 

弹尾虫、原尾虫及外颚类的亲缘关系来看，一方面 

双尾虫与石蛹、衣鱼接近，均有尾须、针突、基节 

囊泡等附器，应将其与外颚类组成单系类群 

(Kukalovd-Peck，1997)；而另一方面，双尾虫叉因 

口器为内口式，无羊膜和浆膜，由中背细胞形成背 

器等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征与外颚亚纲明显不同， 

与多足纲乃至其他节肢动物类群相似。因而一些学 

者认为，弹尾目、原尾目、双尾目在系统发育关系 

上远离其他六足类，六足 总纲是一个 多源类群 

(1~'lAtnton，1977；尹文英，1983) 

双尾虫系统分类地位的确定直接关系着单系的 

昆虫纲从哪里开始。长期以来，腹部具尾须一直普 

遍被认为是昆虫纲的一个重要共有衍征(Wheeler et 

at．+1993)。弹尾目和原尾目均无尾须，双尾目的康 

叭类(双尾目其他类群中短的尾须或铗形尾须被认 

为是次生性的变异)、石蚵目、衣鱼目以及原始的有 

翅类群均具有丝状尾须。从精子结构看，康叭类精 

子的轴丝微管为“9+9+2”式，更接近于石蚵 目、衣 

鱼目和有翅昆虫 而铗 L类精于的轴丝截管为“9+ 

2”式+与弹尾目的精子相近(Bacce．i，1996) 值得一 

提的是康虫JI类与石蛹类的精子轴丝结构存在一个共 

同趋势，即成熟的精子中9条外层副微管一分为4 

条和 5条 2组，迁移至一端或两极，而该特征为其他 

六足类所不具备(jamiec~n，1987)(图 2B)。Dallai 

(1974)及Kristensen(1981，1991)都认为铗虫J【类的精 

子结构有可能是康 L类结构的进一步特化。从卵巢 

结构看，康叭类的囊状卵巢与弹尾目和原尾目的相 

似；而铗叭类的卵巢具分节的卵巢管，与外颚亚纲相 

似。根据与多足纲、甲壳纲等外群的比较，分节的卵 

巢管是衍征。因此，铗虫J【类与外颚亚纲又有可能是 

姐妹群(gws et ．，1993；Bi~ch＆Bitseh，1998) 表 

1列举了康叭类和铗叭类卵巢的重要结构特征，并 

与原尾目、弹尾目进行了比较， 

Kukalov6 Peck(1987)在对晚石炭纪地层中发 

现的托马斯铗虫J【(Testo．iap3a"thomasi)的形态特征 

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后认为，双尾虫与外颚亚纲具 

有较近的亲缘关系，主张狭义的昆虫纲应从双尾目 

开始，而弹尾目和原尾目与双尾目及外颚亚纲明显 

不同，二目组成近昆虫纲 (Parainsecta)+是昆虫纲 

的姐妹群。不过，Bi~ch(1994)对托马斯铗 l的分 

类地位产生了怀疑，认为将其归人双尾目，主要依 

据是其铗状的尾须，而尾须特征也可能是平行进化 

的结果。从形态描述上看，它更接近于外颚亚纲的 

某些类群 Krlstensen(1981)主张狭义的昆虫纲从 

石蛹目开始，并将弹尾目、原尾目以及双尾目作为 

另一个纲即缺尾纲 (Ellipura)对待，后来他又把 

双尾目单独作为一个地位未定的类群，放在缺尾纲 

和狭义昆虫纲之间，理由是双尾 目与其他六足类群 

之间的确 切关 系 目前还 无法肯定 (KristerlseD， 

1991)。Bitsch＆Bitsch(2000)综合形态特征的支 

序分析发现．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不一致， 

并且置信度都不高，难以说明问题。因而双尾虫的 

分类地位仍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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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尾 目Ⅱpl∞  

原尾目Pr一  弹尾目c 】 】b。Ia — 戛 五 ————一 

①康 I类与弹尾目的共同衍征 ( ∞I 州 harac 岱shared b．vtheG 】哪 a Carapc,de dae) 

B 

固2 铗叭类和康叭类的精子轴丝横切面 

Rg．2 Cmss section spen'n aⅪm∞1e of Japygidae<and 

Cam~detdae 

A铗虮属一种(Ja／,~ sp)(Baccetti＆Da[[ai，1973)；B康虮属一种 

( 删 sp)(D~llai，1994) 1取微管(／~ blets)；2副微营(M— 

crombules)；3线粒体( tochonchla) 

2 双尾虫是否为单系类群 

1873年Lubbock根据双尾虫尾部结构的明显不 

同(图3)，建立了具有 1对长形多节尾须的康扒科 

(~ eidae)和具有 1对几丁质化单节尾铗的铗叭 

C 

固 3 双尾虫三大不同类群的背面观 

Fig 3 Dorsal vie．v ofthree different groups ofDiplura 

A康 【类‘c肼 ad眦)；B 原铗 L类(P a 曲  ) c铗蚍类 

(Jap~idae)， 

科(Japygidae)。1982年Rusek发表了有 1对圆筒形 

分节尾须的ATL~t科(OetosUgmatidae)。至今双尾虫 

共有 9个科，隶属于 3个 总科：康 扒 总科 (Cam— 

pcdeoidea)、原铗 I总科(Pmjapygoidea)和铗扒总科 

(Japygoidea)。双尾虫的共有衍征主要有 ：单 、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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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2 双尾虫 GenBankDNA序列 

Table 2 The list of DNA sequences of Dtpllira in GenBank 

完全消失；头部无幕骨；足转节与腿节及腿节与胫节 

之间具有独特的关节，转节与腿节之间有旋肌；腹部 

基肢节与腹板愈合形成基腹片等(Francois，1982； 

Condd＆ Pag6s，1994)。 

随着解剖学研究的深入，发现双尾目的康虮类 

与铗虫Jl类在卵巢结构、精子形态等方面都存在比较 

明显的差异，因而 et at．(1993)对双尾目的单系 

性产生了疑问。康虫Jl类的卵巢呈囊状，无卵巢管，而 

铗虫Jl类的卵巢具分节的卵巢管。精子结构的长期研 

究结果表明，康虫JI类精子具有非常长的顶体，双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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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含长柱形内柱，两条线粒体衍生物亦保留有规则 

的横嵴，轴丝微管为“9+9+2”式，其 9条副微管起 

源于双微管亚纤丝突起；铗叭类精子的顶体为双层， 

即含有半球形的内锥，两条线粒体衍生物保留了横 

嵴，其轴丝微管为“9+2”式和 5条剐微管，并认为5 

条副微管不是双微管起源，而与线粒体发生有关 

(Jarnleson，1987；Jamieson e／ai．，1999；图2)。 

晚石炭纪托马斯铗叭的发现致使研究者对双尾 

目及 内颚 亚纲 的其 他一 些共 有衍征 提 出质疑 

(Kukalovd-Peck，1987)。托马斯铗叭与现生康叭类 

明显不同，前者具有明显的复眼，内口式不明显， 

长且多节的下颚须、下唇须，多节的腹足。正如上 

文所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把托马斯铗叭归入双 

尾虫表 示质 疑 (Bits~，1994；Bitsch＆ Bitsch， 

2000) 

鉴于康 I类与铗叭类之间在形态学及解剖学上 

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丝状尾须和 

钳状尾铗并非源于同一祖先，§ 以o2．(1993)主 

张将双尾目的康叭类和铗叭类分别作为两个目，即 

康叭目 (Campodeina)和铗扒目 (Japygirm)，与弹 

尾目和原尾 目并列。Bitseh＆ Bitseh(2000)用 47 

个外部形态特征及 28个内部解剖学特征进行支序 

分析后，对双尾虫的单系性也存有质疑，提出了新 

的见解，他们建议将康叭科+原康叭科+原铗 【科 

作为一类，而铗叭科作为另一类。但另一些学者坚 

持认为双尾 目是单系类群，如 Kuk_alova-Peck 

(1987，1991，1997)通过对化石及现生种类进行 

比较形态学研究后认为：胸足转节与前腿节愈合， 

胸节原翅退化为具有保护作用的侧叶，腹节上基节 

侧叶消失，腹部第 11节具长尾须和具特有的尾须 

关节等都是双尾目的重要衍征；又如Koch(1997) 

在对内颚亚纲各类群头部及口器结构进行比较研究 

后发现康叭与铗叭具有相同的内颚结构，而且与弹 

尾目和原尾虫的内颚结构不同，也支持双尾目为一 

单系群的观点。 

此外，由于样品稀少 ，采集困难，目前原铗 L 

类的研究资料非常欠缺。从形态方面看，原铗叭类 

的一些特征介于康叭类和铗叭类之间 (Rusek， 

1982；谢荣栋和杨毅明，1991)。Pag6s(1997)综 

合考察了双尾虫所有科的外部形态特征后认为原铗 

扒类 (原铗叭科+后铗叭科+八孔 I科)与康叭类 

更近缘；而相反的是，Stys＆ Bilk~ski(1990)和 

S et ai．(1993)经卵型分析认为原铗叭类与铗叭 

类更近。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康叭类与镶叭类的过 

渡类群，对原铗叭类的进一步研究将会为双尾虫的 

单系性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3 双尾虫单系类群的分子系统学证据 

由于趋同进化的存在，不同类群的物种可能表 

现出相似的形态特征。这使传统的系统发育研究遇 

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而DNA序列分析则给 

传统的系统发育研究带来了生机。进而才有可能研 

究生物的进化历程、确定物种间的进化关系。但是 

基因组庞杂，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分子标记是能否正 

确构建系统发育树的关键。相比较而言，因缺乏细 

胞核基因组的保护机制，细胞器基因组变异较明 

显，能反映较短时间内的进化事件，多用于物种及 

种下关系的鉴别。而较保守的一些核基因则更适于 

高级分类阶元的研究 (张亚平，1996) 

双尾虫分子水平的系统学研究为数不多，截止 

到2001年 8月，Ger nk中共有双尾虫序列 34条 

(表2)。近年来我们实验室结合形态鉴定优势，对 

中国的无翅类样品进行了分子水平的系统学研究 

(~hao 。 ．，1999，2000)，但并未重点讨论双尾 

虫的系统发育地位问题。最近我们通过对几种无翅 

类和有翅类代表物种的核糖体 18S rlKNA基因全序 

列测定，并选择保守区段，结合 Gifibet(2000)报 

道的相关序列，构建了六足类代表种的 18S rDNA 

基因树，着重讨论双尾虫的系统地位，其结果明显 

支持双尾虫的单系性，并赞同双尾虫独立，与原尾 

纲、弹尾纲和狭义昆虫纲平行的观点 (栾云霞等， 

待发表)。 

目前尽管大部分分子证据都支持双尾虫的单系 

性，但对于双尾虫与其他六足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 

问题，各自的研究结果则存在着差异，并且都无法 

提供确凿的证据 (Frail e／a／．，1998；Carapelli et 

． ， 20o0；Gitibet＆Ribera，2000)。分析其原因， 

与所选基因不同，测定的序列长短不一，数据分析 

方法存在差异等不无关系 因此 wheeler et a1． 

(2001)开始倾向于整合分析多方面的数据，以期 

得到更准确的系统发育树。 

他们详细整合分析了六足总纲各代表类群 275 

个形态特征和 1 000 bp的 18S rDNA及 350 bp的 

28S r 的数据，结果明确支持双尾虫的单系性， 

但对于双尾虫的姐妹群问题，形态数据、分子数据 

和形态 +分子数据分析结果不一致，双尾目与狭义 

■ ■■■_ 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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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纲的距离时远时近，这说明在多方面数据的整 

合分析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寻找更好、更多的分子 

标记并结合形态、解剖学等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 

能更准确的阐明它们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但前提 

是对这些特征性状以及分子证据在整合分析时有较 

清楚的权重。相信随着多种学科的发展和交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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