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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肢动物线粒体基 因组与系统发生重建 

孙红英，周开亚。，宋大祥 
(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遗传资源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对 mt基因组的比较研究是探讨节肢动物系统发生 的有效手段之一。基因的排列和 DNA序列可以为 

重建节肢动物的系统发生提供有用的信息 。目前 ，已测定 mt基因组全序列 的节肢动物已增加到 44种 。归纳、 

总结了节肢动物 mt基因组的基本特征、基因顺序、基因重排的发生和机制等。简要评述基于 mt基因组的节肢 

动物系统发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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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ong the effective techniques for exploring the phylogeny of arthropods，the comparison of the whole of 

mt genomes can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wo aspects for reconstructing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arthropod 

groups，one is gene arrangement，and the other is DNA sequence．The number of complete mitoehondrial genomes of 

arthropod species studied has been increased to 44． In this article we attempt to summarize the basic features of mt 

genome，the gene order， the occurrence of mt gene rearrangements and the mechanism of gene rearrangement of~l／'thro- 

pods，etc．，and make a brief review for the recent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in the researches of arthropod phylogeny 

based on mt 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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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肢动物种类 繁多 ，居动物界物种多样性之 

首。关于节肢动物高级阶元的系统发生问题已经讨 

论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未得到明确的结论 。争论的 

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六足动物起源于 

多足动物还是甲壳动物；二是节肢动物是单系群还 

是复系群 (Yin，2003)。随着支序分析方法和分子 

生物学技术的介入 ，对节肢动物系统发生的研究 已 

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后生动物的线粒体 DNA (mtDNA)在基因组成 

上具有高度的保守性 ，这些线粒体基因受其功能约 

束，在DNA序列进化上相对保守，因此具有很好 

的可比性。这种可 比性可以在基 因的排列和 DNA 

序列变异两个方面为动物的系统进化研究提供有用 

的信息。对节肢动物 mt基因组 (mt genonae)全序 

列的研究也因此被认为是解决节肢动物系统发生关 

系的有力工具之一。在动物 mt基 因组研究中，对 

节肢动物 mt基因组的研究仅次于脊椎动物。果蝇 

(Drosophila yacuba)mtDNA基因顺序的研究揭开了 

节肢动物、乃至无脊椎动物 nat基因组研究的序幕。 

随着 PCR技术的 日臻成熟和 DNA序列测定技术的 

广泛使用，许多学者利用 natDNA的基因重排和 

(或)DNA序列变异信息，就重建节肢动物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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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本文试图从以下 4个方 

面对近年来的研究做扼要介绍与评述。 

1 已测定 mt基因组全序列的节肢动物种类 

迄今，已报道 mt基因组全序列的节肢动物种 

类达到 41种 ：①螯肢亚 门 (Chelicerata)7种，其 

中蛛 形 纲 6种、肢 口 纲 1种 ；② 颚 肢 亚 门 

(Mandibulata)34种，其中甲壳总纲 (Crustacea)8 

种、六足总纲 (Hexapoda)23种 、多足总纲 (Myr— 

iapoda)3种。此外，我们课题组 已测定 3种节肢 

动物的 mt基因组全序列，分别是 甲壳总纲十足 目 

的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japonica sinensis)、蛛形纲 

蜘 蛛 目 (Araneae)的 杭 州 七 纺 蛛 (Heptathela 

hangzhouensi)和虎纹捕鸟蛛 (Ornithoctonus huwe— 

na)。至此 ，完成 mt基因组全序列测定的节肢动物 

种类已增加到 44种 ，涉及节肢动物门中的 9个纲 

19个 目 (表 1)。 

2 基本特征 

有关动物 mt基 因组的结构特点已有学者 (如 

Zhang & Shi， 1992； Boore， 1999； Liao & Lu， 

2002)做过深入 阐述。节肢动物的 mt基 因组与其 

他动物相比又有 自身的特殊性。 

2．1 基因组成 

动物 mtDNA一般为闭合环状分子 ，由 12—13 

条蛋白编码基 因 (PCGs)、22条 tRNA基 因和 2条 

rRNA基因 (舰 和 肌5)组成。其中，约 占 60％ 

的蛋 白编码基因是用于编码 NADH—Q还原酶的 7个 

亚基 (had1 6及 nad4L)，其余的用于编码细胞 

色素还原酶的 1个亚基 (cob)、细胞色素氧化酶的 

3个亚基 (COX 1 3)和 ATP合 成 酶的 2个 亚基 

(atp6、atp8)。基 因组 中还有 1个 主非 编 码 区 

(major non—coding region)：包含 mtDNA转录与复制 

的调控元件 (Clayton，1982，1991)，被称为控制 

区 (control region)或 D—loop区 (displacement—loop 

region) (Shadel&Clayton，1997)。在无脊椎动物 

中。因该区域的 A、T含量高，又被称为 A+T一丰 

富区 (A+T-rich region)。 

节肢动物的mt基因组具有典型的37条编码基 

因，在少数种类 中还有重复的 tRNA基因或 tRNA 

基因的假基因 (Campbell& Barker，1999；Shao& 

Barker，2003)。一些种类在非编码 的 A+T一丰富 

区会发生 变化：在蛛形 纲蜱螨 类血 红扇头 蜱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和牛蜱 (Boophilus mi- 

croplus)的 mt基因组中，A+T一丰富区被 5条蛋 

白编码基因和 8条 tRNA基因分隔，形成 2个区段 

(Black & Roehrdanz， 1998；Campble& Barker， 

1999)；在昆虫纲缨翅类 咖s imaginis的 mt基 因 

组中，发生重复的 A+T一丰富区被 18条基因所分 

隔 (Shao&Barker，2003)。 

2．2 位置与方向 

Aloni&Attardi(1971)将 mtDNA两条链 中密 

度较小者命名为轻链 (L链)，另一条命名为重链 

(H链 )。L链 包含 rRNAs、多数 mRNAs和 tRNAs 

的有义序列 。因而 Anderson et al(1981)将其定义 

为主编码链 (main coding s~and)。 

动物 mtDNA中基因的位置与方向在不同门类 

之问存在一定差异。节肢动物的 mt基 因组 ，多数 

蛋白编码基因和 tRNA基因的有义序列都位于主编 

码链 (major coding strand)，而另一些基因则位于 

副编 码 链 (minor coding strand)，如 黑 腹 果 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Garesse，1988)。考虑 

到昆虫 mtDNA没有明显的 L链与 H链之分，Simon 

et al(1994)根据昆虫 mtDNA中多数基因都是从一 

条链上转录的特点 ，将这一条链定义为 J链 ，意为 

majority；Lavrov et al(2000a)基于螯肢类 mt基 因 

组的研究 ，又称其为 a链。由该链编码的蛋白编码 

基因包括 ：COX,1—3、had2、nad3、nad6、atp6、 

。 8和 cob。而 2种 rRNA基因和少数蛋 白编码基 

因 (包括 nad1、nad4、nad4L和 nad5)以及 8条 

tRNA基 因 (包括 trnQ、trnC、trnY、tmF、￡mP、 

trnL (CUN)、trnH和trnV基因)则由另一条链 编 

码。Simon et al(1994)将该链定义为 N链 ，意为 

miNority；或称之为 I3链 Lavrov et al，2000a)。但 

是，在某些种类的 mt基因组中，少数 tRNA基因， 

甚至 rRNA及少数 PCGs基因也发生倒位，转移到 

另一 条 链 上 (Dowton，1999；Dowton & Austin， 

1999； Dowton et al， 2003； Morrison et al， 2002； 

Shao et al，2001a；Shao&Barker，2003)。 

2．3 基因组大小 

动物 mt基因组的大小约 14—20 kb。已知 43 

种节肢动物 mtDNA的全长序列在 14．398—19．517 

kb(表 1)。Raimond et al(1999)用 RFLP方法在 

等足 目 (Isopoda)寻常平 甲虫 (Armadillidium vul— 

gare)的研究 中首次 发现 巨大 的 mt基 因组 ，其 

mtDNA的酶切片段长度之和达到20—42 kb，为节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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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70 动 物 学 研 究 24卷 

(续上表) 

。未发表 (Unpublished)； Lepidopsocidae的 1个未描述物种 (An undescribed species in the family Lepidopsocidae)。 

动物之最。但是，有关该物种的 mt基 因组全序列 

尚未见报道。 

mtDNA结构紧凑 ，一些相邻的编码基因甚至发 

生碱基的部分重叠，具有结构上的简约性。针对 mt 

基因组中一般缺少内含子和基因间隔区的现象， 

Rand(1993)认为这反映了对一个小 mt基因组 的 

有力的净化选择 (purifying selection)，从而缩短 mt 

基因组复制的时间。影响 mt基因组大小变化 的主 

要因素有：控制区内串联重复元件可变数 (variable 

numbers of tandemly repeated elements，VNTRs)、基 

因间隔区 (intergenic spacer)和大片段 DNA编码区 

(或 非 编 码 区)的 重 复 (Moritz& Brown，1987； 

Rand，1993；McKnight&Shaffer，1997)。 

节肢动物 mt基因组大小的变化受 A+T一丰富 

区长度变化的影响十分显著。A+T一丰富区的长度 

最短为 263 bp，最长达 4 601 bp，两者相差 4 338 

bD。前者见于血红扇头蜱，后者见于黑腹果蝇。A 

+T一丰富区的这种长度变化主要与重复单元 (re— 

peat unit)的长度和拷贝数的变化有关 (Zhang& 

Hewitt，1997)。 

尽管多数相邻的mt基因具有结构上的简约性， 

但在某些相邻基因之间仍存在长度不等的非编码序 

列 ，被称为基 因间隔 区。节肢动物 mt基 因组 中， 

基因间隔区的数量 、位置以及长度在不同种类之间 

有一 定 差异 ，也 因 此 影 响基 因 组 大 小 的 变 化。 

D．yacuba与黑腹果蝇之 间具有 7个相对应的基 因 

间隔区，但各间隔区的长度不同；弹尾类 Tetrodon— 

tophora bielanensis各基因之间共有 105 bp的基因间 

隔 ，各 间 隔 区 的大小 在 1～33 bp (Nardi et al， 

2001)；2种按蚊 (Anopheles spp．)基 因间隔区的 

长度总和分别是 43和 47 bp(Cockburn et al，1990； 

Beard et al，1993)；蜜蜂 (和 mellifera ligustica) 

的基因间隔区总和则长达 620bp(Crozier&Crozi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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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mt基因组中大片段 DNA编码区 (或非编 

码区)的重复 ，在发生上往往是低频率的，局限于 

某些特殊的个体或群体内，并且在进化上常常是短 

暂的 (Moritz& Brown，1987)。在节肢动物中，陆 

生等足类寻常平甲虫具有的巨大 mtDNA，是因大片 

段的 DNA重复造成基因组大小变化的一个典型实 

例。据推测这种 mtDNA是由一个 14 kh单体发生 3 

倍化的结果 ，即以 1个线性单体和由另两个相向排 

列的单体组成的特殊环状二聚体。这两种不同类型 

的分子 (线性单体和环状二聚体)存在于同一细胞 

质内 (Raimond et al，1999)。节肢动物 mt基因组 

中主非编码区发生重复的现象在血红扇头蜱、牛蜱 

以及缨翅类昆虫 T．imaginis中都有报道 (Black& 

Roehrdanz， 1 998； Campble & Barker， 1 999； Shao 

&Barker，2003)。此外，在牛蜱 mtDNA 中，一个 

小的DNA编码区 (trnE)发生 5倍体重复 ，形成由 

5条 trnE串联而成的重复区 (trnE】～5)。其 中，后 

4个拷贝在 AA茎上都有 1个 c．T错配，形成没有 

功能的假基因 (Campbell&Barker，1999)。 

3 基因排列与节肢动物系统发生 

在后生动物的门类内或门类间，已发现线粒体 

基因的许 多不 同排列。Boore& Brown(1994)认 

为，对线粒体基因排列的比较在推测后生动物大类 

群之间的系统发生上至少有 2个方面的作用 ：一方 

面，mt基因组中的 37条基 因在理论上具有相 当巨 

大的重排潜力，因而不同物种不大可能趋同性地采 

取一致的基因顺序 ，共享的基因顺序更可能表明一 

段共同的进化历史 ；另一方面 ，基 因的重排一般并 

不频繁，这种比较适合于在一段时间跨度上追寻古 

代歧异的发生。 

比较已知节肢动物 mt基因组的基 因排列，在 

各个类群中都能够找到一种基本 相同的基 因顺序 

(其中不包括 tRNA基 因的位置变化)。最近的一些 

研究认为，肢 口纲异形鲎 (Limulus polyphe~aua)的 

基因排列可能是节肢动物 mtDNA原始基 因顺序 的 

典型 (图 1)。在节肢动物的 4大类群中，除具有这 

种原始的基因顺序外，还存在类型各异的基因重排 

现象。 

3．1 螯肢动物 (Chelicerata) 

比较 6种已知螯肢动物 mt基因组的基因排列 ， 

结果显示 ，蛛形纲硬蜱科 (Ixodidae)的六角硬蜱 

(Ixodes hexagonus)和隐喙蜱科 (Argasidae)的 Dr． 

nithodoros moubata在基 因排列上 与异形鲎完全 相 

同，而瓦螨科 (Varroidae)的 Varroa destructor与之 

相 比 有 6条 tRNA 基 因 发 生 重 排 (Black & 

Roehrdanz， 1998； Navajas et al，2002； Evans& 

Lopez，2002)。与原始顺序不同，硬蜱科 牛蜱和血 

红扇头蜱的基因顺序则发生 1个大片段 的 DNA重 

排和2条 tRNA基因重排。其中，重排的 tRNA基 

因包括 trnC倒位和 trnL1易位。在牛蜱 mtDNA中 

trnE发生串联重复。对大片段 DNA的重排，一种 

解释认为血红扇头蜱 的基 因排列是一个介于 nad1 

和 trnQ 之 间 的 由 7条基 因组成 的基 因块 (gene 

block)发生易位而成 (以及 其他 tRNA基 因的易 

位) (Black& Roehrdanz，1998；Boore，1999)；另 
一

解释则认为 ，是由另一个包含 5条 tRNA基因和 

5条 蛋 白编码 基 因在 内的 DNA片段 易位 的结果 

(Campbell& Barker，1999)。此外 ，我们在蛛形纲 

较晚分 化 出的后纺 亚 目(Opisthothelae)原 蛛下 目 

ATl JloI ，． 1wlclrl coxII COX2 DI n l n I cox3lGI—ulAIRINIs,IEIFl had5 ，m PIhad6l cob l nadl H rrnL m哂 

图 1 异形鲎的线粒体基因排列顺序 (引自 Lavrov et al，2002) 

Fig．1 Mitochondrial gene order of the horseshoe crab，Limuluz polyphemu~(fr0m Lavmv et al，2002) 

蛋白编码基因与 rRNA基因以较大的方框表示，tRNA基因以较小的方框表示 ，方框大小与各基 因的大小不成 比例。tR— 

NA基因以相应氨基酸的单字母符号表示。其中，2条亮氨酸 tRNA基因和 2条丝氨酸 tRNA基 因因识别 的密码子不同而 

异，trnL (CUN)以 l表示 ，trnL (UUR)以 2表示 ，trnS (AGN)以 Sl表示 ，trnS (UCN)以 52表示 。下划线指在 

N链编码的基因。 

Genes are not to scale，protein coding genes and rRNA genes are indicated by bigger boxes ，tRNA genes by small boxes ．The tR— 

NA genes are identified by the one—letter cod e for the corresponding amino acid．Two leucine an d two serine tRNA genes are differ— 

entiated by their condons recognized with trnL (c )marked as Ll，trnL (UUR)as L2，trnS (AGN)as Sl，trnS (UCN)as 

S2．Underline indicates the gene is encod ed on the minority strand． 

atp6=ATP synthase 6， atp8= ATP s~ thase 8， COX： Cpoc~ome o~dase， cob： Cytochrome b apoenzyme． had = NADH— 

quinone oxidored uctase，rrnS=Small—ribosomal subunit， rrnL=Large—ribosomal subunit， AT=A+T—rich regio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72 动 物 学 研 究 24卷 

(Mygalomorphae)的虎纹捕 鸟蛛 中，也发现 10条 

tRNA基因重排 (Qiu et al，待发表)。 

3．2 多足动物 (Myriapoda) 

对 3种多足类 mt基因组的研究揭示 出 2种不 

同类型 的基 因顺序 (Lavrov et al，2000b；2002)： 

唇足纲石蜈蚣 (Lithobius fo@ at~s)的基因顺序与 

节肢动物的原始顺序相近似 ，二者之间仅有 2条 

tRNA基 因重排 ；但 2种倍 足动物 Narceus annu． 

1arus和 Thyropygus sp．的基因顺序与前者相比，至 

少有 4条基因或基因块发生了重排，具有不同转录 

极性的基因成簇排列在基因组 中，彼此之间被两个 

非编码 区隔离开来 ，这种排列类型在动物 mtDNA 

中是 比较罕见的。 

3．3 甲壳动物 (Crustacea) 

已知 mtDNA全序列 的 8种 甲壳动物涉及鳃足 

纲、软甲纲和桡足纲。其中，鳃足纲枝角类的蚤状 

潘 (Daphnia pulex)和背 甲类的鲎虫 (Tnops carl— 

cnformis)在基因顺序上完全相 同；与异形鲎相 比， 

仅有 trnL，发生易位。无 甲类的卤虫 (Anemia fran— 

c~cana)与前两者相 比，有 2条 tRNA基因 (trnl 

和 ￡mp)发生易位 。软甲纲 4种十足类基因顺序的 

比较结果显示，斑节对虾 (Penaeus monodon)和 

日本龙虾 (Panulirus japonicus)与蚤状潘完全 相 

同。这种共享的基因顺序被认为是甲壳动物 mtD． 

NA原始的基因顺序类型 (Crease，1999；Wilson et 

al，2000；Hieke~on& Cunningham，2000)。短 尾 

类的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与之相 

比，仅有一条 tRNA基 因 (trnH)重排 (Yamauchi 

et al，20o3)；而长手寄居蟹 (Pagurus longicarpus) 

与原始甲壳类基因顺序相比，除 5条 tRNA基因发 

生易位外 ，还牵涉 2条蛋 白编码基 因和 A+T一丰 

富区的易位 (Hickemon& Cunningham，2000)。值 

得注 意 的是，桡 足 类 日本 虎 足水 蚤 (Tigriopus 

japonicus)的 mt基因组中，除 atp8和 atp6保持原 

始的顺序特征以外，其余 的基 因都发生了重排 

(Machida et al，2002)。我 们 根 据 Machida et al 

(2002)发表的 日本虎足水蚤 13条 PCGs序列，与 

另外 23种节肢动物 (包括 7种 甲壳类 、8种昆虫 、 

3种多足类 和 5种螯肢类 )进行I：Lx~的结果显示 ， 

序 列 相 似性 相 当于 甚 至 低 于 环 节 动 物 多 毛 类 

Platynereis dumerilii与这 23种节肢动物的序列相似 

性 。这一结果与 Machida et al(2002)对 日本虎足 

水蚤与其他 6种节肢动物 (包括甲壳类4种、昆虫 

和螯肢类各 1种)、寡毛类环节动物陆正蚓 (Lum— 

bricus terrestris)的 13条 PCGs序列比对得 出的结果 

相近似 。 

我们认为 ，日本虎足水蚤在线粒体蛋白编码基 

因序列上显示的高度歧异性，及其在 mt基因组的 

基因顺序上显示的高度重排现象，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 

我们对中华绒螯蟹 mt基因组的研究发现 ，有 

15条基因发生 了重排 ，其中包括一个 由 4条基因 

组成的基因块的重排。这一结果提示 ，线粒体基因 

在短尾类的某些类群中有加速重排 的现象 (Sun et 

al，待发表)。 

3．4 六足动物 (Hexapoda) 

在已知 mt基因组全序列的 23种六足动物 中， 

多数种类具有基本一致的基因顺序。这种顺序以果 

蝇的基因顺序为典型(与异形鲎相 比，仅有 tmL1发 

生易位)。但在个别类群 中也发现一些 tRNA基因、 

或少数蛋白编码基因、甚至 rRNA基因的重排 ：tRNA 

基因发生重排的，弹尾类 T．bielanensis有 2条，飞蝗 

(Locusta migratoria)有 1条；按蚊(Anopheles spp．)有 

3条；蜜蜂则有 8条 。Shao et al(2003)对一种蜡虫 

类(Lepidopsocid)的研究发现，其 mt基 因组 中有 7 

条 tRNA基因和 1条蛋白编码基因发生了重排。对 

虱类 Heterodoxus macropus和缨翅类 imaginis 

的 mt基因组研究证实 ，分别有 31条和 24条基因发 

生了重排 ，后者包括 2条 rRNA基因的重排 (Shao et 

al，2001a；Shao& Barker，2003)。可见，六足动物各 

个 目之间，基因重排 的速率存在一定差异。在某些 

类群 ，如半翅类昆虫 (Hemipteroid)的 3个 目，其 mt 

基因组的基因重排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迹象(Shao et 

al，2001b)。值得注意的是 ，缨翅类 imaginis 

与蜡虫类的 mt基因组之间具有 2个共享 的新的基 

因边界(gene boundaries)(Shao& Barker，2003)。 

Dowton(1999)、Dowton&Austin(1999)对黄 

蜂类 (Apocrita)mtDNA部 分 序 列 的研 究 发 现， 

cox2一atp8基 因连 接部 是一 个 tRNA基 因重 排 的 

“热点”。进一步研究发现 ，nad3一had5基因连接部 

是膜翅 目昆虫 mtDNA中另一个 tRNA基 因重排 的 

多发区，该 区域的基 因重排水平甚至超过 了重排 

“热点”(Dowton et al，2003)。 

3．5 基因重排与系统发生 

Boore et al(1995)将线粒体基 因排列顺序应 

用于节肢动物的系统发生研究。通过对节肢动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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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类群 与原 口动物 的另外 3个 门类 (包括环 

节、软体和线形动物 )的比较，发现节肢动物具有 
一 些 共 享 的衍 生 基 因排 列 (即 trnN．tinS1．trnE、 

mp．traM．had2和 mW．trnC．trnY，下划线表示该 

基因由另一条链编码 )，认为这些基因的排列是对 

节肢动物单系起源强有力的支持 ；同时，2条共享 

的衍 生基 因排 列 (rr以．trnL1．had1和 COX1．trnL2． 

COX,2)支持 颚肢动物 (甲壳类 +缺角类 Atelocera． 

ta)的单系起源 (图 2A)。并认为线粒体基因排列 

的比较研究，在解决古老的系统发生关系方面正脱 

颖而出，成为一种新的、有效的研究手段。提出古 

节肢动物的进化模式被记录在 mt基因组的重排之 

中 (Boore，1996)。通过对 144种节肢动物与另外 

9种原口动物 mtDNA中 trnL2基因相对位置的系统 

比较 ，认为一条 tRNA基因 (tmL2)的倒位揭示 了 

昆虫与甲壳类之问密切的系统发生关系 (图 2B) 

(Boore& Brown，1998)。 

Boore＆Brown(2000)将后生动物线粒体基因 

的重排 分 为次 基 因重 排 (minor rearrangement of 

gene)和主基因重排 (major rearrangement of gene) 

2种类型。前者指相邻 tRNA基 因之间的位置交换 

或极性交换 ，发生频率 比较高；后者指 1个或者更 

多的多基因块的易位或倒位 ，这种重排在一定地质 

时间尺度上发生的频率比较低，在解决古代的进化 

关系方面，比如那些存在于高级分类阶元之间 (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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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门、纲)的进化关系，是可以依赖的特征。 

从已测定全序列的 43种节肢动物的 mt基因组 

来看 ，包括节肢动物的 4大类群在内，原始种类的 

mt基因组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基 因顺序 (不包括少 

数 tRNA基因的重排 )，这为节肢动物单系起源提 

供了证据。同时，在 4大类群的各分支中发现的基 

因重排提示各分支之间在进化上有差异。血红扇头 

蜱和牛蜱的大片段 DNA重排被认为是后沟硬蜱类 

(metastriate ticks)的鉴别特征，估计这一重排事件 

可能发生在 210万年 (Campbell& Barker，1999)。 

两种倍足类的主基因重排代表了多足动物系统发生 

的进化特征 (Lavrov et al，2002)。而长手寄居蟹 

mt基因组 中的主基因重排可能在十足类系统发生 

上 具 有 重 要 价 值 (Hickerson & Cunningham， 

2000)。而对于缨翅类 Thr／m imaginis与蜡虫类 lep． 

idopsocid共享的 2个新的基因边界，Shao&Barker 

(2003)认为是趋同进化的结果 ，不具有 目间 (in． 

terordina1)系统进化的信息。可见，线粒体基因的 

主重排多发生在节肢动物 4大类群进化的分支，或 

者是适应某种特殊生活方式 (如寄生 )的特化分支 

中。我们以为，在节肢动物 mt基因组进化中，主 

基因重排是进化特征或衍征，这些特征可能在推导 

目以下或科以下分类单元问的系统发生关系方面更 

为有效。 

对 于tRNA基 因重排 在节肢 动物 系统发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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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mt基因组的节肢动物系统发生 
Fig．2 Arthropod phylogeny based on mt genome 

A：引自 Boore et al(1995)；B：引 自 Boore et al(1998)；C：引 自 Wilson et al(2000)；D：引 自 Nardi et al 

(2001)；E：引自 Hwang et al(2001)；F：引 自Nardi et al(2003)。 

A：From Boore et al(1995)；B：From Boore et al(1998)；C：From Wilson et al(2000)；D：From Nardi et al 

(2001)；E：Form Hwang et al(2001)；F：From Nardi el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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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Hwmlg et al(2001)认为由于一些 tRNA 

基因存在平行进化和高度进化的迁移性 ，使得这些 

tRNA基因的位置变化信息在深层分支分析中不再 

可靠。Morrison et al(2002)对十足 目甲壳动物中 

的似蟹形类 (crab．1ike form)，即异尾类 (Anomu． 

ra) + 短尾类 (Brachyura)的进化研究认 为，基 

因重排似乎能够提供一种异尾类内系统发生的清晰 

信号；结合 tRNA基因的重排特征和 DNA序列分 

析，提出支持似蟹形类由5个独立支系平行进化的 

证据。Dowton(1999)、Dowton& Austin (1999)、 

Dowton et al(2003)对膜翅 目昆虫 mtDNA部分基 

因顺序的比较研究认为，tRNA基因的重排更适用 

于科以下的系统发生重建；在 had3．nad5和 cox2． 

atp8两个基因连接部的 tRNA基 因重排 ，揭示了寄 

生蜂类 的快速进化。但是 ，对寄生双翅类 mtDNA 

相应区段的研究并未发现 tRNA基因重排的情况， 

认为这反映了双翅类与膜翅类在寄生适应上的生物 

学差异 (Castro et al，2002)。 

3．6 基因重排的高发区 

Dowton et al(2003)发 现 ，在 膜 翅 目昆虫 

mtDNA中，有一个发生 tRNA基 因高度重排 的区 

域，主要集中在 had3与 had5基因之间。比较六 

足动物 以外 的节肢 动物 (不包 括桡 足类 )位 于 

had3与 had5基 因连接部 的基 因组组成 (genome 

organization)，结果发现 ，在节肢 动物各 大类群 中 

出现的线粒体基因重排，特别是主基因重排也都发 

生在 nad3和 had5基 因的连接部 (表 2)。在已测 

定全序列的六足类以外的 17种节肢动物 中，异形 

鲎等 12个物种在 had3．nad5基因连接部的基因组 

成与排列完全一致。与之相 比，在血红扇头蜱 mt 

基因组 had3与 had5基因的连接部 ，有一个由 7 

条基因和 1个 A+T丰富区组成的基因块转位至该 

基因连接部内的 trnE和 trnF之间。这种重排 同样 

见于牛蜱 mtDNA中。不同的是，牛蜱的 trnE还发 

生了5倍体重复 (trnE】 5)。发生在 trnE与咖， 

之间的主基因重排还见于 2种倍足类。此外，三疣 

梭子蟹 mt基因组中唯一发生重排的基因，trnH也 

转移到这 2条 tRNA基因之间。而长手寄居蟹 mtD． 

NA的主基因重排则位于 trnA和trnR基因之间。我 

们认 为，nad3与 had5基因连接部很可能是一个 

节肢动物主基因重排的高发区。对于导致该基因连 

接部内出现高频率基因重排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对该区域 的基因组组成进行针对性 的研 

究，将有效地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将有 

助于促进对节肢动物线粒体基 因重排的研究与认 

识 。 

3．7 基因重排机制 

线粒体基因重排是动物进化中的稀有事件。当 

我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基因排列数据，并试图进行 

更广泛的系统发生研究时，还需要考虑到重排背后 

的发生机制。这既有助于改进有关进化关系的推 

论 ，又能够评价所得结论 的可靠性 (Lavrov et al， 

2002)。目前，有关线粒体基因重排的发生机制， 

归纳起来主要有 4种推测 ：重复／随机丢失 (dupli— 

cation／random loss)、由 tRNA基因不正 当引发的复 

制 (illicit priming of replication by tRNA genes)、线 

粒体 内的重组 (intramitochondrial recombination)、 

重复 E随机丢失 (duplicati0n／n0nrand0m loss)。 

表 2 一些节肢动物类群位于 had3与 had5基因连接部的mt基因组组成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mt genome organization at the nad3-nad5 junction in a range of arthropod taxa 

阴影部分表示转位到 md3-rmd5基 因连接部的基因 (Shadow indicates the genes translocated into the had3-nad5 junction)。 

基因名称缩写与图 1中一致 (Gene abbreviations are identical to legend in Fig．1)。 

下划线表示该基因由另一条链编码 (Underline indicates the gene encoded on the othcr s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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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随机丢失机制 由 Moritz et al(1987)提 

出，Macey et al(1997)和 Boore et al(1998)又分 

别对该机制做了一定修改和补充。该模型假设，由 

于 mtDNA复制错误 ，通过滑链错配 (slipped．strand 

mispairing)和 非精 确终 止 (imprecise termination) 

而产生多基因的重复。随后 ，由于对更小基因组偏 

好的选择，多余的重复基因发生随机丢失，从而形 

成基 因的重排。Campbell& Barker(1999)认 为， 

滑链错配很可能是导致牛蜱 mtDNA中 trnE发生 串 

联重复的原 因，牛蜱和血红扇头蜱大片段 的 DNA 

重排也是串联重复的结果。该模型也很好地解释了 

膜翅 目昆虫 mtDNA 中 tRNA基 因的洗 牌 式重 排 

(shuffling rearrangements)(Dowton et al，2003)。 

由 tRNA不正当引发的 mtDNA复制机制是 由 

Cantatore et al(1987)提 出的。该机制假 设 tRNA 

可以引发 mtDNA复制，但在新生的 DNA链上这个 

tRNA不能被切除。到下一个复制周期 ，这个 tRNA 

有可能作为模板而被复制 (由 RNA依赖 的 DNA聚 

合酶完成)，其结果，这样一条 tRNA基因就有可能 

被组并到 mt基因组的复制原点。 

线粒体内的基 因重组首先发现于人类 mt基因 

组 中 (Poulton et al，1993；Holt et al，1997；Tang 

et al，2000；Kajander et al，2000)。Lunt& Hyman 

(1997)报道 了一种线虫线粒体 内发生基 因重组的 

证据，由于双链 mtDNA的断裂和重新连接，形成 

了长 度仅有 250 bp的亚基 因组小 环 (subgenomic 

minicircle)。Dowton& Campbell(2001)针对黄蜂 

类昆虫 mtDNA的 cox2和 n 8基 因之间 tRNA基因 

(trnK 和 trnD)的倒位 ，提 出一种 基 因重组 模型 

(图 3)，这种模 型也很好地解 释了在膜翅 目昆虫 

mtDNA的 nad3和 nad5基因之间 tRNA基因发生倒 

位的现象 (Dowton et al，20o3)。 

Lavrov et al(2002)针对两种倍足动物的基因 

排列 ，提出一种新的重排机制，即重复 乍随机丢 

失。这种机制假定原始倍足动物的 mt基 因组具有 

与异形鲎相同的基因顺序。首先整个基因组发生 串 

联重复，形成 由两个同向排列的单体连接而成的环 

状二聚体 ；随后重复的基因发生丢失。但这种丢失 

是非随机的，它取决于基因的转录极性和位置。一 

种转录极性的基因从一个拷贝中丢失 ，而另一种转 

录极性的基因则从另一个拷贝中丢失 ，这样就 由原 

始基因顺序形成现存倍足类的重排的基因顺序。 

图 3 线粒体内DNA重组模型——产生小 mtDNA 

倒位 (引自 Dowton&Campbell，2001) 

Fig．3 Model for generation of small mitochondrial 

inversions by intramitochondrial reeombina． 

tion(from Dowton& Campbell，2001) 

当双链 DNA在两个相邻座位处发生断裂之后 ，断裂末端 

的重新连接可能产生 3种产物 ：a．形成一个大环和一个 

小环，如 Lunt＆Hyman(1997)观察的结果 ；b．基因组 

不发生变化 ；C．产生具有一个短的倒位片段的基 因组。 

After double—strand breakage at two neighboring loci，rejoin— 

ing of the broken ends Can produce three possible products： 

a．the major and mini circles．observed in Lunt＆ Hyman 

(1997)；b． an unchanged genome；C． genome witIl a 

short，inverted segment． 

4 基因组 DNA序列变异与节肢动物系统发 

生重建 

mtDNA序列是分子系统发生研究的重要标记， 

在确定动物类群的系统地位和系统发生关系等方面 

起 到 积极 作 用 (Zhang et al，2001；Tang et al， 

2003；Sun et al，2003)。随着 mt基 因组全序列数 

据的逐渐积累，应用基因组 DNA序列变异信息构 

建系统发生关系，为动物的起源与系统进化研究提 

供了重要 的证据 (Zardoya& Meyer，1996，1998， 

2000； Rasmussen & Amason。 1 999： Stechmann & 

Schlegel，1999)。Nardi et al(20o3)强调 ，在解决 

节肢动物的深层进化关系方面 ，对整个 mt基因组 

的比较是一种潜在的有效手段。 

Wilson et al(2000)基于 11种节肢动物 mtD． 

NA中不包括 had2和 nad4的其他所有蛋 白编码基 

因的合并序列构建的分子系统树支持 甲壳类是一个 

并系群。尽管 2种鳃足类之间的系统关系还不清 

楚 ，但是软甲类与六足总纲的昆虫聚在一起，该分 

支的自引导值达到 94％ 10o％，表明软甲类和昆 

虫之间的姐妹群 关系 (图 2C)。这一结果证 实 了 

Garcia．Machado(1999)基于 mtDNA 7条蛋白编码 

基因推导的氨基酸序列，对美菲对虾和另 6种节肢 

动物系统发生研究得出的结论：甲壳类是并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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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软 甲类 与昆虫构成单系。Nardi(2001)对 

16种节肢动物线粒体蛋白编码基因全序列的系统学 

研究进一步证实 ，甲壳总纲的 2个纲 ：鳃足纲和软 

甲纲不聚成单系群 ，前者与有翅昆虫 的亲缘关系较 

之与鳃足类的亲缘关系更加密切 (图 2D)。Nardi et 

al(2003)通过对 13种蛋白编码基因的序列 比对 ， 

在系统分析中剔除了变异位点低于 15％，碱基缺失 

超过 25％的基因，基于 COX 1～3和 cob这 4种变异 

位点高于 15％，碱基缺失低于 25％的基因序列构 

建的系统发生关系，则支持包括软甲类和鳃足类在 

内的甲壳动物是一个单系类群，该分支与昆虫类构 

成姐妹群 (图 2F)。可见，基于 mtDNA全序列构建 

的系统发生关系与 Giribet et al(2001)基于 8种基 

因的 DNA 序 列，以及 Regier& Shuhz(1997)、 

Friedrich&Tautz(1995)通过其他分子和 (或)合 

并数据建立的系统关系的共 同点 ，都是支持甲壳动 

物与六足动物的亲缘关系最近。 

Nardi et al(2001) 对 包 括 1种 弹 尾 虫 

(T．bielanensis)和另外 14种节肢动物的系统发生 

研究提示 ：弹尾虫与有翅昆虫不聚在一起 ；与有翅 

昆虫构成姐妹群 的是软 甲类 ，而不是弹尾类 (图 

2D)。这一结果为六足动物非单系起源的学说提供 

了证据 。Nardi et al(2003)进一步通过 mtDNA全 

序列的比较分析表 明，2种弹尾虫 T．bielanensis和 

Gomphiocephalus hodgsoni位于 甲壳 总纲 +昆虫 纲 

(Crustacea+Insecta)分支以外 (图 2F)。这一结果 

提示，在传统分类学上被视为所有昆虫的基础类群 

的无翅六足类 (apterygotes)形成一个单独 的分支， 

它的起源比起甲壳动物与昆虫类之间的歧异时间还 

要早 ，而且能够独立适应于陆生环境 。因此 ，他们 

认为，过去被定义为包括具有六足的所有节肢动物 

的六足动物不是一个单系群；否定了认为所有的六 

足节肢动物是单系群的经典学说。但是 ，在其他的 

分子系统分析或合并数据的系统分析中，弹尾类都 

被聚到甲壳类之中 (Friedrich&Tautz，1995；Regi． 

er& Shultz，1997)。 

对于螯肢动物、多足动物的系统发生，Wilson 

et al(2000)的研究显示 ，螯肢动物在 甲壳类和六 

足类 (Crustacea+Hexapoda)分支之外 ，形成单 独 

的分支 (图 2C)。这种关系在 Nardi et al(2003)构 

建的系统树 中得到进一步肯定 (图 2F)。Hwang et 

al(2001)基于线粒体蛋白编码基因的系统发生分 

析表明，多足动物与螯肢动物构成姐妹群关系 (图 

2E)。这与基于节肢动物血蓝蛋白和 Hox基因序列 

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Cook et al，2001；Kusche& 

Burmester，2001)，却与颚肢类单 系起源的假说 相 

驳。本实验室通过核 DNA序列信息构建的多足类 

与其他节肢动物的系统发生关系不支持单系的螯肢 

类 +多足类假说 (Gong et al，待发表)。 

5 结 语 

mtDNA无疑蕴涵了物种进化历程中重要的遗传 

信息。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保 留在基 因组的基因序 

列和基因顺序中的信息，使之为节肢动物的系统发 

生研究服务 ，是节肢动物 mt基因组研究亟待解决的 
一 个问题。目前，对节肢动物 mt基因组 的研究 ，无 

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 ，都远不及对某一些基 

因或基因片段的研究。现存节肢动物据估计约有 

100万种，而已有 mt基因组研究的种类仅 占其十万 

分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于 mt基因组对 

节肢动物系统发生重建的研究。另外，对 mt基因组 

数据的分析手段和方法，特别是基于 mt基因重排模 

式进行系统发生重建的分析方法尚不成熟(Boore， 

1999；Boore & Brown，1998；Blanchette et al，1999； 

Takezaki&Gojobori，1999)，也是制约节肢动物 mt基 

因组系统学研究的因素之一。 

已有的节肢动物 mt基 因组系统进化 的研究结 

果显示：节肢动物是一个单 系类群；六足动物或者 

昆虫与甲壳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更为密切。这为解 

决节肢动物高阶元的系统学问题提供了证据。过去 

对节肢动物 mt基因组的研究多是国外学者的工作 ， 

近年我国学者也开始 了这方面的探索。我们相信， 

随着 DNA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测序成本的不断 

降低，对节肢动物 mt基因组的研究必将逐渐广泛 

和深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节肢动物 mt基 因 

组数据的积累，必将进一步揭示 mt基因组的进化 

历史 ，并对基 于 mt基因组 的节肢动物系统进化研 

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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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误 

本刊 2003年第 24卷第 2期第 129页图 1图注 “1，2．雄性；3，4．雌性；5．男性；6．女性；7． 

阴性对照。1，2．Male；3，4．Female；5．Man；6．Woman；7．Negative contrast．”应为 ： “1，2．雄 

性 ；3，4．雌性 ；5．男性。1，2．Male；3，4．Female；5．Man．”，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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