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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板虱属（吸虱亚目：多板虱科）裂化线粒体基因组研究进展

张艳芳，董文鸽

（大理大学病原与媒介生物研究所，云南大理６７１０００）

【摘要】　多板虱属隶属于昆虫纲、虱目、吸虱亚目、多板虱科，全世界有７８种，中国有１５种，是真兽类哺乳动物体表的专

性吸血寄生虫和潜在的病原传播媒介昆虫。多板虱属的线粒体基因组具有不同于两侧对称动物线粒体基因组传统认识

的典型性，其线粒体基因组呈现出剧烈的裂化现象，形成多个线粒体微环染色体。该文从多板虱属的蛋白编码基因、ｔＲ

ＮＡ基因、ｒＲＮＡ基因、非编码控制区、基因重组、基因重叠和基因间隔区进行阐述，探讨多板属裂化线粒体基因组与一般

昆虫线粒体基因组的差异，分析吸虱线粒体基因组裂化的原因，以期为全面认识真核生物线粒体基因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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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板虱属隶属于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ｅ、昆虫纲Ｉｎｓｅｃｔａ、虱

目Ｐｈｔｈｉｒａｐｔｅｒａ、吸虱亚目Ａｎｏｐｌｕｒａ、多板虱科Ｐｏｌｙｐｌａｃｉｄａｅ，全

世界有７８种
［１］，中国有１５种

［２］。多板虱属生活史分为卵、若

虫（第一期若虫、第二期若虫和第三期若虫）和成虫（雄虫和成

虫）３个时期，各个时期均营寄生生活，是不完全变态昆虫
［３］。

多板虱属是寄生于真兽类哺乳动物体表的专性吸血寄生虫，与

真兽类哺乳动物宿主协同进化程度很高［４－５］。从医学角度看，

多板虱属的吸虱属于媒介生物学范畴，多板虱属的棘多板虱可

以传播鼠血巴尔通氏体 犎犪犲犿狅犫犪狉狋狅狀犲犾犾犪犿狌狉犻狊，斑疹伤寒立

克次体犚犻犮犽犲狋狋狊犻犪狋狔狆犺犻、路氏椎体犜狉狔狆犪狀狅狊狅犿犪犾犲狑犻狊犻、达氏

螺旋体犅狅狉狉犲犾犾犻犪犱狌狋狋狅狀犻和布鲁氏菌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犫狉狌犮犲犻
［６－８］，其他

的多板虱虽然不能在人与野生动物之间传播疾病，但在流行病

学上具有保存、扩展疫源地的作用［９］。大约在４７百万年前多

板虱属与猿虱有最近的共同祖先（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ｃｏｍｍｏｍａｎｃｅｓ

ｔｏｒ），大约在６７百万年前，与猪虱有最近的共同祖先
［１０］。

线粒体基因组是真核细胞内独立于核基因以外的一类遗

传物质，一般大小为１５～２０ｋｂ的闭合双链环状分子
［１１］。大多

数昆虫线粒体基因组为闭合环状双链ＤＮＡ分子，长度为１４～

１８ｋｂ，包含２２个ｔＲＮＡ基因、１３个蛋白编码基因和２个ｒＲＮＡ

基因，共３７个基因，除此之外，还有一段较长的非编码区或 Ａ

＋Ｔ富含区
［１２］，少数种类会出现多拷贝基因或多拷贝控制

区［１３－１５］。多数已知昆虫的线粒体基因组结构稳定，母系遗传

并且很少发生重组，基因排列方式在昆虫类群内也较为保守，

亚库巴果蝇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ｙａｋｕｂａ线粒体基因组的组成和排列（图

１）通常被认为是昆虫最典型的排列方式
［１６］。随着更多物种的

线粒体基因组被测定，昆虫线粒体基因组呈现出丰富的结构多

样性，诸如基因缺失、基因重排和基因组裂化等报道［１７－２２］。

典型的动物线粒体基因组是一条双链闭合的环状ＤＮＡ分

子，迄今为止，裂化线粒体基因组只在腰鞭毛虫 Ｄｉｎｏｆｌａｇｅｌ

ｌａｔａ
［２３－２５］，中生动物 Ｍｅｓｏｚｏａ

［２６］，线虫 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２７－２８］，刺胞动

物Ｃｎｉｄａｒｉａ
［２９－３０］，鱼孢菌纲Ｉｃｈｔｈｙｏｓｐｏｒｅａ

［３１］，眼虫门Ｅｕｇｌｅｎｏ

ｚｏａ
［３２］，多孔动物门Ｐｏｒｉｆｅｒａ和昆虫纲Ｉｎｓｅｃｔａ的部分种类中发

现［３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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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亚库巴果蝇的线粒体基因组结构图
［１６］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犿犻狋狅犮犺狅狀犱狉犻犪犾犵犲狀狅犿犲狅犳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狔犪犽狌犫犪
［１６］

　　在种类繁多的昆虫纲，线粒体基因组裂化现象仅在啮总目

中有报道，其中虱目最为普遍。２００９年体虱线粒体基因组裂化

特征的发现引起了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的高度关注（Ｎａｔｕｒｅ４５８：５５２，

２００９）。近年对１８种寄生虱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表明，他们的

线粒体基因组都因裂化而由９～２０个线粒体微环染色体组成，

每个微环有１～８个基因，且不同组间裂化速度和裂化程度有

差异。野猪血虱 犎犪犲犿犪狆犻狀狌狊犪狆狉犻，猪血虱 犎犪犲犿犪狆犻狀狌狊狊狌犻狊

和驴血虱 犎犪犲犿犪狆犻狀狌狊犪狊犻狀犻 裂化为９个线粒体微环染色

体［３８－３９］，而头虱犘犲犱犻犮狌犾狌狊犮犪狆犻狋犻狊和体虱裂化为２０个线粒体

微环染色体。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象虱 犎犪犲犿犪狋狅犿狔狕狌狊犲犾犲

狆犺犪狀狋犻狊裂化为１０个线粒体微环染色体（４个基因未找到）。亚

洲多板虱犘狅犾狔狆犾犪狓犪狊犻犪狋犻犮犪，棘多板虱犘狅犾狔狆犾犪狓狊狆犻狀狌犾狅狊犪，

红姬甲胁虱犎狅狆犾狅狆犾犲狌狉犪犪犽犪狀犲狕狌犿犻（９个基因未找到）和克氏

甲胁虱犎狅狆犾狅狆犾犲狌狉犪犽犻狋狋犻（３个基因未找到）均裂化为１１个线

粒体微环染色体。羊驼虱 犕犻犮狉狅狋犺狅狉犪犮犻狌狊狆狉犪犲犾狅狀犵犻犮犲狆狊，绵羊

虱犅狅狏犻犮狅犾犪狅狏犻狊和牛虱犅狅狏犻犮狅犾犪犫狅狏犻裂化为１２个线粒体微环

染色体。山羊虱犅狅狏犻犮狅犾犪犮犪狆狉犪犲和狗虱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犮狋犲狊犮犪狀犻狊，裂

化为１３个线粒体微环染色体。阴虱犘狋犺犻狉狌狊狆狌犫犻狊裂化为１４

个线粒体微环染色体（３个基因未找到）。寄生虱线粒体基因组

的裂化是很普遍的现象。

目前关于寄生虱线粒体基因组裂化的原因尚不清楚，Ｓｈａｏ

等曾推测，线粒体基因组裂化可能与其吸食血液的生活习性有

关，但是随着线粒体基因组裂化现象相继在啮食羽毛的长角鸟

虱科（Ｐｈｉｌ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ｅ）和兽鸟虱科（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ｃｔｉｄａｅ）被发现
［４０－４１］；

而在其它寄生袋鼠虱 犎犲狋犲狉狅犱狅狓狌狊犿犪犮狉狅狆狌狊及其他吸血性节

肢动物，如蚊、锥蝽和蜱中都没 有 发 现 裂 化 线 粒 体 基 因

组［４２－４４］，说明这种推测并不正确。Ｌａｎｄｗｅｂｅｒ认为，之所以有

如此奇异的遗传结构出现，是因一些遗传系统（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具有进化新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ｎｏｖｅｌｔｙ）之源泉的作用
［４５］。也有学

者认为，基因组裂化可能是纯随机事件（Ｐｕｒｅｃｈａｎｃｅ）
［４６］，但这

种解释有点牵强，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线粒体基因组裂

化现象不是偶然的、随机的事件，而是在某些动物类群中频繁

出现的事件，如寄生虱中已经有１８种物种线粒体基因组出现

了裂化现象，这种看似随机的进化事件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

种生物进化的普遍性机制。也有学者认为，线粒体单链ＤＮＡ

结合蛋白（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ＤＮＡ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ｔＳＳＢ）的缺失，似乎更有可能解释线粒体基因组裂化的原因。

但是，线粒体单链结合蛋白缺失的解释也有一些牵强，以啮虫

目中的书虱为例［４７］，ｍｔＳＳＢ蛋白的缺失无法解释较大的线粒

体染色体环（７～８ｋｂ）的复制，因为在没有 ｍｔＳＳＢ蛋白的情况

下，ｍｔＤＮＡ复制的产物大小仅在２ｋｂ左右。还有学者认为裂

化线粒体染色体的形成是选择的结果，动物倾向于选择小而紧

凑的线粒体基因组，这种选择可以从多个方面获得支持，如：在

进化过程中许多线粒体基因组的基因被转移到核基因组或者

丢失［４８］；线粒体基因组基因缺少内含子、间隔区很小、甚至重

叠；ｔＲＮＡ基因缺失等
［４９－５２］。迄今为止，关于裂化线粒体形成

原因的上述种种解释，都不能充分证明裂化线粒体基因组形成

的真正原因，大多数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线粒体基因组裂

化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单独强调某

一个方面的作用可能难以获得满意的解释。

多板虱属是吸虱亚目中较丰富的物种，有７８种，仅次于吸

虱亚目中最丰富物种甲胁虱属（１４１种）。多板虱属线粒体基因

组的结构、碱基组成、基因排列等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线粒体

基因组不同于典型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组，多板虱属的线粒体基

因组呈现出剧烈的裂化现象，形成多个线粒体微环染色体。因

多板虱属线粒体基因组结构的特殊性，增加了序列测定和组装

难度，部分种类难以获得线粒体全基因组。迄今为止，国内外

只报道了２种多板虱的线粒体基因组，即亚洲多板虱（图２）和

棘多板虱（图３）。

　　

图２　亚洲多板虱的线粒体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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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棘多板虱的线粒体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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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多板虱和棘多板虱每个线粒体微环染色体有编码区

（标明：基因名称、转录方向和基因大小）和非编码区（图２和图

３黑色部分）。线粒体微环染色体按蛋白质编码基因和ｒＲＮＡ

基因的字母顺序排列，基因名称都用缩写。２４个ｔＲＮＡ基因用

氨基酸的单字母缩写表示［１０］。

亚洲多板虱和棘多板虱均有裂化线粒体基因组，虽然两者

都具有普通动物的３７个线粒体基因，但分布在１１个线粒体微

环染色体上，线粒体微环染色体大小２～４ｋｂ，每个微环有２－７

个基因。这两种多板虱共享蛋白编码基因和ｒＲＮＡ基因的分

布模式，但是２２个ｔＲＮＡ基因中有８个ｔＲＮＡ基因分布模式不

同，两种多板虱的１１个微环中只有２个微环（ａｔｐ８ａｔｐ６微环和

ＥｃｏｂＩ微环）有相同的基因和基因排列顺序（图２和图３），表

明同属吸虱线粒体基因组裂化模式有差异。每个线粒体微环

均有编码区与非编码区，不同的线粒体微环之间没有相同的基

因，即３７个基因分别仅在一个微环上出现。２０１７年Ｓｈａｏ等
［２０］

用简约分析法（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推断吸虱祖先线粒体核型

含１１个微环染色体，多板虱属线粒体核型含１１个微环染色体，

有可能是吸虱祖先线粒体核型的代表。

为了进一步了解寄生虱线粒体基因组裂化原因和吸虱祖

先线粒体核型，该文从寄生虱的优势属多板虱属的蛋白编码基

因、ｔＲＮＡ基因、ｒＲＮＡ基因、非编码控制区、基因重组、基因重

叠和基因间隔区进行综述，了解多板虱属裂化线粒体基因组与

一般昆虫线粒体基因组的差异，分析多板虱属线粒体基因组裂

化的原因，以期为全面认识真核生物线粒体基因组提供参考。

１　多板虱属蛋白编码基因

多板虱属的亚洲多板虱除犮狅狓２和狀犪犱５基因以ＧＴＧ为起

始密码子，其他蛋白编码基因以常见的 ＡＴＴ、ＡＴＧ和 ＡＴＡ为

起始密码子。多板虱属的棘多板虱蛋白编码基因的起始密码

子除狀犪犱４基因为 ＧＴＧ，其余的起始密码子为 ＡＴＴ、ＡＴＧ和

ＡＴＡ。常见昆虫线粒体基因组１３个蛋白编码基因的起始密码

子通常为ＡＴＮ（ＡＴＴ、ＡＴＣ、ＡＴＡ、ＡＴＧ）为开头，但有时 ＧＴＧ

和ＴＴＧ也可担任起始密码子。特殊的起始密码子可以减少基

因间隔，避免基因重叠现象的发生，其转录后经过编辑可形成

正确的起始密码子行使功能［５３］。多板虱属的亚洲多板虱和棘

多板虱的终止密码子均为ＴＡＡ和ＴＡＧ，没有非完整的终止密

码子。常见昆虫线粒体基因组１３个蛋白编码基因大多以

ＴＡＡ、ＴＡＧ及非完整的Ｔ、ＴＡ为终止密码子。非完整的终止

密码子在后期的多聚腺苷酸化修饰可形成完整的终止密码子

行使终止作用［５４］。多板虱属１３个蛋白编码基因的的起始密码

子和终止密码子与常见昆虫的类似。

常见昆虫线粒体基因组蛋白编码基因的 ＡＴ含量较高，从

蜚蠊目的６４％到膜翅目的８６．７％
［５５］。在多板虱属亚洲多板虱

１３个蛋白编码基因的碱基组成中，ＡＴ含量为５８％；在多板虱

属的棘多板虱１３个蛋白编码基因 ＡＴ含量为６１％。表明多板

虱属１３个蛋白编码基因的ＡＴ含量比大部分昆虫低。

２　多板虱属狋犚犖犃基因

多板虱属的亮氨酸的ｔＲＮＡ为狋狉狀犔１和狋狉狀犔２，分别对应

的反密码子为 ＣＵＮ 和 ＵＵＲ。丝氨酸的ｔＲＮＡ 为狋狉狀犛１和

狋狉狀犛２，分别对应的反密码子为ＵＣＮ和ＡＧＮ。二者的狋狉狀犛１都

缺失了ＤＨＵ臂，其余的２１个ｔＲＮＡ均呈典型的三叶草结构。

大部分常见昆虫狋狉狀犛１也缺少ＤＨＵ环（臂）这一特殊结构，与

多板虱属类似。多板虱属的亚洲多板虱线粒体基因组２２个

ｔＲＮＡ基因碱基组成中，ＡＴ含量为５５％，低于大部分常见昆虫

ｔＲＮＡ的 ＡＴ含量
［５６］。２２个ｔＲＮＡ基因碱基共出现３２处错

配，其中２８处为ＧＵ弱配对，２处为 ＡＧ弱错配，ＣＣ和 ＵＵ

强错配各一对。多板虱属的棘多板虱线粒体基因组２２个ｔＲ

ＮＡ基因碱基组成中，ＡＴ含量为６４％。２２个ｔＲＮＡ基因碱基

共出现３７处错配，其中２９处为ＧＵ弱配对，３处为 ＵＵ强错

配，ＡＧ和 ＡＣ弱错配各一对，ＣＣ、ＡＡ和 ＧＧ强错配各一

对。ｔＲＮＡ基因不仅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发挥氨基酸传递的功

能，还可发挥信号的作用。多板虱属线粒体基因组２２个ｔＲＮＡ

基因碱基组成中，碱基错配数明显高于大部分常见昆虫。

３　多板虱属狉犚犖犃基因

多板虱属的ｒＲＮＡ基因均包含两个亚基，分别为狉狉狀犛 和

狉狉狀犔，且分布在不同的微环染色体上（图２）。多板虱属的亚洲

多板虱狉狉狀犛位于非编码区与狋狉狀犆 之间，其长度为７３８ｂｐ，ＡＴ

含量为５５％，狉狉狀犔位于狋狉狀犔１和狋狉狀犞 之间，其长度１１２５ｂｐ，

ＡＴ含量为６０％；多板虱属的亚洲多板虱ｒＲＮＡ基因总 ＡＴ含

量为５８％。多板虱属的棘多板虱狉狉狀犛 位于狋狉狀犛２和狋狉狀犆 之

间，其长度为６９６ｂｐ，ＡＴ含量为６４％。狉狉狀犔 位于狋狉狀犔２和

狋狉狀犞 之间，其长度为１０４４ｂｐ，ＡＴ含量为６７％，多板虱属的棘多

板虱ｒＲＮＡ基因总ＡＴ含量为６６％。大部分常见昆虫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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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的狉狉狀犔和狉狉狀犛基因位于ｔｒｎＬ１（ｔａｇ）与非编码区之间，

中间隔有狋狉狀犞，ＡＴ含量明显高于多板虱属。

４　多板虱属非编码控制区

多板虱属线粒体基因组的非编码区在每一个微环染色体

上均有出现，多板虱属裂化为１１个微环染色体，且每一个微环

有１个非编码区，共１１个非编码区（图２）。非编码区的长度在

９００～１６００ｂｐ之间，ＡＴ含量为６４％。大部分昆虫线粒体基因

组为一个闭合环状的双链ＤＮＡ分子，只有１个非编码区，其

ＡＴ含量明显高于多板虱属。非编码区控制着线粒体基因组复

制和转录的起始点，其与基因的错配表达、异质性以及基因转

座有关联。在裂化的每个微环上均有非编码区的出现肯定了

此观点的正确性。

５　多板虱属基因重叠区和基因间隔区

多板虱属的亚洲多板虱有９个基因重叠区，最长的重叠区

为１０ｂｐ，最短的重叠区为２ｂｐ。多板虱属的棘多板虱有４个

基因重叠区，最长的重叠区为１０ｂｐ，最短的重叠区为１ｂｐ。多

板虱属的亚洲多板虱有９个基因间隔区，最长的间隔区为６

ｂｐ，最短的间隔区为１ｂｐ。多板虱属的棘多板虱有１１个基因

间隔区，最长的间隔区为５４ｂｐ，最短的间隔区为１ｂｐ。大部分

昆虫的线粒体基因组基因排列比较紧密，基因间隔区和重叠区

均较少［５７－５９］，多板虱属例外。

６　多板虱属基因重组

基因重组在多板虱属中似乎很普遍并且频繁出现，亚洲多

板虱和棘多板虱狋狉狀犔１和狋狉狀犔２分别共享２８ｂｐ和２５ｂｐ的等

同序列，比典型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组长４～５倍。此外，棘多板

虱的狋狉狀犃 和狋狉狀犆 有３２ｂｐ的等同序列，犮狅犫和狀犪犱５有３６ｂｐ

的等同序列，与其他两侧对称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相比长３～５

倍。等同序列为线粒体基因之间和微环之间ＤＮＡ的重组提供

了非常有利的证据。大部分昆虫线粒体基因组结构稳定，较少

发生重组［６０］。

７　讨论与展望

多板虱属隶属于昆虫纲，从多板虱属的蛋白编码基因、ｔＲ

ＮＡ基因、ｒＲＮＡ基因、非编码控制区、基因重组、基因重叠区和

基因间隔区看，与大部分昆虫有很大的不同，多板虱属１３个蛋

白编码基因、ｔＲＮＡ基因、ｒＲＮＡ基因、非编码控制区的 ＡＴ含

量比大部分昆虫低；２２个ｔＲＮＡ基因的碱基组成中，碱基错配

数明显高于大部分常见昆虫；多板虱属的狉狉狀犛 和狉狉狀犔 分布在

不同的微环染色体上，而大部分常见昆虫线粒体基因组的狉狉狀犔

和狉狉狀犛基因位于狋狉狀犔１（ｔａｇ）与非编码区之间，中间隔有狋狉狀犞；

多板虱属的非编码区在每一个微环染色体上均有出现，多板虱

属裂化为１１个微环染色体，且每一个微环有１个非编码区，共

１１个非编码区（图２），而大部分昆虫只有１个非编码区；多板虱

属的基因重叠区和间隔区频繁出现，而大部分昆虫的线粒体基

因组基因排列比较紧密，间隔区和重叠区均少；大部分昆虫线

粒体基因组结构稳定，较少发生重组，而多板虱属基因重组现

象很普遍并且频繁出现。这些独有特征的出现极有可能与多

板虱属线粒体基因组发生裂化原因息息相关。多板虱属有典

型动物的３７个线粒体基因，但这３７个基因却分布在１１个微环

染色体上，每个微环染色体大小２～４ｋｂ，有２－７个基因。两

种多板虱的１１个微环线粒体染色体中仅有２个微环有相同的

基因和基因排序，表明同属吸虱线粒体基因组裂化模式也有差

异。２种多板虱享有同样的蛋白编码基因和ｒＲＮＡ基因的分布

模式，但２２个ｔＲＮＡ基因中有８个ｔＲＮＡ基因分布模式不同

（图２和图３）。ｔＲＮＡ基因在不同微环之间频繁的转换、基因

重叠区和间隔区的增多。基因重组频繁出现有可能是促使线

粒体基因组发生剧烈裂化的原因。多板虱属裂化线粒体基因

组的发现以及对裂化原因的探讨，对理解线粒体的起源和进化

以及物种形成和进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多板虱属全世界有７８

种，由于多板虱属线粒体基因组结构的特殊性，增加了序列测

定和组装难度，部分种类难以获得线粒体全基因组。迄今为

止，只有２种多板虱完成了线粒体全基因的测定和分析，还有

很多多板虱属的线粒体基因组有待研究，多板虱属裂化线粒体

基因组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真核生物线粒体基因组数据，为深

入揭示线粒体基因组一系列科学奥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学术价值。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昆虫乃至动物线粒体基因组学的

研究会基于越来越大的数据量来进行，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充分发挥高通量测序技术的优势，增加关键类群的样本量。

世界上已知多板虱属７８种，只有２种多板虱获得线粒体基因组

数据。后续的研究会加大野外调查的力度，对多板虱属物种进

行更广泛的采样与测序，以促进多板虱属裂化线粒体基因组全

面的研究，为深入了解线粒体基因组裂化原因和拓展真核生物

线粒体基因组进化知识提供证据。

【参考文献】

［１］　ＤｕｒｄｅｎＬＡ，ＭｕｓｓｅｒＧＧ．Ｔｈｅｓｕｃｋｉｎｇｌｉｃｅ（Ｉｎｓｅｃｔａ，Ａｎｏｐｌｕｒａ）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Ｊ］．ＢｕｌｌＡｍｅｒ ＭｕｓＮａｔＨｉｓｔ，

１９９４，２１８（１）：１－９０．

［２］　金大雄．中国吸虱的分类和检索［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３２．

［３］　ＫｉｍＫＣ，ＰｒａｔｔＨＤ，ＳｔｏｐａｎｏｖｉｃｈＣＧ．Ｔｈｅｓｕｃｋｉｎｇｌｉｃｅｏｆ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Ｐｕｒｄ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１９８６：１－２５６．

［４］　董文鸽．云南＂洱海＂周边地带小兽体表寄生虫生态学研究［Ｄ］．

硕士学位论文，大理：大理大学，２００９：１－７７．

［５］　ＺｕｏＸＨ，ＧｕｏＸＧ，ＺｈａｎＹＺ，ｅｔａｌ．Ｈｏｓ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ｃｈｅ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ｃｋｉｎｇｌｉｃｅ （Ｉｎｓｅｃｔａ：Ａｎｏｐｌｕｒａ）ａｍｏｎｇｓｍａｌｌ

ｍａｍｍａ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１，１０８

（５）：１２４３－５１．

［６］　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Ｍ．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ａｅｍｏｂａｒｔｏｎｅｌｌａ

ｍｕｒｉｓ（Ｍａｙｅｒ）ｏｆｒａｔｓｂｙｔｈｅｓｐｉｎｅｄｒａｔｌｏｕｓｅ，Ｐｏｌｙｐｌａｘ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Ｊ］．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１９５８，４４（６）：６０３－６．

［７］　ＮｅｉｍａｒｋＨ，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ＫＥ，ＲｉｋｉｈｉｓａＹ，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ｈａｅ

ｍ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ａｍｅｓ［Ｊ］．ＩｎｔＪＳｙｓｔＥｖｏｌ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ｌ，２００２，５２（２）：６８３．

［８］　ＢａｋｅｒＤＧ．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ｒａｔ．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Ｓｕｃｋｏｗ ＭＡ，ＷｅｉｓｂｒｏｔｈＳＨ，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ＣＬ［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ｒｅｓｓＡ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ｉ

ｍ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６：４５３－７８．

［９］　ＲｏｔｚＬＤ，ＫｈａｎＡＳ，ＬｉｌｌｉｂｒｉｄｇｅＳＲ，ｅ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ｇｅｎｔｓ［Ｊ］．Ｅｍｅｒｇ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２，８（２）：２２５－３０．

［１０］　ＤｏｎｇＷＧ，ＳｏｎｇＳ，ＪｉｎＤＣ，ｅｔ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

ｎｏ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ｌｉｃｅ，Ｐｏｌｙｐｌａｘ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ａｎｄＰｏｌｙｐｌａｘ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２６８·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７月　第１５卷第７期

Ｊｕｌ．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７



Ｉｎｔｒａｇｅｎｕ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ａ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Ｊ］．ＢＭＣ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５（４４）：１－１２．

［１１］　ＪｏｎｃｉＮＷ，ＳａｎｄｒａＧ，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Ｋ，ｅｔａｌ．Ｄ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ｌｅａｋａｇｅｏｆ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ｉｎ Ｃｈｉｎｏｏｋ

Ｓａｌｍｏｎ［Ｊ］．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８，１７９（２）：１０２９－３２．

［１２］　ＢｏｏｒｅＪＬ．Ａｎｉｍ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Ｊ］．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１９９９，２７（８）：１７６７－８０．

［１３］　ＳｈａｏＲＦ，ＤｏｗｔｏｎＭ，ＭｕｒｒｅｌｌＡ，ｅｔａｌ．Ｒａｔｅ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Ｊ］．Ｍｏｌ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０）：１６１２

－９．

［１４］　ＣａｓｔｒｏＬＲ，ＲｕｂｅｒｕＫ，ＤｏｗｔｏｎＭ．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ｏｆ

Ｖａｎｈｏｒｎｉａ ｅｕｃｎｅｍｉｄａｒｕｍ （Ａｐｏｃｒｉｔａ： Ｖａｎｈｏｒｎｉｉｄａ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ｅｕｃｈｒｏｅｕｓｓｐｐ．（Ａｃｕｌｅａｔａ：Ｃｈｒｙｓｉｄｉｄａ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Ａｐｏｃｒｉｔａ（Ｉｎｓｅｃｔａ：Ｈｙ

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Ｊ］．Ｇｅｎｏｍｅ，２００６，４９（７）：７５２－６６．

［１５］　ＫｏｃｈｅｒＡ，ＫａｍｉｌａｒｉＭ，ＬｈｕｉｌｌｉｅｒＥ，ｅｔａｌ．Ｓｈｏｔｇｕ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

ｔｈｅａｓｓａｓｓｉｎ ｂｕｇ Ｂｒｏｎｔｏｓｔｏｍａｃｏｌｏｓｓｕ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

（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Ｊ］．Ｇｅｎｅ，２０１４，５５２（１）：１８４－９４．

［１６］　ＣｌａｙＤＡ，ＷｏｌｓｔｅｎｈｏｌｍｅＤＲ．Ｔｈ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ｏｆ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ｙａｋｕｂａ：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ｄｅ［Ｊ］．ＪＭｏｌＥｖｏｌ，１９８５，２２（３）：２５２－７１．

［１７］　ＣａｍｅｒｏｎＳＬ，ＹｏｓｈｉｚａｗａＫ，ＭｉｚｕｋｏｓｈｉＡ，ｅｔ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ｌｉｃｅ（Ｉｎｓｅｃｔａ：

Ｐｈｔｈｉｒａｐｔｅｒａ）［Ｊ］．ＢＭＣ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２（３９４）：１－１５．

［１８］　ＤｏｎｇＷＧ，ＳｏｎｇＳ，ＧｕｏＸＧ，ｅｔ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ｂｏｔｈｍａｊｏｒｃｌａ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ｓｕｃｋｉｎｇｌｉｃｅ

（ｓｕｂｏｒｄｅｒＡｎｏｐｌｕｒ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ｗｏＨｏｐｌｏｐｌｅｕｒａｒｏｄｅｎｔｌｉｃｅ

（ｆａｍｉｌｙＨｏｐｌｏｐｌｅｕｒｉｄａｅ）［Ｊ］．ＢＭＣ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５（７５１）：１

－１３．

［１９］　ＳｈａｏＲ，ＺｈｕＸＱ，ＢａｒｋｅｒＳＣ，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Ｊ］．Ｇｅ

ｎｏｍｅ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１２，４（１１）：１０８８－１０１．

［２０］　ＳｈａｏＲＦ，ＬｉＨ，ＢａｒｋｅｒＳ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

ｔｈｅｇｕａｎａｃｏｌｏｕｓｅ，Ｍｉｃｒ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ｕｓｐｒａｅｌｏｎｇｉｃｅｐ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ｏｆｓｕｃｋｉｎｇｌｉｃｅ（Ａｎｏｐｌｕｒａ，Ｉｎ

ｓｅｃｔａ）［Ｊ］．Ｇｅｎｏｍｅ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１７，９（２）：４３１－４５．

［２１］　ＰｅｒｌｍａｎＳＪ，ＨｏｄｓｏｎＣＮ，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ＰＴ，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ｘｒａｔｉｏ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Ｊ］．ＰｒｏＮａｔｉ

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３）：１０１６２－８．

［２２］　ＳｈｉＹ，ＣｈｕＱ，ＷｅｉＤ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

ｂｏｏｋｌｏｕｓｅ，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ｓｓｃｕｌｐｔｉｌｉｓ（Ｐｓｏｃｏｐｔｅｒａ：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ｄｉｄａｅ）ａｎｄ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ｓ［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６，６

（３０６６０）：１－１０．

［２３］　ＺｈａｎｇＺ，ＧｒｅｅｎＢＲ，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ＳｍｉｔｈＴ．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ｄｉ

ｎｏ？ａｇｅｌｌａｔ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ｇｅｎｏｍ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９，４００（１）：１５５

－９．

［２４］　ＫｏｕｍａｎｄｏｕＶＬ，ＮｉｓｂｅｔＲＥＲ，ＢａｒｂｒｏｏｋＡＣ，ｅｔａｌ．Ｄｉｎｏ？ａｇｅｌ

ｌａｔ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ｓｗ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ａｌｌ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ｇｏｎｅ？［Ｊ］．Ｔｒｅｎｄｓ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４，２０（５）：２６１－７．

［２５］　ＨｏｗｅＣＪ，ＮｉｓｂｅｔＲＥＲ，ＢａｒｂｒｏｏｋＡＣ．Ｔｈ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ｃｈｌｏｒｏ

ｐｌａｓｔｇｅｎｏｍｅｏｆｄｉｎｏ？ａｇｅｌｌａｔｅｓ［Ｊ］．ＪＥｘｐＢｏｔ，２００８，５９（５）：

１０３５－４５．

［２６］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ＫＩ，ＢｅｓｓｈｏＹ，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Ｍ，ｅｔ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ｇｅｎｅｓａｒｅｆｏｕｎｄｏｎｍｉｎｉｃｉｒｃｌｅＤＮ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ａｎａｎｉ

ｍａｌＤｉｃｙｅｍａ［Ｊ］．ＪＭｏｌＢｉｏｌ，１９９９，２８６（３）：６４５－５０．

［２７］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ＭＲ，ＢｌｏｋＶ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ＭＳ．Ａ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ｔａｔｏｃｙｓｔ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Ｇｌｏｂｏｄｅｒａｐａｌｌｉｄａ

［Ｊ］．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０，１５４（１）：１８１－９２．

［２８］　ＧｉｂｓｏｎＴ，ＢｌｏｋＶＣ，ＤｏｗｔｏｎＭ．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ｘ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ｓｕｂｇｅｎｏｍｅｓ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ｏｄｅｒａｒｏｓｔｏｃｈｉｅｎ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ａｍｏｎｇｃｌｏｓｅ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Ｊ］．ＪＭ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０７，６５（３）：３０８－３１５．

［２９］　ＶｏｉｇｔＯ，ＥｒｐｅｎｂｅｃｋＤ，Ｗ？ｒｈｅｉｄｅＧ．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ｍｅｔａｚｏａｎ

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ａｒｇｅｎｏｍｅ：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ａ

ｍａｇｎｉｐａｐｉｌｌａｔａ［Ｊ］．ＢＭＣ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９（３５０）：１－１０．

［３０］　ＳｍｉｔｈＤＲ，ＫａｙａｌＥ，ＹａｎａｇｉｈａｒａＡＡ，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ｂｏｘｊｅｌｌｙ？ｓｈｒｅｖｅａｌｓａｈｉｇｈ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ｅｌｏｍｅ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Ｇｅｎｏｍｅ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１１，４（１）：５２－８．

［３１］　ＢｕｒｇｅｒＧ，ＦｏｒｇｅｔＬ，ＺｈｕＹ，ｅｔａｌ．Ｕｎｉｑｕ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

ｎｏｍ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ｎｕｎｉ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０３，１００（３）：８９２－８９７．

［３２］　ＭａｒａｎｄｅＷ，ＢｕｒｇｅｒＧ．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ａｓ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ｊｉｇｓａｗ

ｐｕｚｚｌ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３１８（５８４９）：４１５．

［３３］　ＬａｖｒｏｖＤＶ，ＰｅｔｔＷ，ＶｏｉｇｔＯ，ｅｔ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ｏｆ

Ｃｌａｔｈｒｉｎａｃｌａｔｈｒｕｓ（Ｃａｌｃａｒｅａ，Ｃａｌｃｉｎｅａ）：ｓｉｘｌｉｎｅａｒ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ＲＮＡｓ，ｔＲＮＡ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ｏｖｅ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ｄｅ［Ｊ］．

Ｍｏｌ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１２，３０（４）：８６５－８０．

［３４］　ＳｈａｏＲＦ，ＫｉｒｋｎｅｓｓＥＦ，ＢａｒｋｅｒＳＣ．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ｈａｓｅ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ｏ１８ｍｉｎｉｃｈｒｏｍｏ

ｓ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ｂｏｄｙｌｏｕｓｅ［Ｊ］．Ｐｅｄｉｃｕｌｕｓｈｕｍａｎｕｓ，Ｇｅｎｏｍｅ

Ｒｅｓ，２００９，１９（５）：９０４－１２．

［３５］　ＷｅｉＤＤ，ＳｈａｏＲ，ＹｕａｎＭ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ｓｂｏｓｔｒｙｃｈｏｐｈｉｌ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ｉ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２，７（３）：１－１１．

［３６］　ＤｉｃｋｅｙＡＭ，ＫｕｍａｒＶ，ＭｏｒｇａｎＪＫ，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

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ｒｉｐｓ（Ｉｎｓｅｃｔａ：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ｅｘ

ｔｒｅｍｅｓｉｚ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ｍｏｎｇ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ｇｉｏｎ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ＢＭＣ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６（４３９）：１

－７．

［３７］　ＳｏｎｇＦ，ＬｉＨ，ＬｉｕＧＨ，ｅｔ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ｓｔｈ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ＬｉｃｅｏｆＥｕｔｈｅｒｉａｎＭａｍｍａｌｓ［Ｊ］．ＳｙｓｔＢｉ

ｏｌ，２０１９，６８（３）：４３０－４０．

［３８］　ＪｉａｎｇＨＷ，ＢａｒｋｅｒＳＣ，Ｓｈａｏ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ｘ

ｔｅｎｔｏｆ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ｂｌｏｏｄｓｕｃｋｉｎｇ

ｌｉｃｅｏｆｍａｍｍａｌｓ［Ｊ］．Ｇｅｎｏｍｅ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１３，５（７）：１２９８－３０８．

［３９］　ＳｏｎｇＳ，ＢａｒｋｅｒＳＣ，Ｓｈａｏ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ｍｉｎｉ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ｌｏｏｄｓｕｃｋｉｎｇｌ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ｕｓ

Ｈａｅｍａｔｏｐｉｎｕ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ｅｓｔｈｏｒｓｅｓａｎｄｐｉｇｓ［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Ｖｅｃｔｏｒｓ，

２０１４，７（１４４）：１－８．

［４０］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ＡＮ，ＢｕｔｌｅｒＲＷ，ＰｉｃｔｏｎＪ．Ｆ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ｗｉｎｇｌｏｕｓｅ

Ｄａｍａｌｉｎｉａｏｖｉｓ （Ｓｃｈｒａｎｋ）（Ｐｈｔｈｉｒａｐｔｅｒａ：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ｃｔｉｄａｅ）ｏｎ

ｓｈｅｅｐ［Ｊ］．Ｖｅｔ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１９８９，３０（３）：２３３－５１．

［４１］　ＪｏｈｎｓｏｎＫＰ，ＣｌａｙｔｏｎＤＨ．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ｅｗｉｎｇｌｉｃｅ．Ｉｎ：ＰｒｉｃｅＲＰ，ＨｅｌｌｅｎｔｈａｌＲＡ，ＰａｌｍａＲＬ，ｅｄｓ．

Ｔｈｅｃｈｅｗｉｎｇｌｉｃｅ：Ｗｏｒｌｄ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

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ｕｒｖｅ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８·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７月　第１５卷第７期

Ｊｕｌ．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７



２００３，４４９－７６．

［４２］　ＳｈａｏＲＦ，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ＮＪＨ，ＢａｒｋｅｒＳＣ．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ｇｅｎｅｒ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ａｂｙｌｏｕｓｅ，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ｕｓ（Ｐｈｔｈｉｒａｐｔｅｒａ）［Ｊ］．Ｍｏｌ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０１，

１８（５）：８５８－６５．

［４３］　ＢｅａｒｄＣＢ，ＨａｍｍＤＭ，ＣｏｌｌｉｎｓＦＨ．Ｔｈ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

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ｇａｍｂｉａｅ：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ｅｎｏｍｅ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ｏｔｈ

ｅｒｉｎｓｅｃｔｓ［Ｊ］．ＩｎｓｅｃｔＭｏｌＢｉｏｌ，１９９３，２（２）：１０３－２４．

［４４］　ＢｌａｃｋＷＣ，ＲｏｅｈｒｄａｎｚＲ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ｅｏｒｄｅｒｉｓｎｏｔｃｏｎ

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ｓ：ｐｒｏｓｔｒｉ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ｔｒａｉｔｅｔｉｃｋ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ｓ［Ｊ］．Ｍｏｌ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１９９８，１５（１２）：１７７２－８５．

［４５］　ＬａｎｄｗｅｂｅｒＬＦ．Ｗｈｙｇｅｎｏｍｅｓｉｎｐｉｅｃ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

３１８（５８４９）：４０５－７．

［４６］　ＬａｎｇＢＦ，ＧｒａｙＭＷ，ＢｕｒｇｅｒＧ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ｅｕｋａｒｙｏｔｅｓ［Ｊ］．ＡｎｎｕＲｅｖ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９，３３（１）：

３５１－９７．

［４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ＫＰ，ＭｏｃｋｆｏｒｄＥ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ｐｓｏｃｏｍｏｒ

ｐｈａ（Ｐｓｏｃｏｐｔｅｒａ）［Ｊ］．ＳｙｓｔＥｎｔｏｍｏｌ，２００３，２８（３）：４０９－１６．

［４８］　ＭｉｋａｃＫＭ，ＦｉｔｚＳｉｍｍｏｎｓＮ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ｓｏｃｉｄ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ｓｄｅｃｏｌｏｒ（Ｐｅａｒｍａｎ）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ＢｕｌｌＥｎｔｏｍ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０，

１００（５）：５２１－７．

［４９］　ＬａｖｒｏｖＤＶ．Ｋｅ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ｉｍ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Ｎ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ＩｎｔｅｇｒＣｏｍｐＢｉｏｌ，２００７，４７（５）：７３４－４３．

［５０］　ＹｕａｎＭＬ，ＷｅｉＤＤ，ＷａｎｇＢ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

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ｄｍｉｔｅＰａｎｏ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ｔｒｉ（Ａｃａｒｉ：Ｔｅｔ

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ｈｉｇｈｇｅｎｏｍｅ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ｔＲＮＡｓ［Ｊ］．ＢＭＣ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１１（５９７）：１－１６．

［５１］　ＨｅｌｆｅｎｂｅｉｎＫＧ，ＦｏｕｒｃａｄｅＨＭ，ＶａｎｊａｎｉＲ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Ｐａｒａｓｐａｄｅｌｌａｇｏｔｏｉｉｓ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ｒｅ

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ｃｈａ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ｓａｒｅａｓｉｓ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ｔｏｐｒｏｔｏｓｔｏｍｅｓ［Ｊ］．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０４，１０１（２９）：１０６３９－４３．

［５２］　ＤｏｍｅｓＫ，ＭａｒａｕｎＭ，Ｓｃｈｅｕ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ｂａｔｉｄｍｉｔｅＳｔｅｇａｎａｃａｒｕｓｍａｇｎｕｓ：ｇｅ

ｎｏｍｅ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ｏｓｓｏｆｔＲＮＡｓ［Ｊ］．ＢＭＣ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９（５３２）：１－１３．

［５３］　吴渊明．两种芜青的全线粒体基因组测序和化学感受器转录组

基因的鉴定与分析［Ｄ］．贵州大学，２０１８：１－１１２．

［５４］　段晓宇．尖尾蚁属线粒体基因组进化及其系统发育学研究［Ｄ］．

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８：１－３９．

［５５］　ＫｏｌｅｓｎｉｋｏｖＡＡ，Ｇｅｒａｓｉｍｏｖ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

ｎｏｍ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７７（１３）：１４２４－３５．

［５６］　李君健．基于线粒体基因组的螽斯亚目昆虫系统发育与鸣声进

化研究［Ｄ］．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８：１－８３．

［５７］　范旭蕾．长黄胡蜂属比较线粒体基因组学与系统发育研究［Ｄ］．

西北大学，２０１８：１－６９．

［５８］　姜培．异翅亚目昆虫比较线粒体基因组学及系统发育关系研究

［Ｄ］．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１７：１－２１１．

［５９］　林爱丽．隐翅虫科昆虫比较线粒体基因组学及系统发生研究

［Ｄ］．河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８：１－１２０．

［６０］　ＷｏｌｓｔｅｎｈｏｌｍｅＤＲ．ＡｎｉｍａＩ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ＲｅｖＣｙｔｏｌ，１９９２，１４１：１７３－２１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１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２０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上接８５３页）

　　临床抗感染治疗中，应加强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临床流

行病学监测，及时监测水解酶编码基因流行特点，采取有效治

疗及消毒隔离措施，减少耐药菌株传播及交叉感染发生，可以

避免耐药菌流行、传播。ＳＩＲＴ１位于胰岛素细胞细胞质，它能

够刺激外周组织吸收葡萄糖和抑制脂肪细胞脂释放。本研究

中选 取 了 ＳＩＲＴ１ 基 因 ｒｓ４７４６７２０ 位 点、ｒｓｌ０５０９２９１ 位 点、

ｒｓ２２３６３１９位点和ｒｓ１０８２３１１６位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ＳＩＲＴ１

基因多态性与大肠埃希菌携带ＥＳＢＬｓ情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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