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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感觉基因的进化规律是动物进化领域长期探索的重要问题. 哺乳动物通常具有 2

套嗅觉系统: 主要嗅觉系统(MOS)和犁鼻器系统(VNS). 其中, VNS 主要感知动物个体释放的

信息素分子, 而信息素在动物的生殖和社会行为中起重要调节作用. 为了研究动物信息素嗅

觉进化的背后推动力, 对海洋哺乳动物的代表物种进行了 Trpc2 基因(VNS 功能的分子标记)的

序列测定和进化分析. 以前的研究表明, Trpc2 基因仅在 VNS 中表达, 其序列完整/缺失与 VNS

的功能完整/退化完全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 鲸类和海牛类的 Trpc2 为假基因, 鳍脚类的 1 个

分支类群(海豹类)和水獭类的Trpc2也是假基因, 提示VNS功能丢失, 即信息素嗅觉功能退化; 

而北极熊和鳍脚类的另一个分支类群(海狮类)保留了 1 个完整的 Trpc2, 并且这个基因仍受强

烈的净化选择和功能限制, 提示信息素嗅觉功能仍然保留. 进一步分析表明, 信息素嗅觉退化

的海兽主要在水中交配, 而信息素嗅觉保留的海兽主要在陆地上交配.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

的科学假说: 交配场所的选择可能推动了海洋哺乳动物信息素嗅觉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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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嗅觉在动物的生殖和社会行为中起重要

调节作用[1]. 尽管哺乳动物的嗅觉是由主要嗅觉系统

(main olfactory system, MOS)和犁鼻器系统(vomer- 

onasal system, VNS)介导的, 但是这 2 个系统在结构、

生理和进化上是相互独立的. 其中, MOS 主要感知环

境中的普通气味分子, 而 VNS 主要感知种群内不同

个体释放的信息素[2,3]. 尽管犁鼻器系统在个体的生

存中起着重要作用, 包括鸟类、蝙蝠和狭鼻类灵长动

物在内的很多动物都缺乏完整的犁鼻器系统, 因而

信息素嗅觉退化[4,5]. 鸟类和灵长类信息素嗅觉的退

化可能与它们获得了更好的视觉能力相关, 但是, 这

个视觉替代假说不能解释蝙蝠信息素嗅觉的普遍性

退化[5]. 为了检测其他生态因素是否推动了信息素嗅

觉的进化, 本文对水环境有不同依赖程度和具有不

同信息素嗅觉能力的海洋哺乳动物进行了研究[6]. 

海洋哺乳动物包含 5 个不同的类群: 鲸类(鲸、 

海豚和鼠海豚)、鳍脚类(海豹、海狮和海象)、海牛类

(海牛和儒艮)、水獭类和北极熊[6]. 这些动物依赖水

环境的程度不尽相同: 鲸类和海牛类完全水生; 鳍脚

类半水生, 而且大多数时间在水中生活; 水獭类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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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熊则很少在水中生活[6]. 从陆地转变到水生生活是

哺乳动物进化史上 大的变革之一, 这种生活方式

的改变导致完全水生的鲸类和海牛类的犁鼻器系统

退化, 这可能是因为海水稀释了嗅觉气味分子, 进而

降低了嗅觉敏感性 [7,8]. 然而, 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信

息素嗅觉进化的背后推动力仍不清晰. 

尽管有多个能够推断犁鼻器功能的犁鼻器系统

特异分子标记[9], Trpc2 基因已经被证明是应用 广

泛和 可靠的. 因为 Trpc2 编码的蛋白是犁鼻器信号

转导所必需的 , 目前尚没有发现其他功能 ; 此外 , 

Trpc2 基因序列的完整/缺陷和犁鼻器功能保留/缺乏

高度一致[5,9]. 因此, 可以依据 Trpc2 的序列特征来推

测犁鼻器系统的功能特点. 近期的研究分析了 5 种海

洋哺乳动物的 Trpc2 基因序列特征, 但是并没有找到

一个普遍的规律来解释为什么一些物种保留完整的

Trpc2 而另一些物种具有有缺陷的 Trpc2(即假基因)[8]. 

因此, 海洋哺乳动物 Trpc2 基因进化的背后推动力仍

然未知. 本研究测定了 3 个海洋哺乳动物代表物种的

Trpc2 基因, 在已知的基因组中查找到 1 个海兽的

Trpc2, 加上已发表的 Trpc2基因序列, 分析了代表海

洋哺乳动物的所有 5 个主要类群 9 个代表物种的

Trpc2 基因的进化. 本研究预测, 由于信息素嗅觉在

交配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海洋哺乳动物 Trpc2 基因的

进化特征与其交配行为对水环境的依赖程度可能紧

密相关. 

1  材料与方法 

在 GenBank 中获取已经发表的 Trpc2 序列, 用

CLUSTALX 1.81[10]将得到的序列进行对位排列, 在

序列保守位置设计了 21 对引物来扩增 Trpc2 基因的

每个外显子(表 1). 在犁鼻器系统中特异表达的 Trpc2

基因转录本共有 13 个外显子[8], 本研究设计了 11 对

引物用于扩增北极熊(Ursus maritimus)Trpc2 基因的

第 2~13 外显子, 10 对引物用于扩增斑海豹(Phoca 

largha)和南美海狮(Otaria byronia)Trpc2 基因的第

2~10外显子(表 1).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扩增体系(10 µL)为 : 0.5 µL 基因组

DNA(10 ng/µL), 5 µL PCR Master Mix(TaKaRa 

Premix: Ex Taq™ version 2.0, 日本), 正反向引物(10 

µmol/L)各 0.4 µL 和 3.7 µL ddH2O. PCR 反应条件为: 

预变性(94℃) 8 min; 变性(94℃) 30 s, 退火(退火温

度见表 1) 30 s, 延伸(72℃) 60 s, 30 个循环; 延伸

(72℃) 5 min. PCR 产物纯化后送测序公司进行双向

测序. 用 MEGA5 软件[11]计算非同义替换和同义替换, 

用 MEGA5 软件[11]包含的邻接法和 大简约法构建

基因树. 用小鼠(Mus musculus)犁鼻器特有的 Trpc2

基因变体做参考序列, 对 NCBI 上公开的西印度海牛

(Trichechus manatus)的基因组序列(TriManLat1.0)进

行 tblastn 搜索, 查找到其 Trpc2 基因全序列. 新获得

的 序 列 提 交 到 GenBank, 序 列 登 录 号 是

KF539941~KF539943.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 PCR 扩增、测序及查找已公布的全基因组

序列, 共得到 4 个海洋哺乳动物的 Trpc2 基因的全部

或部分编码序列. 测定的斑海豹 Trpc2 基因片段长度

为 1793 bp, 占小鼠犁鼻器特有 Trpc2 变体全长  

(2376 bp)的 67%. 如图 1 和表 2 所示, 斑海豹 Trpc2

基因包含多个有害突变: 2 号外显子的 1 个无义突变、

6 号外显子的 1 bp 缺失和 13 号外显子的 2 个移码突

变. 第 1 个无义突变将导致 Trpc2 编码的蛋白缩短到

只含有氨基段, 这将使该蛋白失去功能. 需要指出的

是, 2 号和 6 号外显子的破坏可读框的突变是斑海豹

和港海豹(Phoca vitulina)所共有的(图 1, 表 2), 提示

这 2个突变在海豹中是固定的. 因此, Trpc2基因的假

基因化是发生在 2 个海豹物种形成之前. 从已公布的

西印度海牛的基因组中查找并获得了海牛Trpc2基因

的全长(2635 bp), 发现海牛的 Trpc2 基因有 2 处突变: 

2 号外显子的 1 个无义突变、6 号外显子的 1 个 26 bp

的缺失(图 1, 表 2). 其中, 无义突变会导致 Trpc2 编

码的蛋白缺失 6 个跨膜功能区和羧基端, 因而失去原

有功能. 

相对地, 本研究测定的南美海狮的 Trpc2 基因片

段(1434 bp)具有完整的可读框, 并且不含无义突变

和移码突变. 由于 1 个有 478 个密码子的无功能基因

不含无义突变的概率是很低的((61/64)478=1.1×1010), 

因此, 南美海狮的 Trpc2 基因很可能是有功能的. 同

时, 与小鼠 Trpc2 基因变体相比, 南美海狮的非同义

替换率与同义替换率的比值显著小于 1(dN/dS=0.17, 

P=1.2×1030, Z-test), 表明该基因受到强烈的净化选

择和功能限制, 因而具有功能. 基于已经发表的基因

组草图, 本研究扩增了北极熊的 Trpc2 基因全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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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所用的引物序列 a) 

物种名称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5′→3′) 退火温度(℃) 扩增产物 

北极熊 Bear_ex2F TGGAAACAACTTTGTTAGTAT 52 外显子 2(~1100 bp) 

 Bear_ex2R ATTCTGTAAGTCCCCATCAAA   

 Bear_ex3F ACCTCACAGCAAGGAGGAGA TD 外显子 3(~300 bp) 

 Bear_ex3R AGAAGGGAGGTGAGGAGACC   

 Bear_ex4F AAAAAGAATGTGGGATCCGGA TD 外显子 4(~800 bp) 

 Bear_ex4R TGTTGAAACCGTGCTATTTCC   

 Bear_ex5F GAACAAGTAGAAATAGCGAGT 52 外显子 5(~800 bp) 

 Bear_ex5R CAGAAGGGTTTGGTTATATGT   

 Bear_ex6&ex7F CCTTCAGGCTTCCTGTGGTTT TD 外显子 6~外显子 7(~900 bp) 

 Bear_ ex6&ex7R TCATGGGCCGGCAGAATGTAG   

 Bear_ex8F CACCAAATTGAATACTTGCCA TD 外显子 8(~400 bp) 

 Bear_ex8R ATCAAGCGACGAATTATGAGC   

 Bear_ex9F AGTTTCTTAACTGGTCTTCAT 52 外显子 9(~900 bp) 

 Bear_ex9R TTCATCCTCTGACATCCAATT   

 Bear_ex11F CACACTGCGGAAGAAGAGGTA 48 外显子 11(~400 bp) 

 Bear_ex11R GATAGTCTGGCTTCTCGGTTC   

 Bear_ex12F ACCTGCCCACCCCAGCTCTTA TD 外显子 12(~500 bp) 

 Bear_ex12R TGAGGCTGGAACAAAGGAGAT   

 Bear_ex13F CAAAGTGAAGTGGCTGGTGTG TD 外显子 13(~300 bp) 

 Bear_ex13R CACACTCTGGAGGCATCTGAC   

斑海豹 Seal_ex2F2 CTGAGGTTCCCACCTCCAC TD 外显子 2(~700 bp) 

 Seal_ex2R2 CCTTAAACTCAGGCTCCTTGC   

 Seal_ex6F2 TTCCTGTGGTTTGAGTGCAA TD 外显子 6(~200 bp) 

 Seal_ex6R CAGCCGTGGTGAAATAGTGG   

南美海狮 Sealion_ex2F CACCTGGACAGAGATCACGA TD 外显子 2(~700 bp) 

 Sealion_ex2R CAGCATGGCGTCCTCACT   

南美海狮和斑海豹 Sealion_ex3F CGAGTACATTGCCCTGGAG TD 外显子 3(~200 bp) 

 Sealion_ex3R CCGCTTCTGGTTGTAGTTGA   

 Sealion_ex4F TTTGTAGCACACCCCATCTG 47 外显子 4(~200 bp) 

 Sealion_ex4R CAGTAGCCAAGGCAGAGGAA   

 Sealion_ex5F AAGATCCCGGTGCTGAAGTT TD 外显子 5(~200 bp) 

 Sealion_ex5R TGTGACCCAAACCATGTGTAG   

 Sealion_ex7F2 GAGTGGCACACCGAGGAC TD 外显子 7(~700 bp) 

 Sealion_ex7R2 TCATGTCGTCAATCATCTTGC   

 Sealion_ex8F AGGTTCATGTTCATCCTCAT TD 外显子 8(~900 bp) 

 Sealion_ex8R ACTTGCCCAGCCGCTCCGTC   

 Sealion_ex9F CATCCCAGTTTCTGTTCTGGA TD 外显子 9(~200 bp) 

 Sealion_ex9R CAATCTTCTGGAAGGAGTTGGT   

 Sealion_ex10F GGATGTGGAGTGGAAGTTCG 62 外显子 10(~100b p) 

 Sealion_ex10R AAGGTAGAAGAGGGCCTTGG   

a) TD 指降落 PCR(touch-down PCR), 退火温度为 45℃~65℃ 

发现该基因是完整的, 没有无义突变和移码突变. 相

似地, 与小鼠的 Trpc2 基因相比, 北极熊 Trpc2 基因

的非同义替换率和同义替换率的比值是 0.24, 显著

小于 1(P=1.2×1042, Z-test), 说明北极熊的 Trpc2也是

有功能的. 

联合已发表的 5 个海洋哺乳动物的 Trpc2 基因, 

用该基因的比对结果分析了 9 种海洋哺乳动物和小

鼠的系统发育关系. 在邻接法和 大简约法构建的

系统树中, 北极熊、水獭、4 个鳍脚类动物形成一个

单起源的分支且支持率为 99%, 而海牛与其他海洋

哺乳动物分开,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支系. 该结果与已

知的物种树是一致的, 说明本研究分析的 Trpc2 基因

是直系同源的 .  此外 ,  成对比较了小鼠和新测定

Trpc2 基因的序列一致性, 发现小鼠与南美海狮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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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洋哺乳动物 Trpc2 氨基酸序列的对位排列 

用小鼠犁鼻器特异表达的 Trpc2 做参考序列. ▼: 碱基插入; X: 移码突变; *: 无义突变; –: 对位排列间隔; ?: 未知片段. 对位排列上的数字表

示氨基酸位置, 每个外显子的起始位置已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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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洋哺乳动物 Trpc2 的移码突变和无义突变 a) 

分类阶元 俗名 物种名 
外显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鲸目                

须鲸亚目 长须鲸 B. physalus  ●●▲ – ● ▲  ●   ●▲ – – – 

齿鲸亚目 瓶鼻海豚 T. truncatus – ●▲ –   ● ●  – ▲ – – – 

食肉目                

鳍脚类 港海豹 P. vitulina  ▲ –   ●     – – – 

 斑海豹 P. largha – ▲ –   ●  –  –  – ●▲ 

 加州海狮 Z. californianus –          – – – 

 南美海狮 O. byronia –          – – – 

鼬科 水獭 L. lutra  ▲   ● –   ●  – – – 

熊科 北极熊 U. maritimus              

海牛目                

 西印度海牛 T. manatus   ▲   ●        

a) ●: 移码突变; ▲: 无义突变; , , , , : 物种间的共同突变; 粗体: 本研究新获取的序列; –: 没有获得的外显子; 没有标记的外显

子是完整的(无移码突变或无义突变) 

列一致性比例为 92.7%、与斑海豹为 89.2%、与北极

熊为 85.8%、与海牛为 84.3%; 在鳍脚类中, 南美海

狮与加州海狮的序列一致性比例为 99.5%, 斑海豹和

港海豹为 99.7%. 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研究对海

洋哺乳动物 Trpc2 基因扩增的准确性. 

3  讨论 

海洋哺乳动物经历了从陆地到水中生活的“二次

入水”进化事件, 在形态、结构和生理上发生了剧烈

变革, 因此, 一直是进化生物学家感兴趣的动物类群. 

然而, 动物水下嗅觉的进化机制仍然不清楚. 本研究

的数据包含所有 5 类海洋哺乳动物的代表物种, 提供

了海洋哺乳动物信息素嗅觉较为全面的进化分析. 

本研究的遗传学数据显示, 斑海豹和西印度海

牛的 Trpc2 基因是没有功能的, 即丢失信息素嗅觉; 

但是, 南美海狮和北极熊的 Trpc2 基因是有功能的, 

即拥有完整的信息素嗅觉功能. 该结果与早期的犁

鼻器系统的形态学研究完全一致. 例如, 对西印度海

牛鼻腔的检查中, 没有发现犁鼻器系统的任何组成

结构, 说明它的犁鼻器系统完全缺失[12], 这与西印度

海牛 Trpc2 的假基因化是一致的; 在北极熊和南美海

狮中, 本研究的遗传学数据提示, 它们有完整的犁鼻

器信号转导通路, 而这 2 个物种确实拥有功能完整的

犁鼻器系统 [13,14]; 尽管缺乏斑海豹犁鼻器系统的形

态学数据, 同属的另一个物种(港海豹)的犁鼻器系统

重要组成结构附属嗅球严重退化[14], 表明港海豹和

斑海豹很有可能同样缺失有功能的犁鼻器系统. 与

此预测一致的是, 这 2 个海豹的 Trpc2 基因有共同的

致死突变(表 2), 因此它们共同祖先的犁鼻器信号转

导已经被破坏. 

结合前人的研究数据[8], 本研究揭示了海洋哺乳

动物 5 个类群信息素嗅觉进化的普遍模式: 完全水生

的海牛类和鲸类失去信息素嗅觉; 鳍脚类的海狮和

海豹虽然都是半水生生活, 但是它们的犁鼻器嗅觉

有显著不同的进化模式, 即斑海豹和港海豹的犁鼻

器系统是没有功能的, 而加州海狮和北美海狮的犁

鼻器系统是有功能的; 北极熊和水獭类虽然都对水

的依赖度较小, 但它们的犁鼻器信号转导功能不同, 

即北极熊具有完整功能的犁鼻器系统, 水獭类没有. 

事实上, 大多数陆生哺乳动物的犁鼻器系统是有功

能的, 犁鼻器系统行使的信息素嗅觉在陆生哺乳动

物的生存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14]. 完全水生的鲸类和

海牛类缺乏信息素嗅觉是因为它们完全适应水生环境

而对陆生环境没有依赖[8]. 然而, 其他 3类海洋哺乳动

物, 尽管都是营半水栖生活, 信息素嗅觉的进化模式

却并不相同, 其背后的进化推动力还不清晰. 

为了探讨海洋哺乳动物信息素嗅觉的进化历史

和背后的进化推动力, 本研究检验了 3 个假说(图 2). 

(ⅰ) 检测了视觉补偿假说. 该假说是基于鸟类和狭

鼻灵长类具有更好的色觉, 可以部分补偿其信息素

嗅觉的功能缺失而提出的[4]. 然而, 视觉替换假说不

能解释海洋哺乳动物的信息素嗅觉进化. 例如, 无论

是具有单色觉的鲸类和海豹还是具有双色觉的海牛



敖亮等: 海洋哺乳动物信息素嗅觉的分子进化 
 

180 

和水獭都缺失信息素嗅觉; 在信息素嗅觉功能完整

的物种中, 海狮具有单色觉, 而北极熊具备双色觉. 

因此, 海洋哺乳动物信息素嗅觉功能的缺失并没有

被更好的色觉补偿, 尽管感觉补偿在其他哺乳动物

被发现[4,15,16]; (ⅱ) 检测了味觉是否能推动动物信息

素嗅觉的进化. 信息素嗅觉在蝾螈、蛇、负鼠和蝙蝠

等动物的觅食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7,18], 有人认

为, 一些鲸类嗅觉敏感性的降低可能与它们的味觉

能力提高相关 [19]. 然而 , 鳍脚类丢失了鲜觉和甜  

觉[20,21], 鲸类也丢失了鲜觉、甜觉、苦觉和咸觉等 4

种主要味觉[22], 本研究并没有发现海兽味觉的进化

和信息素嗅觉之间的联系. 例如, 无论是没有信息素

嗅觉的斑海豹或港海豹, 还是有信息素嗅觉的加州

海狮或南美海狮, 所有的鳍脚类都缺失鲜觉和甜觉

(图 2). 尽管多数海洋哺乳动物严重降低了信息素嗅

觉和味觉感受能力, 它们也缺少很多主要嗅觉系统

所需要功能成分 [17,23]. 很难解释为什么海洋哺乳动

物能够丢失如此众多感觉能力却仍然能在自然界中

存活. 此外, 海兽信息素嗅觉与其食性特征之间没有

相关性. 例如, 植食性的西印度海牛缺乏完整的信息

素嗅觉, 肉食性的鲸类、海豹和水獭也缺乏完整的信

息素嗅觉, 而肉食性的北极熊和海狮仍然保留有完

整的信息素嗅觉. 因此, 在海洋哺乳动物信息素嗅觉

的进化过程中, 味觉和食性并没有起到很重要的作

用; (ⅲ) 探索了交配环境是否能够推动水生哺乳动

物信息素嗅觉的进化. 本研究发现, 交配环境(水中

或者陆地)与信息素嗅觉功能(缺乏或者完整)有明显

相关性. 即有完整犁鼻器系统(即有完整的信息素嗅

觉功能)的 3 种海洋哺乳动物(2 种海狮和北极熊)在陆

地上交配, 其他的缺乏信息素嗅觉的动物都在水中

交配[24,25]. 在鳍脚类中, 海狮在陆地交配而大多数海

豹为了减少雄海豹袭击小海豹而在水中交配[25]. 因

此, 在陆地交配的海狮需要依赖信息素通讯, 而在水

下交配的大多数海豹则不需要. 本研究认为, 信息素

分子在水中被迅速稀释或减少能使得犁鼻器系统的

功能变得冗余, 进而导致犁鼻器系统功能限制的完

全消除. 因此, 交配环境在海洋哺乳动物犁鼻器嗅觉

进化中可能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当然, 需要保持谨慎, 

因为仍不知道这种相关性是正确的还是一种巧合 . 

将来的研究需要加入更多的海洋哺乳动物代表物种、

动物交配信息和其他生态因素, 才能进一步检测此

相关性是否具有普遍性. 无论如何, 生殖行为的多样

性可能是驱动动物信息素嗅觉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 脊椎动物的犁鼻器受体(V1Rs 和 V2Rs)可

以感知信息素, 因而也是研究信息素进化的重要分

子标记. 编码有功能的 V1Rs 基因数量与编码有功能

的 V2Rs 基因数量的比值能够用来追溯脊椎动物从水

生到陆生转变的进化历史[26]. 因为 V1Rs 可以识别空 

 

 
图 2  5 类海洋哺乳动物的物种树 

显示 Trpc2 基因序列的突变. 物种特异的移码突变或无义突变显示在末端分支上, 物种间的共同突变在祖先枝上表示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5 年  第 45 卷  第 2 期 
 

181 

气中的信息素分子, 而 V2Rs 能识别水溶性化学物 

质[27], V1Rs和V2Rs的功能差异可以很好地指示动物

对海洋和陆地的依赖程度. 本研究推测, 海洋哺乳动

物对陆地的依赖减少而对水环境的依赖, 可能会导

致它们V1Rs与V2Rs的比值偏低. 当然, 检验这个假

说需要依赖于大量的海洋哺乳动物基因组的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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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senosry gen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in the field of animal evolution. Mammals 
typically possess two olfactory systems: the main olfactory system (MOS) and the vomeronasal system (VNS). The 
VNS mainly detects intraspecific pheromonal cues released by animal individuals, and pheromone molecules play 
critical roles in regulating their reproductive and social behaviors. To understand the driving force underlying the 
evolution of pheromonal olfaction in marine animals, we analyzed the Trpc2 gene, an essential genetic component of 
pheromonal olfaction mediated by the VNS in four additional marine mammals alongside the published taxa that 
represent all five major groups of marine mamamls.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rpc2 is only expressed in the VNS, 
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intact Trpc2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VNS functionalit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groups (cetaceans and sirenians) appear to possess a Trpc2 pseudogene, and otters and one clade of pinnipeds 
(seals) also have a Trpc2 pseudogene, whereas polar bear and the other clade of pinnipeds (sea lions) retain an intact 
Trpc2 that is still under strong purifying selection, suggesting independent losses of VNS function (pheromonal 
olfaction) in multiple groups of marine mammals. We observed a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mating substrates and 
Trpc2 functionality. Specifically, three marine mammals with an intact Trpc2 largely copulate on land, while the 
remaining species without a functional Trpc2 copulate underwater, suggesting that mating substrate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pheromonal olfaction in marine mammals. This hypothesis will be tested in 
future if more taxa, mating observations and whole genome sequences of marine mammals ar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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