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８，４０（６）：１２４６～ １２５３ ＤＯＩ：１０．７５４０ ／ ｊ．ｙｎｕ．２０１８０５９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线粒体的遗传与胞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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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细胞分裂时，母细胞将细胞器分配到子细胞是极为重要的过程，线粒体也不例外．因为线粒体的特殊

性，即半自主性及母源遗传，使其在分配时与其他细胞器有所不同．该文前半部分主要介绍调节线粒体分配的

不同机制，这些机制通过线粒体融合与分裂，细胞器运输等方式确保将有功能的线粒体传递给后代，后半部分

综述了胚胎发育过程中线粒体母源遗传机制及遗传瓶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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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器存在于真核细胞内，体细胞增殖过程

中，细胞器必须被适当地分配给子细胞；在性腺遗

传中，许多有功能的细胞器必须被传递给子代，其
中线粒体的传代和分配是一个重要过程．根据内共

生性学说，线粒体来自于古细菌，除了接近原核的

表型外，线粒体还能进行融合与分裂，融合与分裂

的平衡能调控线粒体的结构．线粒体最重要的功能

是氧化磷酸化，为细胞提供能量，除此之外还有着

其他功能，例如调节细胞内钙稳态，神经信号通路，
细胞凋亡与免疫［１］ ．

线粒体有自己的基因组，无法从头合成，因此

子细胞中的线粒体 ＤＮＡ 需从母细胞继承．线粒体

在细胞分裂时通过生物合成以及分裂增加数目以

确保子细胞能继承足够的线粒体．线粒体分配与遗

传具有两个特点：首先，线粒体有自己的基因组

（ｍｔＤＮＡ）行使生物功能信息．每个线粒体包含一个

或多个 ｍｔＤＮＡ 分子，ｍｔＤＮＡ 与蛋白结合在一起形

成类核．在增殖细胞中，ｍｔＤＮＡ 与线粒体一样需要

被分配到子细胞中．其次，哺乳动物线粒体主要是

母系遗传．

１　 线粒体的形态与分布

线粒体为短杆状的亚细胞结构，内部有发达的

嵴以及富含电子的基质． 通过透射电镜观察到

ｍＥＳＣｓ 与 ｈＥＳＣｓ（ｍ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ＥＳＣｓ）中的线粒

体为不成熟的球状线粒体，主要分布在核周（ｐｅｒｉ⁃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有不甚发达的嵴与低电子密

度的基质，这些都与成熟线粒体的特征相反．通过

人工诱导产生的 ｉＰＳＣｓ 的线粒体也发生了由成熟向

不成熟形态的改变［２］，这一过程被称之为线粒体复

壮，这表明，线粒体可能参与细胞分化与重编程．

猪卵细胞在成熟、受精以及胚胎发育过程中，

线粒体在细胞内的分布一直在发生变化．卵细胞成

熟过程中线粒体向内细胞质迁移，受精后则聚集在

原核区，胚胎发育时期，线粒体则趋向于分布在核

周．用微管解聚剂处理后，线粒体的迁移受到影响，

而解聚微丝并不影响线粒体定位，表明在上述情况

中，线粒体的运输依赖微管而非微丝［３］ ．

２　 线粒体的遗传分配

细胞器遗传主要有两种假说：积极与消极．积

极的分配通过细胞器与细胞骨架结合运输实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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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线粒体在胞内的运输．消极的分配则不通过细胞

骨架，而是细胞器丰度增加，在分裂时随机分配到

子细胞中．虽然不知道具体机制，一般认为线粒体

是消极分配的．哺乳动物细胞多为均等分裂，消极

分配机制的存在是为了确定细胞器同质性与均匀

分配，因其分裂的对称性，不太适宜研究线粒体的

分配．相反，极性细胞例如出芽酵母在分裂时需要

线粒体的有效分配，更适宜作为研究对象．
２．１　 酿酒酵母中线粒体的积极分配　 在酿酒酵母

中，线粒体的数目随着细胞生长而增多．酿酒酵母

分裂时，子细胞在母细胞表面出芽，线粒体与其他

细胞器被不断转运到出芽部位，直到线粒体数目与

出芽体积达到一定比例，这是为了确保子细胞能继

承到足够的线粒体［４］ ．线粒体被运输到子细胞时，
存在相关机制将线粒体保留一部分在母细胞

内———皮层蛋白 Ｎｕｍ１ 与 Ｍｄｍ３６ 将线粒体锚定在

细胞膜上，参与调控线粒体的分布与分配［５］ ．
酿酒酵母出芽时，形成素分布在出芽处，将微

丝多聚化以作为线粒体运输的桥梁，因此在缺乏微

丝相关蛋白 Ａｒｐ２ ／ ３ 的突变体中，线粒体有着运动

功能障碍．肌球蛋白超家族有着保守的能结合微丝

的 ＡＴＰａｓｅ 结构域，因此参与细胞器运输［６］ ．有研究

表明，马达蛋白 Ｍｙｏ２ 直接参于线粒体向子细胞的

运输［６］ ．Ｍｙｏ６ 参与秀丽隐杆线虫精子发生过程中

多种细胞器的运输，例如线粒体，高尔基体以及内

质网［８］ ．Ｍｙｏ６ 还具有与其他肌球蛋白运输方向相

反的功能（其他肌球蛋白倾向于将物质运往细胞

外围），并将物质或膜运往胞内［９］ ．
酵母中，ＥＲＭＥＳ 是由 ４ 种蛋白组成的复合体．

Ｍｍｍ１ 锚定在内质网，Ｍｄｍ１０ 定位在线粒体外

膜［１０］，胞质蛋白 Ｍｄｍ１２ 与线粒体相关蛋白 Ｍｄｍ３４
将 Ｍｍｍ１ 与 Ｍｄｍ１０ 连 接 起 来［１１－１２］ ． Ｍｄｍ１０ 与

Ｍｄｍ１２ 最初被认为其主要功能为调控细胞分裂时

期线粒体形态与遗传［１３］，随后的研究揭示 Ｍｍｍ１，
Ｍｄｍ１０ 与 Ｍｄｍ１２ 介导线粒体与细胞骨架的连接

与极性转运［１４］，这 ３ 个蛋白组成跨膜蛋白复合体

ＭＳＡ———将线粒体外膜与细胞骨架，线粒体内膜与

线粒体 ＤＮＡ 连接起来，参与调控线粒体的运输与

遗传． 除 这 ３ 个 核 心 组 分 外， ＭＭＭ２， ＭＤＭ３１，
ＭＤＭ３２ 也参与该过程．ＥＲＭＥＳ 的突变导致 ｍｔＤＮＡ
缺失，进而被认为其与 ｍｔＤＮＡ 的维持有关［１５］，并
且研究发现 Ｍｍｍ１ 与 ｍｔＤＮＡ 之间存在共定位现

象［１６］ ．近来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一个新观点：ＥＲＭＥＳ

突变将导致不正常的线粒体遗传以及 ｍｔＤＮＡ 的缺

失．ＥＲＭＥＳ 受 Ｇｅｍ１ 调控，Ｇｅｍ１ 属于进化保守的

Ｍｉｒｏ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ｒｈｏ－ｌｉｋｅ） ＧＴＰａｓｅ 家族成员，是
线粒体外膜蛋白．Ｇｅｍ１ 与 ＥＲＭＥＳ 的突变体中，线
粒体形态异常，并且 ｍｔＤＮＡ 丢失［１７］ ．
２．２　 线粒体的消极分配 　 消极分配中，有丝分裂

时期线粒体将从细胞骨架上脱落，分布在胞质中．
也有矛盾的研究结果，即微管与肌动蛋白调节线粒

体遗传［１８］ ．处于分裂间期的线粒体通过与微管结

合移动，有丝分裂时期的线粒体从微管上脱离，定
位在细胞边缘，并且这种定位并不是由线粒体随着

细胞骨架的运输导致．在此阶段，对线粒体与细胞

骨架起连接作用的肌动蛋白与动力蛋白从线粒体

表面脱落，这是由 ＣＤＫ１ 与 Ａｕｒｏｒａ Ａ 介导的磷酸化

实现的，这些蛋白的脱落是正常有丝分裂进行所必

须的，若是阻止马达蛋白的脱落则导致细胞分裂异

常．直至有丝分裂末期，线粒体重新与微管结合．
Ｄ．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性腺发育最初源于胚胎后部

原生殖细胞（ＰＧＣｓ）的形成，随后 ＰＧＣｓ 转移至性

腺中．三龄幼虫的性腺发育，伴随着 ＰＧＣｓ 增殖，形
成生殖干细胞，越靠近卵巢的生殖干细胞越早发育

为成熟的卵．计数 Ｄ．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在各个发育时期

性腺 ｍｔＤＮＡ 的数目，发现线粒体在胚胎后部大量

累积，这种累积在卵子发生中期就开始了．胚胎后

部正是原生殖细胞形成及生殖质招募聚集所在的

部位．线粒体于此处的定位与卵子形成中期生殖质

招募无关，却恰巧与微管驱使的卵子细胞质流动同

时发生．研究表明，线粒体在胚胎后部的定位需要

细胞质流动，在线粒体定位之前富集在胚胎后部的

蛋白有 Ｏｓｋａｒ，Ｖａｓａ 与 Ｔｕｄｏｒ［１９］，最后确定维持线粒

体定位在胚胎后部需要的蛋白为 Ｌｏｎｇ Ｏｓｋａｒ．失去

Ｌｏｎｇ Ｏｓｋａｒ，ＰＧＣｓ 遗传到的 ｍｔＤＮＡ 会大量减少，因
此 Ｌｏｎｇ Ｏｓｋａｒ 在线粒体遗传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鉴定 Ｌｏｎｇ Ｏｓｋａｒ 在困住线粒体过程中参与其中的

其余蛋白组分，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为细胞骨架相关

蛋白．因此 Ｌｏｎｇ Ｏｓｋａｒ 有可能通过细胞骨架困住线

粒体．这种作用是线粒体特异性的，因为并未观察

到 Ｌｏｎｇ Ｏｓｋａｒ 困住内质网，高尔基体等细胞器．线
粒体在细胞中的转运是积极地，依赖细胞骨架，但
在线粒体遗传给后代时，分配似乎是消极的［２０］ ．
２．３　 线粒体动力与遗传分配　 线粒体形态从不断

分裂与融合中取得动态平衡．ＭＦＮ１ 与 ＭＦＮ２ 调节

ＯＭＭ （ ｏｕｔｅｒ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 的 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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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Ａ１ 与 ＭＦＮ１ 调节 ＩＭＭ（ ｉｎｎｅｒ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ｓ）的融合［２１］ ．ＤＲＰ１ 调节线粒体分裂，通过受

体招募至 ＯＭＭ 的包括 ＭＦＦ，ＭＩＤ４９，ＭＩＤ５１，ＦＩＳ１，
这些蛋白与 ＤＲＰ１ 共同参与线粒体的构建与分

裂［２２－２８］ ．线粒体的融合与分裂可能调控细胞的增

殖与分裂［２９］ ．分析线粒体的动力学与哺乳动物有

丝分裂时的遗传，发现处于分裂间期的海拉细胞线

粒体呈丝状，早期有丝分裂时线粒体变得片段化，
随机被分配到子细胞中，形态在子细胞中发生重

构，重新变为长条丝状．有丝分裂时期线粒体的分

裂（片段化）依赖线粒体分裂因子 Ｄｒｐ１，失去 Ｄｒｐ１
则有丝分裂时期的线粒体不会变为片段状［３０］ ．在
小鼠卵母细胞中过表达 Ｍｆｎ１ 或 Ｍｆｎ２ 导致线粒体

聚集，这表明在减数分裂时期，线粒体融合与分裂

之间的动态关系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３１］ ．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有丝分裂过程中线粒体的

分配与线粒体分裂有着相关联系．线粒体分裂 ＧＴ⁃
Ｐａｓｅ ＤＲＰ１ 调节．当细胞进入有丝分裂，线粒体分

裂增加———增强 ＤＲＰ１ 的功能以促进线粒体分裂，
同时通过 ＭＡＲＣＨ－Ｖ 降解 ＭＦＮ１ 以抑制线粒体融

合．有丝分裂激酶 Ａｕｒｏｒａ Ａ 定位在线粒体，在 Ｓ１９４
处磷酸化 ＧＴＰａｓｅ ＲａｌＡ， ＲａｌＡ 作用于其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ＲａｌＢＰ１ 之后，ＲａｌＢＰ１ 与 ｃｙｃｌｉｎ Ｂ ／ Ｃｄｋ１ 进一步磷酸

化 Ｄｒｐ１ 的 Ｓ６１６［３２－３４］ ．失去 ＲａｌＡ 或 ＲａｌＢＰ１ 导致线

粒体无法在有丝分裂时分裂，线粒体也不能正常地

被分配到子细胞中［３５］ ．拟南芥中，这样的研究也取

得了相似的结果［３６］ ．

３　 线粒体的胞内运输

线粒体在细胞内的分布依赖细胞骨架．根据组

织与细胞类型的不同，线粒体与不同的细胞骨架发

挥作用．一般来说，线粒体的长距离迁移依靠微管，
短时间内的快速迁移依赖微丝．线粒体与微管的共

定位已经了解了很多，用微管解聚物处理后，线粒

体的分布发生改变，共定位也会消失［３７］ ．由肌球蛋

白驱动，依赖微丝的线粒体转运已有所研究，例如

前文所提的 Ｍｙｏ２ 和 Ｍｙｏ６．在真菌中，线粒体依赖

细胞骨架进行运输则表现得十分多样：分裂酵母

Ｓｃｈｉｚ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ｐｏｍｂｅ 与丝状真菌 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
ｃｒａｓｓａ 依赖微管运输线粒体，而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
ｖｉｓｉａｅ 与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ｎｉｄｕｌａｎｓ 则依赖微丝［３８］ ．肌动蛋

白丝也起到调节线粒体分布的作用，在神经中，肌
动蛋白骨架起着招募线粒体到突触前末端与树突

的功能［３９－４０］ ．马达蛋白依赖微管运输线粒体：驱动

蛋白向微管聚合的方向（正向）运输，动力蛋白则

向解聚的方向（反向）运输．
许多驱动蛋白超家族 （ ｋｉｎｅｓｉｎ 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ＫＩＦ）成员参与线粒体运输，例如 ＫＩＦ５ 分布在大脑

神经细胞中，与 Ｍｉｒｏ，Ｍｉｌｔｏｎ 结合为复合体，通过线

粒体的正向运输调节其在细胞内的分布，表达功能

缺陷的 ＫＩＦ５ 则阻断线粒体的运输．在哺乳动物上

皮细胞中，过表达 Ｍｉｌｔｏｎ 与 ＫＩＦ５Ｂ 导致线粒体聚

集在细胞边缘，敲降 ＫＩＦ５Ｂ 后线粒体在核周积

累［４１］ ．
人类 ＨＥＫ２９３Ｔ 细胞中，线粒体蛋白 ｍｉｒｏ 的两

个 ｐａｒａｌｏｇｕｅ：Ｍｉｒｏ１ 与 Ｍｉｒｏ２ 为 Ｒｈｏ 样的小 ＧＴＰａｓ⁃
ｅｓ，进化保守，有着 ＥＦ－ｈａｎｄ Ｃａ２＋ 结合结构域与 Ｃ
端跨膜结构，定位在线粒体外膜［４２］ ．通过 ＩＰ 确定

两者可能为同一个蛋白复合体的组成成分．有研究

表明，ＫＯ Ｍｉｒｏ１ 后线粒体便不能分散到细胞外围，
表明 Ｍｉｒｏ１ 参与了线粒体的运输［４３］ ．通过进一步的

检测，Ｃｅｎｐ－Ｆ（ｃｅｎｔｒｏｍｅｒ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也在该复合体

中．Ｃｅｎｐ－Ｆ 是微管结合蛋白，介导线粒体与细胞骨

架互相作用，它通过与 Ｍｉｒｏ１ 与 Ｍｉｒｏ２ 作用被招募

至线粒体，Ｃｅｎｐ－Ｆ 结合至不断延长的微管上，线粒

体在 Ｃｅｎｐ－Ｆ 的连接下在微管上移动．Ｃｅｎｐ－Ｆ 的招

募是否与细胞分裂时线粒体的分配有关？ Ｃｅｎｐ－Ｆ
缺陷的细胞表现出线粒体主要集中在核周的表型，
因此，Ｍｉｒｏ 与 Ｃｅｎｐ－Ｆ 共同调节线粒体在细胞内的

分布．有丝分裂细胞黏着性低，因此无法确定细胞

形态的改变是否影响线粒体分布，或是相反，线粒

体分布缺陷影响细胞形态［４４］ ．
Ｓｙｎｔａｂｕｌｉｎ，ＦＥＺ１，ＲａｎＢＰ２， ＴＲＡＫｓ 与 Ｍｉｒｏ 作

为线粒体与细胞骨架的衔接蛋白发挥作用［４５－４７］ ．
Ｍｉｒｏ，Ｍｉｌｔｏｎ 与马达动力蛋白结合成复合体，Ｍｉｒｏ
或 Ｍｉｌｔｏｎ 的功能缺失导致线粒体分布改变．最近有

研究表明 Ｍｉｒｏ 与 Ｍｉｌｔｏｎ 也能与动力马达蛋白结合

作用于线粒体反向运输［４８］ ．哺乳动物中，Ｍｉｌｔｏｎ 有

两个 ｏｒｔｈｏｌｏｇｕｅ：ＴＲＡＫ１ 与 ＴＲＡＫ２． ＴＲＡＫ１ 多定位

在轴突，ＴＲＡＫ２ 定位在树突，此两者与 Ｍｉｒｏ１，Ｍｉ⁃
ｒｏ２，马达蛋白形成复合体［４９－５０］ ．ＴＲＡＫ 不仅能直接

与 ＫＩＦ５ 结合，还能通过 ｐ１５０ 与微管结合．近来研

究表明，ＴＲＡＫ 受 Ｏ 型糖基化调控，进而影响线粒

体运输［５１］ ．ＴＲＡＫ 还与线粒体融合机制有关，Ｍｆｎ２
与 Ｍｉｒｏ２ 共同调节线粒体运输［５２］ ．Ｍｉｒｏ 蛋白同时还

是关键的钙离子感受器，通过 ＥＦ ｈａｎｄ 结构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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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离子，进而调控线粒体停止［５３－５６］ ．

４　 线粒体 ＤＮＡ 动力与遗传

４．１　 性腺 ｍｔＤＮＡ 的动力学与遗传　 线粒体 ＤＮＡ
（ｍｉｔｏＤＮＡ）是环状或线性的双链分子，不同物种之

间线粒体差别很大．一般动物细胞中的线粒体基因

组为环状，大小 １０～ ３９ ｋｂ．四膜虫属和草履虫等原

生动物为线性分子，约 ５０ ｋｂ．植物的线粒体基因组

更大且更复杂，２００ ～ ２ ５００ ｋｂ［５７］ ．ｍｔＤＮＡ 能合成部

分线粒体必须蛋白，主要包含 ２ 种 ｒＲＮＡ（１２Ｓ 及

１６Ｓ），２２ 种 ｔＲＮＡ，１３ 种多肽（每种约含 ５０ 个氨基

酸残基） ．
一个哺乳动物细胞大约包含 １００ 个线粒体，每

个线粒体含有 ２ ～ １０ 个 ｍｔＤＮＡ 拷贝数［５８］，如果细

胞内所有这些线粒体 ＤＮＡ 分子上的某一基因座都

同为正常基因或同为突变基因，则该细胞为纯质

的，反之则该细胞为异质的，称异质性，因此 ｍｔＤ⁃
ＮＡ 突变通常为异质性．追踪人类进化世系中 ｍｔＤ⁃
ＮＡ 的基因型，发现线粒体脑肌病患者带有严重的

ｍｔＤＮＡ 异质性，随着近代测序技术的发展，人体内

大部分组织细胞中，低水平的 ｍｔＤＮＡ 异质性是极

为正常的．ｍｔＤＮＡ 异质性源于两个方面：母系遗传

或自发突变．子代 ｍｔＤＮＡ 的异质性与母体中检测

到的相同．在组织发育过程中，ｍｔＤＮＡ 突变是可能

发生的．
细胞或组织只有积累了大量的突变 ｍｔＤＮＡ 才

会表现出 ＯＸＰＨＯＳ 功能缺陷，在小鼠与人类细胞

中，突变的 ｍｔＤＮＡ 可通过线粒体不断的融合与分

裂得到缓解．当线粒体 ＤＮＡ 发生可致病的重复、缺
失或点突变，并遗传给后代时，后代会有相应的几

率患病———一系列总称为脑肌病的疾病，这些疾病

有着非常大范围的临床病症，主要影响骨骼肌，心
肌，神经与大脑这些高度代谢活跃的组织，例如眼

肌麻痹、视网膜变性及心肌综合症等．
关于雌性性腺中线粒体的质量控制，两个带致

病突变 ｍｔＤＮＡ 的细胞系的实验结果表明，存在选

择性纯化 ｍｔＤＮＡ 以维持 ｍｔＤＮＡ 正常发挥其功能

的方法．有着严重致病突变 ｍｔＤＮＡ（例如大片段删

除）的雌鼠，在卵子发生时表现出致病 ｍｔＤＮＡ 的选

择性清除．这样的雌鼠后代会有更低的 ｍｔＤＮＡ 致

病的可能［５９－６０］ ．这些研究表现了一种“选择纯化”
的机制，有助于保持能正常行使功能的 ｍｔＤＮＡ，清
除致病 ｍｔＤＮＡ．关于这个质量控制的分子机制，目

前我们仍知之甚少．甚至是很严重的 ｍｔＤＮＡ 突变，
例如大片段删除，数量上如果没有超过一定的阈

值，也不会导致氧化磷酸化缺陷．
４．２　 线粒体 ＤＮＡ 的瓶颈效应　 ｍｔＤＮＡ 遗传瓶颈

效应指的是在线粒体 ＤＮＡ 遗传过程中，仅有一小

部分的线粒体 ＤＮＡ 能“被选中”在后代个体中保

留下来．线粒体 ＤＮＡ 瓶颈效应主要发生在两个时

期：卵子发生时期以及胚胎发育时期．第 １ 次瓶颈

效应早于卵母细胞成熟，使成熟的卵母细胞中线粒

体 ＤＮＡ 异质性降低，至于线粒体 ＤＮＡ 的选择性保

留机制目前尚未明了．有研究结果指向这样一种猜

测：卵子发生时清除的是易致病的 ｍｔＤＮＡ，即母体

自身存在清除缺陷线粒体 ＤＮＡ 的机制．另一次瓶

颈效应发生在胚胎发育时期，体细胞线粒体 ＤＮＡ
异质性明显下降，目前仍不清楚生殖细胞与体细胞

线粒体 ＤＮＡ 遗传瓶颈之间的联系与差别［６１－６２］ ．
４．３　 父源 ｍｔＤＮＡ 的清除　 过去的研究确定线粒

体的遗传是母源性的．虽然 ｍｔＤＮＡ 的单亲遗传在

真核生物中广泛存在，其进化保守机制未知．ｍｔＤ⁃
ＮＡ 自然发生的多态性对线粒体功能的影响微不

足道，很奇怪的是将其与野生型 ｍｔＤＮＡ 等量混合

后对后代有害［６３］，即使是在两个野生型 ｍｔＤＮＡ 基

因型中，也会发生选择性遗传，异质性会对代谢与

行为产生影响，并且两种对等的 ｍｔＤＮＡ 遗传也大

不相同．单亲遗传线粒体有可能是用于保证 ｍｔＤＮＡ
同质性的方法．过去认为，胞质遗传也能依赖配子

大小，精子含有较少的胞质，与卵子相比，含有更少

的线粒体．然而，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ｍｏｎａｓ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ｉｉ 拥有相

同大小的配子，依然表现出 ｍｔＤＮＡ 的单亲遗传．
受精前，在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中，精细胞

发育为精子，精子中 ｍｔＤＮＡ 的清除依赖 ＥｎｄｏＧ，突
变 ＥｎｄｏＧ 则精子中 ｍｔＤＮＡ 依然存在．然而，受精后

依然检测不出父源 ｍｔＤＮＡ［６４］ ．在 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ｅｌｅ⁃
ｇａｎｓ 中，雄性精子线粒体表达一种被称作 ＣＰＳ－６
的核酸内切酶 Ｇ，ｅｎｄｏＧ 能降解父源线粒体 ＤＮＡ，
并且主要破坏线粒体内膜的完整性，受精后父源线

粒体通过 ｍｉｔｏｐｈａｇｙ 的方式得以清除：受精后一段

时间内自噬发生，自噬体被招募至父源线粒体，父
源线粒体被降解［６５］ ．自噬途径若是被中断，则父源

线粒体得以保留．通过自噬降解父源线粒体在小鼠

中也有所研究，表明自噬降解父源线粒体是物种间

保守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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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　 结

总体看来，线粒体遗传在功能上与多种机制相

关：线粒体迁移与锚定，线粒体动力学平衡，ｍｔＤＮＡ
与 ＥＲ 之间的联系，线粒体分裂与遗传．尽管机制

如此复杂，并涉及多方面的调控，我们对这些机制

内在联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仍然有许多分子组成

与功能留待揭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线粒体分布与衰老密不

可分．在酿酒酵母的整个生活周期中，只产生有限

数目的子细胞．在酿酒酵母不对称分裂过程中，有
活力的，健康的细胞组分会优先分配到子细胞，受
损的组分则被留在母细胞内．线粒体质量控制与遗

传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揭示，因此在未来

的数十年内，线粒体遗传将一直会是个激动人心的

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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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ｒ Ｂｉｏｌ，２０００，１０（２３）：１ ４８９⁃１ ４９６．
［９］ 　 ＴＩＴＵＳ Ｍ Ａ．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ｓｉｎ ＶＩ［Ｊ］ ．Ｃｕｒｒ

Ｂｉｏｌ，２０００，１０（８）：Ｒ２９４⁃Ｒ２９７．
［１０］ 　 ＳＯＧＯ Ｌ Ｆ，ＹＡＦＦＥ Ｍ 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Ｍｄｍ１０ｐ，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１９９４，１２６（６）：１ ３６１⁃１ ３７３．

［１１］ 　 ＢＯＬＤＯＧＨ Ｉ Ｒ，ＮＯＷＡＫＯＷＳＫＩ Ｄ Ｗ，ＹＡＮＧ Ｈ Ｃ．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ｄｍ１０ｐ， Ｍｄｍ１２ｐ， ａｎｄ
Ｍｍｍ１ｐｌｉｎｋ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ｃｙｔ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Ｊ］ ．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Ｃｅｌｌ，２００３，１４（１１）：４ ６１８⁃４ ６２７．

［１２］ 　 ＹＯＵＮＧＭＡＮ Ｍ Ｊ，ＨＯＢＢＳ Ａ Ｅ Ａ，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 Ｍ．
Ｍｍｍ２ｐ，ａ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ｙｅａｓｔ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ｔＤＮＡ ｎｕｃｌｅｏｉｄｓ［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４，１６４（５）：
６７７⁃６８８．

［１３］ 　 ＢＥＲＧＥＲ Ｋ Ｈ，ＳＯＧＯ Ｌ Ｆ，ＹＡＦＦＥ Ｍ Ｐ．Ｍｄｍ１２ｐ，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ｙｅａｓｔ［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１９９７，１３６（３）：５４５⁃５５３．

［１４］ 　 ＢＯＬＤＯＧＨ Ｉ，ＶＯＪＴＯＶ Ｎ，ＫＡＲＭＯＮ Ｓ，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ｎ ｃｙｔ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ｉｎ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ｙｅａｓ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Ｍｍｍ１ｐ ａｎｄ Ｍｄｍ１０ｐ［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１９９８，１４１（６）：１ ３７１⁃１ ３８１．

［１５］ 　 ＨＯＢＢＳ Ａ Ｅ，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Ｍ，ＭＣＣＡＦＦＥＲＹ Ｊ Ｍ，ｅｔ
ａｌ．Ｍｍｍ１ｐ，ａ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ＮＡ （ｍｔＤＮＡ） ｎｕｃｌｅ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ｍｔＤＮＡ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１，
１５２（２）：４０１⁃４１０．

［１６］ 　 ＭＥＥＵＳＥＮ Ｓ，ＮＵＮＮＡＲＩ Ｊ．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ｔｗｏ 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ＮＡ ｒｅｐｌｉ⁃
ｓｏｍｅ［Ｊ］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３，１６３（３）：５０３⁃５１０．

［１７］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Ｒ Ｌ，ＭＣＣＡＦＦＥＲＹ Ｊ Ｍ，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Ｋ Ｗ，ｅｔ ａｌ．Ｙｅａｓｔ ｍｉｒｏ ＧＴＰａｓｅ，ｇｅｍ１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ｖｉａ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４，１６７（１）：８７⁃９８．

［１８］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 Ｊ， ＭＡＮＤＡＴＯ Ｃ Ａ．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ｏｃａｌ⁃
ｉｚ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ｆｕｒｒｏｗ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ｓ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８）：ｅ７２８８６⁃ｅ７２８８６．

［１９］ 　 ＢＡＲＤＳＬＥＹ Ａ，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Ｋ，ＢＯＳＷＥＬＬ Ｒ 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ｄ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ｅｍｂｒｙｏ ｓｕｇ⁃
ｇｅｓｔ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ｔ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Ｊ］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３，１１９（１）：２０７⁃２１９．

［２０］ 　 ＨＵＲＤ ＴＲ，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Ｂ，ＳＡＵＥＲＷＡＬＤ Ｊ ．Ｌｏｎｇ ｏｓ⁃
ｋ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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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Ｊ］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ｅｌｌ，２０１６，３９ （ ５）：
５６０⁃５７１．

［２１］ 　 ＯＴＥＲＡ Ｈ，ＭＩＨＡＲＡ Ｋ．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 ．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１，１４９（３）：２４１⁃２５１．

［２２］ 　 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Ｂ．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ｌ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０，１１
（１２）：８７２⁃８８４．

［２３］ 　 ＹＯＯＮ Ｙ，ＫＲＵＥＧＥＲ Ｅ Ｗ，ＯＳＷＡＬＤ Ｂ Ｊ，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Ｆｉｓ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
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ｎ－ｌｉｋ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ＤＬＰ１［ Ｊ］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３，
２３（１５）：５ ４０９⁃５ ４２０．

［２４］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Ｅ Ｅ，ＧＲＡＵＭＡＮＮ Ｊ，ＣＨＡＮ Ｄ Ｃ．Ｔｈｅ ＷＤ４０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ａｆ４ｐ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
ｓ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ｕｉｔｓ Ｄｎｍ１ｐ ｔｏ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Ｊ］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５，１７０（２）：２３７⁃４８．

［２５］ 　 ＪＯＦＵＫＵ Ａ，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Ｎ，ＭＩＨＡＲＡ 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ｒａｔ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１，ｔｈｅ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
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０５，３３３（２）：６５０⁃６５９．

［２６］ 　 ＫＡＲＲＥＮ Ｍ Ａ，ＣＯＯＮＲＯＤ Ｅ 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 Ｋ，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ｓ１ｐ－Ｍｄｖ１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５，
１７１（２）：２９１⁃３０１．

［２７］ 　 ＮＡＹＬＯＲ Ｋ，ＩＮＧＥＲＭＡＮ Ｅ，ＯＫＲＥＧＬＡＫ Ｖ．Ｍｄｖ１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ｄｎｍ１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Ｊ］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６，２８１（４）：２ １７７⁃１ ７８３．

［２８］ 　 ＳＴＯＪＡＮＯＶＳＫＩ Ｄ，ＫＯＵＴＳＯＰＯＵＬＯＳ Ｏ Ｓ，ＯＫＡＭＯＴＯ
Ｋ，ｅｔ ａｌ．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Ｆｉｓ１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 ．Ｊ Ｃｅｌｌ
Ｓｃｉ，２００４，１１７（７）：１ ２０１⁃１ ２１０．

［２９］ 　 ＴＥＳＬＡＡ Ｔ，ＴＥＩＴＥＬＬ Ｍ Ａ．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Ｊ］ ．Ｅｍｂｏ Ｊ，２０１５，３４（２）：１３８⁃
１５３．

［３０］ 　 ＴＡＧＵＣＨＩ Ｎ Ｉ，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Ｎ，ＪＯＦＵＫＵ Ａ，ｅｔ ａｌ．Ｍｉｔｏｔ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ＴＰａｓｅ Ｄｒｐ１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７，２８２（１５）：１１ ５２１⁃１１ ５２９．

［３１］ 　 ＷＡＫＡＩ Ｔ，ＨＡＲＡＤＡ Ｙ，ＭＩＹＡＤＯ Ｋ，ｅｔ 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ｍｉｔｏｆｕｓｉｎｓ ｄｅｆ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
ｅｌ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ｏｏｃｙｔｅ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Ｍｏｌ Ｈｕｍ Ｒｅｐｒｏｄ， ２０１４， ２０ （ １１）：
１ ０９０⁃１ １００．

［３２］ 　 ＴＡＧＵＣＨＩ Ｎ，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Ｎ，ＪＯＦＵＫＵ Ａ，ｅｔ ａｌ．Ｍｉｔｏｔ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ＴＰａｓｅ Ｄｒｐ１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７，２８２：１１ ５２１⁃１１ ５２９．
［３３］ 　 ＣＡＭＯＮＩＳ Ｊ Ｈ，ＷＨＩＴＥ Ｍ Ａ．Ｒａｌ ＧＴＰａｓｅｓ：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ｏｃｙｓｔ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Ｊ］ ．Ｔｒｅｎｄｓ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５，
１５（６）：３２７⁃３３２．

［３４］ 　 ＦＥＩＧ Ｌ Ａ．Ｒａｌ－ＧＴＰａｓ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１５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ｅ［Ｊ］ ．Ｔｒｅｎｄｓ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３，１３（８）：４１９⁃４２５．

［３５］ 　 ＫＡＳＨＡＴＵＳ Ｄ Ｆ Ｉ，ＬＩＭ Ｋ Ｈ，ＢＲＡＤＹ Ｄ Ｃ．ＲａｌＡ ａｎｄ
ＲａｌＢＰ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ａｔ ｍｉｔｏｓｉｓ ［ Ｊ］ ．
Ｎａｔ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１３（９）：１ １０８⁃１ １１５．

［３６］ 　 ＷＡＮＧ Ｆ，ＬＩＵ Ｐ，ＺＨＡＮＧｇ Ｑ，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ｎ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ｔ⁃
ＤＲＰ３Ａ ／ ３Ｂ） ｓｙｎｅｒｇ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ｐｒｏ⁃
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ｉｔｏｓｉ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Ｃｅｌｌ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７２（１）：４３⁃５６．

［３７］ 　 ＢＡＬＬ Ｅ Ｈ，ＳＩＮＧＥＲ Ｓ Ｊ．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１９８２，
７９（１）：１２３⁃１２６．

［３８］ 　 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Ｂ．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ｙｅａｓｔ
［Ｊ］ ．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２０１４，１８３７ （ ７）：１ ０３９⁃
１ ０４６．

［３９］ 　 ＳＨＥＮＧ Ｚ Ｈ，ＣＡＩ Ｑ．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ｎｅｕ⁃
ｒｏｎｓ：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１２，１３（２）：７７⁃９３．

［４０］ 　 ＤＥＶＩＲＥＤＤＹ Ｓ，ＳＵＮＧ Ｈ，ＬＩＡＯ Ｐ Ｃ，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ｚｙｍｏｌ⁃
ｏｇｙ［Ｊ］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ｚｙ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５４７（１）：１３１⁃
１５０．

［４１］ 　 ＴＡＮＡＫＡ Ｙ，ＫＡＮＡＩ Ｙ，ＯＫＡＤＡ Ｙ，ｅｔ 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ｄｉｓ⁃
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ｋｉｎｅｓ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ｃｈａｉｎ，
ｋｉｆ５Ｂ，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ｐｅｒｉ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Ｊ］ ．Ｃｅｌｌ，１９９８，９３（７）：１ １４７⁃１ １５８．

［４２］ 　 ＢＩＲＳＡ Ｎ，ＮＯＲＫＥＴＴ Ｒ，ＨＩＧＧＳ Ｎ．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ｆ⁃
ｆｉ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ＧＴＰａｓ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４１（６）：１ ５２５．

［４３］ 　 ＮＧＵＹＥＮ Ｔ Ｔ，ｅｔ ａｌ．Ｌｏｓｓ ｏｆ Ｍｉｒｏ１－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ｕｒ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１１１
（３５）：３ ６３１⁃３ ６４０．

［４４］ 　 ＫＡＮＦＥＲ Ｇ，ＣＯＵＲＴＨÉＯＵＸ Ｔ，ＰＥＴＥＲＫＡ Ｍ．Ｍｉｔｏｔｉｃ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ｙ Ｍｉｒｏ ａｎｄ
Ｃｅｎｐ－Ｆ［Ｊ］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６：８ ０１５．

［４５］ 　 ＭＡＣＡＳＫＩＬＬ Ａ Ｆ，ＫＩＴＴＬＥＲ Ｊ 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１０２⁃１１２．

［４６］ 　 ＣＡＩ Ｑ，ＧＥＲＷＩＮ Ｃ，ＳＨＥＮＧ Ｚ Ｈ．Ｓｙｎｔａｂｕｌ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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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ｄ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ｌｏｎｇ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５，１７０（６）：９５９⁃９６９．

［４７］ 　 ＣＨＯ Ｋ Ｉ，ＣＡＩ Ｙ，ＹＩ Ｈ，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ｓｉｎ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ＲａｎＢＰ２ ｔｏ ＫＩＦ５Ｂ ａｎｄ ＫＩＦ５Ｃ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Ｔｒａｆｆｉｃ，２００７，８（１２）：１ ７２２⁃１ ７３５．

［４８］ 　 ｖａｎ ＳＰＲＯＮＳＥＮ Ｍ，ｅｔ ａｌ．ＴＲＡＫ ／ Ｍｉｌｔｏｎ ｍｏｔｏｒ－ａｄａｐ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ｓｔｅｅｒ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ａｘ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ｄｒｉｔｅｓ［Ｊ］ ．Ｎｅｕｒｏｎ，２０１３，７７（３）：４８５⁃５０２．

［４９］ 　 ＢＲＩＣＫＬＥＹ Ｋ，ＳＭＩＴＨ Ｍ Ｊ，ＢＥＣＫ Ｍ，ｅｔ ａｌ． ＧＲＩＦ－ １
ａｎｄ ＯＩＰ１０６，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ｇｅ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ｃｏｉｌｅｄ
－ｃｏｉ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ｗｉｔｈ ｋｉｎｅｓｉｎ ［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５， ２８０： １４ ７２３⁃
１４ ７３２．

［５０］ 　 ＳＭＩＴＨ Ｍ Ｊ，ＰＯＺＯ Ｋ，ＢＲＩＣＫＬＥＹ Ｋ，ｅｔ 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ＩＦ － １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ｓｉｎ，ＫＩＦ５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ｓ ａ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ＧＲＩＦ－１ ａｓ ａｎ ａｄａｐ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ｄ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ｇｏｅｓ ［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６，２８１（３７）：２７ ２１６⁃２７ ２２８．

［５１］ 　 ＩＹＥＲ Ｓ Ｐ，ＡＫＩＭＯＴＯ Ｙ，ＨＡＲＴ Ｇ Ｗ．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ｃｏｉｌｅｄ － ｃｏｉ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Ｏ－ＧｌｃＮＡ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Ｊ］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３，２７８（７）：５ ３９９⁃５ ４０９．

［５２］ 　 ＳＡＯＴＯＭＥ Ｍ，ＳＡＦＩＵＬＩＮＡ Ｄ，ＳＺＡＢＡＤＫＡＩ Ｇ，ｅｔ ａｌ．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ｒｏ ＧＴＰａｓｅ［Ｊ］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２００８，１０５（５２）：２０ ７２８⁃２０ ７３３．

［５３］ 　 ＷＡＮＧ Ｘ，ＳＣＨＷＡＲＺ Ｔ Ｌ．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ａ２＋－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ｎｅｓ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Ｊ］ ．Ｃｅｌｌ，２００９，１３６（１）：１６３⁃１７４．

［５４］ 　 ＣＨＥＮ Ｙ，ＳＨＥＮＧ Ｚ Ｈ．Ｋｉｎｅｓｉｎ－１－ｓｙｎｔａｐｈｉｌｉ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ｘｏｎａｌ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Ｊ］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３５１⁃
３６４．

［５５］ 　 ＫＡＮＧ Ｊ Ｓ，ＴＩＡＮ Ｊ Ｈ，ＰＡＮ Ｐ Ｙ，ｅｔ ａｌ．Ｄｏ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ｘ⁃
ｏｎａ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ｂｙ ｓｙｎｔａｐｈｉｌ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ｅｌｌ，２００８，１３２
（１）：１３７⁃４８．

［５６］ 　 ＣＨＥＮ Ｙ，ＳＨＥＮＧ Ｚ Ｈ．Ｋｉｎｅｓｉｎ－１－ｓｙｎｔａｐｈｉｌｉ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ｘｏｎａｌ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Ｊ］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３５１⁃
３６４．

［５７］ 　 戴灼华．遗传学［Ｍ］ ． ２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２３９．
ＤＡＩ Ｚ Ｈ．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Ｍ］ ．２ｎｄ 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２３９．

［５８］ 　 ＲＯＢＩＮ Ｅ Ｄ，ＷＯＮＧ Ｒ．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Ｎ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ｐｅｒ ｃｅｌｌ ｉｎ ｍａｍｍａ⁃
ｌｉａｎ ｃｅｌｌｓ［Ｊ］ ．Ｊ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８８，１３６（３）：５０７⁃５１３．

［５９］ 　 ＦＡＮ Ｗ，ＷＡＹＭＩＲＥ Ｋ Ｇ，ＮＡＲＵＬＡ Ｎ，ｅｔ ａｌ．Ａ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ｇｅｒｍｌｉｎｅ ｓｅｌ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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