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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十年來遺傳證據顯示，物種間因雜交而導致基因漸滲，是普遍存
在的現象，而基因漸滲是否能作為物種適應性演化的基礎，變日漸
成為演化生物學所亟鬱回答的問題。本計劃以目前已知在分化過程
中曾存在基因流(gene flow) 的台灣特有鳥類小彎嘴畫眉
(Pomatorhinus. musicus) 及其亞洲大陸姐妹群(棕頸鉤嘴鶥P.
ruficollis) 為研究對象，以族群基因組(population genomics)
分析，偵測小彎嘴畫眉基因組中，可能因基因漸滲獲得的部位，探
討物種適應的遺傳基礎，除了產生新的遺傳變異或利用既有的遺傳
變異之外的另一個可能效果。本計畫先後兩次以三世代定序組裝小
彎嘴畫眉參考基因組序列，並以Hi-C技術將第二次定序所得基因組
組裝成染色體水平的參考基因組。而PCA及貝氏聚群分析結果支持
，小彎嘴畫眉的確為一獨立演化支系；Treemix分析結果支持族群有
從大陸華中、華東棕頸勾嘴鶥族群基因流向至台灣小彎嘴畫眉的基
因流。我們用ABBA分析尋找小彎嘴畫眉基因組中基因漸滲而來的區
域，其中包含14個基因可能與細胞分裂、有絲分裂、金屬結合、炎
症反應等有關。目前台灣小彎嘴畫眉基因組中受正向選擇區域的分
析尚未完成。

中文關鍵詞： 小彎嘴畫眉, 基因漸滲, 基因組

英 文 摘 要 ： Recent genetic data suggested that genetic introgression is
common among different evolutionary lineages. It raised an
issue whether it could serve as an important genetic source
for adaptive evolution. This project used Taiwan's
Pomatorhinus musicus and its sister group P. ruficollis,
which are known to have gene flow during their species
process as a system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genetic
introgression in adaptive evolution. We firstly de novo
sequenced and assemble a draft genome for a P. muscicus
individual. We used Hi-C technology to assemble this genome
to chromosome level. Then we used population genomic
approach to detect the candidate introgressed genomic
regions in P. musicus population. Our results of PCA and
Baysesian clustering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aiwan endemic
P. musicus is indeed an independent evolutionary lineage;
however, results of Treemix analysis supported that there
had gene flow from P. fuficollis into P. mussicus. We used
ABBA analysis to identify potential genomic introgressed
regions in P. mussicus genomes. Among them, 14 may be
relate gene to cell division, mitosis, metal bond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but it is still not clear that it is
related to adaptation. We are still conducting analysis to
identify which genomic regions of P. mussicus had under
positive selection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introgression for adaptive evolution.

英文關鍵詞： Pomatorhinus. musicus,  introgression, genome



摘要 

近十年來遺傳證據顯示，物種間因雜交而導致基因漸滲，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而基因漸滲是否能作為物種適應性演化的基礎，變日漸成為演化生物學所亟鬱回答

的問題。本計劃以目前已知在分化過程中曾存在基因流(gene flow) 的台灣特有鳥

類小彎嘴畫眉(Pomatorhinus. musicus) 及其亞洲大陸姐妹群(棕頸鉤嘴鶥 P. 

ruficollis) 為研究對象，以族群基因組(population genomics) 分析，偵測小彎嘴畫

眉基因組中，可能因基因漸滲獲得的部位，探討物種適應的遺傳基礎，除了產生新

的遺傳變異或利用既有的遺傳變異之外的另一個可能效果。本計畫先後兩次以三世

代定序組裝小彎嘴畫眉參考基因組序列，並以 Hi-C技術將第二次定序所得基因組

組裝成染色體水平的參考基因組。而 PCA及貝氏聚群分析結果支持，小彎嘴畫眉

的確為一獨立演化支系；Treemix分析結果支持族群有從大陸華中、華東棕頸勾嘴

鶥族群基因流向至台灣小彎嘴畫眉的基因流。我們用 ABBA分析尋找小彎嘴畫眉

基因組中基因漸滲而來的區域，其中包含 14個基因可能與細胞分裂、有絲分裂、

金屬結合、炎症反應等有關。目前台灣小彎嘴畫眉基因組中受正向選擇區域的分析

尚未完成。 

 

  



Abstract  

Recent genetic data suggested that genetic introgression is common among 

different evolutionary lineages. It raised an issue whether it could serve as an 

important genetic source for adaptive evolution. This project used Taiwan's 

Pomatorhinus musicus and its sister group P. ruficollis, which are known to have 

gene flow during their species process as a system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genetic introgression in adaptive evolution. We firstly de novo sequenced and 

assemble a draft genome for a P. muscicus individual. We used Hi-C technology 

to assemble this genome to chromosome level. Then we used population 

genomic approach to detect the candidate introgressed genomic regions in P. 

musicus population. Our results of PCA and Baysesian clustering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aiwan endemic P. musicus is indeed an independent 

evolutionary lineage; however, results of Treemix analysis supported that there 

had gene flow from P. fuficollis into P. mussicus. We used ABBA analysis to 

identify potential genomic introgressed regions in P. mussicus genomes. Among 

them, 14 may be relate gene to cell division, mitosis, metal bond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but it is still not clear that it is related to adaptation. We 

are still conducting analysis to identify which genomic regions of P. mussicus had 

under positive selection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introgression for adaptive 

evolution. 

  



前言 

    台灣的小彎嘴畫眉在傳統的分類系統中，原先被歸類為廣泛分佈於華中、華南、

海南及喜馬拉雅山東部棕頸鉤嘴鶥的一個亞種，但其獨特的羽色特徵，及根據粒線

體 DNA 及核 DNA的多基因序列所建構的系統發育樹，顯示小彎嘴畫眉有別於其

他棕頸鉤嘴鶥族群，為一獨立的演化支系，而其他棕頸鉤嘴鶥族群 (十三亞種) 則

劃分成三個 (華東(E)，華中(C)及中國西南(W)) 演化支系。 

由 Dong 等人(2014a,b)以粒線體 DNA建構小彎嘴畫眉的系統發育樹，小彎嘴畫眉

的支系鑲嵌在棕頸鉤嘴鶥的支系中，為華東支系的姊妹群及以核 DNA系統發育樹

小彎嘴畫眉與棕頸鉤嘴鶥互為單系群的不一致結果說明，在分化過程中曾發生由棕

頸鈎嘴鶥華東支系向小彎嘴畫眉的單向基因漸滲，導致小彎嘴畫眉在漸滲過程中捕

獲棕頸鉤嘴鶥華東支系的粒腺體DNA，使粒線體DNA 及核DNA 樹形矛盾(圖一)。

粒線體DNA 捕獲顯示兩種畫眉分化過程中，曾因二次接觸而發生基因漸滲(圖二)，

也因此使得小彎嘴畫眉及棕頸鉤嘴鶥的分化，成為檢驗適應性漸滲促進生物適應及

分化的理想系統。此外，小彎嘴畫眉位處大陸性島嶼的台灣，在冰期海平面下降時，

有許多機會可與亞洲大陸上分化中的姐妹群發生二次漸滲，促成兩者中性變異的交

流，而使得小彎嘴畫眉與棕頸鉤嘴鶥也成為趨異選汰如何驅動大陸性島嶼上生物分

化的理想系統。 

 



 

圖一、(a)依據粒線體 DNA 繪製的貝氏樹；(b)依據核 DNA 多基因繪製的單倍型網

絡圖；(c)依據核 DNA多基因繪製的物種樹。Central: 華中支系；EAST:華東支系； 

WEST：中國西南支系 (引自 Dong 等人 2014b) 。 



 

圖二 ABC分析的四種物種分化模型 (a)隔離模型(b)對稱基因流模型(c) 棕頸鉤嘴

鶥華東支系(PR)向小彎嘴畫眉(PM)單向基因漸滲模型(d) 小彎嘴畫眉向棕頸鉤嘴

鶥華東支系單向基因漸滲模型。PP為 ABC分析模型後驗機率(Dong 等 2014b)。 

  



目的 

1. 組裝台灣小彎嘴畫眉參考基因組 

2. 採集華東(E)，華中(C)、中國西南(W) 棕頸鉤嘴鶥支系及台灣小彎嘴畫眉樣本 

3. 對小彎嘴畫眉進行參考基因組的定序、組裝及功能註釋 

4. 進行台灣小彎嘴畫眉及大陸棕頸鉤嘴鶥基因組重定序 

將上述目的 1樣本挑選 DNA品質較佳的個體送樣進行基因組重定序，以擴增

族群樣本數量。 

5. 進行重定序樣本的基因組遺傳分析 

檢視基因組的族群結構，比較各族群指標遺傳參數，檢測小彎嘴畫眉及棕頸鉤

嘴鶥間基因流，尋找小彎嘴畫眉基因組的漸滲區域 

5. 偵測小彎嘴畫眉基因組中受正向選擇區域，以評估漸滲在適應性演化的重要性 

材料與方法 

1. DNA萃取 

我們與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董鋒副研究員合作採集大陸棕頸鉤嘴鶥華東

支系 24隻樣本、華中支系 32隻樣本、西南支系 25隻及台灣小彎嘴 17隻進行

DNA萃取(Gemmell & Akiyama,1996)及基因組重定序分析。 

2. 改善原基因組草圖 

雖然計畫執行第一年我們利用 3代 Nanopore定序方式已完成小彎嘴的參考基

因組草圖，但在計畫執行期間參考基因組的定序技術也快速進步，從 2代不同

片段的 mate pair 搭配 pair end到 10x Genomics 再到 3代定序 Nanopore

或 Paibio，亦或搭配 HiC染色體定位，使參考基因組品質得以提升接近染色體

等級，隨著技術的進步，對參考基因組品質要求隨之提高，因此我們也再次送

樣進行第二個台灣小彎嘴畫眉參考基因組，並輔以 HiC染色體定位，希望將台

灣小彎嘴畫眉的基因組草圖提升至接近染色體等級。 

結果顯示我們將原scaffold N50約15Mb的小彎嘴基因組利用HIC染色體定位，

然後以 3ddna 組裝軟體（citation）組裝後，得到 30條長度較長的 scaffold，



且這30條scaffolds總長為1,078,842,587約為大部分鳥類基因組大小的長度，

雖然我們不清楚實際上小彎嘴具有多少條染色體，但這 30條 scaffolds與 NCBI

斑胸草雀 33條(包含粒線體染色體)進行序列比對後(圖三)，發現其中 27條

scaffolds與 27條染色體序列有高達 90%以上一致性，且長度大致相似，而剩

下無法歸類的 scaffolds 因與斑胸草雀的染色體長度相差太多，仍與斑胸草雀

的染色體序列有高度一致性，因此這可能是因為與斑胸草雀的染色體數量不一

致所致，例如鳥類的模式物種原雞(Gallus gallus)於 NCBI資訊上有 36條較長

染色體，因此我們認為小彎嘴畫眉應該有 30條染色體。 

 

圖三:斑胸草雀與小彎嘴基因組 alignment 對比圖 

3. 重新進行基因組註解 

我們萃取小彎嘴畫眉的腦及肝臟組織RNA，分別製作次世代定序的基因組各3G



的轉錄組文庫，並對重新組裝的基因組草圖進行基因組註解。 

4. 運用Trinity(v2.2)的基因參考模式(genome guide mode) 組裝我們的RNA轉錄

組，並運用Augustus (Stanke及Waack 2003；Stanke等2006) 對組出的基因

組草圖序列進行基因註解，Augustus運算會依照蛋白質和表現序列標籤 (ESTs，

expression sequence tags) 作為預測基因位置的參考，我們運用Augustus團

隊以模式物種-原雞訓練好的預測版本進行小彎嘴畫眉基因組註解，獲得30,271

個基因。 

5. 將Augustus註解的基因序列比對雞蛋白質序列資料庫，並扣除對比到重覆的蛋

白質序列編號後，共得13,248個功能性基因，基因總長454,023,187鹼基對。 

6. 其中12,362個基因能比對上PANTHER geneontology資料庫，利用

PANTHERG GO slim功能，先以molecular function 相關GO編號做基因功能區

分，其中與binding(38.5%)及catalytic activity (33.5%)GO功能相關的基因佔比

最多(圖四)。 

 

7. 而以biological process 相關GO編號做基因功能區分，則與 cellular process 

(25.7%)、metabolic process (16.2%) 及biological regulation (14.6%)相關基因

佔比超過一半(圖五)。 



 

8. 與蛋白質分類相關GO編號做基因功能區分，則與 metabolite interconversion 

enzyme (16.7%)、metabolic process (16.2%) 、protein modifying enzyme 

(12.1%)及nucleic acid binding protein (10.1%) 相關基因佔比超過一半(圖

六)。 

 

9. 額外與基因相關功能路徑比對，其中4271基因與目前PANTHER geneontology

資料庫156條基因路徑相關 (圖七) 



 

 

10. 針對上述重定序基因組進行基因組對照組裝，首先利用 trimmomatic-0.36 

(Bolger, etal 2014)以滑動窗口設置 4bp，鹼基質量 Q15為閾值，去除品質不足

0 50 100 150 200 250

Wnt signaling pathway (P00057)

Angiogenesis (P00005)

PDGF signaling pathway (P00047)

Heterotrimeric G-protein signaling…

Parkinson disease (P00049)

T cell activation (P00053)

B cell activation (P00010)

5HT2 type receptor mediated signaling…

Dopamine receptor mediated signaling…

Ion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 pathway…

PI3 kinase pathway (P00048)

Histamine H1 receptor mediated signaling…

Axon guidance mediated by netrin (P00009)

De novo purine biosynthesis (P02738)

GABA-B receptor II signaling (P05731)

Synaptic vesicle trafficking (P05734)

Opioid prodynorphin pathway (P05916)

Interferon-gamma signaling pathway…

Alpha adrenergic receptor signaling…

Beta3 adrenergic receptor signaling…

Glycolysis (P00024)

General transcription by RNA polymerase I…

Pyrimidine Metabolism (P02771)

De novo pyrimidine ribonucleotides…

Vitamin D metabolism and pathway…

2-arachidonoylglycerol biosynthesis…

Circadian clock system (P00015)

P53 pathway feedback loops 1 (P04392)

Purine metabolism (P02769)

Formyltetrahydroformate biosynthesis…

Salvage pyrimidine deoxyribonucleotides…

Methylcitrate cycle (P02754)

5-Hydroxytryptamine biosynthesis (P04371)

Triacylglycerol metabolism (P02782)

Lipoate_biosynthesis (P02750)

Aminobutyrate degradation (P02726)

DPP signaling pathway (P06213)

S-adenosylmethionine biosynthesis…

Histidine biosynthesis (P02747)



的序列。對照組裝以 bwa-0.7.13 (Li & Durbin, 2009); bwa-mem 功能為主，對

照完後續 sam 及 bam則由 samtools-1.3.1 (Li etal 2009)處理，處理順序使用

samtools參數 fixmate、sort、rmdup，最後以 depth計算每隻個體共剩有的基

因組平均覆蓋度，做為後續族群遺傳指數分析使用。 

11. 進行重定序樣本的基因組遺傳分析 

(1) 族群共通 SNP檢索 

我們將 104隻個體以 vcftools-0.1.16 進行族群共通 SNP檢索，扣除判定為

INDEL(插入與丟失)，及扣除 SNP位點覆蓋度少於個體平均覆蓋度 1/3，大

於個體平均覆蓋度 3倍，及大於 2個對偶基因的 SNP位點，後剩餘

82,686,929 個 SNP點位，進行後續分析。 

(2) 以各支系間 SNP對偶基因頻率，計算各支系間的遺傳距離(dxy)，檢視大

陸棕頸鉤嘴鶥與台灣小彎嘴畫眉親緣關係(表一)，顯示大陸 3個支系間的

遺傳距離較與台灣近，但其實也相差不遠。 

 

dxy 西南 華中 華東 

西南 -     

華中 0.0064 -   

華東 0.0065 0.0064 - 

台灣 0.0069 0.0069 0.0069 

    

  



(3) 計算各支系間的遺傳分化 

大陸棕頸鉤嘴鶥與台灣小彎嘴畫眉各支系間的遺傳分化(表二)。 

FST 西南(w) 華中(c) 華東(e) 

西南(w) -     

華中(c) 0.016 -   

華東(e) 0.028 0.029 - 

台灣(t) 0.106 0.082 0.116 

 

(4) 計算各支系的遺傳多樣性(表三) 

 
π 

西南(w) 0.0059 

華中(c) 0.0060 

華東(e) 0.0059 

台灣(t) 0.0029 

 

(5) 為後續漸滲系統是否存在不同族群間分析能有更好的解析，我們利用

Beagle 4.1(Browning & Browning, 2007)進行二倍體基因組等位基因分型，

將基因組拆分。 

(6) 我們將拆分完成的單型基因組(haplotype)，利用 admixture-v1.3 (Peter 

2016)及 gcta-v1.26(Yang etal, 2011)檢視各支系間的族群結構及 SNP的

分群情況，因檢視族群結構的 SNP彼此間須獨立，所以檢視前我們利用

plink-v1.9 對族群 SNP進行篩選，以 100kb的滑動窗口，每步 10kb及連

鎖不平衡 r2=0.1的條件設定進行族群SNP數量篩選，最後利用 1,293,021

各 SNP進行 admixture及 pca族群結構分析。 

以 Admixture 進行 k=1~6族群的分析，結果顯示 K=3時，CV_error = 0.62



低於 k等於其他組，依據 Admixture分群建議 104隻可能被分為 3群為可

能性比較好的結果(圖八)，PCA SNP分群結果(圖九)，大致看起來分為 3

大群，台灣為一群，大陸華中、華東及西南為其他兩混群。按 Dong 等

(2014b)根據核DNA 多基因繪製的單倍型網絡圖主要區分為華中支系(C)、

華東支系(E)、西南支系(W)及台灣(T)，這樣的結果可能與各支系間彼此有

基因流或基因滲透有關。 

    

 

圖八:小彎嘴族群結構分析顯示為 K=3 



 

  圖九:小彎嘴 SNP PCA分群圖 

  



(7) 按上述進行 admixture及 pca族群結構分析的 SNP檔案進行，我們以

劍嘴鶥（Pomatorhinus superciliaris）當外群，使用 RAxML進行基因

組親緣樹關係分析(圖十)，結果顯示台灣族群聚於一群，與 Admixture

及 PCA結果相同，但支序被包於大陸華中及華東支系中，而華中、華

東、西南及台灣支系彼此間枝子相當短，互相穿插並不能好好聚群型

成，顯示小彎嘴各族群間分化時間相當短且各族群間具有相當程度的

基因流。 

 

  圖十: 小彎嘴 RAxML 基因組親緣樹 



(8) 我們將上述進行 admixture結構分析的 SNP檔案進行 TreeMix分析，

TreeMix推断不同支子間的可能基因流模式，檢視小彎嘴各系群間可能的

基因流漸滲流向，我們做 0~5次基因流流向模擬結果顯示外群、大陸西南、

華中、華東及台灣族群間偏好 3次基因流向(圖十一)，主要由大陸華中、

華東支系基因流流向台灣的模型近似值(ln=136.395)高於其它基因流向從

華中到華東、華東到台灣模型(ln=135.85)。 

 

圖十一: TreeMix分析基因流向顯示外群、大陸西南、華中、華東及台

灣族群間偏好 3次基因流向 

(9) 由 Treemix結果偏好小彎嘴畫眉族群各支系間具有華中、華東族群基因流

向台灣的漸滲情況，以此為據我們另進行 ABBA-BABA統計量測試，檢視

大陸華中、華東及台灣基因組SNP對偶基因頻率變化，測試基因滲入程度，

我們以 5kb 為一個滑動視窗計算 5kb內 ABBA-BABA fd值，並找出高 fd

值(族群前千分之一)對應的基因，結果顯示 126個族群前千分之一的區段

中共對上 26各基因，並有 14個基因可以 blast到基因名稱，這 14個基因



大致與細胞分裂、有絲分裂、金屬結合、炎症反應等有關(下表)。 

i. ENSGALG00000008553 INO80 complex subunit(INO80) 

有絲分裂姐妹染色單體分離，通過同源重組的雙鏈斷裂修復，染色質

重塑，轉錄，DNA模板化，核細胞週期 DNA複製的正調控，細胞生

長的正調控，RNA聚合酶 II啟動子的轉錄正調控，主軸組裝，紫外

線損傷切除修復，電離輻射的細胞反應，有絲分裂細胞週期 G1 / S

過渡的調控等 

ii. ENSGALG00000016570 L-gulonolactone xidase-like(LOC770996) 

氧氧化還原酶共價 FAD結合位點，FAD連接的氧化酶糖 1,4-內酯氧

化酶 

iii. ENSGALG00000008254 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 subunit 

1(ANAPC1) 

細胞週期，卵母細胞減數分裂，在細胞週期的中期到後期轉變中起作

用，並受紡錘體檢查點蛋白調控。 

iv. ENSGALG00000012579 bromodomain adjacent to zinc finger 

domain, 2B(BAZ2B) 

屬於溴結構域基因家族。 主要與染色質重塑複合物的組成有關。  

v. ENSGALG00000000156 bromodomain containing 2(BRD2) 

核小體裝配，RNA聚合酶 II啟動子的轉錄調控 

vi. ENSGALG00000027512 chromosome Z open reading frame, 

human C5orf30(C5ORF30) 

炎症反應，涉及細胞因子生成的負調控 

vii. ENSGALG00000013091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pathway substrate 8(EPS8) 

運動行為，細胞形態調節，有絲分裂退出，Rac蛋白信號轉導，肌動

蛋白細胞骨架重組，樹突狀細胞遷移，對乙醇的行為反應，帶刺的肌

動蛋白絲加帽，肌動蛋白絲束組裝，肌動蛋白交聯形成，肌動蛋白聚

合-依賴的細胞運動 

viii. ENSGALG00000015746 junctional adhesion molecule 2(JAM2) 

內皮細胞緊密連接有關，在細胞周圍形成連續的密封並充當物理屏障，

以防止溶質和水自由通過細胞旁空間。   

ix. ENSGALG00000006919 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 1B(POF1B) 

與細胞分裂、染色體分區有關 

x. ENSGALG00000015548 ring finger protein 20, E3 ubiquitin 

protein ligase(RNF20) 

與細胞分裂、染色體分區有關 

xi. ENSGALG00000005957 solute carrier family 6 (amino acid 

transporter), member 14(SLC6A14) 



細胞氨基酸代謝過程，對有毒物質的反應 

xii. ENSGALG00000021378 ubiquitin associated protein 1(UBAP1) 

與老鼠同源基因相關死亡率與老化有關 

xiii. ENSGALG00000008269 zinc finger CCCH-type containing 

6(ZC3H6) 

金屬離子結合 

由於重新組裝染色體及的參考基因組，及重新進行註釋，到計畫截止日基因組

正向選擇分析仍在進行中，因此，有待分析完成才能適切評估適應性漸滲在小

彎嘴畫眉演化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圖十二:小彎嘴 fd值與各族群間 FST數值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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