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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otryosphaeria dothidea 是重要的林果溃疡病害病原，分布广，危害重。本研究应用 ATMT（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mediated transformation）介导的 B. dothidea 遗传转化体系成功构建了 1053 个转化子的突变体库，并且通
过继代培养、PCR 验证和 Southern blot 证明潮霉素 B 抗性基因整合到 B. dothidea 基因组中且可稳定遗传。以 B. dothidea
sdau11-126 为对照，对 526 株转化子的菌落形态、生长速率和致病性进行分析，筛选获得了 8 个变异明显且稳定的突
变体，以期为 B. dothidea 致病基因的分离、克隆和功能鉴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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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ryosphaeria dothidea is an important pathogen of forest and fruit trees and it is widely distributed and causes
serious damage. In this study, mutant library of B. dothidea was constructed via ATMT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and 1053
transformants were obtained. Hygromycin B resistance gen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genome of the B. dothidea, and
mitotically stable after several subcultures were tested by PCR amplification and Southern blot. The strain B. dothidea
sdau11-126 was used as control to analyze colonial morphology, growth rate and pathogenicity of 526 transformants. Eight
stable and obvious mutants were obtained by screening. This study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isolating, cloning and 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thogenic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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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ryosphaeria dothidea 属子囊菌门，葡萄座腔菌属，是引致林果溃疡病的重要病原，其分布广
泛、寄主范围广，可侵染杨树、苹果树、梨树、桃树、桉树以及橄榄树等多个树种[1]，引致果实腐
烂、叶片斑点、枝干溃疡、顶梢枯死、树体流胶乃至整株树木的死亡[2]，危害严重。因此，揭示 B. dothidea
致病的分子机制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酶和毒素是 B. dothididea 致病机制研究最多的内容。酶和毒素可同时或分别在致病过程中起作
用[3]。Ki Woo Kim 等人对 B. dothidea 侵染果实的电镜观察发现，在无伤口和自然孔口存在的情况下，
B. dothidea 能分泌类似角质层降解酶的物质帮助其顺利侵染[4]。韩国学者对被 B. dothidea 侵染过的
苹果果实的提取物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产生多聚半乳糖醛酸酶（Polygalacturonase，PG）、聚甲基半
乳 糖 醛 酸 酶 （ pectin methyl galacturonic acid enzymes ， PMG ） 和 多 聚 半 乳 糖 醛 酸 反 式 消 除 酶
（poly-galacturonic acidtrans-elimination enzyme，PGTE）等一系列果胶酶[5]。但目前对 B. dothidea 致
病机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并不能直接证明哪种物质在致病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更不能在深层
次上揭示其致病机理。真菌 ATMT 突变体库的构建为真菌突变基因的筛选及生长发育相关机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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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4]。虽然目前多种真菌 ATMT 突变体库的构建方法及相关基因的分离和克隆已
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6-8]，但 B. dothidea 在突变体库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建立 B. dothidea
ATMT 介导的突变体，并从中随机选取部分菌株，对其表型和致病性等进行分析，寻找致病突变体，
进而对致病相关基因进行分离和初步注释，为寻找调控 B. dothidea 生长发育和致病性相关基因奠定
基础。为明确其致病机理、掌握其与寄主的互作关系以及明确其发病规律等提供了科学依据，最终
为 B. dothidea 引致病害的有效控制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Botryosphaeria dothidea sdau11-126 菌株（对照菌株）分离自苹果果实（辽宁，瓦房店 E121°13′;

N39°45′），经检测为强致病菌株；质粒载体 pBHt2（含 1.4 kb 的潮霉素抗性基因 hph），农杆菌 AGL-1
放于 30%甘油中-80 ℃冻存。上述菌株均保存在山东农业大学林木与病原分子互作研究室。
1.2

实验方法

1.2.1 B. dothidea 突变体库的构建
1.2.1.1 对照菌株对潮霉素 B 敏感性测定 将对照菌株接种在 PDA 平板上，28 ℃的培养箱中黑暗培养
4 d，用直径 5 mm 的灭菌的打孔器在菌落周边打取菌丝块，接种于含不同潮霉素浓度（0 µg/mL、25
µg/mL、50 µg/mL、75 µg/mL）的 PDA 平板的中央，置于 28 ℃培养，每个处理设 3 个重复。后用
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筛选出能够抑制菌株生长的最佳浓度。
1.2.1.2 对照菌株原生质体的制备 对照菌株在 PDA 培养基上 28 ℃培养 5 d 后，加入 3 mL 无菌水，
用火焰灭菌的涂布器将平板上菌丝刮断，将菌丝液转移到 200 mL PD 培养基中，100 r/min 28 ℃培养
48 h。在超净工作台中，用四层纱布过滤收集菌丝，用 0.7 M NaCl 溶液冲洗菌丝几次，用灭菌的滤
纸和吸水纸滤干水分，用 50 mL 灭菌离心管盛装菌丝，称量干菌丝的重量备用。用 0.7 M NaCl 溶液
溶解酶，0.7 M/mL NaCl 溶解 0.015 g 崩溃酶和 0.015 g 裂解酶，酶解液体积与菌丝质量的关系为：3
mL/g。酶完全溶解后用注射器吸取酶液，经过滤器将滤液加到盛菌丝的离心管中，在 31 ℃、100 r/min
的摇床中酶解 3.5 h。菌丝酶解后用细胞筛过滤除去残渣，用 1~2 mL 0.7 M NaCl 冲洗残留在细胞筛
上的原生质体两次，收集所有的滤液盛于一灭菌的 50 mL 离心管中，在 4 ℃、3000 r/min 条件下离
心 15 min，小心弃上清，用 1~2 mL 的 STC 轻轻用枪头吹打悬浮沉淀，再离心 1 次，再弃上清，最
后用 1 mL 的 STC 悬浮原生质体，使其浓度为 6×106/mL，于-80 ℃条件下保存。
1.2.1.3 根癌农杆菌介导转化（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mediated transformation, ATMT） 首先将冻
融法转化好的携带标记基因的农杆菌 AGL-1，在 LB 固体平板培养基上划线培养，长出菌落后挑选
单菌落克隆，牙签接种到 LB 液体培养基，200 r/min 28 ℃过夜培养。
取上述培养液 1 mL，12000 r/min 离心 1 min，弃上清，用 200 µL AIM 液体充分悬浮菌体，12000
r/min 离心 1 min，弃上清，再用 200 µL AIM 充分悬浮菌体后转移菌体到试管中，调节试管中农杆菌
的浓度大约为 OD600=0.15，28 ℃水平摇床培养 56 h，此时农杆菌的浓度 OD600 值约为 0.50.6。
在超净工作台中往用 STC 保存的原生质体的 1.5 mL 离心管中加入 500 µLYPS，放到 DNA 混合
仪上恢复或者摇床 28 ℃条件下 100 r/min，6 h。
加热已经准备好的固体 AIM 使之溶化，等液态 AIM 凉到不烫手时加入（spore element 500 µL/100
mL；乙酰丁香酮（Acetosyringone，AS）200 µmol/L；卡那霉素 50 µg/mL）倒平板，AIM 凝固后再
其上面覆盖硝酸纤维素膜（NC 膜）。100 µL 培养好的经 AS 诱导培养的农杆菌和 250 µL 恢复细胞
壁的原生质体混合后涂布在贴有硝酸纤维素膜的 AIM 平板，22 ℃黑暗条件诱导培养 48 h。
农杆菌和原生质体共培养后，将 AIM 上的 NC 膜用火焰灭菌的手术刀切成约 3 mm 宽的细条，
转移到筛选培养基中（不含 5%山梨醇的 PDA 加热融化后加入潮霉素 50 µg/mL；头孢霉素 40 µg/mL；
链霉素 50 µg/mL)，28 ℃培养 7 d 左右出现转化子，将转化子再转移到筛选培养基上重复筛选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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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挑选出 B. dothidea 菌株的转化子转接到含潮霉素的 PDA 平板上，待长出后，再转接至不含
潮霉素的 PDA 连续继代培养 5 代后，转接到含潮霉素的 PDA 平板上，观察转化子是否仍对潮霉素
表现出抗性。
分别对上述继代培养后的转化子采用 CTAB 法提取 DNA，然后以 DNA 为模板，用扩增潮霉素
B 抗性基因的上下游引物 hph1（5’-CAGCCTTGCTATCACATT-3’）序列，hph2（5’-AGCCCTGCTT
CTTCCA-3’）序列进行 PCR 和 Southern blot 检测。
1.2.2 B. dothidea 突变体的筛选
1.2.2.1 菌落形态观察和生长速率测定 将供试的突变菌株在 PDA 平板上 28 ℃恒温培养 4 d 后，观察
记录各菌株菌落形状、颜色、气生菌丝的生长情况。分别于 2 d、3 d、4 d 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生
长直径，计算菌落生长速率并用 SPSS 软件分析其差异显著性。每个菌株设 3 个重复，并重复 3 次。
1.2.2.2 致病性测定 对照菌株和突变体菌株 PDA 培养基于 28 ℃培养 4 d，菌落边缘取直径为 5 mm
的菌饼作为接种体备用。将红富士苹果果实表面洗净后用 75%的酒精表面消毒，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3 次，风干待用。试验采用人工接种法[9,10]，28 ℃下培养。将野生型菌株和突变体菌株分别接种到
苹果表面，测量其在相同时间内病斑扩展直径。选用“海棠”叶片，叶片表面处理方法同上，然后用
灭菌的湿棉花包住叶柄保湿。接种后的叶片放入托盘内（盘底铺上灭菌的纱布），盘口覆上保鲜膜，
于 28 ℃保湿培养。试验采用针刺伤（均匀分布在直径 2 mm 的圆形区域）的伤口处理方式，刺伤部
位避开叶片主脉。将 PDA 空白饼块、野生型菌株和突变体菌株分别接种到叶片表面，测量其在相同
时间内病斑扩展直径。SPSS 软件分析其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B. dothidea 突变体库的构建

2.1.1 对照菌株在 PDA 上的菌落形态 对照菌株在 PDA 培养基上，28 ℃培养 4 d 后菌落直径约 5 cm，
菌落边缘初生长的菌丝为白色，中心菌丝为灰黑色，产生黑色色素（见图 1a）。
2.1.2 对照菌株对潮霉素 B 的敏感性测定 试验设置不同浓度梯度的潮霉素 B 对对照菌株进行敏感性
测试，结果所示（见图 2），当潮霉素浓度为 50 μg/mL 时，对照菌株不能生长，故本试验中采用 50
μg/mL 的潮霉素 B 用于筛选。
2.1.3 原生质体制备 获得的原生质体在显微镜下呈圆球形，大小不一，直径在 6.72 μm~32.35 μm 之
间，平均 21.71 μm（见图 1b）。

图 1 a：对照菌株在 PDA 上菌落形态（4d）；b：10×40
光学显微镜下原生质体；c：通过 ATMT 获得的转化子
Fig.1 a: The colonial morphology of control strain on PDA
(4d) ;b: Protoplasts were observed under 10×40 optical
microscope; c: Transformants were obtained by ATMT

图 2 对照菌株对潮霉素 B 的敏感性测定
Fig. 2 Assessment of sensitivity of control
strain to hygromycin B

2.1.4 根癌农杆菌介导转化 农杆菌介导原生质体的转化效率为每 106 个原生质体产生 25~40 个转化
子。本试验转化 pBHt2 获得具有潮霉素抗性转化子 1053 个（见图 1c）。
2.1.5 转化子的遗传稳定性分析 随机挑选转化子菌株转接在不含潮霉素 B 的 PDA 平板上连续继代培
养 5 代后，再接种到含有潮霉素 B 的培养基上，转化子仍然能够在含有潮霉素 B 的平板上生长（见
图 3），表现出对潮霉素 B 的抗性，而对照菌株在含潮霉素 B 的 PDA 上不能生长。说明转化子 T-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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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入具有遗传稳定性。

图 3 转接 5 代后在含潮霉素 B 的 PDA 上生长
1：对照菌株，2-6：转化子

Fig.3 The fifth generation on PDA containing hygromycin B
1: cotrol strain, 2-6: transformants

2.1.6 转化子潮霉素 B 抗性基因 PCR 检测 随机挑选的转化子均可以扩增获得一条约 1.4 kb 的片段，
与从质粒扩增出来的潮霉素 B 抗性基因片段相同，而以对照菌株 DNA 为模板没有扩增出任何条带
（见图 4），说明 hph 基因已经整合进对照菌株的基因组中。以潮霉素 B 基因片段为探针对转化子
进行 South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 T-DNA 以单拷贝插入基因组中（见图 5）。

图 4 随机插入转化子潮霉素抗性基因 PCR 检测

图 5 转化子 T-DNA 插入拷贝数检测

Fig.4 PCR amplification of hph gene of random
inserted-transformants

Fig.5 Copy number of T-DNA insert of transformants

1：Marker；2：对照菌株；3-11：转化子

1：质粒 pBHt2；2-7：转化子

1: plasmid pBHt2; 2-7: Transformants

1: Marker; 2: control strain; 3-11: PCR amplicons of transformants

2.2

B. dothidea 突变体的筛选

2.2.1 突变体菌落形态观察 对照菌株在 PDA 培养基上 28℃培养 4d 后菌落形态同图 1a。在供试 526
个转化子中有 8 株菌落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突变体 LW-31 和 LW-26 气生菌丝疏松且旺盛，菌
落正面和反面一直保持为乳白色；突变体 LW-27、LW-22 气生菌丝稀薄且不旺盛，菌落正面和背面
均为淡黄色；LW-100 气生菌丝稀薄不旺盛，菌落呈轮纹状，菌落正面和反面都是红褐色；LW-93 气
生菌丝稀薄不旺盛，菌落边缘有水溶现象，菌落正面和反面都是红褐色；LW-7 气生菌丝疏松且旺盛，
菌落初期为灰白色，后期变为灰褐色；LW-111 菌丝稀松旺盛，菌落为乳白色并有两个同心环状凹陷
（见图 6）。

图 6 对照菌株和突变菌株在 PDA 上菌落形态（4d）
Fig.6 Colony morphology of control strain and mutants strains on PDA(4d)

2.2.2 突变体生长特性测定分析 对照菌株和 8 个突变体菌株菌落直径（见图 6）、生长速率（见图 7）
测定结果发现突变体 LW-7、LW-31、LW-111 菌株生长速率明显比对照菌株快，生长速率分别增快
了 27.60%、29.35%、27.83%，并且与对照菌株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1）。突变体 LW-27 和 LW-26
菌株生长速率明显比对照菌株慢，生长速率分别减慢 26.84%和 24.43%，并且与对照菌株相比存在显

第1期

郑 伟等:Botryosphaeria dothidea 突变体库的构建及分析

·5·

著差异。

图 7 对照菌株与突变菌株菌落生长速率的比较
Fig.7 Comparison of the growth rate between
control strain and mutants strains

图 8 对照菌株与突变菌株侵染苹果速率比较
Fig.8 Comparison of infection rate between
control strain and mutants strains

表 1 对照菌株和突变菌株在菌落生长速率和致病性两方面方差分析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two aspects of colony growth rates
and pathogenicity of control strain and mutants strains
菌株

菌落直径/cm

侵染苹果病斑直径/cm

侵染叶片病斑直径/cm

Strain

Colony diameter

The spot diameter of infection apple

The spot diameter of infection leaves

CK

6.18±0.11 b

3.06±0.31 b

1.05±0.15b

LW-27

4.24±0.16 c

1.38±0.14 c

0.53±0.10c

LW-31

8.08±0.19

3.42±0.21

a

1.62±0.18a

LW-22

5.78±0.13 b

2.82±0.18 b

0.74±0.12 b

LW-26

4.67±0.17

2.40±0.13

c

0.66±0.08 c

LW-100

4.72±0.20 b

2.46±0.20 c

1.18±0.20 b

LW-93

4.64±0.15

2.90±0.15

b

1.00±0.15 b

LW-7

7.82±0.24 a

3.26±0.12 a

1.47±0.20 a

LW-111

7.90±0.14 a

3.10±0.19 b

0.83±0.16 b

a

c

b

注:每列中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未达显著水平(P>0.05)，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
Note: The same alphabets in right side of the same list show no significance (P>0.05), on the contrary, having significance (P<0.05).

2.2.3 突变体致病性测定 测量对照菌株和突变菌株在苹果果实上病斑扩展直径（见图 9），计算病
斑平均扩展速率（见图 8）。突变菌株 LW-7 和 LW-31 致病性比对照菌株致病性增强，分别增强了
13.76%和 10.65%，并且与对照菌株存在显著差异；突变菌株 LW-27、LW-26、LW-100 比对照菌株
致病性减弱，分别减弱了 54.90%、25.68%、26.86%，并且与对照菌株存在显著差异；突变菌株 LW-93、
LW-22、LW-111 与对照菌株没有差异显著性（见表 1）。

图 9 对照菌株和突变菌株致病力测定（4 d）
Fig.9 Pathogenic force measurement of control strain and mutants strains(4 d)

测量对照菌株和突变体接种于离体海棠叶片上病斑扩展直径（见图 10）。经多次重复实验统计
后发现：突变菌株在海棠叶片的致病性和在苹果果实的致病性基本一致。突变菌株 LW-7 和 LW-31
致病性比对照菌株致病性增强，分别增强了 40.38%和 54.28%，并且与对照菌株存在显著差异；突变
菌株 LW-27、LW-26 比对照菌株致病性减弱，分别减弱了 49.52%、37.14%，并且与对照菌株存在显
著差异；突变菌株 LW-93、LW-22、LW-111、LW-100 与对照菌株没有差异显著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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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对照菌株和突变菌株致病力测定（4 d）
Fig.10 Pathogenic force measurement of control strain and mutants strains(4 d)
注：a，b，c 表示接种位点：a 为 PDA 空白对照，b 为对照菌株，c 为接种突变体菌株。
Note :a ,b and c were vaccination site : a. PDA(CK); b control strain; c mutants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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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人员运用 ATMT 方法成功实现了多种病原菌功能基因的定点突变和功能分

析。根癌农杆菌介导的真菌遗传转化还具有高效产生标记突变体和分离、克隆相关突变基因的优势。
与 PEG 法相比它可以用原生质体、菌丝、孢子和蘑菇的菌褶组织等材料转化，受体广泛[11]；农杆菌
介导转化方法得到的突变体单插入较多；根癌农杆菌介导的真菌遗传转化的效率是常规转化效率的
1001000 倍；而 PEG 介导的真菌遗传转化主要特点是操作简单，对原生质体有一定的毒性，变异率
高，且转化率也比较低[11]。
本研究对 B. dothidea 突变体库内 526 个转化子筛选发现大部分菌株在菌落形态、菌落生长速率、
致病性等性状上与对照菌株没有明显差异，仅少数突变体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与宋哲[5]、王梅娟
等[7]的报道是一致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外源基因是随机插入病原菌基因组的；表型的
改变不仅受外源基因的影响，还同时受病原菌本身的株系、遗传转化体系以及插入拷贝数等众多因
素影响。

4

结 论
本研究在已建立并优化 ATMT 介导的 B. dothidea 遗传转化体系的基础上，重点进行了突变体库

的构建和表型筛选，使 B. dothidea 突变体库容达 1053 个转化子，其转化效率为每 106 个原生质体产
生 25~40 个转化子，并且通过继代培养、PCR 和 Southern blot 证明 hph 基因已经整合进对照野生菌
株的基因组中，而且可稳定遗传。通过对突变体菌落形态、生长速率、气生菌丝茂密程度及致病性
等因子进行系统分析和重复筛选，发现该菌株突变效率较低，比较保守，菌落颜色与该菌株的生长
速率和致病性没有相关性，菌株的生长速率与致病性存在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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