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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明酸碱度（pH）对稻瘟病活体寄生相关分泌蛋白BAS4（Biotrophy-associated secreted protein 4）过

表达菌株形态发育及受侵染水稻防御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揭示pH对稻瘟病菌效应蛋白在稻瘟病菌与水稻互作中

的作用机制，为农业生产上预测预报不良环境因子对水稻生产的影响提供参考。【方法】利用不同pH（5.00、6.00、7.00

和8.00）处理稻瘟病菌过表达菌株35S:BAS4/Mo-1和野生型菌株A1343R-7，比较分析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菌落生长、

产孢量、孢子萌发率、菌丝干重和附着胞形成等形态发育的影响。调查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再侵染

水稻的发病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分析受侵染水稻防御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不同pH对BAS4

过表达菌株菌落生长、产孢量、萌发率、菌丝干重和附着胞形成的影响较pH对野生型菌株小，pH 5.00和pH 8.00处理

的BAS4过表达菌株均提高了其侵染水稻的发病率。pH 5.00和pH 8.00抑制其处理的BAS4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病程

相关基因、SA-途径、JA-途径相关基因及PR5的表达，诱导HSP90在侵染水稻早期上调表达。【结论】pH可影响BAS4过

表达菌株的形态发育，但其处理的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的大部分防御相关基因表达下调，预示BAS4过表达菌株对

pH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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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H on tolerance ofMagnaporthe oryzae BA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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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pH on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biotrophy-associa-
ted secreted protein 4（BAS4）overexpressed strain and expression of defense-related genes in infected rice，and disco-
vered the mechanism of pH on rice blast effect protein in the interaction of rice blast strain and rice，in order to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redicting effects of adver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rice plant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Overexpressed strain of Magnaporthe oryzae（35S：BAS4/Mo-1）and wild strain A1343R-7（WT）were p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pH values（pH 5.00，pH 6.00，pH 7.00，and pH 8.00）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H on colony
growth，spore quantity，spore germination rate，dry weight of hypha，and appressorium formation of overexpressed
strain. And the disease incidence of overexpressed strain re-infected rice which were pre-treated with pH5.0 and pH8.0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infected rice defense-related genes was analyz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
tive PCR（qRT-PCR）.【Result】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pH on colony growth，spore quantity，dry weight of
hypha，germination rate and appressorium formation of 35S：BAS4/Mo-1 was smaller than the effect on those of wild-
type strain. Disease incidence of rice infected by overexpressed strains which were pre-treated with pH 5.00 and pH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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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病原微生物在与寄主互作过程中

会遭受各种外界环境刺激，酸碱度（pH）是其中的一

种环境刺激。病原真菌随侵入寄主的pH变化而分

泌不同效应蛋白，从而促进其成功侵入定殖（Eshel

et al.，2002；Prusky et al.，2004）。Bateman和Beer

于1965年首次报道pH与病原菌致病性间有密切联

系。因此，研究外界pH对稻瘟病菌菌株形态发育及

在稻瘟病菌与水稻互作中的影响有助于揭示pH在

稻瘟病菌侵染水稻中的作用机制，为稻瘟病的防控

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前人研究进展】与pH相关的

真菌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已有相关报道。真菌能在

较广的pH范围内生长发育，真菌通过分泌酸性或碱

性物质调控其周围的pH以利于其侵染和定殖（Ver-

hoeff et al.，1988；St Leger et al.，1999）。构巢曲霉

菌中有7个蛋白与pH识别相关，其中的两个蛋白

PalH和PalI是推测膜蛋白，PalH（7个预测跨膜螺旋）

携带有pH识别活性（Peñalva et al.，2008）。对稻瘟

病菌株PACC缺失菌株的研究表明，pH信号途径在

各种致病真菌毒性中起作用；PACC的缺失会对真菌

分泌代谢产物或裂解酶产生极大的负作用，pH信号

途径似乎控制许多细胞功能，而这些细胞功能与病

菌的各种侵染过程相关（Zou et al.，2010）。【本研究

切入点】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稻瘟病菌活体寄生

相关蛋白BAS4（Biotrophiy-associated secreted pro-

tein 4）在稻瘟病菌株内过表达提高了菌株的毒性。

目前，有关pH对稻瘟病菌效应蛋白过表达菌株形态

发育及致病性影响的研究尚无文献报道。【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利用不同pH的培养基或水溶液处理

BAS4过表达菌株的孢子和菌丝，观察不同pH对菌

株产孢、萌发、附着胞形成和菌落生长等的影响，在

此基础上分析pH预处理的BAS4过表达菌株孢子侵

染水稻不同时间点水稻防御相关基因及胁迫响应基

因的表达和受侵染水稻的发病率等，探明pH对

BAS4过表达菌株形态发育及受侵染水稻防御相关

基因表达的影响，揭示pH对稻瘟病菌效应蛋白在稻

瘟病菌与水稻互作中的作用机制，为农业生产上预

测预报不良环境因子对水稻生产的影响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稻瘟病菌株：野生型菌株A1343R-7（用于

获得BAS4过表达菌株，保存于云南生物资源保护与

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本实验室）；35S:BAS4/

Mo-1（本实验室构建并获得的转化菌株，由35S启动

下 的 BAS4 与 mCherry 融 合 的 表 达 载 体 转 化 到

A1343R-7后获得）。供试水稻：感病品种丽江新团

黑谷（LTH，高感水稻品种，保存于本实验室）。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稻瘟病菌株培养及不同pH培养基制备 稻

瘟病菌活化：挑取保存有稻瘟病菌菌株的滤纸片置

于PDA培养基上，于28 ℃培养箱中培养7 d。用接种

针将活化的稻瘟病菌菌株接种到装有PDB培养基的

三角瓶中，置于28 ℃、120 r/min摇床中培养3~4 d，取

出后置于4 ℃冰箱中备用。培养基（PDA、PDB和PA

培养基）pH调节：将pH调节为5.00和6.00时，先加入

20 mmol/L MES缓冲液，灭菌后用NaOH或HCL调

节至所需pH；将pH调节为7.00和8.00时，先加入

20 mmol/L MOPS缓冲液，灭菌后用NaOH或HCL调

节至所需pH（Landraud et al.，2013）；以灭菌水（pH

7.12~7.32）为对照（CK）。

1. 2. 2 不同pH对稻瘟病菌菌丝体生长和干重的

影响 用直径7 mm的打孔器取已活化的稻瘟病菌

菌块接种到不同pH的PDA培养基中，置于28 ℃培养

箱中培养，培养第 10 d时测量菌落直径。将菌块接

入不同pH的PDB培养基中，置于28 ℃ 120 r/min摇

床中培养，培养3 d后用滤纸过滤，烘干后称菌丝干

重。试验均重复3次。

1. 2. 3 稻瘟病菌株产孢培养及产孢量统计 将

300 μL稻瘟病菌菌液接种到不同pH的PA培养基上，

置于28 ℃光照培养箱中培养，先黑暗培养4 d后再明

暗交替（黑暗12 h、光照12 h）培养6 d，将培养好的稻

瘟病菌孢子用5 mL无菌水洗下后用纱布过滤，过滤后

的菌液混匀后利用血球计数板计数。试验重复3次。

1. 2. 4 稻瘟病菌孢子萌发和附着胞形成观察 用

NaOH或HCL将含有缓冲液的无菌水pH调节至5.00、

6.00、7.00和8.00；将稻瘟病菌孢子用无菌水洗下离

was increased. pH 5.00 and pH 8.00 re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pathogenesis-related genes，SA-pathway genes，JA-path-
way genes and PR5 of overexpressed strain that infected rice，while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HSP90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fection in rice.【Conclusion】Although morphologic development of BAS4 overexpressed strains are influenced
by pH，the expression of most rice denfense-related genes pre-treated with pH appears down-regulation，which indicates
that BAS4 overexpressed strains have strong tolerance to pH.

Key words：Magnaporthe oryzae；effect protein；rice；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index；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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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后弃上清液，再加入调节好pH的无菌水及CK无菌

水中，将孢子浓度调节至1×105个/mL，取10 μL孢子

悬浮液加到疏水玻片上，置于28 ℃恒温培养箱中培

养，2 h后观察孢子萌发率，6 h后观察孢子附着胞形

成情况。试验重复3次。

1. 2. 5 水稻种子萌发、幼苗培养及接种 水稻育苗

采用育秧盘单粒播种。播种前先对水稻种子进行消

毒，然后用清水浸泡种子并置于28 ℃恒温培养箱中

催芽至种子露白，再将露白的种子播种到育秧盘中，

待水稻长到3叶1心时（约20 d）用于接种试验。将稻

瘟病菌孢子用无菌水洗下离心后弃上清液，分别加

入pH 5.00和pH 8.00的无菌水溶液，调节孢子悬浮液

浓度为1×105个/mL，加入0.02% 吐温-20，随后进行喷

雾接种，接种后将水稻幼苗移至接种箱，黑暗保温、保

湿24 h后移至温室生长；喷雾接种后分别于0、24、48、

72、96 和120 h取样用于定量分析；接种后7 d进行病

害调查，计算发病率。每次病害调查60株，重复3次。

发病率（%）=发病叶片数/总叶片数×100

1. 2. 6 总RNA提取、cDNA逆转录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 总RNA提取使用RNA提取试剂盒

（Eastepr®Super总RNA提取试剂盒LS1040），根据操

作说明执行。cDNA逆转录使用逆转录试剂盒（GoS-

criptTM Reverse Transcription System A5001），根据操

作说明执行。

qRT-PCR引物序列参照相关文献报道或在文献

报道基础上进行修改设计（Marcel et al.，2010；Xie

et al.，2011），引物序列见表1。设正常生长的水稻幼

苗样品中目的基因的表达量为1（代表1倍目的基因

表达量），将接种不同时期样品中目的基因的表达量

与其进行比较。

qRT-PCR反应体系（20.0 µL）：模板cDNA 4.0

µL，RNA Free Water 5.2 µL，正、反向引物各 0.4

µL，SYBR Premix Ex Taq II 10.0 µL，反应液配制在

低温、避光条件下进行。qRT-PCR扩增程序：95 ℃预

变性3 min；95 ℃ 20 s，60 ℃ 20 s，进行44次循环。

循环结束后从60 ℃升温至100 ℃获取溶解曲线。试

验设3次重复，记录Ct值，计算相对表达水平。利用

2-△△Ct法（Livak and Schmittgen，2001）分析检测结果，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处理样品（目的基因Ct -ac-

tinCt）-空白样品（目的基因Ct-actinCt）。分析病程

相关基因、SA-途径、JA-途径及胁迫响应基因在受侵

染水稻中的表达。

1. 3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 13.0完成，再利

用Sigmaplot 10.0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形态发育的影响

2. 1. 1 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菌落生长和菌丝干重

的影响 用口径相同的打孔器打取活化好的过表达

菌株35S:BAS4/Mo-1和野生型菌株A1343R-7的菌丝

块，分别将同等大小的菌丝块移置到配制成不同pH

（5.00、6.00、7.00和8.00）的培养基上培养，分别于移

置后第10 d时测量菌落生长直径，结果（表2）显示，

pH 5.00和pH 6.00条件下过表达菌株菌落生长直径

较CK小但与CK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而pH

7.00和pH 8.00条件下过表达菌株菌落的生长直径均

较CK略有增加，与CK间差异亦不显著。野生型菌

株的菌落生长直径在不同pH条件下的生长趋势与

过表达菌株相似，但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菌落生长

菌株
Strain

A1343R-7（WT）
35S:BAS4/Mo-1

菌落直径（mm）Colony diameter
CK

8.08±0.11ab
7.88±0.08bc

pH 5.00
7.88±0.16bc
7.82±0.05c

pH 6.00
8.06±0.04ab
7.82±0.08c

pH 7.00
8.10±0.14ab
7.90±0.10abc

pH 8.00
8.12±0.08a

8.00±0.70abc

表 2 不同pH对稻瘟病菌菌落生长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pH on colony growth of Magnaporthe oryzae

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3~表5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behind data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Table 5

基因
Gene
OsPR1a

OsPR10a

OsPAL

OsEDS1

OsLOX2

OsAOS2

OsHSP90

OsPR5

actin

登录号
Accession No.
Os07g03710

Os12g36880

Os02g41680

Os09g22450

Os02g10120

Os03g12500

Os09g30412

Os12g43380

Os11g06390

引物 Primer

F:5'-GCTACGTGTTTATGCATGTATGG-3'
R:5'-TCGGATTTATTCTCACCAGCA-3'
F: 5'-AATGAGAGCCGCAGAAATGT-3'

R: 5'-GGCACATAAACACAACCACAA-3'
F:5'-TCACAAGCTCAAGCACCATC-3'
R:5'-CTCACCAAGCTTCTTGGCAT-3'

F:5'-AGCTGTGGCAGAAGAGAAGC-3'
R:5'-GAGCCCCAAAGGTTACACAA-3'
F:5'-TACAAGTCCGACGAGGAGGT-3'
R:5'-CCACATGATGGTGGTCAAGA-3'
F:5'-GGAGGAAGCTGCTGCAATAC-3'
R:5'-GTGTCGTACCGGAGGAAGAG-3'
F:5'-CAAGTCGGACCTCGTCAACA-3'
R:5'- TCTCAGCAACAAGGTAGGCG-3'
F:5'-CGCTTACCTGTTCCCCGAAG-3'

R:5'-ATGGGCAGAAGACGACTTGG-3'
F:5'-GAGTATGATGAGTCGGGTCCAG-3'
R:5'-ACACCAACAATCCCAAACAGAG-3'

表 1 目的基因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s sequence of target genes



10期 ·1805·

2. 1. 3 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孢子萌发和附着胞形

成的影响 如图1所示，pH 5.00和pH 6.00下过表达

菌株的孢子萌发率显著高于CK，而pH 7.00和pH

8.00下过表达菌株的孢子萌发率与CK基本一致；不

同pH下野生型菌株孢子萌发率与CK基本一致；不同

pH条件下过表达菌株的孢子萌发率均显著高于野

生型菌株。

为观察不同pH对稻瘟病菌附着胞形成的影响，

对过表达菌株附着胞形成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过表

达菌株的孢子在pH 6.00~8.00条件下培养2 h时即有

少量附着胞产生，而此时野生型菌株孢子并未产生

附着胞；培养至6 h时，过表达菌株和野生型菌株孢

子均能观察到附着胞形成。不同pH条件下过表达

菌株附着胞形成率较CK有所提高，但均未达显著差

异水平；但不同pH条件下野生型菌株附着胞形成率

变化幅度较大（图2）。由此可看出，不同pH可促进

过表达菌株提前形成附着胞，但对其附着胞形成数

量影响不明显。

2. 2 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致病性及水稻防御体系

的影响

在明确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菌落生长、产孢

量、孢子萌发及附着胞形成有不同程度影响的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致病性及经不

同pH预处理过表达菌株孢子侵染的水稻在不同时

间点防御相关基因表达。

2. 2. 1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喷雾

接种水稻的发病率 对接种7 d的水稻进行稻瘟病

病害调查，统计发病率，结果（图3和表5）显示，经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的过表达菌株孢子侵染水稻引

起的发病程度较pH 5.00和pH 8.00预处理野生型菌

株孢子侵染水稻引起的发病程度严重，其引发的稻

瘟发病率分别为39.47%和50.73%，均高于野生型菌

株接种引发的发病率（38.00%和47.77%），其中，pH

8.00预处理的过表达菌株和野生型菌株孢子接种引

起的发病率均显著高于pH 5.00预处理孢子引起的

发病率。

菌株
Strain

A1343R-7（WT）
35S:BAS4/Mo-1

产孢量（10000个/mL）
Spore quantity（10000 spore/mL）

pH 5.00
47.67±2.96a
22.25±2.32b

pH 6.00
48.33±2.02a
22.08±2.11b

pH 7.00
48.47±3.14a
23.25±1.75b

pH 8.00
46.67±4.41a
18.70±2.02b

菌株
Strain

A1343R-7（WT）
35S:BAS4/Mo-1

菌丝干重（mg）Hypha dry weight
pH 5.00

0.133±0.028c
0.150±0.010bc

pH 6.00
0.134±0.090c
0.168±0.008b

pH 7.00
0.169±0.026b
0.197±0.012a

pH 8.00
0.141±0.032c

0.157±0.028bc

表 3 不同pH对稻瘟病菌菌株菌丝干重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pH on hypha dry weight of M. oryzae

表 4 不同pH对稻瘟病菌产孢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pH on spore quantity of M. oryzae

图 1 不同pH对稻瘟病菌孢子萌发率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pH on spore germination rate of M. oryzae.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图2、图4~图6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Fig.4-Fig.6

图 2 不同pH对稻瘟病菌附着胞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pH on appressorium of M. oryz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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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的影响较其对野生型菌株小。

进一步分析不同pH条件下液体培养（PDB培养

基）3 d时过表达菌株的菌丝干重，结果（表3）显示，

pH 5.00~8.00液体培养条件下过表达菌株菌丝干重

均较野生型菌株有所增加，其中，pH 7.00时过表达菌

株菌丝干重与野生型菌株菌丝干重均高于其他pH条

件下，表明pH 7.00时对稻瘟病菌生长的影响最小。

2. 1. 2 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产孢量的影响 由表

4可知，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和野生型菌株的产孢

量影响不明显，但在不同pH条件下野生型菌株的

产孢量均显著高于过表达菌株的产孢量（P<0.05，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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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孢子

侵染水稻防御相关基因表达分析 利用qRT-PCR分

析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接种水稻后

不同时间点（0、24、48、72、96和120 h）水稻病程相关

基因PR1a和PR10a的表达、SA介导的信号转导相关

基因OsPAL和OsEDS1、JA途径相关基因OsLOX2和

OsAOS2的表达及逆境胁迫相关基因HSP90和OsPR5

的表达。设正常生长的水稻幼苗样品中目的基因的

表达量为1，将接种不同时期样品中目的基因的表达

量与其进行比较，得到基因表达量增加的倍数关系。

2. 2. 2. 1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

侵染水稻病程相关基因表达分析 从图4可看出，病

程相关基因PR1a和PR10a在pH 5.00和pH 8.00预处

理过表达菌株和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不同时间点均

有不同程度的表达，PR1a和PR10a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的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不同时间点的表

达量均低于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的野生型菌

株侵染水稻的表达量。PR1a在pH 5.00预处理的过

表达菌株侵染水稻4个时间点（24、48、72和96 h）的

表达量均高于其在pH 8.00预处理的过表达菌株侵

染水稻中的表达量；PR10a在pH 5.00预处理的过表

达菌株侵染水稻3个时间点（48、72和96 h）的表达量

均高于其在pH 8.00预处理的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

中的表达量。

2. 2. 2. 2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

侵染水稻SA-/JA-途径基因表达分析 以pH 5.00和

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接种水稻，利用qRT-PCR

分析SA-途径和JA-途径相关基因的表达，结果（图5）

表明，SA-途径相关基因PAL在pH 5.00和pH 8.00预

处理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各时间点的表达量显著低

处理
Treatment

pH 5.00
pH 8.00

发病率（%）Disease incidence
A1343R-7（WT）

38.00±2.21b
47.77±4.2a

35S:BAS4/Mo-1
39.47±2.48b
50.73±3.46a

图 3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的稻瘟病菌株孢子接种水稻
发病症状

Fig.3 Symptom on rice inoculated with pH 5.00- and pH 8.00-
pretreated spores of M. oryzae

表 5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的稻瘟病菌株孢子喷雾接种
水稻叶片发病率
Table 5 Disease incidence of rice leaves inoculated with pH
5.00- and pH 8.00-pretreated M. oryzae

图 4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稻瘟病菌株不同时间点病程相关基因PR1a和PR10a的相对表达量
Fig.4 Relative expression of disease related genes PR1a and PR10a at different times of pH 5.00- and pH 8.00-pretreated

M. oryzae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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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pH 5.00和pH 8.00预处理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的

表达量；EDS1基因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

达菌株侵染水稻24 h时的表达量稍有上调，但在随

后的48、72、96和120 h时表达量又出现下调，且下调

幅度大于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的表达量。JA-途径

相关基因LOX2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稻瘟病菌

株侵染水稻各时间点的表达量均显著下调。JA-途

径相关基因AOS2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

菌株侵染水稻各时间点的表达量均低于pH 5.00和

pH 8.00预处理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的表达量。由

此可知，SA-途径和JA-途径相关基因在pH 5.00和

pH 8.00预处理的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中的表达量

均低于经两个pH预处理的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的

表达量。

2. 2. 2. 3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

接种水稻胁迫相关基因表达分析 利用pH 5.00和

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接种水稻，qRT-PCR分析

接种水稻不同时间点胁迫相关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结果（图6）表明，HSP90基因在pH 5.00和pH 8.00预

处理过表达菌株接种水稻24 h时的表达量显著上调

至最高，其余时间点的表达量相对24 h时的表达量

显著下调；HSP90基因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野

生型菌株侵染水稻不同时间点的表达量变化幅度差

异不显著。PR5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

菌株接种水稻不同时间点的相对表达量呈不同程度

的上调趋势，但上调幅度低于pH 5.00和pH 8.00预处

理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的表达量；除120 h外，PR5在

pH 5.00预处理的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不同时间点

的表达量均显著高于pH 8.00预处理的野生型菌株

侵染水稻不同时间点的表达量。

3 讨论

前人研究表明，草酸是油菜菌核病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致病过程的必需因子，草酸合成途径缺

图 5 SA-途径、JA-途径相关基因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稻瘟病菌株侵染水稻不同时间点的相对表达量
Fig.5 Relative expression of SA- and JA-pathway related genes at different times of rice inoculated with pH 5.00- and pH 8.00-

pre-treated M. oryzae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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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胁迫相关基因在pH 5.00和pH 8.00预处理稻瘟病菌株侵染水稻不同时间点的相对表达量
Fig.6 Relative expression of stress related genes at different times of rice inoculated with pH 5.00- and pH 8.00-pre-treated

M. oryzae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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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致使油菜菌核菌致病性丧失（Godoy et al.，1990；

Dickman and Mitra，1992），不同pH显著影响油菜菌

核菌培养时的草酸合成和菌核发育，中性或碱性pH

提高草酸积累但抑制菌核的发育，但草酸积累降低

了菌核菌侵染点周围的pH，从而创造利于菌核发育

的适宜条件（Rollins and Dickman，2001）；对灰葡萄

孢菌株的分泌组研究表明，在pH 4和pH 6条件下灰

葡萄孢菌株的培养液为黑色，出现这种黑色培养液

的原因是菌丝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

（Ten et al.，2001）；pH对几种着色真菌菌丝生长均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柴宝和刘维达，2010）；低pH显著

抑制丛枝菌根真菌（AMF）对根系的侵染和丛枝的

形成，且抑制效应随pH的降低而增强（冯曾威等，

2017）。本研究同样发现pH对稻瘟病菌效应蛋白基

因过表达菌株35S:BAS4/Mo-1和野生型菌株的形态

发育（菌落生长速率、产孢量、菌丝干重、萌发率及附

着胞形成率等）有影响，但pH对过表达菌株的影响

小于其对野生型菌株形态发育的影响，表明BAS4过

表达菌株提高了对pH的耐受性，其机理有待进一步

研究。

哺乳动物体内pH变化可调节噬菌细胞活性氧

暴发（Segal et al.，1981），表明ROS对环境pH变化的

响应能激活寄主许多生理和防御响应过程。本研究

发现pH 5.00和pH 8.00均能提高BAS4过表达菌株侵

染水稻的发病率，pH 8.00处理的过表达菌株侵染水

稻引起的发病率高于pH 5.00处理的过表达菌株侵

染水稻的发病率。对受侵染水稻病程相关基因的分

析发现，pH 5.00和pH 8.00能降低病程相关基因的表

达量，pH 8.00比pH 5.00对病程相关基因的表达抑制

明显，表明pH 5.00和pH 8.00对稻瘟病菌侵染水稻时

病程相关基因的表达有抑制。本研究还发现，病程

相关基因PR1a和PR10a在两个pH处理的过表达菌

株侵染水稻中的表达量降低，其中PR1a是PCD信号

途径的相关基因，其大量表达能促进受侵染水稻大

量的细胞死亡，限制病原菌的进一步侵染，而PR1a

表达量降低预示着水稻细胞死亡受到抑制，有利于

过表达菌株的进一步侵染。进一步对SA-途径相关

基因PAL和EDS1表达进行分析，结果发现pH 5.00和

pH 8.00抑制了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SA-途径基因

PAL基因的表达，且pH 8.00比pH 5.00更强地抑制了

SA-途径PAL的表达，即抑制了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

内源SA的合成。JA-途径的LOX2基因在pH 5.00和

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中的表达量显

著低于野生型菌株侵染水稻的表达量，表明pH抑制

了受侵染水稻茉莉酸的合成。对胁迫响应基因

HSP90和抗性相关基因PR5的分析发现，HSP90在

pH 5.00和pH 8.00预处理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24 h

时的表达量上调至最高，显著高于野生型菌株侵染

水稻的表达量。抗性基因PR5在pH 5.00和pH 8.00

预处理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中的表达量则低于野生

型菌株侵染水稻的表达量，表明pH 5.00和pH 8.00对

过表达菌株侵染水稻时的影响程度大于野生型菌

株。综上所述，虽然BAS4过表达菌株经pH 5.00~

8.00处理后其形态发育受到一定影响，但受影响幅

度小于pH 5.00~8.00对野生型菌株形态发育的影

响。pH 5.00和pH 8.00预处理BAS4过表达菌株侵染

水稻的发病率及防御相关基因和抗性基因PR5的表

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而胁迫响应基因HSP90

A1343R-7（WT）pH 5.00
35S:BAS4/Mo-1 pH 5.00
A1343R-7（WT）pH 8.00
35S:BAS4/Mo-1 pH 8.00

A1343R-7（WT）pH 5.00
35S:BAS4/Mo-1 pH 5.00
A1343R-7（WT）pH 8.00
35S:BAS4/Mo-1 pH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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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染水稻早期表达量大幅上调，表明pH 5.00和

pH 8.00对稻瘟病菌侵染水稻过程中防御相关基因

及抗性基因的表达有抑制作用，预示BAS4过表达菌

株对不同pH有较强的耐受性，是否由于BAS4过表

达菌株通过分泌不同的效应蛋白来操控寄主生理及

防御响应，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本研究利用不同pH处理稻瘟病菌过表达菌株

35S:BAS4/Mo-1，分析统计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菌

落生长速率、产孢量、孢子萌发率、菌丝干重和附着

胞形成等形态发育的影响，发现酸碱度影响BAS4过

表达菌株的形态发育，但不同pH对过表达菌株菌落

生长速率、产孢量、孢子萌发率、菌丝干重和附着胞

形成的影响较对野生型菌株A1343R-7的小；pH 5.00

和pH 8.00提高了其预处理BAS4过表达菌株侵染水

稻的发病率，pH 8.00较pH 5.00显著提高过表达菌株

侵染水稻的发病率，pH 5.00和pH 8.00处理的过表达

菌株侵染水稻的大部分防御相关基因表达下调，预

示BAS4过表达菌株对pH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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