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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疫霉可溶性蛋白和酯酶同工酶电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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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技术（SDS-PAGE）和 PAGE 电泳技术分别对安徽不同地区的 46 个辣
椒疫霉进行可溶性蛋白和酯酶同工酶分析，从蛋白质和酶学水平上分析辣椒疫霉的生理生化特征。可溶性蛋白电泳
表明，每个辣椒疫霉分离出了 25~37 条谱带，平均 31.5 条。其中具有多态性的条带共有 24 条，多态性比率达 64.9%，
可溶性蛋白图谱与地理来源相关，但与致病力不相关。酯酶同工酶 PAGE 电泳显示辣椒疫霉菌株各有 1~8 条条带，
Rf 值为 0.05~1.00，不同辣椒疫霉菌株间某些同工酶谱带数和同一迁移率谱带的颜色和宽度差异显著，其中弱致病
力菌株的条带数为 1~3 条，说明菌株的致病力差异可在酯酶同工酶水平上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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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oluble protein and esterase isozyme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Le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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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differentiation among isolates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at protein or esterase isozyme level, 46 isolates of the pathogenic oomycete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localities
of Anhui province were clustered based on their soluble protein and esterase isozyme profiles obtained through 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SDS-PAGE) and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PAGE), respectively. The soluble protein analysis showed 25 to 37 main bands were obtained with each isolate, with
average value of 31.5. Twenty-four of those 37 bands were polymorphic (64.9%), revealing high polymorphism
among the isolates. The soluble protein group had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the localities of isolates, but no relation
with the pathogenicity. The esterase isozyme analysis showed each isolate had 1 to 8 main bands and the Rf value
ranged from 0.05 to 1.00. The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s of bands and activities of bands with the same Rf
value was also detected. The bands of weakly pathogenic isolates were 1 to 3, which supported that esterase isozyme
patterns could be indicators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 of pathogen pathogenicity.
Key words: Phytophthora capsici; soluble protein; esterase isozyme; electrophoresis pattern
辣椒疫霉 Phytophthora capsici Leonian 是具有
重大危害性的有害生物，由辣椒疫霉引起的辣椒疫
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在世界各地的辣椒种植区普
遍发生[1]，目前已成为限制我国辣椒生产的主要病
害之一[2]。该病害的发生规律、防治方法等研究已
有较为系统的报道，但对辣椒疫霉致病性分化的生
化机制则报道较少。众所周知，辣椒疫病采用以选
育抗病品种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措施，而品种的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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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针对病原菌的致病性而言的，抗病品种的选育
选用必须以目标病原菌的致病性研究为基础。因此，
研究辣椒疫霉的致病性（力）分化生理生化机制对
于辣椒抗疫病品种的选育和合理使用以及辣椒疫病
的综合治理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应用意义。
微生物体内的蛋白质和同工酶都是基因表达的
产物，其结构的多样性能直接反映 DNA 组成上的
差异和生物体的遗传多样性，蛋白质和同工酶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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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于生物的遗传标记、遗传变异以及遗传结构
研究中。蛋白质与酯酶同工酶电泳图谱具有相对稳
定性，能够真实地反映物种间的亲缘关系。蛋白质
与酯酶同工酶电泳技术作为化学分类方法之一，自
1959 年由 Markert 等[3]提出以来，近年来被广泛应
用于动物、植物的遗传分析、生理生化研究[4-5]。前
人研究表明，辣椒疫霉的致病力存在分化，而许多
学者认为，病菌不同的致病类型与酯酶同工酶有较
密切的关系[6-7]。所以，对同工酶的研究也就显得尤
为重要，分析同工酶的酶谱是同工酶研究的重要方
法。本试验对不同来源的辣椒疫霉菌体进行可溶性
蛋白和酯酶同工酶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对它们在
蛋白质和酶学水平上的遗传差异进行研究，并构建
树状聚类图，探讨不同菌株电泳图谱差异与菌株的

菌株编号
Isolate No.
H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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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来源和致病性的相关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菌株 从安徽不同地理来源的发病辣椒
上采集辣椒疫病病株，采用组织分离法使用选择性
培养基对病原菌进行分离，获得的 46 个分离物经形
态学鉴定为辣椒疫霉（Phytophthora capsici）后，
单孢分离并保存备用。标准交配型菌株 P991（A1
交配型）由南京农业大学真菌研究室王源超教授惠
赠。采用活体针刺接种法测定辣椒疫霉对艳阳植株
苗的致病力，菌株编号、采集地及辣椒疫霉对辣椒
所致病斑长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供试辣椒疫霉菌株来源及致病力测定结果
Table 1 Pathogenicity of different isolates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from Anhui to pepper seedlings
所致病斑长度/mm
所致病斑长度/mm
采集地
菌株编号
采集地
Average length
Average length
Source location
Isolate No.
Source location
of stem lesions
of stem lesions
15.7
HX4
53.7
淮南 Huainan
和县 Heixan

HN2

淮南 Huainan

21.8

ST1

石台 Shitai

60.2

HN3

淮南 Huainan

5.7

ST2

石台 Shitai

58.2

HN4

淮南 Huainan

23.7

TL3

铜陵 Tongling

54.2

HN5

淮南 Huainan

23.0

TL5

铜陵 Tongling

32.8

HN6

淮南 Huainan

50.0

TL7

铜陵 Tongling

31.2

HN7

淮南 Huainan

32.3

TL9

铜陵 Tongling

53.2

HN8

淮南 Huainan

36.0

TL10

铜陵 Tongling

57.6

HF1

合肥 Hefei

52.3

TL11

铜陵 Tongling

25.0

HF2

合肥 Hefei

41.7

YS1

阜阳 Fuyang

59.4

HF3

合肥 Hefei

35.3

YS2

阜阳 Fuyang

53.0

HF4

合肥 Hefei

63.7

FY1

阜阳 Fuyang

37.2

HF5

合肥 Hefei

36.7

FY2

阜阳 Fuyang

54.2

HF6

合肥 Hefei

45.9

LXH

亳州 Bozhou

54.6

HF7

合肥 Hefei

37.7

BZ1

亳州 Bozhou

53.8

QS1

潜山 Qianshan

45.0

BZ2

亳州 Bozhou

53.4

QS2

潜山 Qianshan

41.7

BZ5

亳州 Bozhou

53.8

QS3

潜山 Qianshan

55.0

BZ6

亳州 Bozhou

61.8

YX1

岳西 Yuexi

22.7

BZ7

亳州 Bozhou

51.6

YX2

岳西 Yuexi

32.0

BZ8

亳州 Bozhou

51.0

HX1

和县 Heixan

29.0

BZ9

亳州 Bozhou

58.0

HX2

和县 Heixan

8.3

BZ10

亳州 Bozhou

53.4

HX3

和县 Heixan

6.0

BZ11

亳州 Bozhou

53.2

1.1.2 供试培养基 胡萝卜培养基培养基（CA）：
将 200 g 新鲜胡萝卜切成小片，加去离子水 500 mL，
煮沸后计时 30 min，用双层纱布过滤去渣，补水至
1000 mL，加入琼脂 20 g，121oC 高压蒸汽灭菌 20

min。
Plich′s 液体培养基：KH2PO4 0.5 g，MgSO4·7H2O
0.25 g，天冬酰胺 1 g，硫胺素 1 mg，酵母浸膏 0.5
g，glucose 25 g，去离子水定容至 1000 mL，121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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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 20 min。
1.2 方法
1.2.1 样品的制备 将供试菌株在 CA 平板上 25
℃、黑暗中生长 3 d 后，用打孔器沿菌落边缘打直
径为 7 mm 的菌碟，接入盛有 100 mLPlich's 液体培
养基的组织培养瓶中，每瓶接菌碟 3 块，25℃、黑
暗振荡（100 r·min-1）培养。6 d 后用纱布过滤，将
菌丝丛中的培养基小块去掉，菌丝体用 25%乙醇冲
洗，再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 3～4 次，在双层纱布中
挤出多余的水分。收集冲洗后的菌丝并称湿重，按
1:1（W/V）加入 pH 6 的磷酸缓冲液（0.2 mol·L-1
Na2HPO4 123 mL 与 0.2 mol·L-1 Na2HPO4 877 mL 混
合配制），冰冻过夜。将冰冻后的菌丝体置于研钵中，
加入少量石英砂，在冰浴下充分研磨成糊状。研磨
后的菌丝液在 12000 r·min-1、4℃下离心 20 min，然
后再重复离心 2~3 次，所得上清液即为菌丝可溶性
蛋白质电泳样品，放在－20℃冰箱中保存备用。
1.2.2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1）SDS-PAGE 可溶
性蛋白电泳。实验采用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在 DYY26 型稳压稳流电泳仪上进行电泳（北京六
一仪器厂生产），电泳时使用 8%分离胶（pH 8.8）
和 4%浓缩胶
（pH 6.8），电极缓冲液为 pH 8.3 的 Tris甘氨酸缓冲系统。蛋白质样品在上样电泳前需变性，
将样品蛋白质溶液与等体积的上样缓冲液混合后置
于 eppendorf 管中，将混合物置于 100oC 煮 5 min（在
eppendorf 管盖上用注射器的针头打 2~3 孔），立即
置于冰上冷却 3 min 后加样，每孔上样量 100 µg，
在电泳槽中加入电极缓冲液并滴加 2 滴 1%溴酚兰
指示前沿线，电泳。在稳流工作状态下，控制电压
强度为浓缩胶每孔 60 V，分离胶中每孔 80 V，在 4
℃条件下电泳 2 h 左右。电泳结束后，将凝胶置于
R-250 的考马斯亮蓝染液中，将其放在摇床上震荡
大约 30 min，去除染色液，加入 7%乙酸的脱色液
继续振荡，为了完全脱色，在脱色过程中视情况多
次更换脱色液直至背景色脱干净为止，固定后拍照。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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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菌体酯酶 PAGE 电泳。实验采用不连续垂
直板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7.5%分离胶（pH 8.9），
3%浓缩胶（pH 6.7）。电泳上样量与电压强度同可
溶性蛋白电泳。电泳结束后用固兰 RR 盐染色液 37
℃染色 30 min，染色后用 7%的乙酸脱色固定，固
定后的凝胶即可用于观察、分析和拍片。
1.2.3 电泳图谱的聚类分析 将电泳后的凝胶图谱
放到扫描仪上进行扫描，测量各谱带的泳动距离，
计算每条谱带的 Rf 值。将电泳获得的每一条条带的
有无作为统计参数，有带赋值为“1”，无带赋值为
“0”，从而得到 46 个菌株蛋白和酯酶电泳的“0、1”
矩阵。根据 Nei 等的公式：F=2Nxy/（Nx +Ny），获
得各样品间的遗传相似度，其中 Nxy 为个体 X、Y
经电泳后的共有条带数，Nx、Ny 分别代表个体 X、
Y 经电泳后的条带总数，遗传相似度越大，说明酶
谱差异越小，菌株间亲缘关系密切，反之则说明差
异越大，菌株间亲缘关系越远。用 NTSYSpc version
2.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UPGMA 法（Unweighted
Pair-group Method Arithmetic Averages 算术平均数不
加权对组法）生成辣椒疫霉的蛋白和酯酶电泳聚类
分析树状图。

2

结果与分析

辣椒疫霉的可溶性蛋白质电泳图谱分析
可溶性蛋白 SDS-PAGE 电泳图谱（图 1）显示，
辣椒疫霉可溶性蛋白电泳产生大量的条带，不同地
理来源的 46 个菌株分别分离出了 25~37 条谱带，
平均 31.5 条。经过计算分析，辣椒疫霉的 Rf 值为
0.10~0.98，特征性条带的 Rf 值为 0.36、0.45、0.47、
0.50、0.53、0.59、0.60、0.71、0.76、0.86、0.91、
0.95 和 0.98，共 13 条。多态性的条带共有 24 条，
多态性比率达 64.9%。从电泳图谱可以看出（图 1），
不同辣椒疫霉菌株的可溶性蛋白谱带不仅数量上有
差异，同时不同菌株间相同谱带的颜色和宽度也有
差异，表明不同菌株酶的活性不同。
2.1

图 1 可溶性蛋白电泳谱带照片
Soluble proteins electrophoretic gel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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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辣椒疫霉可溶性蛋白电泳谱带聚类树状图
Figure 2 The dendrogram based on similarity coefficient from
soluble proteins study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由相对迁移率可以看出菌株之间的相似性，为
更直观，因此，利用遗传相似系数反应各供试菌株
的亲缘关系。从供试菌株菌体可溶性蛋白电泳的系
统树状聚类图（图 2）可以看出，辣椒疫霉不同菌
株间的相似系数在 74%~100%。以相似系数 82%为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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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将供试菌株分为 7 大组，第Ⅰ组为淮南与合
肥菌株，分为 3 个亚组，菌株 HN1 与 HN7 为一亚
组，菌株 HN2、HN3、HN4 和 HN5 为一亚组，菌
株 HF2、HF3、HF4 和 HF5 为一亚组；第Ⅱ组最大，
有 19 个菌株，来源较广，有淮南、合肥、亳州、铜
陵、阜阳、和县和潜山的菌株；第Ⅲ组为和县、石
台和亳州菌株，分为 3 个亚组，菌株 HX1、HX2、
HX3、HX4 为一亚组，菌株 ST1 和 ST2 为一亚组，
菌株 BZ2 和 BZ6 为一亚组；第Ⅳ组仅有菌株 HN6；
第Ⅴ组含有菌株 BZ1、BZ8、BZ9 和 BZ10；第Ⅵ组
含有菌株 HF6 和 HF7；第Ⅶ组含有菌株 YX1 和
YX2。从上可以看出，除第Ⅱ组外，所有其他组每
个亚组都是按照地理来源聚类的；第Ⅱ组为一大组，
地理来源广泛，表明这些菌株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使得相互间遗传一致度增高，亲缘关系近。从聚类
图还可以看出，菌株 HN6 与其他菌株的遗传距离最
大。该聚类图与以往致病力的研究结果比较，发现
可溶性蛋白与致病力不相关，与地理来源相关。
2.2 辣椒疫霉酯酶同工酶电泳
酯酶同工酶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图谱（图 3）
显示，46 个辣椒疫霉菌株各具有 1~8 条清晰并且颜
色深的条带，平均为 2.8 条，Rf 值为 0.05~1.00。辣
椒疫霉酯酶同工酶的特征性条带为 0.42。其中，菌
株 HF3 和 FY2 的条带颜色较深，谱带较宽；菌株
HN6 的酶带数最多为 8 条。不同菌株间酯酶同工酶
的谱带在数量、颜色、宽度上存在差异，具有丰富
的谱带和丰富的等位酶基因，说明了辣椒疫霉在同
工酶水平上具有丰富的多态性。

图 3 酯酶同工酶电泳谱带照片
Esterase isozyme electrophoretic gel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用遗传相似度来评价菌株间的亲缘关系，分析
表明这些酶谱标记在菌株间的相似度为
22%~100%，辣椒疫霉菌株之间表现出高度的遗传
多样性。经聚类分析图（图 4）显示，各菌株大约
在相似性系数 0.53 水平上聚合在一起，以相似性系
数 0.83 为阈值，供试的 46 个辣椒疫霉分为 6 组，a
组包括 HN1、HN2、HN3、HN4、HN5、HN7、HN8、
HF1、HF2、HF4、HF5、HF6、HF7、QS1、QS2、

QS3、YS1、YS2、LXH、HX1、HX2、HX3、HX4、
ST1、ST2、YX1、YX2、TL3、TL7、TL9、TL10、
TL11、BZ1、BZ2 和 BZ5 等 35 个菌株；b 组包括
HF3 和 FY2 等 2 个菌株；c 组包括 TL5 和 BZ6 等 2
个菌株；d 组包括 FY1、BZ7 和 BZ8 等 3 个菌株；
e 组包括 BZ9、BZ10 和 BZ11 等 3 个菌株；f 组只
包括一个菌株 HN6。在划分的 6 个组别中，a 组 35
个菌株的遗传相似度为 50%~100%，酶带为 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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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致病力结果比较发现，致病力弱的菌株全部
集中在 a 组，有些强致病力菌株也划为 a 组，但其
共同谱带颜色和宽度明显不同（如菌株 LXH）；b
组 2 个菌株的遗传相似度 80%，酶带 4~6 条，酶带
颜色深，为中-强致病力菌株；c 组 2 个菌株的遗传
相似度为 83%，酶带各为 6 条；d 组 3 个菌株的遗
传相似度为 25%~100%，酶带各为 4 条；e 组 3 个
菌株的遗传相似度为 86%~93%，酶带为 6~8 条；菌
株 HN6 与其他菌株的相似度都很低，遗传距离较
远，是相对独特的菌株。综合考虑酶带颜色深浅和
宽度差异，弱致病力菌株的酯酶同工酶谱带数为
1~3 条，颜色较浅。菌株的酯酶同工酶酶谱相似性
与地理来源未表现出相关性，与致病力强弱相关。

图 4 辣椒疫霉酯酶同工酶电泳谱带聚类树状图
Figure 4 The dendrogram based on similarity coefficient from
esterase isozyme study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3

讨论

蛋白质是基因的表达产物，因此，蛋白质电泳
图谱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种间遗传上的异
质性，即由生化表现型反映基因型，这是应用电泳
分析进行分类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蛋白质电泳技
术为真菌鉴定和遗传比较等方面奠定了较坚实的基
础，真菌蛋白质图谱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其分
类的特征[8]，采用菌体可溶性蛋白质的电泳分析作
为分类的辅助手段得到了应用和发展[9-10]，徐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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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曾用菌体蛋白质的电泳分析了马铃薯晚疫病菌的
小种 [11] 。本试验研究了辣椒疫霉可溶性蛋 SDSPAGE 电泳，结果表明，供试菌株产生了大量的条
带, 表现出丰富的蛋白质多样性，电泳谱带相似系
数为 74%以上，说明可溶性蛋白图谱具有种的特征
性，与许多报道相似[12-13]。同时发现可溶性蛋白与
致病力不相关，与地理来源相关，除了其中一组外，
其他 6 大组的每个亚组均按照地理来源划分的。因
此，能否用可溶性蛋白 SDS-PAGE 电泳的指标进行
辣椒疫霉菌的致病性和生理小种鉴定与划分，尚难
定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病原物的致病
性虽然是由基因调控，可通过生化性状表达出来，
但这种表达不一定反应在这种指标上，而且致病性
只是病原物众多生物学性状之一，其他生物学性状
上的差异也会影响电泳条带的差异。第Ⅱ组的菌株
来源比较广泛，表明这些菌株间的基因交流可能比
较活跃，使得相互间遗传一致度增高，亲缘关系近。
近年来，酯酶同工酶技术应用于农作物的起源
问题已相对广泛[14]，酯酶同工酶图谱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作为其分类的特征[15]。作者对安徽省不同地理
来源的辣椒疫霉菌株进行了 PAGE 电泳，发现供试
菌株都有 1~8 条清晰并且颜色深的条带，所有致病
力弱的菌株都聚在 a 组，条带数为 1~3 条，条带数
少，表明弱致病力菌株的酯酶同工酶条带数可能少
或者条带颜色较浅，但条带少的菌株致病力不一定
弱，主要表现在条带的宽度和颜色上，可能还与其
他的生理生化机制相关。
同时，辣椒疫霉不同地理来源的菌株可溶性蛋
白和酯酶同工酶电泳图谱都有特征性酶带的存在，
说明试验研究的 46 个菌株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而
在谱带有无上的差异说明各菌株在不同的生长环境
中发生了遗传变异。辣椒疫霉在地理来源的同源性
在可溶性蛋白电泳的聚类结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这种地理分布上的同源性在酯酶同工酶电泳的聚类
结果中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在这 2 种电泳中，
菌株 HN1、HN2、HN3、HN4、HN5、HN7、HF2、
HF4 和 HF5；菌株 QS1、TL10 和 TL11；菌株 YS1
和 YS2；菌株 HX1、HX2、HX3 和 HX4；菌株 ST1
和 ST2；菌株 BZ9 和 BZ10，菌株 YX1 和 YX2 都
表现出了较近的亲缘关系。因此，在用生化方法分
析病原菌间亲缘关系时，宜将不同内容的电泳结果
综合考虑。
此外，无论是在可溶性蛋白还是酯酶同工酶树
状聚类图中，菌株 HN6 与其他菌株的遗传距离最
远，HN6 的酯酶条带与其他菌株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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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利用真菌通用引物 ITS1 和 ITS4 对菌株 HN6
进行了 PCR 扩增和 rDNA-ITS 区的序列分析，结果
发现菌株 HN6 的 ITS 区与 GenBank 中的辣椒疫霉
同源性达 99~100%，进一步证明菌株 HN6 为辣椒
疫霉。因此 HN6 的酯酶条带与其他菌株存在的明显
差异是辣椒疫霉种内菌株类群的差异。有关这种差
异与何种性状相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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