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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挖掘新型药剂的潜在靶标，利用靶向基因敲除和互补技术研究赤霉病病原菌禾谷镰刀菌
Fusarium graminearum 中必需氨基酸亮氨酸合成酶编码基因 FgLEU1 的功能，并测定禾谷镰刀菌的
生物学表型。结果表明，FgLEU1 编码亮氨酸合成途径中的 3-异丙基苹果酸脱水酶，其敲除突变体
表现亮氨酸营养缺陷。生物学表型测定结果显示，与野生型菌株相比，FgLEU1 敲除突变体的产孢
量和孢子萌发率显著下降，产孢量仅为野生型菌株的 20.96%，培养 4 h 后孢子萌发率下降了
49.45%，且合成脱氧雪腐镰刀烯醇（呕吐毒素）能力丧失，在麦穗上的致病力下降，仅能侵染接种小
穗，赤霉病症状不能扩展。外源添加一定量的亮氨酸、FgLeu1 催化产物或导入含启动子的全长
FgLEU1 基因可以恢复敲除突变体表型缺陷。表明 FgLEU1 基因在禾谷镰刀菌亮氨酸合成、
菌丝孢
子形成及产毒致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作为新型安全杀菌剂的潜在研发靶标，
用于持续有效
控制麦类赤霉病和镰刀菌毒素。
关键词：禾谷镰刀菌；支链氨基酸；FgLEU1 基因；生物学功能；产毒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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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usage of essential amino acid biosynthetic enzymes in novel drug de‐
sign, targeted gene dele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strategy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Fusarium gra‐
minearum FgLEU1 gene encoding a leucine (Leu)-biosynthetic enzyme, 3-isopropylmalate dehydratase
(3-IPDH), which is homologous to the yeast Leu1. The deletion mutant of FgLEU1 gene was Leu auto‐
trophic and showed reduced mycelial growth rate and aerial hyphae for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wildtype strain, the deletion mutant of FgLEU1 gene showed reduced conidial formation and germination as
well as deoxynivalenol (DON) production. The conidial formation of the FgLEU1 deletion mutant was
only 20.96% of that of the wild-type strain and the mutant showed decreased conidial germination rates
(reduced by 49.45%), and lost ability to synthesize deoxynivalenol. Plant infection assay on the flower‐
ing wheat heads indicated that the mutant could only infect the inoculated spikelet but could not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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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ther spikelets. Exogenous addition of Leu or the FgLeu1-catalyzing intermediate 3-isopropylmalate
(3-IPA), or re-introduction of the full-length FgLEU1 gene with its native promoter could restore the
phenotypic defects of the FgLEU1 deletion mutant. Taken together, 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gLEU1 plays crucial roles in Leu biosynthesis, vegetative growth, DON production and virulence in F.
graminearum, and is potentially a good target in designing safe fungicides for the substantial control of
Fusarium head blight and toxins in wheat.
Key words: Fusarium graminearum;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s; FgLEU1 gene; biological functions;
deoxynivalenol production and virulence
近年来，由于秸秆还田措施的实施和全球变暖
的 影 响 ，禾 谷 镰 刀 复 合 种（Fusarium graminearum
species complex，FGSC）引起的小麦赤霉病高发、频
发，在我国的年发生面积超过 466 万 hm2，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史建荣等，
2014）。另外，
禾谷镰刀菌
F. graminearum 在侵染寄主时还会产生多种镰刀菌
毒素，如脱氧雪腐镰刀烯醇（deoxynivalenol，DON）
和玉蜀黍赤霉烯酮（zeralenone，ZEN），给人畜健康
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Chen et al.，2019；Qiu et
al.，
2019）。目前尚缺乏对赤霉病完全免疫的小麦品
种，在生产上主要使用化学杀菌剂控制小麦赤霉病
和镰刀菌毒素污染。我国用于赤霉病和镰刀菌毒素
防控的药剂主要包括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丙硫菌
唑、戊唑醇等）
（韩青梅等，2003）、Myosin 抑制剂（氰
烯菌酯）以及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类（氟唑菌酰羟
胺），对病害和毒素污染均表现出较好的防控效果，
然而由于使用量较大，目前在田间已检测到戊唑醇
低抗菌株（Qian et al.，2018；Yin et al.，2009）；室内抗
药性风险测定显示禾谷镰刀菌和亚洲镰刀菌 F. asi‐
aticum 对氰烯菌酯和氟唑菌酰羟胺的抗性风险为高
风险或中高风险（Chen et al.，2008；2021；宋益民等，
2018）。因此，
新型杀菌剂的研发和药剂靶标的挖掘
对于赤霉病和镰刀菌毒素污染的持续防控意义重大。
从农产品安全角度出发，
某些仅在真菌、细菌和
植物中存在、而在哺乳动物中不存在的酶已成为
新型安全药剂靶标研发的热点。支链氨基酸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BCAA）合成酶就是具
有这一优势的潜在药靶。BCAA 是一类侧链具有分
支结构的氨基酸，包括亮氨酸（leucine，Leu）、异亮氨
酸（isoleucine，Ile）和缬氨酸（valine，Val）。BCAA 是
一类必需氨基酸，
在哺乳动物中无相关合成酶，
可作
为对哺乳动物无毒或低毒药剂的潜在药剂靶标进行
开发（McCourt & Duggleby，
2006；
Zhou et al.，
2007）。
目前生产上已有多个靶向 BCAA 合成酶的除草剂，
如磺脲类除草剂，作用于乙酰乳酸合酶（acetohy‐

droxyacid synthase，AHAS），该类除草剂自 1980 年
投入使用至今，已有 50 多个商业化产品，是目前市
场上销量最大、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种类之一（Tan
et al.，2006）。某些磺脲类除草剂对人类致病菌还表
现出一定的抑制活性（Kreisberg et al.，2013；Lee et
al.，2013），预示着研发靶向 BCAA 合成酶杀菌剂的
可行性。
编码 BCAA 合成酶相关基因 ilv 和 LEU 在人类
和植物的致病菌中有着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人类的
致病菌新型隐球菌 Crytococcus neofonmans 的 ilv2
基因缺失突变体在小鼠上的致病力显著下降
（Kingsbury et al.，2004）；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
cans 的 ilv2 基因也与其对小鼠的致病力相关（Kings‐
bury & McCusker，2010）；植 物 致 病 菌 稻 瘟 病 菌
Magnaporthe oryzae 中 编 码 BCAA 合 成 酶 的 基 因
MoIlv1、MoIlv2 和 MoIlv6 在其侵染相关过程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Du et al.，2013；2014）。本实验室前期
研究禾谷镰刀菌中参与 BCAA 合成相关基因的生
物学功能时，鉴定到在病原菌生长发育和产毒致病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 BCAA 合成编码基因 FgILVs
（Liu et al.，2014；2015a，b；2019）和 FgLEUs（Liu et
al.，2016）。3-异丙基苹果酸脱水酶（3-isopropylma‐
late dehydratase，3-IPDH）催化 Leu 合成第 2 步反应，
在 禾 谷 镰 刀 菌 中 由 FgLEU1 基 因 编 码 ，酿 酒 酵 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ea 中的同源酶 Leu1 是一类铁
硫蛋白，
其缺失后除了会引起Leu营养缺陷外，
还会影
响铁硫基因簇的功能稳定（Kohlhaw，
2003）。本研究
利用基因敲除和互补技术分析禾谷镰刀菌 3-IPDH
编码基因 FgLEU1 的生物学功能，明确其在禾谷镰
刀菌生长发育和产毒致病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期
为新型安全杀菌剂的研发挖掘潜在分子靶标，为赤
霉病的持续防控和毒素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菌株、质粒及植物：
本研究使用的禾谷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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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野生型菌株为 PH-1（模式菌株编号 NRRL 31084，

有限公司；ECLIPSE E100 普通光学显微镜，日本尼

美国伊利诺伊州）
（Cuomo et al.，2007）；pBluescript-

康公司；血球计数板，北京索莱宝公司；Labcycler

hph、pYF11-neo 质粒和酿酒酵母菌株 XK12-5，由本

PCR 仪，
德国 SensoQuest 公司。

实验室保藏并提供；小麦品种为济麦 19 号，由山东

1.2 方法

省农业科学院小麦良种繁育基地提供，人工智能温

1.2.1 Leu1 序列比对和遗传进化分析

室条件下培养至扬花期供试。
培养基：镰刀菌 MM（Fusarium minimal，FMM）

根据酿酒酵母中已报道的 Leu1 氨基酸序列（酿
酒酵母基因组数据库登录号 YGL009C），通过蛋白

培养基成分为 NaNO3 2 g、KH2PO4 1 g、MgSO4·7H2O

同源比对在真菌基因组（http://fungidb.org/fungidb/）

0.5 g、KCl 0.5 g、硫酸亚铁 0.01 g、蔗糖 30 g、琼脂

中比对获得不同物种的同源 Leu1 氨基酸序列，利用

15~20 g，去离子水定容至 1 L，pH 7.0~7.2；果糖明胶

Clustal W 进行序列比对（Thompson et al.，1994），并

（fructose gelatin agar，FGA）培养基成分为果糖 10 g、

进一步利用 MEGA 5.10 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构建

明胶 2 g、KH2PO4 1.0 g、MgSO4 ·7H2O 0.5 g、NaNO3

遗传进化树，进行 1 000 次自检，明确禾谷镰刀菌

2 g、琼脂 15~20 g，
去离子水定容至 1 L，
pH 7.0；
马铃

FgLeu1 和其他真菌 Leu1 的遗传进化关系（Kumar et

薯葡萄糖琼脂（potato dextrose agar，PDA）培养基成

al.，
2008）。

分为去皮土豆 200 g、葡萄糖 20 g、琼脂 15~20 g，加

1.2.2 FgLEU1 基因敲除、
互补突变体的构建及鉴定

去 离 子 水 定 容 至 1 L；酵 母 提 取 物 蛋 白 胨 葡 萄 糖

为研究禾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的功能，利用

（yeast extract peptone dextrose，
YEPD）培养基成分为

双接头 PCR 方法构建 FgLEU1 基因的靶向敲除载体

蛋白胨 10 g、酵母粉 3 g、葡萄糖 20 g、琼脂 15~20 g，

（Yu et al.，2004），该载体的构建包括 3 轮 PCR，所有

去 离 子 水 定 容 至 1 L，pH 7.0；羧 甲 基 纤 维 素（car‐

引物均委托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

boxymethyl cellulose，CMC）液体培养基成分为羧甲

成。将禾谷镰刀菌菌株 PH-1 在 PDA 平板上进行活

基纤维素纳 15 g、
酵母粉 1 g、
硝酸铵 1 g、
KH2PO4 1 g、

化，于 25℃、全光照条件下培养 3 d 后用灭菌牙签挑

MgSO4·7H2O 0.5 g，pH 7.5；单端孢霉烯族毒素诱导

取少量菌丝用于 DNA 提取。采用基因组 DNA 提取

（trichothecene biosynthesis induction，TBI）液体培养

试剂盒提取菌株 PH-1 的基因组 DNA。第 1 轮 PCR

基成分为蔗糖 30 g、KH2PO4 1 g、氯化钾 0.5 g、Mg‐

中分别利用引物对 A1/A2 和 A3/A4（表 1）从禾谷镰

SO4·7H2O 0.5 g、硫酸亚铁 0.01 g、微量元素混合液

刀菌 PH-1 菌株的基因组 DNA 中扩增 FgLEU1 基因

0.2 mL、腐 胺 0.8 g，去 离 子 水 定 容 至 1 L，pH 6.5。

的 5ʹ和 3ʹ片段，利用引物对 Hph-F/Hph-R 从 pBlue‐

FMM、FGA、PDA 和 YEPD 培养基不添加琼脂即获

script-hph 质 粒 中 扩 增 HPH 基 因 全 长 片 段 ，25 μL

得相应液体培养基。

PCR 反 应 体 系 ：10×Taq Buffer 2.5 μL、10 mmol/L

试剂：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美国 Axygen 公

dNTP 2 μL、正 反 向 引 物 各 1.5 μL、DNA 模 板 50~

司；TaKaRa 反转录试剂盒、PCR 扩增试剂，宝生物工

100 ng、Taq 酶 0.2 μL，加双蒸水补足至 25 μL；PCR

程（大连）有限公司；PCR 产物胶回收试剂盒，生工

反应条件：95℃预变性 5 min；95℃变性 30 s，58℃退

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DON 标准品（纯度≥

火 30 s，72℃延伸 1 min，共 35 个循环；72℃再延伸

99%），Romer 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微量元素

10 min，10℃保存合成；PCR 反应结束后，利用 PCR

混合液，每 100 mL 中含 ZnSO4·7H2O 5 g、
柠檬酸 5 g、

产物胶回收试剂盒将上述 PCR 产物进行胶回收纯

MnSO4·H2O 0.05 g、硼酸 0.05 g、CuSO4·5H2O 0.25 g、

化备用。第 2 轮 PCR 将上述 FgLEU1 基因的 5ʹ和 3ʹ

Na4EDTA 5 g、
NaMoO4·2H2O 0.05 g（Liu et al.，
2019）；

片段以及 HPH 基因全长片段进行连接，25 μL PCR

其余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连 接 反 应 体 系 ：10×Taq Buffer 2.5 μL、10 mmol/L

仪 器 ：Shimadzu 30A LC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6500

dNTP 2 μL、DNA 模板 200 ng（FgLEU1 基因 5ʹ片段∶

plus 质谱仪/质谱仪（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

FgLEU1 基因 3ʹ片段∶HPH 全长基因质量比 1∶1∶2）、

tography-tandem

spectrometry， HPLC-MS/

Taq 酶 0.2 μL，加双蒸水补足 25 μL；PCR 反应条件：

MS），日本岛津公司；SPX-250BII 生化培养箱，上海

94℃预变性 3 min；93℃变性 30 s，58℃退火 100 s，

昕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PGX-450C 智能光照培养

72℃延伸 180 s，共 15 个循环；72℃再延伸 10 min，

箱，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B-10 pH 计，

10℃保存合成。第 3 轮 PCR 利用引物对 A7/A8（表

美国 Sartorius 公司；MD-200 氮吹仪，上海沪析仪器

1），以 第 2 轮 PCR 产 物 为 模 板 进 行 扩 增 ，获 得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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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LEU1 基因敲除载体大片段，25 μL PCR 反应体

区域，25 μL PCR 反应体系同上述第 1 轮 PCR；PCR

系：10×Taq Buffer 2.5 μL、10 mmol/L dNTP 2 μL、正

反应条件：95℃预变性 5 min；95℃变性 30 s，58℃退

反向引物各 1.5 μL、第 2 轮 PCR 反应液 0.25 μL、Taq

火 30 s，72℃延伸 2 min，共 35 个循环；72℃再延伸

酶 0.2 μL，加双蒸水补足至 25 μL；PCR 反应条件：

10 min，10℃保存合成；PCR 反应结束后，将产物进

95℃ 预 变 性 5 min；95℃ 变 性 30 s，58℃ 退 火 30 s，

行胶回收纯化后与线性化的 pYF11-neo 质粒共转化

72℃延伸 3 min，共 35 个循环；72℃再延伸 10 min，

至酿酒酵母 XK12-5 菌株中获得互补载体 pYF11-

10℃保存合成；PCR 反应结束后，将上述 PCR 产物

neo-FgLeu1，并将上述质粒转化至 FgLEU1 基因敲

进行胶回收纯化备用。

除突变体，添加 100 μg/mL G418 硫酸盐至 PDA 平板

通过 PEG 介导的原生质体转化法（Desjardins et
al.，1996）将上述 FgLEU1 基因敲除载体大片段转化

筛选互补转化子，
方法同潮霉素 B 筛选。
将禾谷镰刀菌野生型以及上述获得的 FgLEU1

至禾谷镰刀菌野生型菌株 PH-1 的原生质体中，以

基因敲除突变体及互补突变体在 PDA 平板上活化，

潮霉素 B 作为抗生素进行抗性转化子筛选，用灭菌

25℃、全光照条件下培养 3 d，用灭菌牙签挑取少量

牙签从转化子单菌落边缘挑取少量菌丝转移至含

菌丝用于 DNA/RNA 提取。采用基因组 DNA 提取

100 μg/mL 潮霉素 B 的单个 PDA 筛选平板上，可正

试剂盒提取野生型和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及互

常生长者即为抗性转化子。为进一步明确 FgLEU1

补突变体的基因组 DNA 和 RNA，并利用反转录试

基因敲除突变体的表型缺陷是由于该基因缺失所

剂盒将 RNA 反转录成 cDNA（Liu et al.，2019），采用

致，扩增 FgLEU1 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及全长编码框，

引物对 A5/A6 和 A7/A8（表 1）进行常规 PCR 验证敲

利用引物对 A11/A12（表 1）从禾谷镰刀菌菌株 PH-1

除突变体和互补突变体。PCR 反应体系和条件同

的基因组 DNA 中扩增其上下游启动子以及终止子

上述第 1 轮 PCR。

表 1 本研究中所用引物信息
Table 1 Oligonucleotide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
引物
序列（5ʹ-3ʹ）
Primer
Sequence (5ʹ-3ʹ)
A1
AACTAACAGCCCGGTAGACAT
A2
CAAAATAGGCATTGATGTGTTGACCTCCTTTGACAATGAGACCGCACT
A3
CTCGTCCGAGGGCAAAGGAATAGAGTAGTCTGGATACAACAAAATGGGA
A4
ATGTTCTGACCGACCAGTCTT
A5
GAGCTTGACTTCTCTCCTTCG
A6
TTATCCGACGCAGCAAAAGA
ATTCAGTGTTCCAGCCCATC
A7
TTTGATGCGGTCGTTGCTTG
A8

引物用途
Purpose of primer
扩增 FgLEU1 基因 5ʹ片段
PCR primers for amplification of the 5ʹ fragment of FgLEU1
扩增 FgLEU1 基因 3ʹ片段
PCR primers for amplification of the 3ʹ fragment of FgLEU1

FgLEU1 基因敲除转化子鉴定引物
PCR primers for identification of FgLEU1 disruption mutants
扩增转化用 FgLEU1 基因敲除大片段
PCR primers for amplification of the 5ʹ-HPH-3ʹ fragment for
deletion of FgLEU1
A9
ATGCCTGCTCCCGTGGGAACT
FgLEU1 基因敲除转化子 RT-PCR 鉴定引物
A10
AAGGTAACACATTGTGTTCGC
PCR primers for the RT-PCR diagnose of the FgLEU1 mutants
A11
含启动子区域
ACTCACTATAGGGCGAATTGGGTACTCAAATTGG- 扩增 FgLEU1 基因全长片段，
PCR primers for amplification of the full-length of FgLEU1
TTAACTAACAGCCCGGTAGACAT
A12
CACCACCCCGGTGAACAGCTCCTCGCCCTTGCT- with its native promoter
CACCCACTCGAGAGGTTCCTTCT
Hph-F GGAGGTCAACACATCAATGCCTATT
扩增抗性筛选标记潮霉素 B 抗性基因 HPH
Hph-R CTACTCTATTCCTTTGCCCT
PCR primers for amplification of the hygromycin B resistant
gene HPH

1.2.3 不同菌株菌丝生长表型的测定

四种培养基测定禾谷镰刀菌的菌丝生长情况（Liu

将禾谷镰刀菌野生型菌株 PH-1 以及 1.2.2 获得

et al.，2019）。测定生长速率时，分别挑取上述菌株

的 FgLEU1 基因敲除及互补突变体在 PDA 平板上

直径为 6 mm 的新鲜菌碟至供测 4 种培养基上，于

活化，25℃、全光照条件下培养 3 d 后打取直径 6 mm

25℃、
全光照条件下培养，每隔 12 h 记录 1 次菌落直
径，
直至菌落长满平板，
并分别绘制生长曲线。测定

的新鲜菌碟备用。采用 FMM、FGA、PDA 和 YE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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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丝干重时，分别挑取上述菌株直径为 6 mm 的新

3.5 μm，直径 2.1 mm×长 150 mm），流速 0.4 mL/min，

鲜菌碟至供测 4 种液体培养基中，于 25℃、180 r/min

进样量 3 μL，柱温 40℃；采用梯度洗脱条件，水相 A

条件下摇培 3 d 后收集湿菌丝，
并冻干称重。外源添

为 0.1% 甲 酸 水 ，有 机 相 B 为 纯 甲 醇 ；0~0.5 min，

加试验中，挑取上述菌株直径为 6 mm 的新鲜菌碟

10% B；
0.5~2.0 min，
50% B；
2.0~4.0 min，
60% B；
4.0~

分别接种到添加不同浓度（0.001、0.005、0.025、0.125

5.0 min，95% B；5.0~8.0 min ，95% B ；8.0~8.1 min，

和 0.250 mmol/L）的 Leu 或 3-IPDH 催化产物 3-异丙

10% B ；8.1~10.0 min，10% B；质谱条件：离子化方

基苹果酸酯（3-isopropymalate，3-IPA）的 FGA 培养

式为电喷雾离子源 ESI+，扫描方式为多反应监测模

基上，
在 25℃、全光照条件下培养 2 d，
观察菌丝形态

式，离子源温度为 600℃，雾化气为 55 psi，辅助气为

并拍照记录。

60 psi，气帘气为 30 psi，喷雾电压为 5 500 V，碰撞室

1.2.4 不同菌株分生孢子表型的测定

射出电压为 10 V。依据样品质谱图谱出峰时间与

挑取禾谷镰刀菌野生型菌株 PH-1 和 FgLEU1

质谱库中数据库进行比对确证，同时绘制标准品曲

基因敲除突变体及互补突变体直径为 6 mm 的新鲜

线，
对样品中的 DON 含量进行定量分析。

菌碟接种至 CMC 液体培养基中，
于 25℃、180 r/min、

1.2.6 FgLEU1基因对禾谷镰孢菌致病力的影响测定

全光照条件下培养 4 d 后，于 25℃以 8 000 r/min 离

禾谷镰刀菌对麦穗的致病力测定在温室中开

心 10 min 收集分生孢子，并用血球计数板计数，统

展，分别将禾谷镰刀菌野生型菌株 PH-1 及 FgLEU1

计其产孢量。以在 CMC 液体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基因敲除突变体和互补突变体的 105 个/mL 孢子悬

0.5 mmol/L 的 Leu 和 3-IPA 测定其能否互补敲除突

浮液各取 10 μL，采用单花滴注法接种到济麦 19 扬

变体的产孢缺陷。同时分别取上述菌株的等量分生

花期麦穗的中间小穗上。每株菌株重复 15 个穗，试

孢子（2 000 个）接种至 2% 无菌蔗糖水中，25℃、全光

验重复 2 次。温室的温度为 25℃、相对湿度为 80%~

照条件下培养 4 h 和 6 h 后测定孢子萌发率。以在

90%。接种 14 d 后统计发病情况，记录发病小穗数

2% 无菌蔗糖水中添加 0.25 mmol/L 的 Leu 测定其能

和总小穗数，
同时拍照记录。

否互补敲除突变体的孢子萌发缺陷。。

1.3 数据分析

1.2.5 禾谷镰刀菌产生的 DON 含量测定
制备禾谷镰刀菌野生型菌株 PH-1 及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和互补突变体的分生孢子悬浮液，
将浓度调整为 1×105 个/mL，分别取 20 μL 孢子悬浮
液分别接种到 30 mL 含 0.5 mmol/L Leu 的产毒诱导
TBI 液体培养基，以接种至不含 Leu 的 TBI 液体培养

使用GraphPad Prism 8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未配对 Student’
s t 检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Leu1 蛋白的遗传进化分析
通过蛋白同源比对获得不同物种的 Leu1 氨基

基作为对照，每个处理 3 个重复，28℃黑暗培养 7 d，

酸序列，利用 Clustal W 进行序列比对后再构建遗传

分别收集菌丝和培养液，并冷冻干燥 24 h。冻干后，

进化树，分析显示禾谷镰刀菌 FgLeu1 与其他真菌的

称取菌丝干重，培养液用 1 mL 纯甲醇（色谱纯）复

Leu1 同源性很高，与曲霉属 Aspergillus spp. 的 Leu1

溶，过孔径 0.22 μm 有机滤膜，所得滤液采用 HPLC-

遗传距离更近（图 1）。进一步分析发现，禾谷镰刀

MS/MS 仪测定 DON 含量，仪器参数设置参照 Dong

菌 FgLeu1 与酿酒酵母菌和白色念珠菌的同源性分

et al.（2016），色谱柱为 Agilent XDB C18（填充粒径

别为 60.08% 和 59.37%（图 2）。

图 1 基于亮氨酸合成酶序列利用最大似然法构建禾谷镰刀菌 FgLeu1 及其他真菌 Leu1 的遗传进化树
Fig. 1 Phylogenetic tree of Leu1 in Fusarium graminearum and other chosen fungi constructed
by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based on Leu 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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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阴影所示为完全一致的氨基酸，灰色阴影所示为理化性质较为相近的氨基酸。The black shadow indicates com‐
pletely identical amino acids, and the gray shadow indicates amino acids with simila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图 2 禾谷镰刀菌 FgLeu1 与模式真菌酿酒酵母 ScLeu1、
白色念珠菌 CaLeu1 的序列比对
Fig. 2 Alignment of FgLeu1 of Fusarium graminearum with ScLeu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nd CaLeu1
in human pathogen Candida albicans

2.2 FgLEU1 基因敲除和互补突变体的构建与鉴定

用引物对 A9/A10（跨内含子引物，位于 FgLEU1 基

利 用 双 接 头 PCR 法 构 建 了 靶 向 敲 除 载 体

因编码框内）不能从编号为 4 号的敲除转化子中扩

FgLEU1-hph（图 3-A），并通过 PEG 介导的原生质体

增到目的条带，能从编号为 2 的互补转化子 cDNA

转化法转化至禾谷镰刀菌野生型菌株 PH-1 的原生

中扩增出 293 bp 的目的条带（图 3-D），表明 4 号敲除

质体中，利用 100 μg/mL 潮霉素 B 筛选抗性转化子，

转化子为原位插入敲除突变体，命名为 ΔFgLeu1-4；

最终选择 5 个敲除转化子进行后续试验。扩增

2 号互补转化子为异位插入互补转化子，命名为

FgLEU1 基因全长和上下游启动子及终止子区域，

FgLeu1c-2。

与 线 性 化 的 pYF11-neo 质 粒 共 转 化 至 酿 酒 酵 母

2.3 禾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XK12-5 菌株中获得互补载体 pYF11-neo-FgLeu1（图

禾谷镰刀菌FgLEU1基因敲除突变体ΔFgLeu1-4

3-B），并转化至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中筛选互

在营养匮乏不含任何外源氨基酸的 FMM 和 FGA 培

补转化子，利用 100 μg/mL G418 硫酸盐筛选抗性转

养基上不能生长，表现出营养缺陷（图 4-A）。在

化子，
最终选择 5 个互补转化子进行后续试验。

PDA 平板上基因敲除突变体 ΔFgLeu1-4 的生长速率

常规 PCR 鉴定结果显示，
利用引物对 A5/A6（引

与野生型菌株 PH-1 相比显著降低（图 4-B），气生菌

物对分别位于 FgLEU1 基因 5ʹ和 3ʹ端）可以从 1~5 号

丝稀疏（图 4-C）。重新引入 FgLEU1 基因全长的互

敲除转化子中扩增出与敲除载体 FgLEU1-hph 同样

补 转 化 子 FgLeu1c-2 的 营 养 缺 陷 得 以 恢 复（图 4-

大 小（1 636 bp）的 条 带 ，表 明 这 5 个 敲 除 转 化 子

A~D）。在 YEPD 培养基上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

FgLEU1 基 因 的 位 置 已 替 换 为 潮 霉 素 抗 性 基 因

体的菌丝生长情况与野生型菌株 PH-1 以及互补转

HPH，随机挑选 4 号敲除转化子用于后续试验；可以

化子 FgLeu1c-2 相比未发现明显差异（图 4-A）。

从编号为 1、
2 和 4 号的互补转化子中同时扩增出 2 个

2.4 添加 Leu 和 3-IPA 可恢复敲除突变体表型缺陷

条带，即野生型条带大小为 2 827 bp，敲除载体条带

当添加浓度为 0.125 mmol/L 的 Leu 或催化产物

大小为 1 636 bp（图 3-C），表明这 3 个互补转化子的

3-IPA 时可以完全恢复敲除突变体 ΔFgLeu1-4 的菌

基因组中已异位导入了 FgLEU1 基因，
随机挑选 2 号

丝 生 长 缺 陷 ，表 明 外 源 添 加 Leu 和 3-IPA 可 恢 复

互补转化子用于后续试验。PCR 检测结果显示，利

FgLEU1基因敲除突变体的表型缺陷（图 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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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12：载体构建中引物位置；M：分子量标记；1~5：互补转化子FgLeu1c-1~FgLeu1c-5的gDNA；6：互补质粒pYF11-neo-FgLeu1；
7、
15：野生型菌株PH-1的gDNA；8、
16、
21：阴性对照；9~13：敲除转化子ΔFgLeu1-1~ΔFgLeu1-5的gDNA；14：敲除载体FgLEU1hph；17、
20：野生型菌株PH-1的cDNA；18：ΔFgLeu1-4的cDNA；19：FgLeu1c-2的cDNA。A1-A12: Sites of primers in vector construction; M: DNA marker; 1-5: gDNA of the corresponding complementary transformants FgLeu1c-1-FgLeu1c-5; 6: pYF11-neoFgLeu1; 7 and 15: gDNA of wild-type strain PH-1; 9-13: gDNA of the corresponding deletion transformants ΔFgLeu1-1-ΔFgLeu1-5;
8, 16 and 21: negative control; 17 and 20: cDNA of wild type strain PH-1; 18: cDNA of ΔFgLeu1-4; 19: cDNA of FgLeu1c-2.
图 3 禾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敲除及互补突变体的构建（A~B）及鉴定（C~D）
Fig. 3 Target gene dele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of FgLEU1 in Fusarium graminearum (A-B) and mutant confirmation (C-D)

PDB、YEPD、FMM 和 FGB：分别为马铃薯葡萄糖、酵母提取物蛋白胨葡萄糖、镰刀菌 MM 和果糖明胶液体培养基；WT：野生
型菌株 PH-1；ΔFgLeu1-4：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FgLeu1c-2：FgLEU1 基因互补转化子。PDB, YEPD, FMM and FGB: Po‐
tato dextrose, yeast extract peptone dextrose, Fusarium minimal and fructose gelatin liquid media, respectively; WT: wild-type strain
PH-1; ΔFgLeu1-4: FgLEU1 gene deletion mutant; FgLeu1c-2: FgLEU1 gene complementary transformant.
图 4 禾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敲除对菌落形态（A）、
菌丝生长速率（B）、
气生菌丝（C）
）及生物量（D）的影响
Fig. 4 Deletion of FgLEU1 affected mycelial colony morphology (A), mycelial growth rate (B), aerial hyphae (C)
and fungal biomass (D) in Fusarium graminearum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表示经 Student’s t 检验法检验在 P<0.001 水平差异显著。 Data are mean±SE. *** indi‐
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01 level by Student’
s t test.

504

植 物 保 护 学 报

49 卷

FGA：果糖明胶培养基；Leu：亮氨酸；3-IPA：3-异丙基苹果酸酯；WT：野生型菌株 PH-1；
ΔFgLeu1-4：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FgLeu1c-2：FgLEU1 基因互补转化子。FGA: Fructose
gelatin medium; Leu: leucine; 3-IPA: 3-isopropymalate; WT: wild-type strain PH-1; ΔFgLeu1-4:
FgLEU1 gene deletion mutant; FgLeu1c-2: FgLEU1 gene complementary transformant.
图 5 外源添加 Leu（A）和 3-IPA（B）对禾谷镰刀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Fig. 5 Effects of exogenous addition of Leu (A) or 3-IPA (B) on mycelial growth of Fusarium graminearum

2.5 FgLEU1基因敲除对病菌孢子产量和萌发的影响
与禾谷镰刀菌野生型菌株 PH-1 和互补转化子
FgLeu1c-2 相比，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 ΔFgLeu1-4
在产孢诱导 CMC 液体培养基中的产孢量显著降低，
产孢量仅为野生型菌株的 20.96%（P<0.001），外源
添加 0.5 mmol/L 的 Leu 或 3-IPA 同样可以使产孢缺
陷完全恢复，互补转化子 FgLeu1c-2 的分生孢子产量
与野生型菌株 PH-1 无显著差异（图 6-A）。将等量
孢子接种到 2% 灭菌蔗糖水中培养 4 h 和 6 h 后，基
因敲除突变体 ΔFgLeu1-4 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显著低
于 野 生 型 菌 株 PH-1，分 别 降 低 了 49.45%（4 h）和
56.78%（6 h）；外源添加 0.25 mmol/L Leu 可以使孢
子萌发率完全恢复，互补转化子 FgLeu1c-2 的分生孢
子萌发率与野生型菌株 PH-1 无显著差异（图 6-B）。
2.6 禾谷镰刀菌FgLEU1基因对DON生物合成的影响
在诱导产毒的 TBI 液体培养基中，与禾谷镰刀

菌野生型菌株 PH-1 和互补转化子 FgLeu1c-2 相比，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 ΔFgLeu1-4 不能在 TBI 液
体培养基中正常生长，但外源添加 0.5 mmol/L Leu
后可以使其生长缺陷恢复（图 7-A）。DON 产量测定
结 果 显 示 ，即 便 在 外 源 添 加 0.5 mmol/L Leu 恢 复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 ΔFgLeu1-4 菌丝生长的情
况下，DON 产量仍然较野生型菌株显著降低（P<
0.001，图 7-B），表明 FgLEU1 基因参与的 DON 合成
可能不依赖于 BCAA 合成。
2.7 禾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在侵染麦穗中的作用
禾谷镰刀菌对扬花期麦穗的侵染结果显示，与
野生型菌株 PH-1 和互补转化子 FgLeu1c-2 相比，禾
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 ΔFgLeu1-4 的致
病力明显减弱，
仅在小穗上的接种点能观察到病斑，
而野生型菌株产生的赤霉病病症可在小穗间扩展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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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野生型菌株 PH-1；ΔFgLeu1-4：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FgLeu1c-2：FgLEU1 基因互补转化子；CMC：羧甲
基纤维素液体培养基；Leu：亮氨酸；3-IPA：3-异丙基苹果酸酯。WT: Wild-type strain PH-1; ΔFgLeu1-4: FgLEU1
gene deletion mutant; FgLeu1c-2: FgLEU1 gene complementary transformant; 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cliquid
medium; Leu: leucine; 3-IPA: 3-isopropymalate.
图 6 禾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敲除对产孢量（A）和分生孢子萌发（B）的影响
Fig. 6 Deletion of FgLEU1 resulted reduction of conidial formation (A) and conidial germination rates (B) in Fusarium graminearum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表示经 Student’s t 检验法检验在 P<0.001 水平差异显著。 Data are mean±SE. *** indi‐
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01 level by Student’
s t test.

WT：野生型菌株 PH-1；ΔFgLeu1-4：FgLEU1 基因敲除突变体；FgLeu1c-2：FgLEU1 基因互补转化
子；TBI：单端孢霉烯族毒素诱导液体培养基；Leu：亮氨酸。WT: Wild-type strain PH-1; ΔFgLeu1-4:
FgLEU1 gene deletion mutant; FgLeu1c-2: FgLEU1 gene complementary transformant；TBI: trichothecene
biosynthesis induction liquid medium; Leu: leucine.
图 7 禾谷镰刀菌 FgLEU1 基因敲除对产毒诱导培养液中菌丝量（A）和 DON 产量（B）的影响
Fig. 7 Deletion of FgLEU1 affected fungal biomass in liquid TBI (A) and DON production (B) in Fusarium graminearum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和***表示经 Student’s t 检验法检验在 P<0.05 和 P<0.001 水平差异显著。 Data are mean±
SE. * or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or P<0.001 level by Student’
s t test.

3 讨论
BCAA 是一类侧链具有分支结构的氨基酸，包
括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为人体必需氨基酸，
哺乳动物体内由于缺乏 BCAA 相关的合成酶，使其
无法自身合成这类氨基酸，
只能通过外源摄取，
这就
使得 BCAA 合成酶具有成为对哺乳动物无毒或低

究较为系统，其中 ilv2 基因缺失会使菌体生长缓慢，
ilv5 基因缺失除了会引起生长缺陷外，还会影响线
粒体 DNA 的稳定；
在人类致病菌新型隐球菌中，ilv2
基因缺失还会使得突变体对小鼠的致病力显著下
降；在丝状真菌中有关 BCAA 合成途径相关基因功
能的研究甚少，仅在烟曲霉 Aspergillus fumigatus 和
稻瘟病菌中报道过（Du et al.，2013；2014；Oliver et

毒药剂潜在靶标的潜力。目前已成功研发出多种靶

al.，
2012）。本研究利用靶向基因敲除和互补技术研

向于 BCAA 合成酶的除草剂，如靶向该途径首个共

究了禾谷镰刀菌参与亮氨酸合成的 FgLEU1 基因生

同催化酶——乙酰乳酸合酶的磺脲类除草剂。在酿

物学功能，FgLEU1 缺失引起亮氨酸营养型缺陷和

酒酵母中，BCAA 合成酶编码基因的生物学功能研

其他一系列的生物学表型缺陷，
包括菌丝生长和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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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的产生及萌发。外源添加 FgLeu1 催化产物
3-IPA 和途径终产物 Leu 可以恢复敲除突变体的上
述表型缺陷，表明 FgLeu1 参与了禾谷镰刀菌亮氨酸
生物合成并在菌丝孢子生长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的生物合成，
是潜在安全的杀菌剂研发靶标，
因为氨
基酸合成酶的序列相对保守，且必需氨基酸仅存在
于微生物和植物中，哺乳动物中并不存在。本研究
鉴定到的禾谷镰刀菌亮氨酸生物合成酶 3-IPDH 就
是具有这一潜在优势的蛋白，生物学功能研究结果
显示其编码基因 FgLEU1 在病原菌生长发育、毒素
生物合成以及致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实验
室前期研究鉴定到了多个编码禾谷镰刀菌 BCAA
生 物 合 成 酶 的 关 键 基 因 FgILVs（Liu et al，2014；
2015a，b；2019）和 FgLEUs（Liu et al，2016），较为系
统的研究结果显示该类酶可作为新型安全杀菌剂的
潜在研发靶标，用于持续有效控制麦类赤霉病和镰
刀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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