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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对松针中可导致松赤枯病的枯斑拟盘多毛孢的早期检测，依据枯斑拟盘多毛孢 ＩＴＳ区保守序列设

计特异性引物ＡＦ（Ｒ／Ｆ），建立了松赤枯病ＰＣＲ检测体系。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于枯斑拟盘多毛孢基因组ＤＮＡ与松

针基因组ＤＮＡ中扩增出大小为４８０ｂｐ的单一条带，可从无明显症状的组织中检测到枯斑拟盘多毛孢。建立的

ＰＣＲ检测体系适用于枯斑拟盘多毛孢的分子鉴定及松赤枯病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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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枯斑拟盘多毛孢 （Ｐｅｓｔａｌｏｔｉａｐｓｉｓｆｕｎｅｒｅａ
Ｄｅｓｍ．）引起的松赤枯病是松树幼龄林上常见的病
害，分布广、危害严重。该病在四川自１９７４年开始
发生危害，到１９８０年流行以来，已成为主要针叶林
木病害，居林木病害首位［１～４］。目前对松赤枯病的

检测主要是在病害表现出一定的症状之后，通过症

状观察，用组织分离的方法，以“形态结构特征为

主、生理生化、细胞化学和生态特征为辅”的分类原

则进行鉴定［５］，但这种方法耗时耗材，并且病害表

现出症状后就已经给林木造成危害，不利于病害的

早期诊断与防控。

利用病原菌在 ｒＤＮＡ的 ＩＴＳ区段既具保守性，
又在科、属、种水平上均有序列多态性，对 ＩＴＳ区进
行ＰＣＲ扩增、测序及序列分析后再设计特异引物来
诊断和检测植物病原菌，尤其是植物病原真菌的分

子检测已越来越被广泛应用［６～８］。依据真菌种内



ＩＴＳ区保守序列设计引物可实现对该种真菌在患病
植物体内的特异性扩增。

本研究为提高松赤枯病的检测效率，通过针对

枯斑拟盘多毛孢设计特异性引物与待测松树基因组

ＤＮＡ进行ＰＣＲ扩增反应，在松赤枯病症状出现前检
测出病原物的有无，为该病害的早期防治提供依据，

以达到提前预防该病害的目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供试菌株

供试菌株由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森林保护实验

室提供，阳性对照为枯斑拟盘多毛孢菌株；阴性对照

为星形拟盘多毛孢、散沫拟盘多毛孢、针叶散斑壳、

松针散斑壳、尖孢镰刀菌株。

表１ 供试菌株一览表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菌株
枯斑拟盘
多毛孢

星形拟盘
多毛孢

散沫拟盘
多毛孢

针叶散
斑壳

松针散
斑壳

尖孢镰
刀菌株

１．１．２　样本采集与处理
于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对四川泸定二

郎山林场和成都蒲江县石象湖马尾松林中随机选择

４—５个样地中的高山松（Ｐｉｎｕｓ．ｄｅｎｓａｔａＭａｓｔ）、华山
松（Ｐ．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云南松（Ｐ．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马尾松（Ｐ．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的１年生针叶共计
进行９次采样。采得样本按叶尖、叶中和叶基分成
３段，经 ７５％的酒精表面消毒处理后，保存于
－７０℃的冰箱备用。
１．１．３　试验试剂

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ＤＰ３０５）、ＤＮＡ
分子量标准ＤＬ２０００、ＰＣＲ反应试剂（北京天根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琼脂糖（北京赛百胜基因技术有限

公司）。

１．２　试验仪器
５８０４Ｒ冷冻离心机（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ｉＣｙ

ｃｌｅｒＰＣＲ扩增仪、ＳｕｂＣｅｌｌ水平电泳仪、ＧｅｌＤｏｃＴＭ
ＸＲ凝胶成像系统（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电热恒温
水浴锅（天津民利科学器材厂）。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松针基因组ＤＮＡ和菌丝ＤＮＡ的提取

利用天根植物组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松针与

菌丝基因组ＤＮＡ，操作步骤见说明书。ＤＮＡ提取物
经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完整性后，于紫外分
光度计检测浓度，并用 ｂｕｆｆＴＥ稀释至终浓度为 １
μｇ·μＬ－１，－２０℃保存待用。
１．３．２　引物设计与合成

从 Ｇｅｎｂａｎｋ库中查找下载枯斑拟盘多毛孢的
ＤＮＡＩＴＳ区序列及同属其他菌种同源基因，用Ｃｌｕｓｔ
ａｌ进行多序列比对，ＤＮＡＳｔａｒ根据差异位点进行引
物设计。设计出 ＡＦ，ＧＱ１，ＧＱ２，ＧＱ３四对引物。
委托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引物

ＡＦ，ＧＱ１，ＧＱ２，ＧＱ３与在已发表的相关文献中选
取的３对引物（ＩＴＳ４ＩＴＳ５［１０］，ＬＲＯＲＬＲ５［１１］，ＬＲ３Ｒ

ＬＲ３［１１］）的合成。

表２枯斑拟盘多毛孢菌的７对ＰＣＲ引物序列

引物编号 引物序列 （５′－３′） 退火温度（℃）
ＡＦ 上游：ＧＴＣＡＡＣＣＡＧＣＧＧＡＧＧＧＡＴ ５６

下游：ＣＧＣＣＧＴＴＧＴＡＴＴＴＣＡＧＧＡＧ
ＧＱ１ 上游：ＣＣＧＧＴＧＧＡＣＴＡＣＡＡＡＣＴＣＴＴＧ ５４

下游：ＴＡＧＧＣＴＣＣＣＡＡＣＡＣＴＡＡＧＣＴＡＧＧ
ＧＱ２ 上游：ＴＧＧＴＴＡＣＣＣＴＡＣＣＴＴＧＧＡ ５４

下游：ＴＴＴＣＧＣＴＧＣＧＴＴＣＴＴＣＡＴ
ＧＱ３ 上游：ＡＧＣＡＴＴＴＧＣＣＡＡＧＧＡＴＧＴ ５２

下游：ＣＧＣＴＴＣＡＣＴＣＧＣＣＧＴＴＡＴ
ＩＴＳ４ 上游：ＴＣＣＴＣＣＧＣＴＴＡＴＴＧＡＴＡＴＧＣ ５２
ＩＴＳ５ 下游：ＧＧＡＡＧＴＡＡＡＡＧＴＣＧＴＡＡＣＡＡＧＧ
ＬＲＯＲ 上游：ＡＣＣＣＧＣＴＧＡＡＣＴＴＡＡＧＣ ５３．５
ＬＲ５ 下游：ＴＣＣＴＧＡＧＧＧＡＡＡＣＴＴＣＧ
ＬＲ３Ｒ 上游：ＧＴＣＴＴＧＡＡＡＣＡＣＧＧＡＣ ５３．５
ＬＲ３ 下游：ＣＣＧＴＧＴＴＴＣＡＡＧＡＣＧＧＧ

１．３．３　ｒＤＮＡＩＴＳ扩增及产物测序
以所提松针基因组ＤＮＡ作为模板，使用１．３．２

所设计合成的引物对进行 ＰＣＲ扩增。反应体系５０
μＬ：５μＬ松针基因组 ＤＮＡ原液，２５μＬＰｒｅｍｉｘ，上下
游引物各２μＬ（１０μｍｏｌ·Ｌ－１），用 ｄｄＨ２Ｏ补足５０
μＬ。反应在ｉＣｙｃｌｅｒＰＣＲ仪上进行，程序为：９５℃预
变性４ｍｉｎ；９５℃变性３０ｓ，５６℃退火３０ｓ，７２℃延
伸１ｍｉｎ，进行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７ｍｉｎ，１０℃保
存［９］。取５μＬＰＣＲ产物在１．５％琼脂糖凝胶１００Ｖ
下电泳２０ｍｉｎ，２６０ｎｍ紫外灯下观察并照相。将条
带清晰的ＰＣＲ产物送往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纯化测序。参考Ｇｅｎｂａｎｋ库中枯斑拟盘
多毛孢序列并与测序结果进行 ｂｌａｓｔｎ比对，以确定
扩增产物是否为枯斑拟盘多毛孢。

１．３．４　特异性检测
以枯斑拟盘多毛孢菌株为阳性对照，星形拟盘

多毛孢、散沫拟盘多毛孢、针叶散斑壳、松针散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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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孢镰刀菌株为阴性对照，ｄｄＨ２Ｏ为空白对照，采用
１．３．２所述引物对，按照１．３．３的反应体系进行特
异性检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引物筛选与扩增结果验证验证
据Ｇｅｎｂａｎｋ库中枯斑拟盘多毛孢的 ＩＴＳ区序

列，采用ＤＮＡＳｔａｒ工具共设计引物８对，使用ＢＬＡＳＴ
软件验证引物特异性，筛选出４对（ＡＦ，ＧＱ１，ＧＱ
２，ＧＱ３），在已发表的相关文献中选取引物 ３对
（ＩＴＳ４ＩＴＳ５［１０］，ＬＲＯＲＬＲ５［１１］，ＬＲ３ＲＬＲ３［１１］），分别
对实验室保存的枯斑拟盘多毛孢的菌丝 ＤＮＡ进行
ＰＣＲ反应，反应结果见图１。

图１　７对引物扩增枯斑拟盘多毛孢菌丝ＤＮＡ的电泳图谱
Ｍ：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１：ＡＦ；２：ＧＱ１；３：ＧＱ２；４：ＧＱ３；５：ＩＴＳ４ＩＴＳ５；

６：ＬＲＯＲＬＲ５；７：ＬＲ３ＲＬＲ３

从图１可以看出，引物 ＡＦ条带明亮、且无杂
带，满足特异扩增的要求。

使用引物ＡＦ对枯斑拟盘多毛孢和实验室存有
的已报道过的其它树栖真菌菌丝 ＤＮＡ同时进行
ＰＣＲ反应，反应结果见图２。

图２　ＡＦ引物扩增几种树栖真菌菌丝ＤＮＡ的电泳图谱
Ｍ：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１：枯斑拟盘多毛孢；２：ＣＫ（空白）；３：星形拟盘

多毛孢；４：散沫拟盘多毛孢；５：针叶树散斑壳；６：松针散斑壳；７：

尖孢镰刀菌

从图２可以看出，阳性样品枯斑拟盘多毛孢条
带明亮、且无杂带，阴性样品及空白对照条带较暗或

无条带，表明引物 ＡＦ对枯斑拟盘多毛孢具有较强
的特异性。

２．２　ＰＣＲ反应及电泳结果
试验共采样 ９次，每次的样品 ＤＮＡ分别进行

ＰＣＲ反应及电泳检测后，华山松、高山松针叶的电
泳图无条带，结果表明，华山松、高山松针叶上全年

均没有检测到松赤枯病病原菌。在２０１６年３月前
采集的马尾松、云南松针叶样品的电泳图无条带，结

果表明，在２０１６年３月前采集的马尾松、云南松针
叶上均没有检测到松赤枯病病原菌。

将２０１６年３月在蒲江石象湖采集的马尾松针
叶ＤＮＡ，按叶尖、叶中、叶基分别发生 ＰＣＲ反应，反
应结果见图３。

图３　马尾松赤枯病１号样地２０１６年３月检测结果图
Ｍ：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１－３：松针尖部；４－６：松针中部；７－９：松针基部

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３月在蒲江石象湖采集的马
尾松松针尖部，首先检测到侵染针叶的枯斑拟盘多

毛孢，而针叶中部、基部均没有检测到枯斑拟盘多毛

孢。

将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泸定二郎山采集的云南松针
叶ＤＮＡ，按叶尖、叶中、叶基分别进行 ＰＣＲ反应，反
应结果见图４。

图４　云南松赤枯病２０１６年３月检测结果图
Ｍ：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１－３：松针尖部；４－６：松针中部；７－９：松针基部

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泸定二郎山采集的云
南松松针尖部、中部，首先检测到侵染针叶的枯斑拟

盘但电泳图谱中针叶中部条带较暗，无法测序，而针

叶基部没有检测到枯斑拟盘多毛孢。

将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泸定二郎山采集的云南松针
叶ＤＮＡ，按叶尖、叶中、叶基分别进行 ＰＣＲ反应，反
应结果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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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云南松赤枯病２０１６年５月检测效果图
Ｍ：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１－３：松针尖部；４－６：松针中部；７－９：松针基部

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泸定二郎山采集的侵
染云南松的枯斑拟盘多毛孢在其针叶尖部、中部均

被检测出来，电泳条带明显比３月时更明亮，针叶基
部仍没有检测到枯斑拟盘多毛孢。

将２０１６年６月在泸定二郎山采集的云南松针
叶ＤＮＡ，按叶尖、叶中、叶基分别进行 ＰＣＲ反应，反
应结果见图６。

图６　云南松赤枯病２０１６年６月检测结果图
Ｍ：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１－３：松针尖部；４－６：松针中部；７－９：松针基部

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６月在泸定二郎山采集的云
南松的枯斑拟盘多毛孢在其针叶尖部、中部、基部均

被检测出来，电泳条带除针叶基部略暗外，针叶尖

部、中部都比较明亮。

２．３　测序及序列比对
条带明亮的 ＰＣＲ产物由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测序，测序样品共１５个，共得到８
条理想的序列，在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与已注册的枯斑拟盘
多毛孢序列 ＡＦ４０５２９９１、ＧＱ４１２７３０１经 ＢＬＡＳＴ比
对后［１２］，相似度均高达９７％ ～９９％，并得到了枯斑
拟盘多毛孢的 ＩＴＳ１和 ＩＴＳ２区序列，可以确定枯斑
拟盘多毛孢侵染了马尾松、云南松针叶。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试验表明，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库已有的枯斑拟盘多

毛孢序列，通过其ＩＴＳ区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对松
针基因组ＤＮＡ进行ＰＣＲ扩增的方法来检测处于潜

伏期的枯斑拟盘多毛孢是可行的。使用这种方法可

以提前两个月检测出松赤枯病病原，为病害防治争

取了时间，同时也可以为病原真菌大规模的分类鉴

定及分子检测工作提供参考。

３．２　讨论
从２０１６年３月开始检测到枯斑拟盘多毛孢，这

是因为此时正是枯斑拟盘多毛孢以分生孢子和菌丝

体在松树病叶中越冬完毕，在春季到来气候适宜时

开始大量生长传播［１３，１４］，当新生针叶处于速生期，

此时叶表皮细胞未全部角质化，抗逆能力差，病害便

相继发生［１５］。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菌在针叶上的量

也增加，此时从松针中提取到的枯斑拟盘多毛孢

ＤＮＡ相比之前也大量增加，故检测结果也逐渐明
显。

实验最先在松针尖部检测到枯斑拟盘多毛孢，

可以初步判定该菌先从针叶尖部侵染松针，这是因

为松针尖部相对中部、基部而言，自然孔口更大，同

时也相对柔嫩容易受伤，而枯斑拟盘多毛孢侵染松

针的时候，是从自然孔口或伤口侵入［１６］，所以松针

尖部相对更易被病菌侵染。

植物病原真菌的检测鉴定大多采用传统方法，

即分离培养、显微镜观察形态及简单的生理性状测

定等，但由于这种以形态结构为基础的鉴定方法往

往会受到人为因素和环境条件干扰，许多子实体类

型经常难以获得，给鉴定工作带来困难，而且耗时

长、不适合快速鉴定的要求。而常见的利用 ＩＴＳ序
列来检测植物真菌病害主要是先分离得到纯培养的

病原菌菌株，进而得到其菌丝 ＤＮＡ，再利用通过引
物ＩＴＳ１和ＩＴＳ４进行ＰＣＲ反应，扩增出病原菌的ＩＴＳ
区序列，针对ＩＴＳ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来对植物真
菌病害进行分子检测［１７～１９］。本研究立足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直接从植物组织中提取植物组织基因组

ＤＮＡ，通过在Ｇｅｎｂａｎｋ库中查询已报道过的病原菌
序列，通过分析该序列并设计特异性引物，然后对整

个植物组织基因组 ＤＮＡ进行 ＰＣＲ反应，扩增出植
物组织中可能含有的病原菌的 ＩＴＳ序列，达到检测
病害的目的。相对而言，这种方法更省时、高效，节

约了病害检测的时间和成本，有利于大规模的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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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仅从不同季节、不同扦插基质、不同砧木

高度以及不同压条方式进行试验，后续将进行不同

浓度生根剂、不同成熟度砧木以及不同外界因子胁

迫等多因素试验，力求寻找适合绣球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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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林绿化推广应用方面提供

理论依据。笔者采用的指标并不全面，故不同繁殖

方式的差别也无法完全表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并进行规范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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