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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Ｅｎｄｏ犘犌基因在果实肉质变化以及后熟软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采用ＰＣＲ直接测序法对４５份杨梅

试材中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的部分ＤＮＡ序列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测序总长度为１８６６ｂｐ，共发现１７８个ＳＮＰ，

其中，单现突变位点为６０个，简约信息位点为１１８个，核苷酸多态性值 （犘犻）为０．２７。通过单倍型分析发现在

４５份杨梅试材中的ｅｎｄｏ犘犌基因存在１２种单倍型。基于邻接法ＮＪ构建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系统进化树，结果表明４５

份杨梅试材被划分为４个组，聚类结果与果实硬度存在一定联系；此外，‘荸荠’等品种存在２种等位基因，且

两者差异较大，被划分于不同分组；而 ‘东魁’等品种纯合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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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壁降解酶有很多种，包括内切多聚半乳糖

醛酸酶 （ｅｎｄｏＰＧ）、果胶酯酶 （ＰＭＥ）、纤维素酶

（Ｃｘ）等。其中，内切多聚半乳糖醛酸酶 （ｅｎｄｏ

犘犌）是随机在多聚半乳糖醛酸的α（１，４）半乳糖

糖昔键进行水解，将果实细胞壁中多聚半乳糖醛酸

降解为寡聚半乳糖醛酸和半乳糖醛酸［１］。研究表

明，桃果实成熟后的肉质差异和软化速度与ｅｎｄｏ

犘犌酶活性增强密切相关，这在苹果、番茄、香蕉

等果实成熟软化中也得到证实［２－３］。

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ｅｎｄｏＰＧ酶活性

及编码基因表达水平方面，对该基因序列中ＳＮＰ

位点的相关分析较少［４－５］。据 Ｈａｙａｍａ等
［６］研究结

果表明，２个桃品种中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片段 （１１７２

ｂｐ）共计检测出３１个ＳＮＰ位点，插入／缺失位点

共有２个，其长度分别为１７ｂｐ和２ｂｐ。由此可

见，ｅｎｄｏ犘犌基因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此外，

有关研究表明，这些ＳＮＰ位点中部分与肉质和粘

离核性状呈显著性关联［７－８］。通过对该基因的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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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与果实相关性状的关联分析，可为今后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奠定理论与技术基础。

单 核 苷 酸 多 态 性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ＮＰ）是指在基因组水平上由单核

苷酸变异所引起的一种序列多态性［９］。在所有可能

的ＤＮＡ序列差异性中，单核苷酸多态性是发生频率

最高的变异。单核苷酸多态性具有数量大、分布广、

稳定性强、易于分型等优点，在小麦、玉米等作物的物

理作图、进化研究与遗传研究中也是很有效的分子标

记［１０］。目前，单核苷酸多态性 （ＳＮＰｓ）广泛地用于遗

传图谱构建、遗传多样性分析、品种鉴定和分子标记

辅助育种（ＭＡＳ）
［１１－１４］。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已经

对杨梅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测序结果为后续相关研究

提供重要的序列信息基础。本研究采用直接ＰＣＲ测

序法筛查４５份杨梅试材中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的单核苷酸

多态性，以期为研究ｅｎｄｏ犘犌基因与杨梅果实硬度等

品质的遗传特性以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从我国南方不同省份收集４５份杨梅试材，分别

从其健康植株上采集无病虫害的嫩叶，放入预先准备

好的液氮中迅速冷冻，然后转入－８０℃冰箱中保存。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杨梅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特异性扩增引物设计　基

于前期研究中杨梅全基因组ＤＮＡ测序结果，使用软

件 ＢｉｏＥｄｉ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７．２ （ｈｔｔｐ：／／ｂｉｏｅｄｉ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ｃｏｍ／７．２／）构建本地Ｂｌａｓｔ数据库，搜索与桃

ｅｎｄｏ犘犌（ＧｅｎＢａｎｋ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ｏ．ＤＱ６５９２４１．１）的同

源序列，然后使用软件Ｐｒｉｍｅｒｐｒｅｍｉｅｒ５．０和 Ｏｌｉｇｏ

６．０进行特异引物设计，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合成，用超纯水溶解，供试引物如表１所示。

表１　供试引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犻狊狋狅犳狆狉犻犿犲狉狊狌狊犲犱犻狀狋犺犻狊狊狋狌犱狔

引物 引物序列（５′３′）
ＰＣＲ产物

大小／ｐｂ

ＭＲＰＧ１
Ｆ：ＧＣＡＴＣＧＧＴＡＴＧＴＴＡＣＡＧＧＡＣＴ；

Ｒ：ＧＧＣＣＴＴＣＣＣＣＡＴＧＡＣＴＴＧＡＴＣ
１３０３

ＭＲＰＧ２
Ｆ：ＣＧＴＴＧＣＡＴＧＴＧＧＡＣＣＴＧＧＣＣＡ；

Ｒ：ＡＡＴＣＴＴＣＡＴＧＡＣＣＡＧＡＧＴＣＡＧ
１３００

ＭＲＰＧ３
Ｆ：ＧＡＴＣＡＡＧＴＣＡＴＧＧＧＧＡＡＧＧＣＣ；

Ｒ：ＡＡＴＣＴＴＣＡＴＧＡＣＣＡＧＡＧＴＣＡＧ
１０７８

１２２　叶片基因组ＤＮＡ提取与ＰＣＲ扩增　本研

究均使用快速离心柱型植物基因组ＤＮＡ提取试剂

盒 （目录 号：ＤＰ３１１２，百泰克）。使用试 剂盒

Ｐｒｅｍｉｘ Ｔａｑ
ＴＭ Ｈｏｔ Ｓｔａ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目 录 号：

Ｒ０２８Ａ，ＴａＫａＲａ）进行 ＰＣＲ扩增；反应条件如

下：９４℃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５８℃复性

３０ｓ，７２℃延伸２ｍｉｎ，３２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

１０ｍｉｎ，４℃保存。ＰＣＲ 产物 （浓度＞５０ｎｇ·

μＬ
－１）直接交由上海桑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回收、纯化及双向测序。

１２３　序列拼接与分析　使用软件ＤＮＡｓｔａｒ中子

程序ＳｅｑＭａｎ对测序结果进行拼接及编辑；使用软

件ＤｎａＳＰ５．０计算分析基因序列多样性 （π）、核苷

酸多态性 （θ）及单倍型多样性等；使用软件

ＭＥＧ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０５并基于邻接法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Ｊｏｉｎｉｎｇ）构建基因系统进化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杨梅试材来源、ＤＮＡ提取和ＰＣＲ扩增

从不同地区采集４５份杨梅试材的嫩叶，分别

来源于浙江省 （３２份）、江西省 （１份）、广东省

（４份）、江苏省 （５份）、湖南省 （２份）和日本

（１份），果实颜色等相关信息见表２。

　　提取所有杨梅试材嫩叶中基因组ＤＮＡ，提取

效果见图１Ａ。然后，使用表１中的引物在４５份

杨梅试材基因组ＤＮＡ模板上进行ＰＣＲ反应 （图

１Ｂ），扩增产物经电泳检测后发现其条带清晰、单

一，且与目的片段大小相符，表明该引物特异性较

好，便于后续回收及纯化等操作。在获得片段测序

结果后，使用软件ＤＮＡｓｔａｒ中子程序ＳｅｑＭａｎ对

测序结果进行拼接及编辑。

２２　Ｅｎｄｏ犘犌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

通过对测序结果进行拼接及编辑，共计获得

５９条高质量ｅｎｄｏ犘犌 基因ＤＮＡ序列片段，序列

长度 为 １８６６ｂｐ；其 中 包 括 ６０ 个 单 现 突 变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ｔｅｓ）和１１８个简约信息位点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ｉｔｅｓ），基因序列保守区域

为４９５ ｂｐ，犘犻 和 犓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０．２７ 和

４５８．７４７，由此可见，该基因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

性。在这些变异位点中，有３种突变类型。此外，

１１３９个简约信息位点中有７９８个为二变异体，３１４

个为三变异体，其余的２７个均为四变异体。在二

变异体中，共发现３４８个置换型变异，包括 Ｃ／

Ｔ１８２个，Ａ／Ｇ１６６个；另外，４５０个颠换类型变异

中，包括 Ａ／Ｔ１４８个，Ａ／Ｃ１１４个，Ｔ／Ｇ９０个和

Ｃ／Ｇ９８个；置换型变异位点数量与颠换型变异位

点数量比例为１．２９∶１。三变异体中包括 Ａ／Ｃ／Ｇ

为８３个，Ａ／Ｃ／Ｔ８５个，Ａ／Ｇ／Ｔ７６个，Ｔ／Ｇ／Ｃ７０

６６４ 福建农业学报 第３１卷



个，共计包含置换和颠换两种变异类型。同时，该

序列中包含Ｉｎｄｅｌ（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位点８个，

总长度为１２７ｂｐ，其中最大的Ｉｎｄｅｌ位点片段长度

为１９ｂｐ，来源于品种 ‘Ｊ２０１５８’，其余均为１～４

ｂｐ不等；通过单倍型分析发现，４５份杨梅试材中

ｅｎｄｏ犘犌基因共存在１２种单倍型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表２　供试４５份杨梅及其果色与来源

犜犪犫犾犲２　犞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犳狉狌犻狋犮狅犾狅狉狊犪狀犱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４５犆犺犻狀犲狊犲犫犪狔犫犲狉狉狔犪犮犮犲狊狊犻狅狀狊狌狊犲犱犻狀狋犺犻狊狊狋狌犱狔

编号 品种 果实颜色 来源 编号 品种 果实颜色 来源

１ 三夹岙乌梅 黑色 浙江，宁波 ２４ Ｊ２０１５３ 黑色 浙江，余姚

２ 江西贵溪文坊梅 红色 江西，贵溪 ２５ Ｊ２０１５２４ 红色 浙江，丽水

３ 广东乌梅 黑色 广东，广州 ２６ Ｊ２０１５５ 红色 浙江，慈溪

４ 大浮乌梅 黑色 江苏，苏州 ２７ Ｊ２０１５６ 红色 浙江，丽水

５ 大浮大叶细蒂 黑色 江苏，无锡 ２８ Ｊ２０１５７ 红色 浙江，丽水

６ Ｊ２０１５１ 红色 浙江，宁波 ２９ Ｊ２０１５８ 红色 浙江，宁波

７ 阳平梅 黑色 浙江，台州 ３０ Ｊ２０１５２１ 黑色 浙江，宁波

８ 平地刺梅 黑色 浙江，台州 ３１ Ｊ２０１５２２ 黑色 浙江，宁波

９ 广东大梅 红色 广东，广州 ３２ Ｊ２０１５２３ 黑色 浙江，宁波

１０ 广东乌西梅 黑色 广东，广州 ３３ 荸荠１ 黑色 浙江，慈溪

１１ 广东黑梅 黑色 广东，广州 ３４ 荸荠２ 黑色 浙江，慈溪

１２ 春江白杨梅 白色 湖南 ３５ 东魁 红色 浙江，宁波

１３ 大浮小叶细蒂 黑色 江苏，无锡 ３６ 瑞旭 红色 浙江，余姚

１４ 花岙白杨梅 白色 浙江，宁波 ３７ Ｊ２０１５１３ 红色 浙江，余姚

１５ 马山白杨梅 白色 江苏，无锡 ３８ Ｊ２０１５１４ 红色 浙江，余姚

１６ 春江杨梅 红色 湖南 ３９ 青叶 红色 浙江，余姚

１７ 水梅 红色 浙江，温州 ４０ Ｊ２０１５１５ 红色 浙江，余姚

１８ 温岭大黑炭 黑色 浙江，台州 ４１ Ｊ２０１５１６ 黑色 浙江，余姚

１９ 象山白杨梅 白色 浙江，象山 ４２ Ｊ２０１５１７ 黑色 浙江，余姚

２０ 乌梅 黑色 江苏，无锡 ４３ Ｊ２０１５１８ 黑色 浙江，杭州

２１ 刺梅 红色 浙江，温州 ４４ Ｊ２０１５１９ 黑色 浙江，杭州

２２ 瑞光 黑色 日本 ４５ Ｊ２０１５２０ 黑色 浙江，杭州

２３ Ｊ２０１５２ 黑色 浙江，余姚

图１　基因组ＤＮＡ （Ａ）以及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片段ＰＣＲ扩增产物 （Ｂ）在１％琼脂糖胶上电泳检测的结果

犉犻犵．１　犜犺犲１％犪犵犪狉狅狊犲犵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犵犲狀狅犿犲犇犖犃狅犳狆犪狉狋犻犪犾犪犮犮犲狊狊犻狅狀狊（犃）犪狀犱狋犺犲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狋犺犲

狆犪狉狋犻犪犾犲狀犱狅犘犌犵犲狀犲（犅）

注：Ｂ中１～２为引物 ＭＲＰＧ３扩增结果，３和４分别为引物 ＭＲＰＧ１和 ＭＲＰＧ２的扩增结果。

　　 另一方面，通过与桃 ｅｎｄｏ犘犌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ｏ．ＤＱ６５９２４１．１）的同源序列比对发

现，有４３个 （７１．７％）单现突变位点发生在预测

外显子区域 （１２１１ｂｐ），其中，１８个突变位点为

非同义变异，占单现突变位点总数的３０％，其余

均为同义变异；此外，预测外显子区域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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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ｌ位点８个，Ｉｎｄｅｌ位点总长度为９２ｂｐ。

２３　Ｅｎｄｏ犘犌基因遗传进化关系分析

基于Ｎｅｉ遗传距离系数
［１５］，使用邻接法ＮＪ构

建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系统进化树。结果发现４５份杨梅

试材被划分为４个组 （图２）。“Ａ”组包括１５份试

材，其中包括著名品种 ‘荸荠’、‘大浮大叶细蒂’

和 ‘大浮小叶细蒂’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９份

试材均存在等位基因，意味着它们的杂合度相对较

高，遗传来源较为复杂。此外， ‘Ｊ２０１５１’和

‘Ｊ２０１５１８’为早熟优株，它们与 ‘荸荠’品种划

分于同一分支，意味着它们可能与 ‘荸荠’品种的

亲缘关系比较近；“Ｂ”组包括有１３份试材，其中

包括著名品种 ‘东魁’等，另外，本组内除 ‘三夹

岙乌梅’外，其余试材均不包含有等位基因，意味

着它们的纯合度相对较高。 “Ｃ”组包含１３份试

材，其中包括４份来自广东和２份来自湖南的试

材，其余的来自江西和浙江。“Ｄ”组包含１３份试

材，其中９份为 “Ａ”组中相应试材的等位基因，

它们并没有划分于同一个分组内，意味着它们的

ｅｎｄｏ犘犌基因具有较高的遗传差异。再者，以上

４５份试材中有１４份 （３１．１％）包含有等位基因，

其中大部分划分于 “Ａ”和 “Ｄ”组，由此可知，

它们的杂合度较高且ｅｎｄｏ犘犌 基因遗传背景较为

复杂。总之，聚类结果与品种遗传来源以及果实硬

度具有一定的联系，然而与果实色泽性状的联系不

明显。

图２　基于ｅｎｄｏ犘犌基因采用邻接法 （ＮＪ）构建的４５份杨梅试材的遗传进化树

犉犻犵．２　犇犲狀犱狉狅犵狉犪犿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狑犻狋犺犲狀犱狅犘犌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狀犲犻犵犺犫狅狉犼狅犻狀犻狀犵（犖犑）犮犾狌狊狋犲狉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狅犳４５犆犺犻狀犲狊犲犫犪狔犫犲狉狉狔犪犮犮犲狊狊犻狅狀狊

注：①仅显示部分分支的置信度 （＞５０）；②样品名称后缀字母 “Ａ”和 “Ｂ”代表同一份试材的不同等位基因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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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采用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的方法用于探

寻ｅｎｄｏ犘犌基因ＤＮＡ序列中的ＳＮＰ位点，该方

法方便快捷，节省时间，避免了转化、克隆操作的

繁琐步骤；同时，当２个等位基因由于单一位点突

变而产生差异时，用１个ＰＣＲ引物直接进行测序，

就能找出杂合位点。但是，为了保证测序结果准确

性，需要提供较高浓度的产物且特异性要好，条带

单一。此外，由于测序目的片段较长，需设计多条

引物用于ＰＣＲ扩增后测序，并且扩增片段中部分

序列需相互重合，这样可使测序结果更加准确。

本研究获得的ｅｎｄｏ犘犌基因部分ＤＮＡ序列片

段长度为１８６６ｂｐ，研究结果表明该基因片段的遗

传多样性高于桃研究报道的５８个ＳＮＰｓ
［１６］。另外，

研究结果表明杨梅ｅｎｄｏ犘犌 基因的变异大多来自

外显子区域 （７１．７％），与相关报道
［１７－１９］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３０％的ＳＮＰｓ为非同义突变，

意味着杨梅中ｅｎｄｏ犘犌 基因具有更高的遗传多样

性，其受到自然选择作用的影响也较强。然而，这

些变异位点与果实品质或者其他性状有何联系还有

待后续深入研究。此外，本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

Ｉｎｄｅｌ位点长度较短 （１～４ｂｐ），最长的Ｉｎｄｅｌ位点

为１９ｂｐ，仅见于试材 ‘Ｊ２０１５８’，可能Ｉｎｄｅｌ位点

长度越长对植物本身有危害［２０］。因此，应该优先

考虑选用长度为４～２０ｂｐ的Ｉｎｄｅｌ位点用于ＣＡＰＳ

分子标记的开发，因为小片段的Ｉｎｄｅｌ能够便于

ＣＡＰＳ （Ｃｌｅａｖｅｄ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分子标记扩增和有助于提高扩增效率。

其次，采用邻接法 （ＮＪ）构建基于ｅｎｄｏ犘犌

基因的４５份杨梅试材遗传进化树的分析表明，果

实硬度与聚类结果具有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

“Ｂ”组内大部分试材，例如 ‘东魁’、‘Ｊ２０１５２１’、

‘Ｊ２０１５２２’和 ‘Ｊ２０１５２３’等果实硬度均高于

“Ａ”组与 “Ｄ”组试材，意味着该基因可能在杨梅

果实硬度遗传决定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聚

类结果与果实色泽性状没有较为明显的联系，意味

着杨梅果实色泽性状与ｅｎｄｏ犘犌 基因可能没有直

接联系。此外， “Ｂ”组内除 ‘三夹岙乌梅’外，

其余试材均不包含有等位基因，意味着它们的纯合

度相对较高，遗传来源比较简单。因此，在满足科

学研究价值的前提下，应尽量优先选用这些纯合度

较高的试验材料，以便于降低基因组的复杂程度。

再者，“Ｃ”组中的 ‘Ｊ２０１５８’为晚熟优株，其果

实较小且硬度较高 （另文发表），可用于耐贮藏杨

梅品种的杂交选育研究，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值

得注意的是，该杨梅优株ｅｎｄｏ犘犌基因编码区含

有１个１９ｂｐ的Ｉｎｄｅｌ位点，意味着其可能具有更

为复杂的遗传背景，至于是否与果实的硬度品质相

关以及是否参与调控果实品质性状还需要后续深入

探索研究。

总之，杨梅果实品质相关分子遗传研究基础还

十分薄弱，本研究仅初步探索了ｅｎｄｏ犘犌 基因部

分ＤＮＡ序列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今后还需要开展

以下几方面研究：（１）开发相应的遗传分子标记用

于快速有效地对杨梅进行基因分型分析以及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２）基因序列多态性与果实品质性状

的关联分析；（３）深入探索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基因

调控机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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