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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菌胞内效应子研究进展
张美祥
(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卵菌可引起毁灭性的植物病害ꎬ在侵染过程中分泌大量的胞内效应子进入植物细胞干扰寄主免疫反应ꎮ 目前主要针
对 ＣＲＮ( ｃｒｉｎｋ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和 ＲＸＬＲ( Ｒ:精氨酸ꎻＸ:任意氨基酸ꎻＬ:亮氨酸) 两类胞内效应子进行了大量研究ꎮ 近
年来对这两类卵菌胞内效应子的研究进展迅速ꎬ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卵菌致病机制的认识ꎮ 本文将从卵菌胞内效应子的
进化 、转运、功能和作用机制等方面对近年来的进展进行综述ꎬ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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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与植物互作过程中ꎬ除了要突破植物表面的物理屏障( 细胞壁、蜡质层等) ꎬ还必须要突破植物

的两层主动防卫机制ꎬ才能够成功地实现侵染ꎮ 在侵染过程中ꎬ病原菌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ꎬＰＡＭＰ ) 首 先 会 被 寄 主 植 物 细 胞 膜 表 面 的 模 式 识 别 受 体 (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ＰＲＲ) 识别ꎬ激发植物病原相关分子模式激发的免疫反应( ＰＡＭＰ￣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ＰＴＩ) [１] ꎮ 如
果病原菌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植物的 ＰＴＩꎬ其进一步的侵染和扩展将会被限制ꎮ 成功入侵 / 定殖的病
原菌会分泌效应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进入植物细胞ꎬ干扰植物的 ＰＴＩꎬ以促进其侵染 [１] ꎮ 但同时植物针对病原菌效
应子会进化出相应的胞内抗病受体蛋白(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ｂｉｎｄｉｎｇ ｌｅｕｃｉｎｅ￣ｒｉｃｈ ｒｅｐｅａｔꎬＮＬＲ) ꎬ触发效应子激发的
免疫反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ＥＴＩ) ꎮ 病原菌则通过突变其相应的效应子或进化出新的效应子进一

步逃逸或抑制寄主植物 ＥＴＩ [２] ꎮ 在进化的过程中ꎬ病原菌与寄主植物均在这种无休止的斗争中不断进化ꎬ
故用 ｚｉｇｚａｇ 模型( ｚｉｇｚａｇ ｍｏｄｅｌ) 描述这种植物与病原菌之间的共进化关系 [２] ꎮ

卵菌包括许多重要的植物病原菌ꎬ例如疫霉(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霜霉( ｄｏｗｎｙ ｍｉｌｄｅｗ) 和腐霉( Ｐｙｔｈｉｕｍ)

等ꎮ 卵菌在形态学上与真菌类似ꎬ但在细胞壁组成、生化代谢、繁殖方式等方面与真菌存在较大差异ꎬ系统
分类学上二者隶属于不同的生物界 [３] ꎮ 鉴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ꎬ卵菌往往利用不同于真菌的遗传变异
和分子机制侵染植物ꎮ 目前鉴定的 １００ 多个疫霉种均是重要的植物病原菌ꎬ能侵染几乎所有的双子叶植
物ꎬ造成作物疫病ꎬ因此ꎬ疫霉属的疫霉被称为植物杀手( ｐｈｙｔｏꎬｐｌａｎｔꎻｐｈｔｈｏｒａꎬｋｉｌｌｅｒ) ꎮ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
致病疫霉( Ｐ.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引起的马铃薯晚疫病ꎬ造成了 １９ 世纪“ 爱尔兰大饥荒” ꎬ导致当时爱尔兰人口锐减
了近 １ / ４ꎮ 大豆疫霉( Ｐ. ｓｏｊａｅ) 可以引起大豆疫霉根腐病ꎬ是大豆生产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 [４] ꎮ 橡树疫霉
( Ｐ. ｒａｍｒｕｍ) 和樟疫霉( Ｐ.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ｉ) 可以在数百种林木上引起毁灭性的病害ꎬ造成森林衰退 [５－６] ꎮ

卵菌同其他类型病原菌类似ꎬ在与寄主互作的过程中分泌效应子干扰植物的免疫反应ꎬ促进其侵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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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卵菌效应子按照其在植物中的亚细胞定位可以分为两类:胞外效应子( ａｐ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和胞内效应子
(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７] ꎮ 胞 外 效 应 子 包 括 酶 抑 制 子 (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 小 半 胱 氨 酸 富 集 蛋 白 ( ｓｍａｌｌ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ｒｉｃｈ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坏死和乙烯诱导蛋白 １(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ｐｅｐｔｉｄｅ １ꎬＮＥＰ１) ￣ｌｉｋｅ 家族和
细胞壁降解酶(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ｓꎬＣＷＤＥ) 等ꎮ 胞内效应子主要包括 ＲＸＬＲ( Ｒ:精氨酸ꎻＸ:任意氨
基酸ꎻＬ:亮氨酸) 和 ＣＲＮ( ｃｒｉｎｋ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两大类 [７] ꎮ 鉴于效应子在病原菌与寄主植物互作
中的重要作用ꎬ卵菌效应子生物学(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的研究将是认识卵菌致病机制的关键ꎮ 近年来卵菌效
应子研究进展迅速ꎬ尤其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两类胞内效应子取得了重要进展ꎬ提升了人们对卵菌致病机制的
认识ꎮ 本文将从卵菌胞内效应子的序列特征、进化、表达特征及调控、分泌、转运、亚细胞定位、功能和作用
机制等方面重点对这两类效应子的研究进展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讨论ꎮ

１

卵菌胞内效应子的序列特征
卵菌胞内效应子主要包括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两大类ꎮ 两类效应子蛋白的 Ｎ 端均具有将蛋白质分泌到病

原菌细胞外的信号肽(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 序列ꎮ 对于 ＲＸＬＲ 类效应子ꎬ紧接着信号肽 Ｎ 端的是保守的 ＲＸＬＲ

基序ꎬ负责将效应子转运进入植物细胞 [８] ꎻ后面是 Ｃ 端效应子功能域ꎬ通常还有 ＷＹ 结构域ꎬ与效应子的
生物学功能有关 [９] ꎮ 目前在卵菌中鉴定到的无毒蛋白几乎全部为 ＲＸＬＲ 类效应子 [９] ꎬ这进一步表明了

ＲＸＬＲ 效应子在植物与卵菌互作中的重要性ꎮ ＣＲＮ 效应子有 ２ 个相邻且高度保守的 ＦＬＡＫ( Ｆ:苯丙氨酸ꎻ
Ｌ:亮氨酸ꎻＡ:丙氨酸ꎻＫ:赖氨酸) 与 ＨＶＬＶＶＶＰ( Ｈ:组氨酸ꎻＶ:缬氨酸ꎻＬ:亮氨酸ꎻＰ:脯氨酸) 元件ꎬ其蛋白
Ｃ 端为多变区域 [１０－１１] ꎬ因此其 Ｎ 端的序列模式(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ＦＬＡＫ￣ＨＶＬＶＶＶＰ) 成为 ＣＲＮ 效应因子的分
类特征ꎬ利用该特征发现 ＣＲＮ 效应因子在腐霉、霜霉、白锈等卵菌中广为存在 [９] ꎮ 研究发现卵菌中也存

在其他类型的胞内效应子ꎬ例如白锈菌中鉴定到蛋白 Ｎ 端含有保守的 ＣＨＸＣ( Ｃ:半胱氨酸ꎻＨ:组氨酸ꎻ
Ｘ:任意氨基酸) 基序的效应子家族 [１２] ꎮ 终极腐霉( Ｐｙｔｈｉｕｍ ｕｌｔｉｍｕｍ) 中含有 ＹｘＳＬ[ ＲＫ] 保守基序的效应子
家族 [１３] ꎮ 此外ꎬ在疫霉菌中也鉴定到除了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之外的其他胞内效应子ꎬ如致病疫霉菌中鉴定到
的 ＳＮＥ１(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１) [１４] 和大豆疫霉菌中鉴定到的非典型分泌的 Ｉｓｃ１( ｉｓｏｃｈｏｒｉｓｍａｔａｓｅ １) 效应
子等 [１５] ꎮ 由于目前这类效应子的报道仅属个例ꎬ因此尚未能鉴定这些卵菌胞内效应子序列上的共有模
式ꎮ 今后通过实验生物学方法收集侵染过程中卵菌病原菌的胞外分泌蛋白ꎬ进而通过质谱的方法鉴定这
些蛋白ꎬ为鉴定新型卵菌效应子提供了可能ꎮ 尤其针对非典型分泌效应子的鉴定ꎬ由于其没有典型的信号
肽序列ꎬ单纯基于生物信息学预测方法鉴定这类效应子将十分困难ꎮ 近年快速发展的高灵敏蛋白质谱技
术为鉴别这类效应子提供了可能ꎮ 当获得足够多的胞内效应子候选后ꎬ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ꎬ探讨这些效
应子是否存在一些共有的模式ꎬ将为后续全面鉴定卵菌胞内效应子和认识卵菌致病机制提供新的线索ꎮ

２

卵菌胞内效应子的进化
目前已经有数个卵菌全基因组测序完成ꎮ 基于卵菌胞内效应子的序列特征ꎬ对其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效应

子进行全基因组预测ꎬ结果表明卵菌可以编码数目庞大的胞内效应子 [１０－１１] ꎮ 以大豆疫霉菌为例ꎬ其分别
编码 ４００ 多个 ＲＸＬＲ 效应子和 ２００ 多个 ＣＲＮ 效应子 [１０] ꎮ 比较基因组学的分析结果显示ꎬＲＸＬＲ 效应子主
要分布在霜霉目ꎬ尤其是疫霉属和霜霉属ꎮ 在测序的终极腐霉和霜霉目以外的其他卵菌物种中均没有发
现 ＲＸＬＲ 类效应子 [１２－１３ꎬ１６] ꎮ 来自不同物种的 ＲＸＬＲ 效应子序列分歧较大ꎬ例如在近缘的大豆疫霉菌和橡
树疫霉菌中ꎬＲＸＬＲ 基因家族也很少有重叠ꎬ说明该家族是物种特异性进化和扩张的 [１７] ꎮ ＣＲＮ 类效应子
在已经测序的卵菌中广泛存在ꎬ是一类古老的保守卵菌效应子家族ꎮ 有趣的是在真菌蛙壶菌 ( Ｂａｔｒａ￣

ｃｈｏ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ａｔｉｄｉｓ) 和另一种共生真菌根内球囊霉( Ｒｈｉｚｏｐｈａｇｕｓ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ｓ) 中也鉴定到 ＣＲＮ￣ｌｉｋｅ 蛋
白 [１８－１９] ꎮ 这些结果表明:ＣＲＮ 效应子是通过物种间水平转移(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而来ꎻ或者 ＣＲＮ 蛋白在
早期真核生物的祖先中就已经存在了ꎮ 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效应子主要分布在基因稀
疏区( ｇｅｎｅ￣ｓｐａｒｓ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且重复序列富集的基因组区域 [１１－２０] ꎮ 进化分析表明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效应子经历
了快速的 生 灭 进 化 (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２１] ꎮ 基 因 复 制 ( ｇｅｎｅ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和 片 段 重 组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是这两类卵菌胞内效应子基因扩张和功能分化的主要动力 [２１－２２] ꎮ 探究这些卵菌胞内效应
子是如何扩张和进化的对认识卵菌病害的致病和变异机制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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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菌胞内效应子的表达特征及调控
大规模转录组分析表明大豆疫霉菌 ＲＸＬＲ 效应子根据表达模式主要可分为 ２ 类:极早期表达效应子

(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ａｒ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ꎬＩＥ) 和早期表达效应子( ｅａｒ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ꎬＥ) [２３] ꎮ 极早期表达效应子在大豆疫霉菌
侵染之前就强烈诱导表达ꎬ在侵染阶段中度诱导(２ ~ １０ 倍) ꎻ而早期表达效应子在病原菌侵染植物前只有
轻度诱导表达ꎬ但在侵染阶段(１２ ｈ) 强烈诱导(１０ ~ １２０ 倍) 表达 [２３] ꎮ 功能分析结果显示:那些能够抑制植
物 ＥＴＩ 的主要是极早期表达效应子ꎬ而抑制 ＰＴＩ 的主要是早期表达效应子 [２３] ꎮ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疫霉
菌效应子的表达受到精细调控ꎬ可以协同调控植物的免疫反应ꎬ促进病原菌的侵染ꎮ 基因芯片和数字表达
谱的结果表明ꎬＣＲＮ 效应子的表达丰度总体上明显高于 ＲＸＬＲ 效应子 [２４] ꎮ 并且发现虽然有些 ＣＲＮ 效应
子的表达模式也表现出侵染阶段诱导表达ꎬ但大部分 ＣＲＮ 都是组成型表达ꎮ 这两类胞内效应子表现出如
此不同的表达模式的原因尚不明确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ＲＸＬＲ 效应子很容易被寄主植物识别ꎬ触发植物
的防卫反应ꎬ因此其表达量受到严格的调控ꎮ 与该假设相一致的是ꎬ目前在卵菌中鉴定的无毒蛋白几乎全
部是 ＲＸＬＲ 效应子 [９] ꎬ表明病原菌 ＲＸＬＲ 效应子的表达确实受到严格调控ꎬ以免触发植物的免疫反应ꎮ 然
而这些效应子的表达是如何被调控的尚不明确ꎮ

已有研究表明非编码小 ＲＮＡ(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ＲＮＡ) 可能参与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效应子的表达调控 [２５] ꎬ

然而目前尚未明确这些小 ＲＮＡ 调控卵菌效应子表达的作用方式和机制ꎮ 目前已有数个高质量的卵菌基
因组序列公布ꎬ并且积累了大量的转录组分析数据 [１０－１１ꎬ２６－２７] ꎮ 今后对表达模式相同的 ＲＸＬＲ 效应子启动
子区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ꎬ寻找这些效应子的启动子区中是否存在共有的表达调控元件ꎬ进而鉴定调控这
些保守元件的转录因子ꎬ有望为认识效应子的转录调控机制提供线索ꎮ ＲＸＬＲ 效应子在离体培养的菌丝
中几乎不表达ꎬ而只有在侵染阶段特异表达 [２４] ꎬ表明卵菌可以感知来自寄主植物的信号ꎮ 卵菌是如何感
知寄主的信号ꎬ这些信号又是如何一步步传递到病原菌的细胞核ꎬ最终调控效应子的表达尚不明确ꎮ 今后
构建卵菌感知寄主植物信号ꎬ启动效应子表达的调控网络将会是认识卵菌致病机制的热点和关键问题ꎮ

４

卵菌胞内效应子的分泌和转运
病原菌胞内效应子在合成后ꎬ需要分泌到病原菌细胞外ꎬ进而转运进入植物细胞发挥作用ꎮ 绝大多数

已知的卵菌胞内效应子ꎬ如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效应子ꎬ均具有信号肽序列ꎮ 信号肽序列负责将这些效应子在
合成后经由内质网、高尔基体分泌到病原菌细胞外ꎮ 我们课题组在大豆疫霉菌中鉴定到了一个具有异分
支酸水解酶活性的胞内效应子 Ｉｓｃ１ꎬ它不具有典型的信号肽序列ꎬ可能为一类非典型分泌(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的胞内效应子 [１５] ꎮ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类效应子是经由什么途径分泌到病原菌细胞外的ꎮ 功
能分析结果表明这类非典型分泌效应子在疫霉菌的致病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该类效应子的鉴定为今后鉴定
卵菌新型效应子提供了参考和借鉴ꎮ
这些胞内效应子在分泌到病原菌细胞外后ꎬ如何进入寄主植物细胞是近年卵菌效应子研究的热点问

题之一ꎮ 病原细菌主要利用Ⅲ型分泌系统( Ｔｙｐｅ Ⅲ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Ｔ３ＳＳ) 、Ⅳ型分泌系统( Ｔ４ＳＳ) 和Ⅴ型
分泌系统( Ｔ５ＳＳ) 将效应子转运到寄主植物细胞 [１] ꎮ 真菌病原菌稻瘟菌可以通过活体营养表面复合体

( ｂｉ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ꎬＢＩＣ) 将效应子转运入寄主细胞 [２８] ꎮ 目前倾向于认为卵菌效应子的转运主
要依赖其 Ｎ 端 ＲＸＬＲ 保守基序ꎮ 其中研究最多的是 ＲＸＬＲ 效应子的 Ｎ 端保守 ＲＸＬＲ 基序ꎮ 该基序与疟
原虫效应子的蛋白输出元件( ｐｌａｓｍｏｄｉｕ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ꎬＰＥＸＥＬ) 类似ꎬ并且二者在功能上可以互换ꎬ均能
够介导效应子转运进入寄主细胞 [２９－３０] ꎮ 在一些真菌效应子中也鉴定到 ＲＸＬＲ 类似基序ꎬ并发现这些基序
也可以介导效应子转运进入寄主细胞 [３１] ꎮ 此外ꎬ还发现卵菌 ＲＸＬＲ 效应子及真菌中含有 ＲＸＬＲ 类似保守
基序的效应子通过与寄主植物胞外膜上的三磷酸肌醇( ＰＩ３Ｐ) 结合ꎬ进一步经由寄主植物受体介导的内吞
作用ꎬ转运进入寄主细胞ꎮ 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表明ꎬ疫霉菌自身合成的 ＰＩ３Ｐ 对病原菌的致病性也十
分重要 [３２] ꎮ 然而ꎬ目前关于 ＰＩ３Ｐ 在 ＲＸＬＲ 效应子转运中的作用尚存在争议ꎬＰＩ３Ｐ 结合是介导 ＲＸＬＲ 效

应子转运还是稳定效应子蛋白 仍 需 澄 清 [３３－３５] ꎮ 寄 生 水 霉 ( Ｓａｐｒｏｌｅｇｎｉａ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 的 ＲＸＬＲ￣ｌｉｋｅ 效 应 子
ＳｐＨｔｐ１ 不是通过结合磷脂(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ꎬ而是通过结合寄主细胞表面的酪氨酸 － Ｏ － 硫酸盐(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Ｏ￣
ｓｕｌｐｈａｔｅ) 介导转运 [３６] ꎮ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卵菌可能利用不止一种机制将效应子转运到寄主细胞ꎬ卵菌可
能已进化出多种机制来实现效应子的跨膜转运ꎮ 卵菌 ＲＸＬＲ 效应子的晶体结构研究和三维结构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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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ꎬＲＸＬＲ 效应子的 Ｎ 端 ＲＸＬＲ 区域可能呈固有无序化(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的构象 [３５] ꎮ 这种固有无序化
构象导致对效应子蛋白进行结构分析时这部分很难被结晶出来ꎮ 病原细菌效应子蛋白也存在大量的固有
无序化构象ꎬ这种构象可能与效应子的转运相关 [３７] ꎮ 其他类型卵菌胞内效应子的转运研究仅限于利用疫
霉菌遗传转化试验ꎬ将效应子的 Ｎ 端与致病疫霉菌无毒蛋白 Ａｖｒ３ａ 的 Ｃ 端融合后发现能介导后者的转
运 [１２ꎬ３８] ꎮ 这些效应子转运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ꎮ

５

卵菌胞内效应子在寄主植物中的亚细胞定位
效应子转运进入寄主植物细胞后ꎬ定位在寄主的亚细胞场所将决定其发挥功能的方式ꎮ 由于在卵菌

里表达效应子和荧光蛋白的融合蛋白尚不能实现直接观察融合蛋白在寄主植物里的荧光信号ꎬ目前关于
卵菌效应子在植物中的定位信息都来自于在植物中异源表达带荧光蛋白标签的卵菌效应子融合蛋白ꎮ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等 [３９] 观察寄生霜霉( Ｈｙａｌｏ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ｄｉｓ)４９ 个 ＲＸＬＲ 效应子的定位ꎬ发现其中约 １ / ３ 定
位在细胞核ꎬ１ / ３ 同时定位在细胞质和细胞核ꎬ３ 个定位在细胞质ꎬ１ 个定位在植物液泡ꎬ其余的主要定位
在包括内质网在内的不同膜结构上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卵菌 ＲＸＬＲ 效应子定位在寄主细胞的不同亚细胞场
所ꎮ 大豆疫霉菌 Ａｖｈ２４１ 定位在细胞质膜上ꎬ并且其细胞膜定位是其发挥功能所必需的 [４０] ꎮ 致病疫霉
ＲＸＬＲ 效应子 Ａｖｒｂｌｂ２ 也靶向植物的质膜上ꎬ该定位也是其发挥毒性功能所必需的 [４１] ꎮ ＲＸＬＲ 效应子的多
样化亚细胞定位提示该类效应子可以通过靶向寄主植物的多种细胞学过程来影响寄主的免疫反应ꎮ 有趣
的是目前发现几乎所有卵菌 ＣＲＮ 效应子都定位在植物的细胞核 [３８ꎬ４２] ꎬ并且发现这些效应子的细胞核定

位依赖于寄主植物的核转运蛋白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αꎮ 致病疫霉菌 ＣＲＮ８ 定位在植物细胞核ꎬ诱导植物细胞死亡ꎮ
将 ＣＲＮ８ 融合 １ 个核输出信号(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ꎬＮＥＳ) 后导出细胞核将不再引起细胞死亡ꎬ表明细
胞核定位对其诱导细胞死亡是必需的 [３８] ꎮ 大豆疫霉 ＰｓＣＲＮ６３ 和辣椒疫霉 ＰｃＣＲＮ４ 也是在植物细胞核中
诱导植物细胞死亡 [４３－４４] ꎮ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细胞核定位可能是 ＣＲＮ 效应子诱导植物细胞死亡活性所必
需的ꎮ 将辣椒疫霉 ＰｃＣＲＮ４ 融合 １ 个核输出信号后在本氏烟中瞬时表达并接种辣椒疫霉ꎬ将不再促进辣
椒疫霉菌侵染ꎬ表明细胞核定位也是其抑制植物免疫所必需的 [４４] ꎮ

６

卵菌胞内效应子的功能和作用机制
卵菌与寄主植物的互作符合基因对基因假说( ｇｅｎｅ￣ｆｏｒ￣ｇｅ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ꎮ 在寄主胞内存在相应的抗病蛋

白时ꎬ效应子将激发寄主的 ＥＴＩꎬ此时效应子被称为无毒蛋白( ａ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ꎬ目前鉴定到的卵菌无毒
基因几乎全部为 ＲＸＬＲ 效应子 [９] ꎮ 这些 ＲＸＬＲ 效应子如何被其相应的抗病蛋白识别并激活下游抗病途径
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ꎬ但依然有很多未知ꎮ 寄生霜霉( Ｈ.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ｄｉｓ) 无毒蛋白 ＡＴＲ１ 与相应抗
病蛋白 ＲＰＰ１ 直接互作ꎬ激活 ＲＰＰ１ 介导的 ＥＴＩꎬ并且表现出高度的等位基因特异性 [４５－４６] ꎮ 致病疫霉 Ａｖｒ２

与寄主的磷酸酶 ＢＳＬ２( ＢＳＵ￣ＬＩＫ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互作ꎬ抗病蛋白 Ｒ２ 识别 Ａｖｒ２ 与 ＢＳＬ２ 形成的复合体ꎬ激发
抗病反应 [４７] ꎮ 有趣的是ꎬ毒性菌株中的 Ａｖｒ２ 依然可以与 ＢＳＬ２ 互作ꎬ却不能与 Ｒ２ 形成复合体ꎬ从而逃逸
Ｒ２ 抗病蛋白的识别 [４７] ꎮ 抗病蛋白与卵菌无毒蛋白识别的亚细胞场所不尽相同ꎮ 单独表达致病疫霉无毒
蛋白 Ａｖｒ１ 和马铃薯抗病蛋白 Ｒ１ 时ꎬ二者在植物细胞质和细胞核均有定位ꎬ但二者识别激发的免疫反应仅
发生在植物细胞核 [４８] ꎮ 抗病 ＮＬＲ 蛋白 Ｒ３ａ 在无毒蛋白 Ａｖｒ３ａ 不存在的情况下定位于植物的细胞质和细
胞核ꎬ而当无毒蛋白存在时则重定位( ｒ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到内体小泡( ｅｎｄｏｓｏｍａｌ ｖｅｓｉｃｌｅ) ꎬ而且重定位对激发抗
病反应是必需的 [４９] ꎮ 毒性菌株中的 Ａｖｒ３ａ 等位基因编码产物则不能够引发 Ｒ３ａ 进行重定位ꎬ因而不能够
被抗病蛋白 Ｒ３ａ 识别 [４９] ꎮ 目前对卵菌无毒蛋白如何激活抗病蛋白ꎬ以及抗病信号是如何传递到下游的分
子机制依然未知ꎮ 在进化过程中ꎬ病原菌可以通过删除基因组中相应的无毒基因ꎬ以逃避寄主抗病基因的
识别ꎻ也可以通过进化出另一个效应子蛋白抑制无毒基因诱导的 ＥＴＩꎻ也可以通过点突变改变其编码无毒
蛋白的序列ꎬ逃 逸 抗 病 蛋 白 识 别ꎻ 也 可 以 通 过 降 低 无 毒 基 因 的 转 录 水 平ꎬ 从 而 躲 避 寄 主 抗 病 蛋 白 的
识别 [５０] ꎮ

当没有相应的抗病蛋白存在时ꎬ效应子抑制寄主的免疫反应ꎬ诱导植物的感病性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ＥＴＳ) [２] ꎮ 卵菌在成功入侵寄主植物过程中ꎬ除了要分泌细胞壁降解酶等突破植物组织表面
物理屏障ꎬ还要突破或逃逸植物的主动免疫反应ꎮ 致病疫霉菌 Ａｖｒ３ａ 可以抑制由激发子 ＩＮＦ１ 诱导的
ＰＴＩ [５１] ꎮ 在大豆疫霉菌中有研究表明 ＣＲＮ 效应子也可以抑制 ＩＮＦ１ 诱导的植物细胞死亡 [２１] ꎮ 致病疫霉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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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ＸＬＲ 效应子可以抑制细菌病原相关分子模式 ｆｌｇ２２ 介导的抗病性 [５２] ꎮ 寄生霜霉也可以利用 ＲＸＬＲ 效应
子抑制植物的 ＰＴＩ [５３] ꎮ 以上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卵菌可以分泌效应子ꎬ有效抑制寄主植物的 ＰＴＩꎮ 卵菌也
可以利用 ＲＸＬＲ 效应子抑制植物的第二层主动免疫机制 ＥＴＩꎮ Ｗａｎｇ 等 [２３] 报道大豆疫霉中有 ＲＸＬＲ 效应
子可以抑制无毒蛋白激发的免疫反应ꎮ 有趣的是ꎬ致病疫霉菌 ＲＸＬＲ 效应子 ＩＰＩ￣Ｏ 毒性等位基因编码蛋

白产物可以通过与无毒 ＩＰＩ￣Ｏ 蛋白竞争性结合 ＮＬＲ 抗病蛋白的结合位点ꎬ从而抑制 ＩＰＩ￣Ｏ 激发的 ＥＴＩ [５４] ꎮ
卵菌胞内效应子ꎬ如 ＲＸＬＲ 和 ＣＲＮ 效应子ꎬ缺少保守的生化结构域ꎬ这为深入揭示这些效应子的生化

作用机制带来了困难ꎮ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大豆疫霉 ＲＸＬＲ 效应子 ＰｓＡＶＲ３ｂꎬ该效应子含有 １ 个 Ｎｕｄｉｘ 结
构域ꎬ并具有 ＡＤＰ 核糖 / ＮＡＤＨ 焦磷酸化酶的生化活性ꎬ 可能通过 影 响 植 物 的 活 性 氧 (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ＲＯＳ) 来抑制植物的免疫反应 [５５－５６] ꎮ 另一个例外来自致病疫霉 ＣＲＮ 效应子 ＣＲＮ８ꎮ ＣＲＮ８ 蛋白
Ｃ 端含有 １ 个 ＲＤ( 精氨酸、天冬氨酸) 蛋白激酶结构域ꎬ具有蛋白激酶活性ꎬ能够自我磷酸化ꎬ并通过形成
二聚体的形式发挥毒性功能 [５７] ꎮ 鉴于这些卵菌胞内效应子缺乏保守生化结构域的特点ꎬ研究者试图通过
功能筛选ꎬ以及鉴定这些效应子在植物中的互作靶标来认识它们的毒性功能和作用机制ꎬ近年来应用该策
略已取得一些重要研究进展ꎮ 已报道的卵菌胞内效应子主要靶向以下抗病相关途径:第一ꎬ２６Ｓ 蛋白酶体

降解途径 [５８－５９] ꎮ 例如致病疫霉 ＰｉＡＶＲ３ａ 可以通过与泛素介导蛋白降解途径的 Ｅ３ 连接酶 ＣＭＰＧ１ 互作ꎬ
调控植物的细胞死亡和免疫反应 [５９] ꎮ 第二ꎬＭＡＰＫ 抗病信号途径ꎮ 例如致病疫霉效应子 ＰｅｘＲＤ２ 可以直
接与植物 ＭＡＰＫＫＫ 互作ꎬ抑制植物的防卫反应 [６０] ꎮ 另一个可能的机制是 ＰｅｘＲＤ２ 进入到植物细胞ꎬ与
ＭＡＰＫＫＫ 互作后被其磷酸化ꎬ从而激活其毒性功能ꎮ 第三ꎬ细胞自噬途径ꎮ 例如致病疫霉还可以攻击植
物的自噬途径来干扰植物的免疫 [６１] ꎮ 第四ꎬ基因沉默途径ꎮ 例如大豆疫霉 ＲＸＬＲ 效应子 ＰＳＲ１ 和 ＰＳＲ２

可以抑制植物的基因沉默途径ꎬ干扰植物的防卫反应 [６２－６３] ꎮ ＰＳＲ１ 的互作蛋白 ＰＩＮＰ１ 编码 １ 个含有 ＲＮＡ

ｈｅｌｉｃａｓｅ 结构域的蛋白ꎬ可能是小 ＲＮＡ 途径中 Ｄｉｃｅｒ 蛋白复合体的组分之一 [６４] ꎮ 第五ꎬ激素抗病信号途
径 [１５ꎬ６５] ꎮ 例如大豆疫霉菌非典型分泌效应子 Ｉｓｃ１ 通过降解植物水杨酸合成的前体物质异分支酸干扰水
杨酸的合成ꎬ从而干扰水杨酸抗病信号途径 [１５] ꎮ 第六ꎬ蛋白质分泌途径ꎮ 例如致病疫霉 Ａｖｒ１ 与植物 Ｓｅｃ５

互作ꎬ 通 过 抑 制 蛋 白 质 分 泌 抑 制 植 物 的 免 疫 反 应 [４８] ꎮ 第 七ꎬ 内 质 网 胁 迫 途 径 ( 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ꎮ 例如大豆疫霉菌 ＰｓＡｖｈ２６２ 能通过结合并稳定寄主内质网中的重要分子伴侣蛋白 ＢｉＰꎬ从而抑制
病原菌侵染对寄主细胞产生的内质网压力信号ꎬ进而阻断一系列植物免疫反应 [６６] ꎮ 第八ꎬ蛋白质靶向

(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６７－６８] ꎮ 例如致病疫霉效应子 Ｐｉ０３１９２ 靶向植物 ２ 个 ＮＡＣ 转录因子ꎬ通过影响它们从内
质网到细胞核的重定位干扰其发挥功能 [６８] ꎮ 第九ꎬ活性氧代谢ꎮ 例如大豆疫霉菌 ＰｓＣＲＮ６３ 和 ＰｓＣＲＮ１１５

与寄主植物的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互作ꎬ通过干扰其亚细胞定位和蛋白质稳定性影响植物过氧化氢代
谢 [６９] ꎮ 第十ꎬ基因转录ꎮ 例如大豆疫霉菌 ＰｓＣＲＮ１０８ 可以直接结合寄主植物的 ＤＮＡꎬ通过与转录因子竞
争性结合 ＤＮＡ 调控热激蛋白的转录 [７０] ꎮ 以上这些研究结果表明ꎬ卵菌可以靶向植物的多种防卫相关途
径促进其侵染ꎮ

随着越来越多卵菌基因组测序的完成ꎬ我们对卵菌胞内效应子的进化将会有更深入的认识ꎮ 在这些

基因组资源基础上ꎬ进一步通过比较基因组学分析使得鉴定卵菌核心效应子( ｃ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的工作成为可
能ꎮ 分析这些核心效应子的毒性作用机制ꎬ将为进一步认识卵菌的致病机制提供新的见解ꎮ 利用这些核
心效应子筛选新的抗病基因将为抗病育种工作提供新的思路ꎮ ＣＲＮ 效应子几乎全部定位在植物细胞核
的特点ꎬ表明该类效应子可能集中调控寄主植物的细胞核事件ꎮ 鉴定 ＣＲＮ 效应子调控寄主植物 ＤＮＡ 的
序列模式ꎬ以及揭示 ＣＲＮ 效应子对寄主植物表观遗传调控作用ꎬ将为认识 ＣＲＮ 效应子的作用机制带来新
的线索ꎮ 利用蛋白质芯片技术ꎬ大规模构建效应子与寄主植物蛋白互作网络将为全面认识卵菌的致病机
制带来契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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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Ｊｉａｎｇ Ｒ Ｈ ＹꎬＴｒｉｐａｔｈｙ ＳꎬＧｏｖｅｒｓ Ｆꎬｅｔ ａｌ.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ｗｏ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７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２００８ꎬ１０５(１２):４８７４－４８７９.

[１８] Ｌｉｎ ＫꎬＬｉｍｐｅｎｓ ＥꎬＺｈａｎｇ Ｚ Ｈꎬ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ｉｇ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ｎｕｃｌｅｉ ｏｆ ａｎ ｅｎｄ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ｕｓ[ Ｊ] .
ＰＬｏ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１０(１) :ｅ１００４０７８.

[１９] Ｓｕｎ Ｇ ＬꎬＹａｎｇ Ｚ ＦꎬＫｏｓｃｈ Ｔꎬ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ｃｈｙｔｒｉｄｓ[ Ｊ] . ＢＭ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ꎬ
１１:１９５.

[２０] Ｒａｆｆａｅｌｅ ＳꎬＦａｒｒｅｒ Ｒ ＡꎬＣａｎｏ Ｌ Ｍꎬ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ｏｓｔ ｊｕｍ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ｐｏｔａｔｏ ｆａｍｉｎ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０ꎬ
３３０(６０１０) :１５４０－１５４３.

[ ２１] Ｓｈｅｎ Ｄ ＹꎬＬｉｕ Ｔ ＬꎬＹｅ Ｗ Ｗꎬ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３ꎬ８(７) :ｅ７００３６.

[ ２２] Ｇｏｓｓ Ｅ ＭꎬＰｒｅｓｓ Ｃ ＭꎬＧｒｕｎｗａｌｄ Ｎ Ｊ.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ＸＬＲ￣ｃｌａ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ｏｍｙｃｅｔ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ｒａｍｏｒｕｍ[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８(１１) :ｅ７９３４７.

[２３] Ｗａｎｇ Ｑ ＱꎬＨａｎ Ｃ Ｚꎬ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Ａ Ｏꎬ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１ꎬ２３(６) :２０６４－２０８６.

[ ２４] Ｙｅ Ｗ ＷꎬＷａｎｇ Ｘ ＬꎬＴａｏ Ｋ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１ꎬ２４(１２) :１５３０－１５３９.

[ ２５] Ｖｅｔｕｋｕｒｉ Ｒ ＲꎬÅｓｍａｎ Ａ Ｋ ＭꎬＴｅｌｌｇｒｅｎ￣Ｒｏｔｈ Ｃꎬ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ＲＮＡｓ 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ｏｍｙｃｅｔｅ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２ꎬ７(１２) :ｅ５１３９９.

[２６] Ｊｕｐｅ ＪꎬＳｔａｍ Ｒꎬ Ｈｏｗｄｅｎ Ａ Ｊ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ｃａｐｓｉｃｉ￣ｔｏｍａｔ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ｈｅｍｉ￣ｂｉ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Ｊ] . Ｇｅｎｏｍ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６) :Ｒ６３.

[２７] Ｓｔａｍ ＲꎬＪｕｐｅ ＪꎬＨｏｗｄｅｎ Ａ Ｊ Ｍꎬ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Ｒ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ｃａｐｓｉｃｉ ｓｈｏｗｓ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３ꎬ８(３) :ｅ５９５１７.

[２８] Ｋｈａｎｇ Ｃ Ｈꎬ Ｂｅｒｒｕｙｅｒ Ｒꎬ Ｇｉｒａｌｄｏ Ｍ Ｃ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ａｐｏｒｔｈｅ ｏｒｙｚａ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ｏ ｒｉｃｅ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ｃｅｌｌ￣ｔｏ￣ｃｅｌ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０ꎬ２２(４) :１３８８－１４０３.

[２９]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ｊｅｅ ＳꎬＨｉｌｌｅｒ Ｎ Ｌꎬ Ｌｉｏｌｉｏｓ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ｒｉａｌ ｈｏｓｔ￣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 ｉ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ｐｏｔａｔｏ ｆａｍｉｎ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 Ｊ] . 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ꎬ２００６ꎬ２(５) :ｅ５０.

[３０] Ｄｏｕ Ｄ ＬꎬＫａｌｅ Ｓ ＤꎬＷａｎｇ Ｘꎬｅｔ ａｌ. ＲＸＬ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１ｂ ｉｎｔｏ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ｃｅｌｌ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ｅｎｃｏｄ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０８ꎬ２０(７) :１９３０－１９４７.

[ ３１] Ｋａｌｅ Ｓ ＤꎬＧｕ ＢꎬＣａｐｅｌｌｕｔｏ Ｄ Ｇ Ｓ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ｐｉｄ ＰＩ３Ｐ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ｅｕ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ｏｓｔ ｃｅｌｌｓ[ Ｊ] .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４２(６) :２８４－２９５.

[３２] Ｌｕ ＳꎬＣｈｅｎ Ｌ ＬꎬＴａｏ Ｋ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 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３ꎬ６(５) :１５９２－１６０４.

[３３] Ｔｙｌｅｒ Ｂ ＭꎬＫａｌｅ Ｓ ＤꎬＷａｎｇ Ｑ Ｑꎬ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ｏｍｙｃｅｔｅ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ａｌ ＲｘＬＲ￣ｌｉ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ｌｅ[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３ꎬ２６(６) :６１１－６１６.

[ ３４] Ｅｌｌｉｓ Ｊ ＧꎬＤｏｄｄｓ Ｐ Ｎ. Ｓｈｏｗｄｏｗｎ ａｔ ｔｈｅ ＲＸＬＲ ｍｏｔｉｆ: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ｅｕ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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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２０１１ꎬ１０８(３５) :１４３８１－１４３８２.

[３５] Ｙａｅｎｏ Ｔꎬ Ｌｉ Ｈꎬ Ｃｈａｐａｒｒｏ￣Ｇａｒｃｉ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ｏｍｙｃｅｔｅ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３ａ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ｉｔ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ｏｓｔ ｃｅｌｌｓ ｔｏ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２０１１ꎬ１０８(３５) :１４６８２－１４６８７.

[ ３６] Ｗａｗｒａ ＳꎬＢａｉｎ ＪꎬＤｕｒｗａｒｄ Ｅꎬｅｔ ａｌ. Ｈｏｓｔ￣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ＳｐＨ ｔｐ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ｙｃｅｔｅ Ｓａｐｒｏｌｅｇｎｉａ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ｏ ｆｉｓｈ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ａ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Ｏ￣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２０１２ꎬ

１０９(６) :２０９６－２１０１.

[ ３７] Ｍａｒｉｎ ＭꎬＵｖｅｒｓｋｙ Ｖ ＮꎬＯｔｔ Ｔ.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 ｉｎ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３ꎬ２５(９) :３１５３－３１５７.

[ ３８] Ｓｃｈｏｒｎａｃｋ Ｓꎬｖａｎ Ｄａｍｍｅ ＭꎬＢｏｚｋｕｒｔ Ｔ Ｏ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ｏｍｙｃｅ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２０１０ꎬ１０７(４０) :１７４２１－１７４２６.

[３９]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Ｍ ＣꎬＰｉｑｕｅｒｅｚ Ｓ Ｊ ＭꎬＦａｂｒｏ Ｇꎬｅｔ ａｌ. Ｓｕｂ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ｐａ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ａ ｔｏｎｏｐｌａｓ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ａＲｘＬ１７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ｅｒ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２ꎬ６９(２) :２５２－２６５.

[４０] Ｙｕ Ｘ ＬꎬＴａｎｇ Ｊ ＬꎬＷａｎｇ Ｑ Ｑ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ｈ２４１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Ｊ] . 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２ꎬ１９６(１) :２４７－２６０.

[４１] Ｂｏｚｋｕｒｔ Ｔ ＯꎬＳｃｈｏｒｎａｃｋ ＳꎬＷｉｎ Ｊ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ｂｌｂ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ｌａｎｔ ｉｍｍｕｎｅ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ｈａｕｓ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２０１１ꎬ１０８(５１) :２０８３２－２０８３７.

[４２] Ｓｔａｍ ＲꎬＨｏｗｄｅｎ Ａ Ｊ ＭꎬＤｅｌｇａｄｏ￣Ｃｅｒｅｚｏ Ｍꎬ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ｃａｐｓｉｃｉ ＣＲ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Ｊ]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３ꎬ４:３８７.

[４３] Ｌｉｕ Ｔ ＬꎬＹｅ Ｗ ＷꎬＲｕ Ｙ Ｙꎬｅｔ ａｌ. Ｔｗｏ ｈｏｓｔ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ｂ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ｓｔ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１５５(１) :４９０－５０１.

[４４] Ｍａｆｕｒａｈ Ｊ ＪꎬＭａ Ｈ ＦꎬＺｈａｎｇ Ｍ Ｘꎬｅｔ ａｌ. Ａ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Ｒ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ｃａｐｓｉｃｉ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ｈｏｓｔ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５ꎬ１０(５) :ｅ０１２７９６５.

[４５] Ｒｅｈｍａｎｙ Ａ ＰꎬＧｏｒｄｏｎ ＡꎬＲｏｓｅ Ｌ Ｅ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ｄｏｗｎｙ ｍｉｌｄｅｗ ａ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ｂｙ ＲＰＰ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ｌｉｎｅｓ[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０５ꎬ１７(６) :１８３９－１８５０.

[４６] Ｓｔ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Ａ ＤꎬＧｏｒｉｔｓｃｈｎｉｇ ＳꎬＳｔａｓｋａｗｉｃｚ Ｂ Ｊ.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ａｌｌｅｌ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ａ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ＮＬ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ｏ ａｎ ｏｏｍｙｃｅ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Ｊ] . 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ꎬ２０１５ꎬ１１(２) :ｅ１００４６６５.

[４７]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Ｄ Ｇ Ｏꎬ Ｂｒｅｅｎ Ｓꎬ Ｗｉ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Ｈｏｓ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ＳＬ１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ｄｅｍｉｓｓｕｍ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Ｒ２ ｔｏ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２ꎬ２４(８) :３４２０－３４３４.

[４８] Ｄｕ ＹꎬＭｐｉｎａ Ｍ ＨꎬＢｉｒｃｈ Ｐ Ｒ Ｊ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ｏｃｙｓ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ｅｃ５ ｔｏ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５ꎬ１６９(３) :１９７５－１９９０.

[４９]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 ＳꎬＢｏｅｖｉｎｋ Ｐ Ｃꎬ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Ｍ Ｒ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ｂｌｉｇｈ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３ａ ｔｏ ｅｎｄｏｓｏｍ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２ꎬ２４(１２) :５１４２－５１５８.

[５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 ＧꎬＤｅｂ Ｄꎬ Ｆｅｄｋｅｎｈｅｕｅｒ Ｋ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５ꎬ
２８(１０) :１０６３－１０７２.

[５１] Ｂｏｓ Ｊ Ｉ ＢꎬＫａｎｎｅｇａｎｔｉ Ｔ ＤꎬＹｏｕｎｇ Ｃ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ｈａｌｆ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３ａ ｉｓ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Ｒ３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ＩＮＦ１￣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ｎａ[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０６ꎬ４８(２) :１６５－１７６.

[５２] Ｚｈｅｎｇ Ｘ ＺꎬＭｃＬｅｌｌａｎ ＨꎬＦｒａｉｔｕｒｅ Ｍꎬ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ＲＸＬ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ａｃｔ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ｅａｒｌｙ ｆｌｇ２２￣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 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ꎬ２０１４ꎬ１０(４) :ｅ１００４０５７.

[５３] Ｆａｂｒｏ ＧꎬＳｔ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ＪꎬＣｏａｔｅｓ Ｍꎬ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ｏｍｙｃｅｔ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Ｈｙａｌｏ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ｄｉ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 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ꎬ２０１１ꎬ７(１１) :ｅ１００２３４８.

[ ５４] Ｃｈｅｎ ＹꎬＬｉｕ Ｚ ＹꎬＨａｌｔｅｒｍａｎ Ｄ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ＩＰＩ￣Ｏ[ Ｊ] .
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ꎬ２０１２ꎬ８(３) :ｅ１００２５９５.

[５５] Ｄｏｎｇ Ｓ ＭꎬＹｉｎ Ｗ ＸꎬＫｏｎｇ Ｇ Ｈ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ａ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３ｂ ｉｓ ａ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ＮＡＤＨ ａｎｄ ＡＤＰ￣ｒｉｂｏｓｅ ｐｙｒ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 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ꎬ２０１１ꎬ７(１１) :ｅ１００２３５３.

[５６] Ｋｏｎｇ Ｇ ＨꎬＺｈａｏ ＹꎬＪｉｎｇ Ｍ Ｆ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Ａｖｒ３ｂ ｂｙ ｐｌａｎｔ ｃｙｃｌｏｐｈｉｌｉｎ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ｄｉｘ 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ｖｒ３ｂ[ Ｊ] . 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ꎬ２０１５ꎬ１１(８) :ｅ１００５１３９.

[ ５７] ｖａｎ Ｄａｍｍｅ ＭꎬＢｏｚｋｕｒｔ Ｔ ＯꎬＣａｋｉｒ Ｃ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ｐｏｔａｔｏ ｆａｍｉｎ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Ｎ８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ｔｏ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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