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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在果实成熟衰老机理方面的研究进展
李  欣，毕  阳*，王军节，龚  迪

（甘肃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可以从蛋白质表达水平上揭示果实成熟衰老的分子机理。本文综述蛋白质组学在跃

变型和非跃变型果实成熟衰老机理方面的研究进展，根据生物信息学对差异积累的蛋白质进行的功能分类表明，果

实的成熟衰老普遍涉及基础代谢、能量生成、防卫和胁迫反应等重要生理过程。同时，分析蛋白质组学在果实成熟

衰老机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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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的成熟衰老是高度协调、不可逆转的复杂过

程，涉及大量基因表达和生理生化等代谢[1]，这些过程

不仅受生长发育阶段和激素水平的影响，还受采后处理

和贮藏条件的调控[2-3]。成熟衰老作为果实发育的最后阶

段，直接影响着果实的采后寿命和品质[4]。

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可系

统地研究果实生理生化以及与成熟衰老相关的功能性蛋

白或者基因的变化，动态描述蛋白水平的表达差异，并

鉴定出与其具体变化相关的蛋白或基因，分析不同生长

时期、不同环境条件对果实生命过程的影响，从蛋白质

水平上揭示各种生理过程的分子机理，为果实成熟衰老

机理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技术方法
[5-7]。因此，蛋白质组学

的应用对于从更深层次揭示果实的成熟衰老及品质形成

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蛋白质组学在跃变型和

非跃变型果实成熟衰老机理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

存在的不足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1 跃变型果实

1.1 番茄

作为模式植物，番茄被广泛用于成熟衰老机理的研

究。Rocco等 [8]利用比较蛋白质组学研究了两个当地品

种在成熟过程中蛋白质的变化，鉴定出83 个蛋白点，

其中涉及氧化还原控制、防卫胁迫反应、碳代谢、能量

生成及信号转导等重要生理反应，该研究首次表征了番

茄果实在成熟过程中的蛋白组变化图谱。Faurobert等[9] 

利用双向电泳（two-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2-DE）分析了樱桃番茄果皮在6 个不同发育阶段的蛋白

质变化，并通过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MS）和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liquid chromatogram-mass spectrometer，LC-MS）鉴

定出90 种蛋白质。结果表明，幼果中与氨基酸代谢和蛋

白质合成的蛋白点主要在细胞分裂期表达，之后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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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膨大期，与光合作用和细胞壁形成的蛋白点暂时

性增加；相反，涉及到碳化合物和糖代谢以及氧化过程

的蛋白质却在此过程中下调，而在成熟果实中其丰度达

到最大，与胁迫响应和果实衰老相关蛋白点的变化规律

也同上述结果一致，该研究从蛋白组水平上丰富了果实

成熟衰老的分子基础。Barsan等[10]研究了红番茄果实中

有色体的蛋白质组学，通过Western blotting分析鉴定出

988 个蛋白点，涉及到参与香气物质合成的脂氧合酶途

径的所有蛋白、淀粉合成和降解的蛋白、叶绿素降解的

蛋白、卡尔文循环和磷酸戊糖途径的全套蛋白，但缺少

叶绿素合成的蛋白以及关于类囊体转运机制的蛋白，这

些结果为研究番茄有色体的代谢特点以及解释果实的成

熟机理提供了新的思路。Konozy等[11]运用蛋白组学技术

十二烷基磺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SDS-PAGE）、 

LC-MS/MS）研究了3 种成熟番茄果实蛋白质组，并比较

了它们的质地特性，鉴定出25 种细胞壁蛋白，分别参与

了多糖、脂质、氧化还原等代谢，为揭示果实的成熟衰

老提供了重要线索。

1.2 桃

Prinsi等[12]分析了两个品种的桃在不同果肉硬度时

期的差异蛋白表达情况，53 个蛋白点在成熟过程中发生

了显著变化，其中39 个用LC-ESI-MS/MS鉴定出来，这

些蛋白质既参与了基础代谢（糖类、有机酸、氨基酸）

和乙烯合成，又涉及了次级代谢和胁迫反应。研究发

现，1-氨基环丙烷-1-羧基氧化酶（1-aminocyclopropane-
1-carboxylic acid oxidase，ACO）在果实从呼吸跃变前

期向跃变期转化的过程中丰度变化较大，其他参与乙

烯代谢的相关蛋白，如硫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L-
methionine，SAM）合成酶和β-氰丙氨酸合成酶也被鉴

定出来。同时，蔗糖合成酶和α-淀粉酶的丰度变化暗示

了两个品种的成熟桃果实在糖代谢活力方面存在差异

性。另外，一些典型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清除酶在两个品种之间也呈现差异积累。Hu Hao
等[13]分析了桃果实内果皮和中果皮在花后28～59 d的差异

蛋白质，结果表明，68 种蛋白质在此过程中差异表达，

其中大多数参与了初级和次级代谢；内果皮中的大多数

参与初级代谢的蛋白质表达量下调，但丙酮酸脱氢酶

（pyruvate dehydrogenase，PDH）丰度却增加，而且，其

表达模式与木质素含量的增加呈线性正相关，表明PDH
在木质化作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数据显示涉及木

质素和黄酮类代谢的相关酶类在内果皮发育过程中的表

达具有时空性，且这两种途径存在竞争性。此外，氧化

胁迫蛋白只在内果皮中观察到，推测其在激活木质化作用

和后续程序性细胞死亡中发挥作用。Qin Guozheng等[14]利

用2-DE结合Immunoblotting研究了桃果实衰老过程中线粒

体蛋白的变化，结果显示个别线粒体蛋白、三羧酸循环

酶、抗氧化蛋白的氧化损伤与线粒体生物学功能的丧失

密切相关，最终导致果实衰老。

1.3 苹果

Guarino等[15]通过经典的蛋白质组学技术（2-DE、
MALDI-TOF-MS和μLC-ESI-IT-MS/MS）分析了苹果果肉

中主要可溶性化合物，利用相关数据库最终鉴定出44 个

蛋白点，涉及到28 种蛋白质，分别参与了能量生成、成

熟和胁迫响应等重要生理过程。Qin Guozheng等[16]研究

了苹果衰老过程中线粒体蛋白质组的动态变化，并深入

分析了活性氧对衰老的影响，此研究表明ROS可能是通

过改变一些线粒体蛋白的表达并使其生物学功能丧失来

调控果实的成熟衰老。

1.4 香蕉

Toledo等 [ 17 ]应用双向荧光差异凝胶电泳（ two -
dimensional difference gel electrophoresis，2D-DIGE）研

究了香蕉果实在成熟过程中蛋白的变化，共鉴定出26

个蛋白点，丰度最大的是几丁质酶，热激蛋白、异黄酮

还原酶、果胶裂解酶、苹果酸脱氢酶、淀粉磷酸化酶及

乙烯合成相关酶也有所积累。此研究提供了关于香蕉果

实成熟过程中与风味、质地、防卫、乙烯合成、表达调

控、蛋白质折叠有关的蛋白质变化信息。

1.5 芒果

Andrade等[18]应用2D-DIGE对比了芒果果实在呼吸跃

变前期和呼吸跃变时的蛋白质丰度变化，利用LC-MS/MS 

鉴定出47 个差异蛋白点。结果显示，与激素合成相关的

蛋白质丰度下降，而与分解代谢和胁迫反应有关的蛋白

质在成熟过程中呈积累趋势。

1.6 番木瓜

Nogueira等[19]比较了番木瓜果实在呼吸跃变前期和呼

吸跃变时的蛋白质组变化。运用质谱技术鉴定了37 个显

著差异的蛋白点，其中27 种蛋白质被分为六大类，分别

为糖代谢、次级代谢、乙烯的合成与调控、能量代谢、

胁迫反应、贮藏蛋白。

1.7 杏

Ambrosio等[20]利用1D和2D技术分离了杏果实3 个不

同成熟阶段的蛋白质，在2D图谱上106 个蛋白点呈现差

异性积累，进一步运用MALDI-TOF-PMF和nanoLC-ESI-
LIT-MS/MS对其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大部分蛋白质作

为酶类涉及糖类和能量代谢、有机酸代谢、乙烯的生物

合成、细胞壁重建、胁迫响应等生化过程，另外一些与

果实的感官品质密切相关，该研究提供了杏果实成熟过

程的初步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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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跃变型果实

2.1 葡萄

Negri等[21]利用LC-ESI-MS/MS鉴定出葡萄皮中的69
个蛋白点，这些蛋白质参与了胁迫反应（38%）、糖酵

解和糖异生（13%）、碳化合物和糖代谢（13%）、氨基

酸代谢（10%）等生理过程。在不同的成熟时期，葡萄

皮中的蛋白质呈现差异分布，涉及光合作用、糖代谢和

胁迫反应的蛋白质在颜色变化初期过表达，而在颜色变

化后期，参与花青素合成的蛋白质过表达，在采收期，

关键的防卫反应蛋白质丰度上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发现几丁质酶和β-1,3-葡聚糖酶的丰度上调，与这些酶

在成熟过程中的活性增加相一致[22]。Sarry等[23]提取了6
个不同品种葡萄中果皮里的主要可溶性蛋白，在2D图谱

上发现了大约300 个蛋白点，利用MALDI-MS鉴定出67
种蛋白质，分别参与了能量代谢（34%）、防卫和胁迫

响应（19%）、初级代谢（13%）等过程，2-DE分析发

现，脱水蛋白、蔗糖酶以及病程相关蛋白在成熟果实中

大量积累，同时观察到乙醇脱氢酶和己糖转运蛋白在6 个

品种中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Wang Wei等[24]运用蛋白质

组学方法分析了β-1,3-葡聚糖酶在葡萄果实不同组织中的

表达情况，结果表明，果皮中的β-1,3-葡聚糖酶丰度高于

果肉中，说明其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同时也暗示β-1,3-
葡聚糖酶可能与葡萄果实的成熟有关。Zhang Jiangwei等[25]

研究了葡萄原生质膜蛋白在成熟过程中的表达情况，鉴

定出了62 个蛋白点，包括ATP合成酶、GTP结合酶等，

参与了转运、代谢、信号转导、蛋白质合成等反应。在

果实成熟过程中，发现原生质膜蛋白总量逐渐下降，泛

素水解蛋白和细胞骨架蛋白丰度上调，泛素结合酶E2-21
丰度下调。Giribaldi等[26]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葡萄成熟过

程中，大多数蛋白质与能量、代谢、蛋白质合成有关，

少数与胁迫反应相关的蛋白质及多数与细胞结构相关的

蛋白质进行了差异表达。

2.2 柑橘

Katz等[27]利用LC-MS/MS技术及已有的NCBI-nr和柑

橘ESTs数据库分析了柑橘蛋白质组，从代谢的角度系统

研究了柑橘成熟过程中的蛋白质变化情况。Muccilli等[28]

运用2-DE结合LC-MS/MS鉴定出了成熟甜橙果肉中差异

表达的55 种蛋白质，其中与糖代谢有关的蛋白质在Moro
中过表达，而与胁迫反应相关的在Cadenera中过表达，

而且证实了在Moro中参与次级代谢和氧化过程的蛋白质

在花青素合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Pan Zhiyong等[29]

通过2-DE结合MALDI-TOF-TOF MS分析了突变体“Hong 
Anliu”甜橙及其野生型4 个成熟阶段果肉的蛋白质组变

化，在鉴定出的74 种差异表达的蛋白质中，大部分参与

了胁迫响应，糖/能量代谢与调控及蛋白质命运、修饰与

降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变体中6 种抗氧化酶的表

达水平有所改变，分析其相对酶活发现突变体果实的抗

氧化能力较强，暗示氧化胁迫对类胡萝卜素的形成有调

控作用。钟凤林[30]以琯溪蜜柚汁胞为材料，利用双向电

泳、质谱技术，对汁胞的不同发育阶段进行了差异蛋白

质组学分析，建立了适合琯溪蜜柚汁胞蛋白质组学研究

的技术平台，获得与汁胞发育、成熟和衰老相关的差异

蛋白质，共检测到1037±60 个蛋白质点，其中有100 个

蛋白质点在不同发育时期上调表达，217 个蛋白质点下调

表达，选取50 个不同发育时期的汁胞差异蛋白质点进行质

谱鉴定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根据蛋白质的功能可以把他们

划分为调控蛋白、转录因子、能量代谢、细胞骨架、防卫

反应、代谢酶等，为揭示琯溪蜜柚汁胞在发育成熟过程中

某些关键的生理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2.3 草莓

Bianco等 [31]通过多维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单向 

SDS-PAGE结合纳升级液相色谱-串联质谱鉴定了蛋白

质，利用DIGE技术研究了草莓果实成熟过程中差异积累

的蛋白质，其中大多数参与了能量和碳代谢、蛋白质合

成与贮藏、蛋白质水解、胁迫反应等过程，并关联了与

果实品质相关的蛋白质表达。

2.4 荔枝

李开拓[32]以荔枝品种“乌叶”和“下番枝”果实为

实验材料，利用双向电泳和质谱技术对荔枝果实不同成

熟时期进行了差异蛋白质组学研究，获得了与荔枝果实

成熟衰老相关的差异蛋白。这些蛋白质参与了糖和能量

代谢、蛋白质合成与代谢以及稳定、基因表达调控、抗

氧化、氨基酸代谢、信号转导等生理过程，该研究为揭

示荔枝果实成熟过程中有关生理事件创造了良好的技术

平台。

表 1 果实成熟衰老过程中差异表达蛋白质功能分类

Table 1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during fruit ripening and senescence

功能 果实 参考文献

基础代谢（碳、糖类、氨基
酸、脂质、核苷酸等）

番茄、桃、苹果、香蕉、芒果、番木瓜、杏、葡萄、柑橘、
甜橙、蜜柚、草莓、荔枝

[8-23,25-32]

防卫、胁迫反应
番茄、桃、苹果、香蕉、芒果、番木瓜、杏、葡萄、柑橘、甜橙、

蜜柚、草莓、荔枝
[8-9,11-23,26,28-32]

能量生成
番茄、桃、苹果、芒果、番木瓜、杏、葡萄、柑橘、甜橙、蜜柚、

草莓、荔枝
[8,14-16,18-21,23,25-27,29-32]

蛋白质合成、
贮藏、降解、折叠

番茄、桃、香蕉、番木瓜、杏、葡萄、甜橙、蜜柚、草莓、荔枝 [9,13-14,17,19-21,23,25-26,28-32]

次级代谢 番茄、桃、香蕉、芒果、番木瓜、杏、葡萄、甜橙、草莓、荔枝、 [9-10,12-13,17,19-22,28-29,31-32]
光合作用 番茄、葡萄 [9-10,21-22]

细胞构建、生长 番茄、桃、杏、葡萄、柑橘、甜橙、蜜柚、草莓、荔枝 [10,13,20,22-23,27-32]
氧化还原平衡 番茄、桃、葡萄、柑橘、甜橙、荔枝 [8-11,14,23,27-28,32]

信号转导 番茄、桃、葡萄、柑橘、蜜柚、草莓、荔枝 [8,10,13,21,23,25-27,30-32]
乙烯、激素代谢 番茄、桃、香蕉、番木瓜、杏、荔枝 [8,10,12,17,19-20,32]

转运 番茄、桃、苹果、芒果、杏、葡萄、柑橘、甜橙、草莓 [9-10,14,16,18,20,25-28,31]
DNA加工、转录、翻译 番茄、杏、葡萄、柑橘、蜜柚、荔枝 [8-9,20-21,23,25-27,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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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鉴定出的果实成熟

衰老过程中的相关蛋白质根据其生物学功能主要分为以

下几大类（表1）。其中，普遍涉及了基础代谢、防卫胁

迫反应和能量生成等过程，因而从蛋白质表达水平上揭

示果实的成熟衰老机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另外，线粒

体是细胞内数量最多的细胞器，在能量产生以及细胞代

谢中起主要作用，研究线粒体蛋白质氧化损伤将为活性

氧调控果实成熟衰老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3 结 语

目前，蛋白质组学在果实成熟衰老研究中主要侧重于

鉴定差异表达的蛋白质，并依据其生物学功能进行分类，

但对这些蛋白质在其参与的重要生理代谢过程中的变化规

律及作用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一些细胞器，如线粒体、

叶绿体、细胞核等在果实成熟衰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对其相关蛋白质组的研究也鲜见报道。由于果实组

织的结构特殊，加之种类繁多，成熟衰老过程多样，仅仅

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难以全面揭示其成熟衰老机理。

因此，今后在运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果实成熟

衰老机理时，应在传统2-DE的基础上，着重利用非电

泳分离技术如LC-MS/MS、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

技术（isobaric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iTRAQ） [33]、同位素标记亲和标签（isotope-coded affinity 
tag，ICAT） [34]及Immunoblotting等，并结合EST数据库

实现果实亚细胞蛋白质组学和定量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此

外，蛋白质组学还需要与其他生物组学（转录组学[35]、代

谢组学[36]）有机结合，才能深入了解关键蛋白质及编码

相关蛋白的基因在重要生理活动中的准确作用，更全面

和系统地阐明果实成熟衰老的分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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