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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油菜品种对菌核病抗病性差异的生理生化分析
高宁馨，母玉翠，蒋冰心，李毛毛，高智谋*
(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为了探讨不同油菜品种对菌核病的抗病机制，以 2 个抗病品种中油 821、德油 5 号和 2 个感病品种皖
油 14、杂优 1 号为材料，采用草酸浸叶以及不同致病力的核盘菌菌株 NG4、WW2 接种不同抗性的油菜品种后，
对其叶片中丙二醛（MDA）、脯氨酸（Pro）、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未接种
时 4 个油菜品种 MDA 含量差异很小，接种发病后抗、感材料 MDA 含量均增加，但感病材料 MDA 含量明显高于
抗病材料，且上升的幅度大。未接种时抗病材料 Pro 的含量高于感病材料，接种发病后 Pro 含量都上升，但抗病品
种明显高于感病品种。可溶性糖含量都是先升高后降低，感病品种上升幅度显著高于抗病品种。 接种后，抗性品
种接种后 24 h 可溶性蛋白的含量达到最低值，48 h 达最大值，后下降但高于对照。感病品种的含量 24 h 达到最大
值，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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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analyses of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rape varieties to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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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rapeseed varieties to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we chose two resistant varieties (Zhongyou 821, Deyou 5) and two susceptible varieties (Wanyou 14,
Zayou 1)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for analyzing the content changes of malondialdehyde (MDA), proline (Pro),
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SP) after inoculation with different virulence of S. sclerotiorum isolates NG4,
WW2 and oxalic acid treat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MDA in the resistant and susceptible material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infection, all increased and MDA in susceptible varieties grew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resistant varieties. Contents of Pro in the resistant varieti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usceptible varieties when non-vaccinated. After inoculation, all increased and resistant varieties grew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susceptible varieties.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 was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nd susceptible varieties grew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resistant varieties. The content of SP in resistant varieties reached a minimum value 24 hours after inoculation, reached the maximum 48 hours after inoculation, and
then decreased but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The content of SP in susceptible varieties reached a
maximum value 24 hours after inoculation, and then decreased.
Key words: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varieties; resistance; oxalic acid；malondialdehyde；proline；soluble
sugar; soluble protein
油菜菌核病是我国油菜上的主要病害之一，严
重制约油菜生产。目前，对于该病的防治主要采取
以农业防治为基础辅以药剂防治的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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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业防治中选育选用抗（耐）病品种是最经济
有效的措施[1-2]。已有研究报道，核盘菌在侵染过程
中分泌的草酸毒素是致病因子之一[3-5]；植物受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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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侵染后，体内的丙二醛（MDA）、脯氨酸（Pro）
、
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SP）含量发生变化与品种
抗病性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6-9]。这些相关性对于
研究抗病性机制和抗病育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关于油菜品种对菌核病抗病性的生理生化机制研究
已有一些报道，但大多侧重于油菜植株内各种防御
酶活性与抗病性的相关性研究，对植株体内非酶类
物质与抗病性的关系研究较少。本研究选用油菜抗
病品种和感病品种为实验材料，采用草酸与核盘菌
分别处理离体的油菜苗期叶片的方法测定其丙二醛
（MDA）、脯氨酸（Pro）、可溶性糖及可溶性蛋白
（SP）含量动态变化，揭示并探讨这些生理生化物
质与油菜抗病机制及菌核病致病机理的关系，为油
菜菌核病的综合治理和油菜抗病品种培育及利用提
供必要的试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油菜品种：中油 821，德油 5 号，较抗菌核病；
皖油 14 号，杂优 1 号，较感菌核病；均为甘蓝型油
菜品种，由合肥丰乐种业公司提供。
供试菌株：NG4 和 WW2 分别来自安徽省宁国
市和无为县油菜菌核病病组织或菌核，采用组织分
离法 [10] 分离、纯化，经鉴定为核盘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Lib.) de Bary]菌株。
1.2 试验方法
1.2.1 供试菌株的准备 将供试菌株经活化后接种
1.1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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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DA 培养基上，置 25℃黑暗培养 4 d 后，用灭菌
打孔器（直径 0.5 cm）沿菌落边缘打取菌碟备用。
1.2.2 不同油菜品种抗性鉴定 采用离体叶片接种
法[11]。在油菜 7、8 叶期间，选取同一叶位大小相
近的叶片，用清水洗净、晾干。取菌碟接种于叶片
主叶脉两侧，菌丝体面紧贴在叶面正面，叶柄末端
用浸湿的滤纸保湿放入平皿中，置于 25℃、RH 为
90%的智能人工培养箱中。接种后 50 h 观察并记录
病斑直径，重复 3 次。
1.2.3 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选生长健壮的各供试
品种油菜苗，第 1 组接种参照抗性鉴定方法，于叶
片中部接种菌碟；第 2 组为草酸浸叶，将叶片基部
浸入 5 mmol·L-1 草酸溶液中；第 3 组为清水对照，
将叶片浸入清水；重复 3 次。
于接种当天及接种后连续 4 d 对处理的叶片进
行生理生化指标测定。参照孙群[12]、郝再彬[13]、郝
建军[14]的方法，分别测定处理叶片的丙二醛、可溶
性蛋白、可溶性糖、游离脯氨酸含量，设 3 次重复。

2

结果与分析

供试油菜品种对菌核病的抗病性测定
测定结果(表 1 和 图 1)表明，接种后感病品种
皖油 14 和杂优 1 号所形成的病斑直径极显著大于抗
菌核病品种中油 821 和德油 5 号，进一步验证了供
试的 4 个油菜品种对油菜菌核病的抗病性，同时证
明本研究所采用的供试品种及接种方法是合适的。
2.1

表 1 不同油菜品种接种油菜菌核病菌不同菌株后所形成的病斑直径
The lesion diameters of different rape varieties inoculated with different isolates of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油菜品种
Cultivars of rape

平均病斑直径/cm Average diameters of disease lesions

接种菌株 NG4 Inoculating with isolate NG4
接种菌株 WW2 Inoculating with isolate WW2
2.32Aa
0.90Aa
中油 821Zhongyou 821
Aa
2.65
1.09Aa
德油 5 号 Deyou 5
Bb
4.98
2.02Bb
皖油 14Wanyou 14
Bb
5.05
2.25Bb
杂优 1 号 Zayou 1
注：表中数据后具有相同小写字母的相互间无显著差异， 标有相同大写字母的相互间无极显著差异。
Note: Data in the table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α=0.05 (lowercase) or α=0.01 (capital letter)
as determined by Duncan’s LSR test.

A: 中油 821 Zhongyou 821; B: 德油 5 号 Deyou 5; C: 皖油 14 Wanyou 14; D: 杂优 1 号 Zayou 1
图 1 不同油菜品种对油菜菌核病菌（NG4）的抗性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in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rapeseed varieties to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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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油菜品种丙二醛含量的变化
由图 2 可以看出，在未接种叶片中，不同抗、
感病品种丙二醛（MDA）含量有差异，感病品种略
高于抗病品种，但与其抗病性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接种后 MDA 在不同抗、感病品种中均升高，但感
病品种增加的快、积累的多，显著高于抗病性品种。
抗病品种有 2 个波谷，而感病品种只有 1 个。MDA
的含量与供试油菜的抗病性呈负相关。强致病力菌
株 NG4 诱导产生的 MDA 量显著高于弱致病力菌株
WW2。说明致病力越强的菌株对油菜的危害越大。
草酸处理的 MDA 含量变化与核盘菌保持一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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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油菜品种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测定结果（图 3）表明，在未接种叶片中，不
同抗、感病品种脯氨酸（Pro）含量不同，抗病品种
显著高于感病品种。接种后 Pro 含量在不同抗、感
病品种中均升高，抗病品种其 Pro 在接种后 72 h 达
到最大值，感病品种感病后 24 h Pro 含量增至最大
值，抗病品种的含量上升迅速且显著高于感病品种。
弱致病力菌株 WW2 比强致病力菌株 NG4 诱导产生
的 Pro 含量少且达到差异显著。草酸处理的变化趋
势与核盘菌保持一致。
2.3

图 2 草酸处理和接种核盘菌后个 4 个品种叶片中 MDA 含量的变化
Figure 2 The dynamics of MDA content in the leaves of four varieties of rape after oxalic acid treatment and inoculation with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图 3 草酸处理和接种核盘菌后 4 个油菜品种叶片中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Figure 3 The dynamics of Pro content in the leaves of four varieties of rape after oxalic acid treatment and inoculation with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2.4

不同油菜品种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由图 4 可以看出，在未接种叶片中，不同抗、

感病品种可溶性糖含量差异不显著。接种后可溶性
糖含量均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感病品种的增加量

39 卷 5 期

高宁馨等: 不同油菜品种对菌核病抗病性差异的生理生化分析

大于抗病品种的增加量。感病品种叶片中可溶性糖
含量显著升高，而抗病品种在接种后变化较小；并
且感病品种中可溶性糖含量持续高于抗病品种。各
品种接种致病力强的菌株 NG4 后，可溶性糖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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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致病力弱的菌株 WW2，在 48 h 时，WW2 接
种的抗性品种可溶性糖含量已低于对照。说明致病
力强的菌株能够诱导产生更多的可溶性糖，降低植
株的抗性。

图 4 草酸处理和接种核盘菌后 4 个油菜品种叶片中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Figure 4 The dynamics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the leaves of four varieties of rape after oxalic acid treatment and inoculation
with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Figure 5

图 5 草酸处理和接种核盘菌后个品种叶片中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The change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leaves of four varieties of bacteria after oxalic acid treatment and inoculation
with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不同油菜品种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测定结果（图 5）显示，在未接种叶片中，抗
性品种可溶性蛋白含量略高于感病品种。接种后，
抗病品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感病品种先上
升后下降。感病品种蛋白质含量高峰出现的时间较
抗病品种早，其峰值也大于抗病品种。表明品种抗
2.5

性越强，其体内的可溶性蛋白含量积累的速度越慢
且增加量越小。各品种接种致病力强的菌株（NG4）
后，可溶性蛋白的含量较致病力弱的菌株（WW2）
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大，说明致病力强的菌株使植株
内可溶性蛋白积累的速度快且增加量越大。草酸处
理的变化趋势与核盘菌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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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醛含量与油菜抗病性
本研究表明，不同油菜品种 MDA 含量及其变化
幅度与其自身的抗病性呈负相关，与核盘菌致病力
大小呈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是丙二醛(MDA)是细胞
膜脂过氧化作用的产物之一，它的产生还能加剧膜
的损伤，并抑制细胞保护酶的活性[15]。感病品种在
接种后 MDA 积累的多，其生物膜损伤程度也大，对
病菌的抗性也降低了。抗性品种也许一些生理活性
物质或其防御酶系及早发挥作用，故在接种后，丙
二醛含量增加的少，引起的生物膜损伤的程度也小，
增加了其抗性[16]。核盘菌致病力越强，分泌的草酸
毒素越多，造成的伤害大，积累的 MDA 含量多。
3.2 脯氨酸含量与油菜抗病性
试验结果显示，不同油菜品种 Pro 含量及增加
幅度与其抗病性呈正相关；与核盘菌致病力大小也
呈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是 Pro 能维持细胞结构、细
胞运输和调节渗透压防止细胞脱水。对维持酶的正
常活性及细胞膜透性、稳定蛋白特性具有重要作
用[17]。植物体内 Pro 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植物的
抗病性，抗病性强的品种往往在受侵染情况下能够
迅速积累较多的 Pro，起到抵御病菌侵入的作用[18]。
感病品种 Pro 积累的少,故抗病性弱，且发病快，病
斑出现的早。
3.3 可溶性糖与油菜抗病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油菜品种可溶性糖含量
与供试油菜的抗病性呈负相关，与核盘菌致病力大
小呈正相关。可溶性糖含量先升高后降低其原因可
能是核盘菌的侵染和扩展会分解植物的细胞壁为其
提供能量，从而使可溶性糖含量增多。受侵染后，
感病品种受破坏程度大，故其可溶性糖增加幅度较
抗性品种大。接着可溶性糖被核盘菌利用，以及受
侵染后植物呼吸作用加强，光合速率降低，合成下
降，以及合成木质素和植保素的消耗等导致可溶性
糖含量的降低。
3.4 可溶性蛋白与油菜抗病性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油菜品种的抗性与可溶性
蛋白的含量密切相关。抗病品种可溶性蛋白含量的
下降可能是由于病原菌的侵染促进了可溶性蛋白的
降解，降解后的可溶性蛋白参与了植株抗病生化反
应以及抗病物质的合成。如莽草酸途径，这一途径
有利于一些抗性物质(如木质素)的产生。而感病品
种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增加表明病原菌的侵染促进了
3.1

大

学

学

报

2012 年

植物体内的氮代谢，这一途径有利于病原菌的复制
从而降低了植株的抗性。这同郑翠明[9]等得出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致病力强的菌株使植株内可溶性
蛋白积累的速度快且增加量大。也可能由于致病力
强的菌株可以分泌更多的草酸毒素，从而抑制寄主
部分抗性蛋白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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