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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果皮内含物以及缓冲容量与炭疽病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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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油茶炭疽病的发病率进行多年定株、定期调查，筛选出感病程度不同的油茶植株作为研究对象；在
生长季节不同月份，对不同抗病植株的果皮内含物（单宁、花青素）、缓冲容量进行了测定分析。结果表明，在发
病季节，各油茶品种的果皮单宁含量随着果实成熟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高抗品种含量比感病品种高出 0.33%；花
青素含量随着果实成熟度增加而增加，抗病品种含量（11～19.5）远高于感病品种（6.8～10.3）；抗病品种油茶果
皮滤液的 pH 值分别小于 5，低于感病品种；抗病品种果皮的缓冲容量（5.33～7.48）在趋势上稍低于感病品种的
（5.45～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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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anthracnose and fruit inclusions and buffer capacity of Camellia oleif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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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s of anthracnose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were investigated by periodically
fixed plants observation to screen out plants with different infected degrees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In different
months of the growing season, fruit inclusions (tannin, anthocyanins), pH, buffer capacity of different disease resistance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In the seasonal occurrence of anthracnos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cidence rate and plant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d that the
fruit tannins content in every tea oil varie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uit maturity and the incidence,
with that in disease-resistant varieties been 0.33%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usceptible varieties. The content of anthocyanin in fruit coat of disease-resistant variety (11-19.5)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usceptible variety (6.8-10.3),
whi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aturity of the fruit. pH value in disease-resistant variety was less than 5,
lower than that in susceptible one. Moreover, buffer capacity in disease-resistant variety (5.33-7.48) was lower
than that in susceptible one (5.4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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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Camellia oleifera Abel.）属山茶科，山茶
属的常绿小乔木或大灌木，是我国南方地区特有的、
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茶油作为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极高的高级食用油已得到世人公认。油茶炭疽
病(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des)在油茶产区普遍发
生，引起严重落果、落蕾，降低产量[1-2]。目前对于
该病的防治主要是通过化学防治及无公害防治，其

中无公害防治包括使用生物源农药及选育抗病品
种。选育抗病品种是较安全、经济、有效的途径。
油茶不同物种、品种或单株抗炭疽病的特性有
显著的差异，例如湖南攸县油茶自然感病率极低，
是一个高抗品种；而广泛种植的普通油茶则是高感
品种，相关文献报道油茶的不同品系之所以对炭疽
病的感受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方面，植物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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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物理结构与化学成分具有抗病功效，前者如
细胞壁的角质、蜡质、栓质、木质素，特殊的气孔、
水孔、皮孔结构等；后者如产生抑制病原物生长的
细胞壁成分，合成小分子抑菌物质如植保素，毒性
酚类小分子化合物；诱导产生各种病程相关蛋白
（PR 蛋白）如几丁质酶、葡聚糖酶等[3-5]。另外，
植物在受到病原物侵染时通过诱导产生的防卫反应
抗病，它主要包括释放各种活性氧、表达防卫基因
以及发生过敏性反应（HR）等[6-7]。而寄主体内本
身含有的有些物质如皂苷、硫苷和生氰糖苷等也具
有抗病性。为此，本研究以地处大别山区当地油茶
品种为材料，对不同抗病品种果实炭疽病发病率与
单宁、缓冲容量和花青素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为掌握油茶炭疽病在安徽地区的发生发展规律和抗
病机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在 2006～2008 年的油茶生长季节，对油茶林的
发病率进行定株、定期观察，筛选出高抗、中抗和
感病的油茶品种作为测试材料。
高抗品种：简称“高抗”
，为目前推广的大别山
1 号油茶良种，发病率为 2.8%。
中抗品种：简称“中抗”，大别山 4 号油茶良种，
发病率为 24.7%。
感病品种：简称“感病”，舒城青果（普通油茶），
发病率高达 100%。
在生长季节，每个月的中旬采集健康无感病的
果实，用湿纱布擦洗干净放入带有标记的塑料袋中，
立即装入冰瓶带回，－20℃冰箱中保存备用。
1.2 测定方法
1.2.1 单宁含量的测定 取样品 1.000 g 剪碎放入
研钵中研磨匀浆，用漏斗小心移入 25 mL 容量瓶中，
充分震荡后定容至刻度，用滤纸过滤。吸取 5.0 mL
滤液放入 100 mL 三角瓶中，加入靛红 5.0 mL，蒸
馏水 20 mL，用 0.01 mol·L-1 高锰酸钾溶液快速滴定
至黄绿色时，再缓慢滴定至明亮的金黄色，所耗高
锰酸钾体积记为 V1。另取滤液 5.0 mL，加入活性炭
2 g，置水浴上加热搅拌约 10 min，趁热过滤，用热
水洗涤 3 次，于滤液中加入靛红 5.0 mL，同上法滴
定，记体积 V2[8]。
1.2.2 花青素含量的测定 准确称取 1.000 g 油茶
果皮和叶片（果皮用小刀刨成约 1 mm 的厚度，叶
片剪碎）于磨口瓶中，加入 25 mL 提取剂，放入
THZ-82A 型水浴恒温振荡器中恒温 30℃震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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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以果皮圆片变白色为准）。分别以盐酸甲醇
（pH3.0）、盐酸乙醇（pH3.0）、稀盐酸、乙醇、柠
檬酸缓冲液（pH3.0）和蒸馏水为提取剂提取不同品
种的花青素液，测定样液的吸光度。测定波长范围
为 440～650 nm 的全波段扫描[9]。
1.2.3 缓冲容量的测定 油茶果实滤液的提取。称
取待测果实 1.2 g 剪碎，加入 7 mL 蒸馏水研磨匀浆，
TGL-16M 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6000 r·min-1）离心
15 min，取上清夜。
果实滤液的酸度及缓冲容量的测定。植物细胞
的细胞质液的酸度和缓冲能力难于直接测定，因此
用油茶果实滤液的酸度和缓冲能力近似代表原油茶
细胞质液的酸度和缓冲能力。用 PHS-25C 型 pH 测
试仪测定提取液的 pH 值。缓冲容量则是通过氢氧
化钠滴定果皮滤液，滴定过程中抵抗 pH 值变化的
能力作为酸度稳定性的度量，用以表示缓冲能力。
缓冲容量以在 5 mL 果皮滤液中滴加 2 mL 0.1
mol·L-1 NaOH 后 pH 值的变化量表示[10]。

2

结果与分析

单宁含量与病害的关系
由图 1 可知：在植物生长早期，果皮中单宁含
量较高，随着植株逐渐成熟，5 月上旬果实膨大生
长，8 月中旬果实重量增长及油脂转化造成单位单
宁含量降低。5～9 月份，高抗、中抗和高感品种单
宁含量分别减少了 65.1%、72.8%和 85.9%，7 月份
开始，高抗品种单宁含量下降速率比前期加快了 3.4
倍。
高抗品种的果皮中单宁含量远高于高感品种，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31 7），其中 5 月份高出
0.33%，且高抗品种果皮的单宁含量初始下降速度
较感病品种平缓。不同月份油茶果皮单宁含量与果
实炭疽病发病率关系的一元回归方程为：
Y=－75.522 x + 56.77（R2=0.980 8）。
2.2 果皮花青素含量与发病率的关系
病菌侵染果实时，抗性品种果实 PAL 酶活性增
长较快，在花青素的生物合成过程中，PAL 酶是催
化合成反应的第一个酶，PAL 活性的增加促进了花
青素的合成[12]，即抗性越强，花青素含量越高。在
感病初期，高抗品种增长速率高出高感品种 12.1%；
在生长发育期间，各油茶品种的果皮花青素含量分
别增长了 77.3%、69.4%和 51.5%，在 8 月份以后合
成速率较平缓。不同抗性品种的花青素含量差异达
到显著水平（P=0.010 8）。各油茶品种果实发病率
与花青素含量之间呈显著的相关关系（R2=0.81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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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缓冲容量高于感病品种，在 5 月份，高抗品种
的缓冲液容量高出高感 0.8，且在 7、8 月份增长速
率加快。缓冲容量与果实的发病率呈明显的正相关
（R2=0.835 6）。

3

Figure 1

图 1 果皮单宁含量与病害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nin content in fruit coat
and the incidence

图 2 果皮花青素含量与病害关系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thocyanin content and
the incidence

Figure 3

图 3 果皮 pH 值及缓冲容量与病害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 value, buffer capacity
of fruit coat and the incidence

油茶果皮 pH 值及缓冲容量与病害的关系
油茶各植株果皮的 pH 值在 5～9 月间虽然变化
不大(见图 3)，但是抗病品种和感病品种间差异显著
（P=0.042 3）
。由不同生长时期果皮 pH 值与发病率
的线性回归分析知，pH 与果实发病率呈显著的正相
关（R2=0.825 9），尤其在 7 月份，感病品种 pH 值
达到 5 以上，是抗病品种的 1.15 倍。炭疽菌分生孢
子在 pH 5～6 中发育最好，抗病品种由于 pH 值小
于 5，可显著抑制孢子的萌发[11]，表现出抗病作用。
各油茶品种的果实缓冲液容量随着果实的成熟
度增加呈上升的趋势。高感品种缓冲液容量从 5 月
份的 5.45 到 9 月份增加到 7.12。此外，抗病性强的
2.3

小结与讨论

在对舒城县河棚镇的油茶林在调查中发现，不
同品种发病率差异极为显著。高抗植株果实感病率
为 2.8%，而高感植株果实感病率最高甚至高达
100%，感病率为高抗单株的 4 倍，几近绝产。因此，
在油茶的生产经营中，为达到高质、高产、稳产的
目的，首先要选择抗病的优良品系进行造林。
植物生理生化代谢抗病可分为 2 种类型：一种
是固有的生理生化抗性，如本身存在于植物细胞内
的抑制剂，它们主要是酚类化合物，如单宁。单宁
酸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抑菌性能不同，其适宜的 pH
为 4.0～5.0[13]。当果实发生呼吸跃变时，果实呼吸
作用增强，单宁逐渐消失[14-16]。本实验中随着果实
体积的膨大和成熟，单位单宁含量呈下降趋势，与
果实成熟度呈负相关，与抗病性呈正相关。另一种
是诱导的生理生化抗性，植物细胞内存在的抑制剂
酚类化合物在病原菌侵染后，其合成与积累加速,
如花青素。本实验中抗病品种的花青素含量远远大
于感病品种的；抗病品种的果实花青素含量与发病
率呈正相关，原因可能是当植物感染炭疽病时，生
长发育期，植物体内的花青素含量上升速度较快且
较多，可快速抑制炭疽病的发生，因而发病率比感
病植株低。
另一方面，植物除了结构抗病及以机械障碍阻
止和限制病原真菌的扩展之外，植物本身液相或流
动相所呈状态，或受侵后体液状态的改变所构成的
不适于病原菌生存和繁殖的环境，也属于生理生化
代谢抗病范畴，其主要包括 pH 缓冲能力及酶的组
成等等。这些因子本身对病原物并无直接的毒杀或
抑制功能，但它们在某些时间或生长阶段特定的组
成与含量却能间接的起到抗病抑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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