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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叶斑病球毛壳菌生长习性及杀菌剂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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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生长速率法研究了云南蒙自石榴叶斑病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条件及有效杀菌剂。结果表明，球毛壳
菌菌丝在 26～34℃均能生长，适宜温度是 26～32℃，最适温度为 28℃；偏好 75%～85%的相对湿度，最适相对湿度
为 85%；光照促进菌丝生长；pH 值 4.5～7.5 时均适宜于球毛壳 Bd-2 菌丝的生长，最适 pH 值为 6.5，表明该菌偏好
弱酸性环境。不同碳源、氮源对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影响均较明显，麦芽糖和蛋白胨对菌丝生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随后，分别用 75%百菌清、80%甲基硫菌灵和 80%代森锰锌等 3 种常见杀菌剂，以及细辛、小桐子和夹竹桃等 3 种植
物提取液在培养基上进行抑菌实验，从菌丝生长的抑制率大小初步鉴定 80%甲基硫菌灵为该病害的有效杀菌剂；在 3
种植物提取液中，细辛提取液对球毛壳 Bd-2 的菌丝生长抑制率最高，4 mg·mL-1 抑菌率达 100%。明确了云南蒙自石
榴叶斑病球毛壳菌生长的环境条件及有效杀菌剂，为生产上化学防治提供了选择杀菌剂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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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mycelia of Chaetomium globusum causing
pomegranate leaf spot disease and fungicides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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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 fungicide of Chaetomium globosum Kunze causing leaf
spot disease on pomegranate were studied using mycelia growth rat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ycelia
of C. globosum could grow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26-34℃. The suitable temperature was between 26℃ and 32
℃ and the most suitable temperature was 28℃. The scope of suitable humidity was 75%-85% and the most suitable humidity was 85%. Light promoted the mycelia growth. The mycelia of C. globosum could grow at
pH4.5-7.5 and the optimal pH was 6.5.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and nitrogen sources on mycelia growth
were significant. Maltose and peptone obvious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mycelia. Furthermore, three fungicides
including 75% chlorothalonil, 80% thiophanate-methyl and 80% mancozeb, as well as three plant extracts including Asarum sieboldii Miq., Jatropha curcas L. and Nerium indicum Mill., were used to test fungicide resistance of
C. globosum. As a result, 80% thiophanate-methyl wa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fungicide and 4 mg·mL-1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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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eboldii extract was the most effective compound for C. globosum control ,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hemical control of C. globosum in practice.
Key words: pomegranate; leaf spot disease; Chaetomium globosum Kunz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ungicides; plant extracts
石 榴 （ Punica granarum Lin. ）， 是 石 榴 科
（Punieaeeae）石榴属（Punica）果树[1]。截止 2009
年底，云南省蒙自市石榴种植面积达 8 400 hm2，年
产 值 3.6 亿 元 。 Guo 等 [2] 报 道 了 球 毛 壳 菌
（Chaetomium globosum Kunze）引起的一种叶斑
病，其发病时间在 6 月至 9 月，发病初期感病叶面
上产生针头大小的斑点，病斑紫色或红褐色，逐渐
变为暗红色至暗黑色，直至焦枯；受害重时，叶片
脱落。了解病原菌的生活习性有助于采用合适的田
间管理措施控制环境条件，从而降低病害发生率[3]，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球毛壳菌的生活习性。
甲基硫菌灵是苯并咪唑类中一种高效、低毒和
广谱的内吸性杀菌剂[4]；百菌清是取代苯类中一种
高效、广谱的保护性杀菌剂，广泛用于果树等作物
病害的防治[5]；代森锰锌是一种广谱性、多作用位
点的保护性杀菌剂，不易引起病菌的抗性[6]。常用
化学农药易导致病菌产生抗药性、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平衡[7]；生物源农药具有选择性强、对人畜安
全、对环境压力小、不易导致耐药性等优点[8]。研
究表明，小桐子、夹竹桃和细辛等红河州常见植物
具有多种杀菌活性，具有开发为植物源杀菌剂的潜
力[9-14]。因而，本研究拟探索碳氮源、温度、湿度、
pH 值和光照对菌丝生长的影响并筛选杀菌剂，以期
了解红河州石榴叶斑病病原菌发病规律及后续的综
合防治。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
石 榴 叶 斑 病 球 毛 壳 菌 Chaetomium globosum
Bd-2 由红河学院云南省高校农作物优质高效栽培
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提供。
1.2 培养基
PDA 培养基：马铃薯 200 g、葡萄糖 20 g、琼
脂 20 g、蒸馏水 1 000 mL 和 pH 自然。
改良沙氏葡萄糖蛋白胨琼脂培养基：葡萄糖 20
g、蛋白胨 10 g、琼脂 20 g、蒸馏水 1 000 mL 和 pH
自然[15]。
1.3 球毛壳菌生长习性
1.3.1 不同碳源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参考郭建伟
等[15]方法，以改良沙氏葡萄糖蛋白胨琼脂培养基为
基础培养基（对照），分别选用 20 g·L-1 的木糖、果

糖、甘露醇、麦芽糖、山梨醇、蔗糖和可溶性淀粉
置换基础培养基中的葡萄糖，制备培养基平板。取
直径 6 mm 的 C. globosum Bd-2 菌饼放在平板中心，
28°C 恒温暗培养，每个处理 3 个重复，第 4 天十字
交叉法测菌落直径（下文同，不再重复）。
1.3.2 不同氮源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分别选用 10
g·L-1 的硝酸钠、硝酸铵、硝酸钾、硫酸铵、磷酸铵、
牛肉膏、明胶、尿素、甘氨酸、甲硫氨酸和谷氨酸
置换基础培养基中的蛋白胨，制备培养基平板并按
上述方法接种、培养和测量菌落直径。
1.3.3 不同温度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将恒温培养箱
分别调节到 26、28、30、32、34 和 36°C，采用上
述方法接种到 PDA 培养基、培养和测量菌落直径。
1.3.4 不同湿度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将人工气候培
养箱温度设置为 28°C，相对湿度分别设置为 65%、
75%、85%和 95%，采用上述方法接种到 PDA 培养
基、培养和测量菌落直径。
1.3.5 不同光照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将 C. globosum Bd-2 菌饼接种于 PDA 培养基上，在全光照、
12 h 光照 12 h 黑暗交替和全黑暗 3 种光照方式下
28°C 培养并测量菌落直径。
1.3.6 不 同 pH 对 菌 丝 生 长 的 影 响
用 0.1
-1
-1
mol·L HCl 和 0.1 mol·L NaOH 调节 PDA 培养
基，分别制备 pH 值为 3.5、4.5、5.5、6.5 和 7.5 的
PDA 培养基，灭菌后并再次调节 pH 值后制备平板，
采用上述方法 C. globosum Bd-2 菌饼、培养和测量
菌落直径。
1.4 不同药剂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1.4.1 不同化学农药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取直径 4
mm 的 C. globosum Bd-2 菌饼，放置在含有系列化
学农药浓度梯度的 PDA 平板中心；其中 75%百菌
清浓度依次为 80、100、133.33 和 200 µg·mL-1，80%
代森锰锌浓度 57.14、66.67、80 和 100 µg·mL-1，80%
甲基硫菌灵浓度依次为 13.33、14.81、16.67、19.05、
22.22、26.67、33.33、40.00、44.44、50.00、57.14
和 66.67 µg·mL-1。
（28±0.1）℃恒温箱中暗培养，第
6 天用十字交叉法测定菌落直径，取对照组平均值
代表菌落的大小作为 CK 值，并计算抑菌率。
抑菌效率的计算公式:
纯生长量= 菌落平均直径–菌饼直径
（1）

45 卷 1 期

抑菌效率= (对照纯生长量–处理纯生长量) /
对照纯生长量×100%
（2）
1.4.2 不同植物源农药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取直径
4 mm 的 C. globosum Bd-2 菌饼，放置在含有系列植
物提取液浓度梯度的 PDA 平板中心；细辛、小桐子
叶和夹竹桃叶提取液浓度（提取液制备、稀释参照
周银丽等[16] 方法）均依次为 0.4、1、2 和 4 mg·mL-1。
（28±0.1）℃恒温箱中暗培养，第 6 天用十字交叉
法测定菌落直径，取对照组平均值代表菌落的大小
作为 CK 值，并计算抑菌率。

2

197

杨丽芬等: 石榴叶斑病球毛壳菌生长习性及杀菌剂筛选

结果与分析

2.1 病原菌的生长习性
2.1.1 不同碳源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C. globosum
Bd-2 菌丝在供试的 8 种碳源培养基上均能良好的生
长，表明该菌对碳源的利用能力较强；在麦芽糖为
碳源的培养基上生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碳源培养基
（P＜0.05，如表 1），在以甘露醇为碳源的培养基
上生长最慢，表明最佳碳源为麦芽糖。
表 1 碳源对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carbon sources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碳源
第 4 天菌落直径/mm
Carbon source
Colony diameter on the 4th day

直径，在 26～28℃其菌落直径随着温度上升呈上升
趋势，而 28～34℃随温度上升呈下降趋势，在 36℃
时不生长。结果表明该菌的最佳生长温度为 28℃，
其菌落直径达 57.33 mm（P＜0.05）
；最高温度为 36
℃，这与蒙自石榴生长季的田间温度是适应的。
表 2 氮源对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nitrogen sources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氮源
第 4 天菌落直径/mm
Nitrogen source
Colony diameter on the 4th day
40.33±0.88 abc
对照 CK
谷氨酸 Glutamate

1.67±0.88 d

甘氨酸 Glycine

34.67±0.88 b

硝酸钾 Potassium nitrate

35.00±1.15 b

明胶 Gelatin

34.33±0.33 b

硝酸钠 Sodium nitrate

34.67±2.03 b

甲硫氨酸 Methionine

34.33±1.20 b

硝酸铵 Ammonium nitrate

34.33±0.67 b

牛肉膏 Beef extract

36.67±0.88 ab

硫酸铵 Ammonium sulfate

35.33±0.88 b

磷酸铵 Ammonium phosphate

13.00±0.58 c

尿素 Urea

14.33±2.40 c

表 3 温度对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温度/°C
第 4 天菌落直径/mm
Temperature
Colony diameter on the 4th day
26
43.33±6.12 b

对照 CK

40.33±0.88 abc

山梨醇 Sorbitol

39.33±1.33 bc

蔗糖 Sucrose

42.67±0.88 ab

果糖 Fructose

40.67±2.40 abc

28

57.33±1.76 a

木糖 Xylose

43.00±1.15 ab

30

41.33±0.67 b

甘露醇 Mannitol

38.00±1.15c

32

42.00±2.08 b

麦芽糖 Maltose

44.33±0.33 a

34

25.33±0.88 c

41.33±0.88 abc

36

0.00±0.00 d

可溶性淀粉 Starch

注：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following the data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The same below.

2.1.2 不同氮源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C. globosum
Bd-2 菌丝在 12 种氮源培养基上均能生长，在以蛋
白胨为氮源的基础培养基上生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
氮源培养基，表明最佳氮源为蛋白胨；在谷氨酸、
尿素、磷酸铵为氮源的培养基上生长速度显著低于
其他氮源培养基（P＜0.05，如表 2），表明上述 3
种氮源不利于 C. globosum Bd-2 的生长。
2.1.3 不同温度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在 PDA 培养
基上，在 26～32℃均能良好的生长，34℃时 C. globosum Bd-2 的菌落直径显著低于 26～32℃下的菌落

表 4 湿度对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Effect of humidity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湿度%
第 4 天菌落直径/mm
Relative humidity
Colony diameter on the 4th day
95
29.33±1.53 c

Table 4

85

45.33±1.15 a

75

34.67±4.16 b

65

28.67±0.58 c

2.1.4 不同湿度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C. globosum
Bd-2 在 65%～95%的相对湿度下均能生长，在
65%～85%的相对湿度时其菌落直径随相对湿度提
高而增大，超过 85%的相对湿度后其菌落直径随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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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高而减小，表明最佳相对湿度为 85%，其菌落
直径达 45.33 mm，该菌偏好 75%～85%的相对湿度。
表 5 光照对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light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光照
第 4 天菌落直径/mm
Light
Colony diameter on the 4th day
58.67±0.67 a
全光照 Completely light
半光照 12 h light/12 h dark

45.67±1.20 b

全黑暗 Completely dark

34.33±0.88 c

表 6 pH 对球毛壳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pH value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第 4 天菌落直径/mm
pH
Colony diameter on the 4th day
3.5
0.00±0.00d
4.5

56.33±0.88c

5.5

65.00±2.52b

6.5

74.00±1.00a

7.5

71.33±1.67a

2.1.5 不同光照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C. globosum
Bd-2 在 3 种光照条件下的生长速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全光照、12 h 光暗交替、全黑暗，3 个处理之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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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P＜0.05），表明光照能促进菌丝生长。
2.1.6 不同 pH 值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不同的 pH 条
件对 C. globosum Bd-2 的菌丝生长影响显著。该菌
pH 值 3.5 时不生长，在 pH 值 4.5～7.5 均能良好生
长，并且其菌落直径随着 pH 值增加而增大；pH 值
6.5～7.5 时菌丝的生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 pH 值时
的菌丝生长速度，但其菌落随 pH 值增大而减小（P
＜0.05），表明该菌的最适 pH 值为 6.5，菌落直径达
74.00 mm，该菌偏好弱酸性环境。
2.2 病原菌防治药剂的筛选
2.2.1 化学农药的室内抑制测定 3 种杀菌剂的供
试浓度中，75%百菌清、80%甲基硫菌灵抑制率达
到 100%时的浓度分别为 200、13.33 μg·mL-1，而 100
μg·mL-1 的 80%代森锰锌抑菌率仅有 46.5%，显然对
C. globosum Bd-2 抑制效果最好的为 80%甲基硫菌
灵。
2.2.2 植物提取液对病原菌的室内抑制测定 细
辛、小桐子和夹竹桃等 3 种植物源农药对 C. globosum Bd-2 的抑制率均随着浓度的下降而下降，4
mg·mL-1 浓度时的抑菌率分别为 100%、46.43%和
27.52%，显然细辛提取液对 C. globosum Bd-2 的抑
制效果最好。

表 7 3 种化学农药对球毛壳菌的室内抑制作用
Table 7 Inhibiting effect of 3 chemical compounds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抑制率/%
第 6 天菌落直径/mm
化学农药
质量浓度/μg·mL-1
Inhibition ratio
Mass concentration
Colony diameter on the 6th day
Chemical fungicide
200
4.00
100.00
75%百菌清
75% chlorothalonil

133.33

58.33

36.83

100

63.02

31.72

80

64.66

29.47

80%甲基硫菌灵

66.67

4.00

100.00

80% thiophanate-methyl

57.14

4.00

100.00

50

4.00

100.00

44.44

4.00

100.00

40.00

4.00

100.00

33.33

4.00

100.00

26.67

4.00

100.00

22.22

4.00

100.00

19.05

4.00

100.00

16.67

4.00

100.00

14.81

4.00

100.00

13.33

4.00

100.00

80%代森锰锌

100

50.01

46.5

80% Mancozeb

80

69.02

24.4

66.67

65.10

28.95

57.14

68.01

25.57

CK

90.00

0.00

45 卷 1 期

表 8 3 种植物源农药对球毛壳菌的室内抑制作用
Table 8 Inhibiting effect of 3 plant extracts on mycelia growth of Chaetomium globosum
生物源农药
质量浓度/mg·mL-1
第 6 天菌落直径/mm
Biological fungicide
Mass concentration
Colony diameter on the 6th day
4
4.00
细辛提取液
Extract of Asarum sieboldii Miq.

小桐子提取液
Extract of Jatropha curcas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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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率/%
Inhibition ratio
100.00

2

41.66

56.21

1

68.01

25.57

0.4

70.33

22.87

4

50.07

46.43

2

68.33

25.20

1

71.66

21.33

0.4

76.13

15.41

夹竹桃提取液

4

66.33

27.52

Extract of Nerium indicum Mill.

2

71.33

21.71

1

74.00

18.60

0.4

82.33

8.92

CK

90.00

0.00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供试碳氮源中麦芽糖、蛋
白胨有利于石榴叶斑病菌球毛壳 Bd-2 菌丝的生长；
26～32℃均适宜于球毛壳 Bd-2 菌丝的生长，但最适
温度为 28℃；偏好 75%～85%的相对湿度，最适相
对湿度为 85%；光照促进菌丝生长；pH 值 4.5～7.5
时均适宜于球毛壳 Bd-2 菌丝的生长，最适 pH 值为
6.5，表明该菌偏好弱酸性环境。据李桂舫等[17]报道，
分离自海洋的球毛壳菌 WHM12 偏爱燕麦片（OA）
培养基、暗培养和碱性环境（pH 值 9～10），最适
生长温度为 30℃，显然本研究结果与前人报道差异
较大，这可能与 2 株菌的来源地气候及生长基质理
化性质有关；与同为分离自蒙自的石榴干腐病菌相
比，后者菌丝生长最佳碳源为可溶性淀粉、最佳氮
源为蛋白胨，适宜生长温度为 20～30℃、最适温度
为 28℃，适宜生长 pH 值为 3～8、最适 pH 值为 7，
在相对湿度 50%～100% 范围内均能生长、最适相
对湿度为 60%，光照促进菌丝生长[18]，显然两者在
最佳氮源、最适温度、最适 pH 值和光照偏好性方
面是一致或接近的，这可能与两者的寄主生长地均
为蒙自，具有相似的环境条件相关。此外，该菌在
以尿素、磷酸铵为氮源的培养基上菌丝生长显著低
于其他培养基，因而在果实生长期追施叶面氮肥时
应选择尿素、磷酸铵，无论施底肥还是叶面喷肥应
避免使用有利于球毛壳菌生长的硝酸钠、硝酸钾和
硝酸铵。费丹等[19]研究安徽水稻穗腐病菌时，测试
了碳氮源、温度、湿度和 pH 值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郭东起等[20]测试了接种方式、接种量和温度等对病

斑扩展的影响，这对推测病原菌的田间防病规律具
有指示意义，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开展上述因子对病
原菌产孢量、孢子萌发率以及温度、湿度对离体接
种条件下病斑发展的影响。
截止目前，球毛壳菌引起植物病害仅有 4 例报
道，寄主分别为石榴、马铃薯、苎麻和杭白菊[2,21-23]，
但其生物学特性及农药防治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
究发现 80%甲基硫菌灵对该菌引起的石榴叶斑病防
治效果极佳，质量浓度为 13.33 µg·mL-1 时室内抑制
率仍达 100%；3 种植物提取液中细辛的防治效果最
佳，4 mg·mL-1 的细辛提取液对球毛壳菌的室内抑制
效果为 100%，但显然成本较高。尽管本研究未能
发现有效防治石榴叶斑病的廉价植物源提取液，但
有效防治药剂 80%甲基硫菌灵以及该菌的生物学特
性为石榴叶斑病的防治指明了方向；即在每年 5 月
雨季来临前采用 80%甲基硫菌灵防治球毛壳菌引起
的石榴叶斑病，效果可能较佳。
致谢：该研究得到了红河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 2009 级余泽云及 2010 级王建虎、李鑫、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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