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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的生理特性，为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品种选育提供依据。【方法】以木薯品

种新选048为试验材料，采用桶栽方式室外种植木薯，在木薯苗期和块根形成期以针刺法接种细菌性枯萎病病原菌，

以不接种病原菌的木薯叶片为对照，分别于接种后7和14 d采样测定脯氨酸（Pro）、丙二醛（MDA）、可溶性糖和可溶

性蛋白含量及过氧化物酶（POD）、多酚氧化酶（PPO）、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苯丙氨酸解氨酶

（PAL）活性，对比分析人工接种侵染后发病叶与健康叶的生理指标差异。【结果】细菌性枯萎病病原菌接种侵染后，木

薯发病叶片的Pro含量及POD、PPO和CAT活性均高于对照。苗期接种7和14 d后，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ro含量分别较

对照极显著提高83.3%和112.5%（P<0.01，下同），块根形成期接种7和14 d后，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ro含量分别较对照

极显著提高110.2%和120.2%；苗期和块根形成期接种14 d后，接种病原菌叶片的MDA含量分别较对照显著降低

30.9%和17.9%（P<0.05，下同），POD活性分别较对照极显著提高66.7%和96.4%，PPO活性分别较对照显著提高43.1%

和30.4%，CAT活性分别较对照显著提高31.2%和28.9%。苗期和块根形成期2次接种侵染后发病叶片的可溶性糖含

量、SOD活性和PAL活性多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木薯叶片的Pro和MDA含量及POD、PPO和CAT活性与木薯抗

细菌性枯萎病有密切关系，这些指标可作为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评价的生理指标。

关键词：木薯；细菌性枯萎病；抗性；生理特性

中图分类号：S53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20）06-1353-07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ssava against bacterial b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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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ssava resistance to bacterial wilt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breeding of cassava varieties that were resistant to bacterial wilt.【Method】In this experiment，cassava variety
Xinxuan 048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the cassava was grown outdoors in a barrel planting method. At the cassava seedling
stage and the root formation stage，the bacterial wilt pathogen was inoculated by acupuncture，and the cassava leaves
without inoculation were used as controls. 7 and 14 d after inoculation，samples were taken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proline（Pro），malondialdehyde（MDA），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activities of catalase（POD），polyphenol oxi-
dase（PPO），superoxide dismutase（SOD），catalase（CAT）and phenylalanine ammonia-lyase（PAL），comparative analy-
sis of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diseased leaves and healthy leaves after artificial inoculation was conducted.【Result】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physiological indexes after infection of bacterial wilt pathogen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Pro
and the activities of POD，PPO and CAT in cassava diseased leaves after inocul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After 7 and 14 d of seedling inoculation，the Pro in inoculated pathogenic leaves extremely increased by 83.3% and
112.5% compared to the control（P<0.01，the same below），and after 7 and 14 d of tuber inoculation，the Pro in inoculated
pathogenic leaves extremely increased by 110.2% and 120.2%，respectively，compared to the control. At 14 d after ino-
culation at the stage and the root formation stage，the MDA content of the leaves inoculated with pathogen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30.9% and 17.9% respectively（P<0.05，The same below），and the POD activities of the leaves inoculated
with pathogens were increased by 66.7% and 96.4%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PPO activit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43.1% and 30.4% respectively，and CAT activities of pathogen-inoculated leaves increased by 31.2% and 28.9% respec-
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Soluble sugar content，SOD activity，and PAL activity of infected leaves inoculated
twice at the seedling stage and tuber formation stag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Conclusion】It can be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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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为

大戟科木薯属植物，亦称树薯，是世界三大薯类作物

之一，是一种用途较广、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也是

一种发展潜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作物（Fokunang et

al.，2001；刘纪霜等，2013）。木薯细菌性枯萎病

（Cassava bacterial blight，CBB）又名流胶病，由地毯

草黄单胞菌属木薯萎蔫致病变种（Xanthomonas axo-

nopodis pv. manihotis，Xam）引起（岑贞陆等，2006），

该病主要危害木薯叶片和茎部，受害叶片出现病斑，

枯黄萎蔫，受害嫩茎或枝条枯死，块根淀粉含量下

降，可造成12%~90%的产量损失，严重时可导致全

株死亡，是全球范围内威胁木薯产量和制约相关产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Ogunjobi et al.，2010；曾小

荣和郑刚辉，2011；卢昕等，2013）。因此，研究木薯

抗细菌性枯萎病的生理机制，对我国木薯抗枯萎病

品种选育及病害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

展】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关于植物抗枯萎病病原菌生

理机制的相关报道。胡莉莉（2006）研究表明，香蕉

接种枯萎病病原菌后，假茎部位的多酚氧化酶

（PPO）、苯丙氨酸解氨酶（PAL）、过氧化物酶（POD）

等防御酶活性与抗病性呈极显著正相关，与丙二醛

（MDA）含量和脯氨酸（Pro）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樊春俊等（2012）研究表明，不同木薯品种接种细菌

性枯萎病病原菌后，POD和PPO活性显著升高后又

下降，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无明显变化，而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活性呈下降趋势。潘存祥（2014）研

究表明，SOD、POD、CAT、PPO和PAL等防御保护酶

活性升高能增强西瓜对枯萎病的抵抗能力，是评价

西瓜抗枯萎病的重要生理生化指标。吴超等（2015）

研究表明，香蕉的CAT、POD和PPO活性与香蕉抗枯

萎病呈正相关，可作为评价香蕉抗枯萎病的生理评

价指标。张曼（2016）研究表明，香蕉接种枯萎病病

原菌后，香蕉的抗病性与POD、PPO、几丁质酶和p-1,

3-葡聚糖酶活性呈正相关，与PAL活性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时涛等（2017）研究表明，木薯抗细菌性枯萎

病与氨基转移酶、葡萄糖—果糖氧化还原酶活性有

关。李伯凌（2017）研究表明，木薯接种细菌性枯萎

病病原菌后，木薯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无明显变化，抗

病品种的POD、PPO和PAL活性均大于感病品种，Pro

含量略高于感病品种，而接种前期可溶性蛋白含量

呈下降趋势。李海明等（2019）研究表明，山苦瓜幼

苗接种枯萎病病原菌后，POD、SOD和PAL活性与抗

病性呈正相关，MDA含量与抗病性呈负相关。【本研

究切入点】近年来，关于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木薯品种的抗性鉴定及防治方面，而针

对木薯抗病生理特性的研究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采用桶栽方式室外种植木薯，在木薯苗期和块根

形成期，以针刺法接种细菌性枯萎病病原菌，以不接

种病原菌的木薯叶片为对照，分别于接种后7和14 d

采样测定生理指标，对比分析人工接种侵染后发病

叶与健康叶的生理指标差异，探讨木薯抗细菌性枯

萎病的生理特性，为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品种选育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木薯品种为对细菌性枯萎病较敏感的新

选048，由广西大学木薯课题组提供。

供试菌株为Cax-03，采自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农

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具有细菌性枯萎病症状的木

薯病叶，由广西大学农学院分离鉴定。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8年在广西大学科研教学基地进行。

采用桶栽法，塑料桶高39 cm，上底直径56 cm，下底

直径40 cm，设有排水口。桶内装70 kg大田土壤，栽

种前每桶施0.65 kg有机肥作基肥，肥料与土壤充分

混匀后栽种木薯，木薯种茎砍成15 cm长的茎段，采

用斜插法植入种植桶。

将菌株Cax-03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蛋白胨

5 g、牛肉膏3 g、蔗糖10 g、琼脂15 g、水1000 mL）上

平板涂布培养48 h，然后挑取1个单菌落放入150 mL

的三角瓶，置于摇床（130 r/min、28 ℃）24 h，用液体

培养基（无琼脂）配成浓度为108 CFU/mL的菌悬浮液

（菌液浓度在OD600为0.6）供接种用。在木薯苗期和

块根形成期，选择生长正常的木薯植株，采用针刺法

在倒4叶进行接种病原菌处理，即通过针刺把菌液接

that the contents of Pro，MDA and the activities of POD，PPO and CAT in cassava leav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is-
tance to bacterial wilt. These indicators can be used as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for the evaluation of cassava resistance to
bacterial wilt.

Key words：cassava；bacterial wilt；resistance；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oundation item：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Guike AB18221127）；Open Project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ubtropical Agro-bioresources（SKLCUSA-b201704，SKLCUSA-a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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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木薯的叶片上，同时以接种灭菌液体培养基（不接

种病原菌）的木薯叶片为对照。每处理种10桶，3次

重复。不同处理分开放置，其他栽培管理措施同常

规桶栽。分别在苗期和块根形成期接种后的7和14 d

（苗期6月21日、6月28日，块根形成期8月21日、8月28

日）进行叶片采样，测定各项生理指标。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Pro含量采用磺基水杨酸法测定（张宪政，

1992），MDA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李合

生，2000）；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可溶

性蛋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G-250染色法测定（孔祥

生和易现峰，2008），POD活性采用愈创木酚比色法

测定（李合生，2000），PPO活性采用碘量法测定（李

合生，2000），SOD活性采用氮蓝四唑光化还原法测

定（李合生，2000），CAT活性采用紫外吸收法测定

（李合生，2000），PAL活性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张

福平和李秋红，2008）。

1. 4 统计分析

利用Excel 2007进行数据的整理分析及制图，

以SPSS 18.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对木薯叶片Pro含量的

影响

由表1可知，接种细菌性枯萎病病原菌后，发病

叶片的Pro含量均高于对照，且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P<0.01，下同），其中，苗期接种7和14 d后，接种病

原菌叶片Pro含量分别较对照提高83.3%和112.5%，

块根形成期接种7和14 d后，接种病原菌叶片Pro含

量分别较对照提高110.2%和120.2%。可见，木薯被

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后，会刺激Pro合成，使叶片中

Pro含量大幅度增加，推测木薯对细菌性枯萎病的抗

性与Pro含量有密切关系。

2. 2 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对木薯叶片MDA含量的

影响

由表2可知，在苗期接种侵染7 d时，接种病原菌

叶片的MDA含量较对照提高23.5%，而在苗期接种

14 d时，接种病原菌叶片的MDA含量较对照降低

30.9%，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在块根

形成期接种侵染7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MDA含量

与对照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而接种14 d时，

接种病原菌叶片的MDA含量较对照显著下降17.9%。

由此可见，木薯在接种后期随着细菌性枯萎病病原

菌侵染时间的延长MDA合成会减少。

2. 3 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对木薯叶片可溶性糖

含量的影响

由表3可知，苗期接种后7和14 d，接种病原菌

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高于对照，但差异未达显著水

平；块根形成期接种后7和14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

可溶性糖含量低于对照，但差异也不显著。可见，细

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对木薯叶片可溶性糖的合成无明

显影响。

2. 4 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对木薯叶片可溶性蛋白

含量的影响

由表4可知，在苗期接种后7和14 d，接种病原菌

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均低于对照，且差异达显著

水平；而在块根形成期接种后7和14 d，接种病原菌

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高于对照，其中接种后14 d两

者差异显著。可见，木薯苗期遭受细菌性枯萎病菌侵

染会抑制叶片可溶性蛋白的合成，而在块根形成期细

菌性枯萎病菌侵染会刺激叶片可溶性蛋白的合成。

处理
Treatment

对照 CK
接种病原菌 Inoculated pathogen

苗期 Seedling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65.62±1.73bB
120.26±1.93aA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59.39±43.83bB
126.18±8.58aA

块根形成期 Tuber formation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99.48±13.03bB
209.08±20.33aA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71.04±7.30bB
156.40±18.84aA

表 1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ro含量比较（μg/g）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o content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μg/g）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水平。表2~表4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
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he Table 2-Table 4

表 2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MDA含量比较（µmol/gFW）
Table 2 Comparison of MDA content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µmol/gFW）

处理
Treatment

对照 CK
接种病原菌 Inoculated pathogen

苗期 Seedling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0.0575±0.0089b
0.0710±0.0118a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0.0893±0.0195a
0.0617±0.0083b

块根形成期 Tuber formation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0.0578±0.0154
0.0506±0.0142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0.0836±0.0686a
0.0686±0.0054b

吴美艳等：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生理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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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对木薯叶片防御酶活性

的影响

2. 5. 1 POD活性变化 由图1可看出，在木薯苗期

接种后7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OD活性低于对照，

但接种后14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OD活性迅速提

高，较对照极显著提高66.7%。在块根形成期接种后

7和14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OD活性分别比对照提

高85.2%和96.4%，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可见，

木薯遭受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后会刺激叶片POD活

性提高，以抵御病菌的侵染。

2. 5. 2 PPO活性变化 由图2可看出，在苗期和块

根形成期接种后7 d，接种病原菌叶片与对照叶片的

PPO活性无显著差异；但苗期和块根形成期接种后

14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PO活性分别较对照显著

提高43.1%和30.4%。可见，病原菌接种初期对木薯

叶片PPO的刺激作用不明显，随着接种后时间的推

移，木薯叶片PPO对病原菌侵染的反应增强，PPO活

性迅速提高。

2. 5. 3 CAT活性变化 由图3可看出，在木薯苗期

和块根形成期接种侵染后7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

CAT活性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但接种侵染后14 d，接

种病原菌叶片的CAT活性分别较对照提高31.2%和

28.9%，达显著差异水平。说明接种侵染初期木薯叶

片的CAT反应不强烈，但随着侵染时间的推移，木薯

叶片CAT反应增强，使叶片CAT活性提高。

2. 5. 4 SOD活性变化 由图4可看出，块根形成期

接种侵染后7 d，接种病原菌叶片的SOD活性显著高

于对照，而其他时间点接种病原菌叶片的SOD活性均

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表明木薯叶片SOD对细菌性枯

萎病菌的侵染反应较迟钝，木薯对细菌性枯萎病的

抗感与叶片SOD活性的关系不明显。

2. 5. 5 PAL活性变化 由图5可看出，无论是苗期

还是块根形成期，接种病原菌叶片与对照的PAL活

性均无显著差异。说明木薯叶片的PAL对遭受细菌

处理
Treatment

对照 CK
接种病原菌 Inoculated pathogen

苗期 Seedling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96.71±1.13a
85.29±2.84b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91.16±3.60a
62.95±4.00b

块根形成期 Tuber formation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13.20±1.54
20.85±1.38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13.35±0.36b
28.87±1.90a

处理
Treatment

对照 CK
接种病原菌 Inoculated pathogen

苗期 Seedling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5.95±1.58
7.55±1.40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19.78±3.08
22.43±2.90

块根形成期 Tuber formation stage
接种7 d

7 d post inoculation
25.28±1.79
19.45±2.64

接种14 d
14 d post inoculation

27.17±0.36
22.93±2.26

表 3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

表 4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比较（mg/g）
Table 4 Comparison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mg/g）

图 1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OD活性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POD activity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
同一日期图柱上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P<0.01）
或显著（P<0.05）水平。图2~图5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of the same date indicated ex-
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Fig.5

图 2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PO活性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PPO activity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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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枯萎病菌侵染的响应不明显。

3 讨论

植物受到逆境胁迫时，体内系统会积累大量Pro

来调节渗透压以防止细胞脱水（刘红亮和柏乐，

2012）。郭红莲等（2003）利用灰斑病菌侵染6个不同

抗、感性的玉米品种，发现Pro含量与品种的抗病性

呈正相关。李伯凌（2017）在研究木薯抗细菌性枯萎

病机制时发现，感病品种的Pro含量高于抗病品种。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苗期还是块根形成期，被细

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后木薯叶片的Pro含量均显著提

高，说明木薯遭受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后，其叶片

Pro合成量增加，以抵御病菌的侵染，叶片Pro含量与

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有密切关系。

MDA是细胞膜膜脂过氧化作用的最终产物之

一，其含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细胞膜的损坏程度

和对逆境条件反应的强弱（张钰等，2008）。李伯凌

（2017）研究发现，感病品种的MDA含量高于抗病品

种。本研究结果发现，苗期木薯叶片受到病原菌侵

染7 d后，接种病原菌处理的MDA含量高于对照，而

苗期和块根形成期接种14 d的发病叶片MDA含量

低于对照，说明苗期接种7 d后木薯叶片的细胞膜正

受到伤害，而接种14 d后发病叶片MDA含量低于对

照，可能是植物组织中各物质的互作对病原菌产生

了抵抗作用，减缓了细胞膜膜脂过氧化作用，使细胞

膜损害程度减轻。

可溶性糖不仅是维持植物体内渗透压平衡的

碳水化合物，还是高等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产物（李

赤等，2007）。但有学者发现，植物体内可溶性糖含

量变化与植物抗逆性并无很明确的关系（李赤等，

2007；王佳星等，2019）。本研究中，无论是苗期还是

块根形成期，接种病原菌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与对

照均无显著差异，与李赤等（2007）研究得出的富贵

竹中可溶性糖含量与抗病性无直接关系的结论相

似，表明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对木薯叶片的可溶性

糖含量无直接影响。但本研究中苗期侵染后接种病

原菌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高于对照，而块根形成期

侵染后低于对照，表明不同生育期接种病原菌对木

薯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具体

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蛋白质是基因表达的产物之一，是所有生命活

动的基础，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可溶性蛋白含量会

发生变化，当植物组织受外界侵染时其可溶性蛋白

含量也会有所变化（李跃建等，2003；王大平等，2006）。

本研究结果表明，木薯苗期接种病原菌叶片的可溶

性蛋白含量较对照呈下降趋势，但在块根形成期较

对照呈上升趋势，可能是苗期接种时，蛋白质水解酶

活性增强，蛋白质被降解，使得蛋白质含量降低；而

块根形成期接种时，木薯叶片衰老速度减缓，蛋白质

水解过程变慢，使可溶性蛋白参与到抗病的过程中。

图 3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CAT活性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CAT activity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

图 4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SOD活性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SOD activity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

图 5 接种病原菌与未接种病原菌叶片的PAL活性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PAL activity in leaves of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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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期和块根形成期中接种得到的可溶性蛋白含量趋

势不一致，可溶性蛋白含量是否与木薯抗细菌性枯

萎病有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逆境胁迫或植物衰老过程中，植物体内会生

成大量的自由基，而植物体内的保护酶系统会相应

发生变化以抵御不良环境。POD具有代谢H2O2的功

能，以H2O2为电子受体，将酚类化合物还原形成的自

由基聚合物形成木质素（王荣娟等，2010）。PPO主

要参与酚类氧化为醌及木质素前体的聚合作用，与

植物抗病密切相关（胡瑞波和田纪春，2004）。POD

和PPO在苯丙烷代谢途径中起重要作用，使植物对

逆境或细胞组织衰老做出应激反应，其活性增加与

植物抗病性呈正相关（张钰等，2008）。CAT和SOD

也在防御酶系统里起重要作用，前者可催化H2O2分

解为H2O和O2从而维持细胞膜系统的稳定性，后者

可清除氧自由基（Ge et al.，2014；李伯凌，2017）。

PAL是苯丙烷类代谢的关键酶和限速酶，其活性与

酚类化合物的合成密切相关（黄锐，2007）。本研究

结果表明，无论是苗期还是块根形成期，接种病原菌

14 d后木薯叶片的POD、PPO和CAT活性均高于对

照。说明病原菌与植物组织互作，相关酶机制开始

启动，保护细胞不受病原菌侵害，从而起到抵抗作

用。无论是苗期还是块根形成期，木薯叶片接种病

原菌侵染后，发病叶的SOD活性（8月21日除外）和

PAL活性多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说明SOD和PAL的

作用机制相对较复杂，生理机制对其活性的影响

是否能起到抗病作用还需进一步探究。

4 结论

木薯遭受细菌性枯萎病菌侵染后，叶片Pro含量

升高，MDA含量降低，POD、PPO和CAT活性明显增

强。表明叶片Pro和MDA含量及POD、PPO和CAT活

性与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有密切关系，这些指标可

作为木薯抗细菌性枯萎病评价的生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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