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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培养条件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
萌发的影响

邹凯茜1，田丽波1*，商 桑2，陈虹容1，郭雪松1，李婉豫1，曾丽萍1

（1 海南大学园艺学院/海南省热带园艺作物品质调控重点实验室，海口 570228；2 海南大学生命科学与药学院，海口 570228）

摘要：【目的】探索苦瓜白粉病病原菌分生孢子的适宜萌发条件及光质对其萌发的影响，为苦瓜白粉病菌培养、保

存及病害防治提供参考。【方法】以纯化后活体保存的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为材料，采用水琼脂玻片法，进行不同光

质及光照时间、温度、湿度、pH、供氧、碳氮源处理，统计不同处理下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萌发数量，计算萌发率。

【结果】适宜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温度区间为20~30 ℃，最适萌发温度为25 ℃，致死温度为48 ℃ 10 min；分

生孢子萌发最适相对湿度为100%；全黑暗环境最适于分生孢子萌发；分生孢子萌发的最适pH为7，对弱碱环境的适

应性强于弱酸环境；全氧条件下分生孢子萌发率显著高于半氧和无氧处理（P<0.05），无氧处理下分生孢子几乎不萌

发；紫光不利于分生孢子萌发，红、黄和绿光对分生孢子萌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苦瓜白粉病菌最喜葡萄糖，甘露醇有

一定的促进萌发作用，多糖不利于分生孢子的利用；氮源抑制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结论】苦瓜白粉病菌分生

孢子萌发的最适温度和致死温度分别为25 ℃和48 ℃ 10 min，喜高湿、黑暗和中性环境，好氧，喜葡萄糖，萌发不需氮

源，长波光质较短波更有利于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因此，苦瓜生产中可用叶面喷施氮肥、补充短波光及保持

叶面无水滴等措施防治白粉病；在生产空闲期间，利用高温闷棚消灭温室内部白粉病菌分生孢子，从而切断内部传染

源，达到物理预防和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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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conditions on germination of conidia
in pathogen of bitter gourd powdery mil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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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germination conditions for conidia of pathogen of bitter gourd
powdery mildew and the effect of light quality on its germination，the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on，preservation and
control of pathogen of bitter gourd powdery mildew.【Method】Using purified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as
material，with water agar slides method，the conidia were treated by different light qualities and photoperiods，tempera-
tures，humidities，pH，oxygen supply，different carbon and nitrogen sources. The germination amount were counted and
germination rates were calculated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suitable tempera-
ture for germination of bitter gourd powdery mildew conidia was 25 ℃ with a suitable range of 20-30 ℃，and the lethal
temperature was 48 ℃ for 10 min，the optimum relative humidity for germination was 100%，and the darkness was suita-
ble for germination of conidia of powdery mildew of bitter gourd. The most proper pH for conidia was 7. It was more
adaptable to weak alkaline environment than weak acid environment. Under full oxygen condition，the germination rate of
conid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artial oxygen supply and anaerobic condition（P<0.05），conidia hardly germinate
under anaerobic treatment. Purple light was not conducive to germination of conidia，red，yellow and green lights were
conducive to conidia germination.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powdery mildew was most fond of glucose，and mannitol ha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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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瓜类白粉病是目前较严重的全球

性真菌病害，发病率极高（Li et al.，2017；刘新社和

陈妍，2019），主要危害瓜类叶片，发病时白粉层覆盖

叶片，叶片逐渐枯黄，植株的可溶性物质储存降低

（McGrath and Shishkoff，1999），瓜类品质等商品

性状及产量下降（Gadoury et al.，2001；Zhu et al.，

2018）。苦瓜是重要的瓜类蔬菜，在我国普遍种植，

具有极高的保健和药用价值（向长萍等，2000；吴立

东等，2019；Chen and Huang，2019）。近年来，苦瓜

田间生产时频发白粉病，苦瓜减产严重（田丽波，

2015）。引起我国瓜类白粉病的常见病原菌为单囊

壳白粉病菌（Podosphaera xanthii）和二孢白粉病菌

（Golovinomyces cichoracearums L.）（王齐旭，2018），

病原菌通过分生孢子萌发芽管形成侵染钉，成功入

侵寄主后通过吸器吸取寄主组织内的营养，再利用

扩展菌丝在叶片组织扩大范围进一步侵染，大量菌

丝形成白色粉状物（王丽兰，2011）。海南省苦瓜白

粉病优势病原菌为单囊壳白粉病菌生理小种2F（周

萌萌等，2019），由于苦瓜白粉病菌乃活体营养型，属

于专性寄生真菌，病原菌的保存与扩繁除需要活体

植物外，对环境条件也有严格的要求，给白粉病菌的

致病性和植物的抗性研究增加了难度和成本。因

此，探究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在不同条件下的萌

发状况对苦瓜白粉病防治及白粉菌的保存均具有重

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有关环境和营养因子对不

同作物白粉病菌萌发的影响已有较多研究报道。朱

莲（2007）对老鹰茶白粉病菌的生物学特性研究表

明，该菌分生孢子萌发适温为15~25 ℃，湿度达

100%时萌发率最高，最适pH为10，喜黑暗环境。刘

淑艳等（2012）对番茄白粉病菌新番茄粉孢菌的研究

结果表明，其分生孢子萌发的适宜温度为20~25 ℃，

致死温度为44 ℃ 10 min；最适相对湿度为80%~

100%；该菌对光照条件和酸碱度要求不严格，在pH

3~12时的萌发率较高；该菌分生孢子能利用各种碳

源，以甘露糖和半乳糖效果最好，氮源以硝态氮（硝

酸钾）为佳。张燕（2012）对茄子白粉病菌旱金莲内

丝白粉菌分生孢子萌发特性的研究表明，其最佳萌

发温度为25 ℃，致死温度为54 ℃；相对湿度在90%

以上分生孢子均可萌发，保湿条件下萌发率最高；光

照对孢子萌发有一定抑制作用。邢荷荷等（2015）研

究表明，烟草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最适温度为

25 ℃，致死温度为42 ℃ 10 min；适宜相对湿度为

93%~100%；对光照要求不严格；在pH 5~8条件下分

生孢子萌发率无显著差异；该菌对供试碳源均能利

用，但供试氮源对分生孢子萌发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作用。高国伟等（2017）对冬青卫矛白粉病菌粉状白

粉菌分生孢子生物学性状的研究表明，该菌在

28 ℃黑暗条件下置于清水中培养36 h的萌发率最

高。吕元佐等（2018）对甜瓜白粉病菌单囊壳白粉菌

1号生理小种的研究表明，高温且平稳高湿度的环境

有利于该菌萌发。【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对苦瓜白粉

病病原菌的研究报道较少，针对苦瓜白粉病菌生物

学特性的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苦

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为材料，采用水琼脂玻片法对

不同培养条件下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萌发情况进行

研究，探究其致死温度、最适光照、温度、相对湿度、

供氧、pH、碳氮源等培养条件，以期为苦瓜白粉病防

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苦瓜白粉病菌（P. xanthii）为海南大学园艺

学院苦瓜课题组纯化后活体保存的菌株2018-11。

采用2%水琼脂玻片（于静等，2014）培养苦瓜白粉

病菌。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温度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1. 2. 1. 1 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致死温度测定

取发病苦瓜叶片上白粉病菌分生孢子制成孢子悬浮

液（104~105个孢子/mL），分别置于35、40、45、50、55

和60 ℃（依次编号为W1~W6）的水浴锅中，悬浮液达

目标温度后保持恒温水浴10 min，然后接种于水琼

脂玻片上，对照W0不进行水浴处理，于25 ℃、相对湿

度100%的黑暗培养箱中培养，统计培养0和24 h时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its germination. Polysaccharides were not conducive to the use of conidia. Nitrogen sources in-
hibited the germination of conidia. it could inhibit their germination.【Conclusion】The optimal temperature and lethal tem-
perature for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are 25 ℃ and 48 ℃ for 10 min respectively，and they like high humidi-
ty，dark and neutral environment，aerobic and glucose，no nitrogen source is required for germination，and long wave
light quality is more conducive to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Key words：Momordica charantia；Podosphaera xanthii；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light quality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31660570，31460517）；Hainan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ZDYF2018239）；Hainan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Research Project（Hys20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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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生孢子萌发情况。根据试验结果，在无分生孢

子萌发的区段设置1 ℃梯度（依次编号为Z1~Z6），进

行二次试验，操作同上。每处理5次重复，芽管长度

超过分生孢子短径的1/2（图1）记为萌发（方中达，

2007），于20×10倍显微镜下观察统计分生孢子萌发

数，每视野40~50个分生孢子，每次统计500个分生孢子。

为更准确表示各处理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

子萌发的影响，处理前先统计已萌发的分生孢子数，

再用培养24 h后的萌发率减初始萌发率作为最终结

果。表达式：M’（t）=M（t）-M0；式中，M’为最终萌发率，

M为实时萌发率，t为培养时间，M0为初始萌发率。

1. 2. 1. 2 不同温度对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

响 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接种于2%水琼脂玻片上，

分别置于5、10、15、20、25、30、35和40 ℃，相对湿度

100%、全黑暗的培养箱中培养。萌发率统计：处理

前先统计已萌发的分生孢子数，再用培养6、12和

24 h后的萌发率减初始萌发率作为最终结果。

1. 2. 2 不同湿度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

影响 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接种于2%水琼脂玻片

上，分别置于相对湿度为20%、32%、55%、65%、81%

和93%，温度25 ℃、全黑暗的培养箱中培养，以

25 ℃、相对湿度100%、全黑暗处理为对照，统计并

计算培养6、12和24 h分生孢子的萌发率，萌发率统

计同1.2.1.2。

1. 2. 3 不同光环境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

的影响

1. 2. 3. 1 不同光周期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

发的影响 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接种于2%水琼脂

玻片上，分别置于全黑暗、3 h光暗交替和全光照

［100 μmol/（m2·s）］，25 ℃、相对湿度100%的培养箱

中培养。萌发率统计同1.2.1.2。

1. 2. 3. 2 不同光质对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

响 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接种于2%琼脂片上，分别

置于不同光质（紫光400~440 nm、蓝光440~485 nm、

绿光500~565 nm、黄光565~590 nm和红光620~740

nm），25 ℃、相对湿度100%条件下培养，以全黑暗为

对照。萌发率统计同1.2.1.2。

1. 2. 4 不同酸碱环境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

发的影响 用已灭菌的1 mol/L氢氧化钠和盐酸配

制pH为3~12的2%水琼脂玻片，梯度为1。分别将白

粉病菌分生孢子接种于不同酸碱度的2%水琼脂玻

片上，在25 ℃、相对湿度100%、全黑暗的培养箱中

培养。萌发率统计同1.2.1.2。

1. 2. 5 不同供氧条件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

发的影响 设不同供氧处理：（1）将分生孢子粘贴于

无菌载玻片上，使分生孢子处于充分供氧状态；（2）

将分生孢子粘附在凹玻片的水滴表面使分生孢子处

于部分供氧状态；（3）将盖玻片放置于凹玻片水滴上

使分生孢子处于无氧状态。在25 ℃、相对湿度

100%、全黑暗的培养箱中培养，萌发率统计同

1.2.1.2。

1. 2. 6 不同碳、氮源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

萌发的影响

1. 2. 6. 1 不同碳源对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

响 以每100 mL水琼脂中加入2 g葡萄糖的碳含量

为标准，设葡萄糖、D-果糖、甘露醇、麦芽糖、蔗糖、淀

粉和D-木糖处理；将不同碳源加入到水琼脂中，以只

加入去离子水的2%水琼脂玻片为对照，在25 ℃、相

对湿度100%、全黑暗的培养箱中培养，萌发率统计

同1.2.1.2。

1. 2. 6. 2 不同氮源对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

响 以每100 mL水琼脂中加入2 g尿素的氮含量为

标准，设硝酸钾、硝酸铵、硫酸铵、L-赖氨酸、甘氨酸、

谷氨酸和尿素处理，以只加入去离子水的2%水琼脂

玻片为对照，在25 ℃、相对湿度100%、全黑暗的培

养箱中培养。萌发率统计同1.2.1.2。

1. 3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0和SPSS 22.0对试验数据进行统

图 1 水琼脂玻片上萌发的白粉病菌分生孢子（比例尺=1 nm）
Fig.1 Germinated bitter gourd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n water agar slide（scale=1 nm）

框选分生孢子为萌发孢子
The conidia in the frame were germinated con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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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采用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进行多组

样本间的差异显著性分析，并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温度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2. 1. 1 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致死温度测定结果

由表1可知，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悬浮液置于不同温

度水浴锅中恒温水浴10 min后，35~45 ℃处理均有

分生孢子萌发，50~60 ℃处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

24 h萌发率接近于0，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0.05，下

同），可以判定苦瓜白粉病菌致死温度在45~50 ℃。

在45~50 ℃区间内，以1 ℃为梯度进行二次试验，结

果（表2）显示，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24 h萌发率随温

度上升而下降，45~47 ℃处理的萌发率均显著高于

49~50 ℃处理，48~50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由此推

断苦瓜白粉病菌致死温度为48 ℃ 10 min。

2. 1. 2 温度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

响 由图2可知，在培养24 h内，5 ℃处理下无分生

孢子萌发；培养12 h时以25 ℃处理白粉病菌分生孢

子萌发率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处理（P<0.05，下同），

其次为20和30 ℃处理，两者间萌发率无显著差异；

培养24 h时也是以25 ℃处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

发率最高，为27.26%，其次为20和30 ℃处理，三者间

差异显著，且三者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由此可见，

20~30 ℃较适宜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25 ℃

为最适宜萌发温度。

2. 2 相对湿度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

影响

由图3可知，在设计的相对湿度环境下，苦瓜白

粉病菌分生孢子均能萌发，其中，培养6 h时相对湿

度65%条件下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最高，为7.03%，但

与其他湿度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培养12 h时，以相对

湿度93%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最高，且显著高于

相对湿度32%及以下湿度处理；培养24 h时，以相对

湿度100%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最高，为27.26%，

其次为93%处理（24.14%），两者间无显著差异，但两

者均显著高于其他湿度处理。表明苦瓜白粉菌分生

孢子萌发的适宜湿度为93%~100%，81%以下不利于

其萌发。处理编号
Treatment No.
W0

Z1

Z2

Z3

Z4

Z5

Z6

处理温度（℃）
Treatment temperature

-
45
46
47
48
49
50

24 h萌发率（%）
24 h germination rate

27.263±0.936a
2.000±0.179b
0.800 ±0.126c
0.733±0.103c
0.433±0.081cd
0.067±0.103d
0.033±0.081d

处理编号
Treatment No.
W0

W1

W2

W3

W4

W5

W6

处理温度（℃）
Treatment temperature

-
35
40
45
50
55
60

24 h萌发率（%）
24 h germination rate

27.263±0.936a
3.167±0.233b
2.200±0.103c
2.000±0.179c
0.033±0.081d
0.000±0.000d
0.000±0.000d

表 1 不同温度下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Ⅰ）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treatments on germi-
nation rate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Ⅰ）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2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
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表 2 不同温度下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Ⅱ）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treatments on germi-
nation rate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Ⅱ）

图 2 不同温度培养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incubating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同一培养时间的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图3~
图9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for the same inoculation time rep-
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3-
Fi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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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湿度培养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incubating in different relative humidities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萌
发
率
（

%
）

G
er

m
in

at
io

n
ra

te

培养时间（h）Incubation time

6 12 24

20%
32%
55%
65%
81%
93%
100%

相对温度 Relative humidity



3期 ·575·

3校

图 4 不同光照时间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different lighting times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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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光质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incubating in different light spectrums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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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不同光环境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

影响

2. 3. 1 光周期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

响 由图4可知，在培养0~24 h内，全黑暗处理白粉

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均高于其他两个处理，其中在

培养12和24 h时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处理；3 h光暗交

替处理的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始终位于3个处

理中间，且均与全光照处理无显著差异。表明黑暗

环境适于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光照对其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2. 3. 2 不同光质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

影响 由图5可知，不同波长的光质对苦瓜白粉病菌

分生孢子萌发存在一定影响。培养6 h时，红、蓝光

波段下的分生孢子萌发率与对照间无显著差异，其

中蓝光、对照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均显著高于绿、

黄和紫光处理，紫光处理下分生孢子萌发率为0。培

养12 h时，以绿光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最高，为

14.51%，其次为红光和对照处理，但处理间无显著差

异；以紫光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最低，除与蓝光处

理差异不显著外，均显著低于其他光质处理。培养

24 h时，以对照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最高，显著高

于其他光质处理，其次为绿光、黄光和红光处理，三

者间差异不显著；以紫光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最

低，均显著低于其他光质处理。表明长波光质较短

波光质更有利于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

2. 4 pH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由图6可知，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在pH 3~12

下均能萌发，经过6、12和24 h培养后，除12 h、pH 7

外，其余时间段pH为6、7和8处理的分生孢子萌发率

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培养24 h后，碱性水琼脂玻片

上的分生孢子萌发率高于酸性水琼脂玻片。表明苦

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适合萌发的pH区间为6~8，最

适萌发pH为7。

2. 5 不同供氧条件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

的影响

由图7可知，在培养24 h内，无氧处理下苦瓜白

粉病菌分生孢子几乎不萌发，全氧处理则显著高于

半氧和无氧处理，在培养6~12 h期间，全氧处理下的

分生孢子萌发率从2.63%增长到21.13%，增幅为

18.50%（绝对值，下同），半氧仅增长3.00%，此时全

氧处理分生孢子萌发率为半氧处理的5.51倍；培养

24 h时，全氧处理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为半氧

处理的2.15倍。表明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喜氧，

氧环境利于其萌发。

2. 6 不同碳氮源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

影响

2. 6. 1 碳源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由图8可知，培养6 h时，以甘露醇、蔗糖和麦芽糖为

碳源处理的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显著高于对

照、D-木糖和淀粉处理；培养12 h时，对照处理的白

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显著高于以D-木糖为碳源的

处理，与其他处理间无显著差异，此时以甘露醇、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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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酸碱环境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different acid and alkali environments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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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糖和蔗糖为碳源处理的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

较高；培养24 h后，对照处理的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

发率增长迅速，显著高于以D-果糖、D-木糖和淀粉为

碳源处理，此时以葡萄糖为碳源处理的分生孢子萌

发率最高，且与对照及以麦芽糖、蔗糖和甘露醇为碳

源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表明苦瓜白粉病菌喜葡萄

糖环境，单糖中甘露醇有一定的促进萌发作用，二糖

的蔗糖和麦芽糖作为碳源表现均较优，多糖不利于

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萌发。

2. 6. 2 氮源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由图9可看出，7个添加不同氮源处理经过6、12和

24 h培养后彼此间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率均无显

著差异，且均显著低于对照，添加氮源的处理其分生

孢子萌发率均极低，其中L-赖氨酸处理呈缓慢增长

趋势，甘氨酸处理培养6 h后几乎不变。表明氮源会

抑制苦瓜白粉菌分生孢子萌发。

3 讨论

白粉病是瓜类蔬菜生产中最主要的病害之一，

其会抑制苦瓜生长，导致苦瓜早衰、减产及品质下降

（McGrath，1996）。海南省冬季反季节瓜菜生产对

丰富内地的菜篮子起重要作用，但每年11月—翌年3

月是瓜类白粉病发生高峰期，苦瓜生产者用于防治

白粉病的农药成本占生产成本的20%以上（田丽波，

2015）。解决白粉病危害需要多种途径协作，本研究

致力于通过对苦瓜白粉病菌生物学特性研究，了解

白粉病菌的基本特性，既可为苦瓜白粉病的物理和

化学防治提供新思路，也为较好地保存白粉病菌提

供依据。

海南地区苦瓜白粉病优势病原菌为单囊壳白

粉病菌生理小种2F，此生理小种也是引起其他瓜类

白粉病的一个主要病原物，其与茄白粉病菌苍耳叉

丝单囊壳（Podosphaera xanthii）病原种相同，分生孢

子萌发的条件基本相似，但与茄白粉病菌苍耳叉丝

单囊壳菌的致死温度不同，茄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

致死温度为52 ℃，可能是由于地区环境特点及生理

小种不同所致（于静等，2014）。本研究结果表明，单

囊壳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最适温度为25 ℃，温度

过高或过低均会导致分生孢子萌发率下降，低于

5 ℃不萌发。在菌种保存中可利用最佳温度进行培

养，以提高分生孢子萌发率；而在白粉病预防中，可

利用分生孢子的致死温度为48 ℃进行高温闷棚，密

切注意棚内温度，使棚内温度达48 ℃并持续处理10

min，杀死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以控制白粉病的发

生。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适宜的相对湿度区

间为93%~100%，81%以下不利于其萌发；高湿更适

合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低湿对其有一定程

图 9 不同氮源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9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ources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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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供氧条件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different oxygen supply conditions on the ger-

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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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碳源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wdery mildew conidia of bitter g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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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抑制作用。对于菌株保存，接种初期孢子能否

萌发对接种成功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培

养箱内湿度要控制在80%~95%，方能使植株与白粉

病菌共同生长；而温室生产中为了预防白粉病发生，

最好使环境湿度保持在81%以下。

全氧条件下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萌发率

显著优于无氧条件。苦瓜白粉病菌是严格意义上的

需氧真菌，在白粉病菌活体保存中适当保持植株距

离，使其获得充分供氧，培养箱或培养室要定期换

气，满足分生孢子萌发所需氧气。苦瓜白粉病菌分

生孢子在pH 6~8区间内的萌发率相对较高，喜中性，

pH≥9或pH≤5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有一定

抑制作用。烟草白粉病病原菌Golovinomyces oron-

tii在pH 5~8内的萌发率较高（邢荷荷等，2015），与苦

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高度相似；而番茄白粉病病原

新番茄粉孢菌在pH 3~12的条件下分生孢子萌发率

较高（刘淑艳等，2012）。苦瓜白粉病菌对碱性环境

适应性更强，中强酸、碱对分生孢子的萌发有抑制作

用，活体保存菌株时，叶面喷中性水，控制pH在中性

环境，更利于分生孢子萌发。

全黑暗条件最适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

而烟草白粉病病原菌G. orontii对光照时间不敏感

（邢荷荷等，2015）。在防治苦瓜白粉病时可给予其

长时间的光照，以抑制分生孢子萌发；而在苦瓜白粉

病菌保存中，在孢子萌发初期可利用全黑暗环境使

其最大程度萌发，以快速侵染活体植株，后期调整成

植株正常生长的光照时间，以利植物生长，可长时间

使植株与白粉病菌共存。光质对真菌的影响在一些

食用菌及药用真菌上有研究（刘明月等，1997；章明

晔，2016），目前已发现蓝光感应系统、红光感应系统

和视黄醛类的视蛋白系统（Purschwitz et al.，2006）。

光质对不同病原菌的生长发育有不同的作用，本研

究初步探索紫光400~440 nm、蓝光440~485 nm、绿

光500~565 nm、黄光565~590 nm和红光620~740 nm

对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发现波长

400~440 nm的紫光对其萌发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蓝

光的抑制作用次之，红、黄、绿光对其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光照对白粉病菌分生孢子的抑制作用主要是

来源于可见光的短波辐射，与灰霉、青霉和拟茎霉属

的孢子生长相似，其生长受蓝光抑制（Cerdá-Olme-

do，2001；Liao et al.，2013），此结果的机理有待进一

步研究。白粉病高发预警期间，可据此在苦瓜生产

中补照蓝光和紫光，以抑制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

对植物生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达到双赢。

与其他白粉病菌相似，苦瓜白粉病菌在营养物

质的利用方面更喜欢单糖和双糖，多糖会抑制其萌

发，葡萄糖是最佳碳源；对于白粉病菌活体保存，无

需再额外添加碳源促进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无

论有机氮源还是无机氮源均会不同程度地抑制苦瓜

分生孢子的萌发，说明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不利

用此类氮源。因此，在菌种保存中，应尽量降低叶面

氮肥的施用；生产中可利用氮源抑制分生孢子萌发

这一特性进行氮肥叶面补充，以控制白粉病菌的扩

散侵染。

4 结论

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最适温度和致

死温度分别为25 ℃和48 ℃ 10 min，喜高湿、黑暗和

中性环境，好氧，喜葡萄糖，萌发不需氮源，长波光质

较短波更有利于苦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萌发。因

此，苦瓜生产中可用叶面喷施氮肥、补充短波光及保

持叶面无水滴等措施防治白粉病；在生产空闲期间，

利用高温闷棚消灭温室内部白粉病菌分生孢子，从

而切断内部传染源，达到物理预防和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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