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茴香挥发物对三七根腐病菌的抑制活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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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茴香挥发物对三七主要根腐病菌的抑制活性及主要抑菌物质，为利用茴香与三七多样性种植

防控三七根腐病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茴香茎叶挥发物对3种三七根腐病菌（茄腐镰刀菌F-

3、恶疫霉菌D-1和毁灭柱孢菌RS006）的抑制活性；收集茴香挥发物并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挥发

物成分及其相对含量；通过化合物抑菌活性测定明确挥发物中主要的抑菌物质。【结果】茴香茎叶挥发物对3种三七根

腐病菌（F-3、D-1和RS006）菌丝生长的抑制活性均随着用量的增加而增强，且对D-1和RS006的抑制能力强于F-3；当

用量达2.0 g/皿时，茎部挥发物对F-3、D-1和RS006的抑制率分别为14.50%、66.10%和85.90%；叶部挥发物对F-3、D-1

和RS006的抑制率分别为15.20%、67.60%和79.10%。GC-MS分析表明，茴香挥发物中主要是烯烃类（39.47%）和萜烯

类（25.68%）物质，主要的单体成分为1,6-二甲基-1,5环辛二烯（36.82%）、4-烯丙基苯甲醚（17.05%）、萜品油烯

（9.28%）、茴香脑（7.68%）和罗勒烯（5.19%）等。挥发物单体抑菌活性测定结果表明，4-烯丙基苯甲醚的抑菌活性较

强，在1200 mL/m3时对F-3和RS006的抑制率分别为48.59%和86.17%，在800 mL/m3时对D-1的抑制率已达100.00%。

【结论】茴香挥发物能较好地抑制三七根腐病菌生长，主要的抑菌单体成分为4-烯丙基苯甲醚，可利用茴香与三七进

行间作或套作以防控根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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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activities test and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identification of fennel volatiles against the growth of

Panax notoginseng root rot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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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inhibitory activity and main components of fennel volatiles against root rot pathogens of
Panax notoginseng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ducing root rot of P. notoginseng by crop diversity
planting.【Method】First，the mycelium growth rate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antifungal activity of fennel stems
and leaves volatiles against P. notoginseng root rot poathogens（Fusarium solani F-3，Phytophthora cactorum D-1 and
Cylindrocarpon destructans RS006）. Then，the volatil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ir components and relative contents were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 Finally，the main antifungal substances in the volatil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inhibitory activity.【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hibitory rate of fennel stems and leaves
against the mycelial growth of pathogens（F-3，D-1 and RS006）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osage，and the inhibitory
strength against D-1 and RS006 was stronger than that against F-3. The inhibition rates of stem volatiles against F-3，
D-1 and RS006 were 14.50%，66.10% and 85.90% respectively，and that of leaf volatiles were 15.20%，67.6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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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三七（Panax notoginseng）是我国特

有的名贵中药材，云南是其原产地和主产地，是云南

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核心品种（崔秀明和

黄璐琦，2018）。目前，三七种植面临严重的连作障

碍问题，根腐病暴发是主要表现形式，严重影响三七

的产量和质量（吴凤云等，2017；张红瑞等，2018）。

作物多样性种植是控制病害行之有效的方法，多样

性种植的方式包括轮作、间作、套作和伴生种植等

（杨静等，2012）。实际生产中，轮作是缓解三七连作

障碍最常用的方法（张子龙等，2015），但作物与三七

轮作周期长，往往需要15~20年才可再次种植三七

（余前进，2015）。因此，筛选适宜的多样性种植作

物，利用不同作物对非寄主病原菌的抑制能力与三

七进行间作、轮作或伴生种植，可作为一种生态友好

型的病害控制方式推广应用。【前人研究进展】自

1986年以来，研究明确了三七根腐病的主要病原，包

括真菌、卵菌、细菌和线虫等20多种，其中真菌是最

重要的病原，主要包含镰刀菌属（Fusarium）、土赤壳

属（Ilyonectria）和疫霉属（Phytophthora）等病原物

（Liu et al.，2019）。挥发是植物化感作用的形式之

一，挥发物是植物—微生物互作的重要物质载体

（Sharifi and Ryu，2018）。利用作物挥发物抑制病原

菌的特性进行病害控制是有效的方式。据文献报

道，西芹挥发物对黄瓜枯萎病菌有化感抑制作用，且

化感效果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陈磊等，2012）；葱属

作物的挥发物可抑制包括三七根腐病菌在内的多种

植物病原菌的菌丝生长（杨敏等，2013；张伟等，

2013）；香蕉与细香葱间作或轮作可有效控制香蕉枯

萎病，其作用机理为细香葱的挥发物中含有抑制香

蕉枯萎病病原菌的物质（Zhang et al.，2013）。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Mill.）为伞形科茴香属草本香

料植物，其果实、根、茎和叶均可药食两用，茴香提取

液主要成分有精油、黄酮、糖苷、甾醇及生物碱等物

质（韩光顺等，2018）。茴香与扁豆间作，能显著降

低扁豆根腐病的发病率（Abdel-Monaim and Abo-

Elyousr，2012）；茴香与甜瓜轮作不仅可抑制枯萎病

菌的生长和繁殖，改善土壤环境，还能降低甜瓜产生

的化感自毒物质酚酸，缓解甜瓜连作障碍（王素娜，

2017）；此外，还有研究证明茴香挥发物对真菌、细菌

等微生物具有抑菌作用（王建清等，2011；何新萍等，

2012；马江锋和曾红，2016）。【本研究切入点】茴香挥

发物具有抑菌活性，与其他作物间作或轮作具有较

好的防控土传病害效果，能否利用茴香与三七进行

多样性种植以缓解三七根腐病尚不明确。【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茴香茎叶挥发

物对三七主要根腐病菌的抑制活性，收集茴香挥发

物并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鉴定挥

发物单体物质，测定挥发物中主要单体化合物对三

七根腐病菌的抑制效果，明确茴香挥发物对三七根

腐病菌的抑制效果及主要活性物质，为利用茴香与

三七间作或套作防控三七根腐病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供试菌株 供试三七根腐病菌株为茄腐镰

刀菌（F. solani）F-3、恶疫霉菌（P. cactorum）D-1和毁

灭柱孢菌（Cylindrocarpon destructans）RS006，均由

云南农业大学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病虫害控制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提供。

1. 1. 2 供试植物材料 茴香植株，品种为四季茴

香，生长时间约60 d，购自农贸市场。

1. 1. 3 供试培养基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PDA）：用于培养F-3和RS006；胡萝卜培养基（CA）：

用于培养D-1。

1. 1. 4 供试标准品 月桂烯［含稳定剂BHT，纯

度>70.0%，梯希爱（上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79.10% respectively when the dosage was 2.0 g/dish. GC-M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in volatiles of fennel were alkenes
（39.47%）and terpenes（25.68%），and the main monomers were 1,6-dimethyl-1,5-cyclooctadiene（36.82%），estragole
（17.05%），1-methyl-4-（1-methylethylidene）-cyclohexene（9.28%），anethole（7.68%），β-ocimene（5.19%）. The antifungal
activity results of volatile monomers showed that estragole exhibited stronger inhibitory ability，the inhibitory rates
against F-3 and RS006 were 48.59% and 86.17% respectively at 1200 mL/m3 and the inhibition rate against D-1 reached
100.00% at 800 mL/m3.【Conclusion】Fennel volatiles have good inhibitory effects against the growth of root rot patho-
gens of P. notoginseng and estragole is the main antifungal component. There is certain potential to control the root rot by
intercropping or interplanting fennel with P. notoginseng.

Key words：fennel；volatile；Panax notoginseng；root rot pathogens；estragole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31760535）；Young and Middle-aged Academic

and Technical Leaders Reserve Programme in Yunnan（202005AC160045）；Yunnan Eco-friendly Food International Coo-
peration Research Center Project（2019ZG00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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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萜品烯［纯度>95.0%，梯希爱（上海）化成工业发展

有限公司］、罗勒烯（纯度≥90%，SIGMA-ALDRICH）

和4-烯丙基苯甲醚［纯度>98.0%，梯希爱（上海）化成

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茴香挥发物抑菌活性测定 采用菌丝生长

速率法测定。取供试茴香茎叶部分，先用3%次氯酸

钠表面消毒3 mim，随后用无菌水冲洗5次。将茎和

叶分开，分别切成约5 mm长的小段置于灭菌培养皿

中备用。在制备好的培养基平板中央接种直径为

5 mm的病原菌菌饼，在灭菌天平上称取植物组织放

入培养皿盖上并均匀铺开（皿盖上提前放置1片灭菌

纸用于放置茎叶组织）。茎和叶分别设置0.5、1.0和

2.0 g/皿3个水平，以不放植物组织的平板作为空白

对照，每处理3次重复。将培养皿用封口膜密封后倒

置放于28 ℃恒温培养箱中黑暗培养，待对照菌落长

到培养皿直径的2/3时，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

径，并按以下公式计算抑制率（杨敏等，2013）。

抑制率（%）=（对照菌落平均直径-处理菌落平

均直径）/对照菌落平均直径×100

1. 2. 2 供试植物挥发物收集 将3 kg茴香茎叶切

成5 mm左右小段，置于自制收集装置收集挥发物

（刘海娇等，2018）。收集装置利用空气泵将挥发物

带入装有吸附树脂的吸附柱中，连续收集24 h后，将

吸附柱取下并用正己烷洗脱3次，合并收集洗脱液，

利用旋转蒸发仪进行减压浓缩后氮吹浓缩至干，再

用甲醇溶解后过0.22 μm有机滤膜，避光保存备用。

1. 2. 3 挥发物成分GC-MS分析 收集到的挥发物

用GC-MS（岛津GC-MS-QP 2010，ultra）进行分析。

GC分析条件：SH-Rxi-5Sil MS色谱柱（30.0 m×0.25

mm×0.25 μm）；起始柱温40 ℃，以3.0 ℃/min升温至

80.0 ℃后，以5.0 ℃/min升温至260.0 ℃，保持30.00

min；载气为氦气，进样口温度250.0 ℃，进样量2 μL，

按分流比10∶1分流进样。MS分析条件：EI电离源，

离子源温度230 ℃，接口温度250 ℃，扫描范围35~

500 m / z，采集方式Scan，扫描间隔0.30 s。根据

NIST14s谱图库中的保留时间检索对比鉴定挥发物

的成分，并通过不同化合物峰面积的百分比确定相

对含量。

1. 2. 4 茴香挥发物单体抑菌活性测定 将1.5 mL

离心管的盖子剪下进行灭菌，在制备好的培养基平

板中央先接种直径5 mm的菌饼，再分别加入10、20、

40和60 μL挥发物标准品到离心管盖子中，并置于培

养皿盖上，使其在培养皿中的终浓度为200、400、800

和1200 mL/m3，以不加标准品为对照，每处理4次重

复。培养条件及抑制率计算方法同1.2.1。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利用Excel 2010和SPSS 18.0进行统计

分析并绘图，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和独立样本t

检验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茴香挥发物抑菌活性分析结果

茴香的茎和叶挥发物对3种供试根腐病菌的抑

制活性随着用量的增加而增强（图1）。在本试验所

设水平下，茴香的茎对RS006（图1-E和图1-F）和D-1

（图1-C和图1-D）表现为低促高抑的浓度效应，即在

最低用量0.5 g/皿时促进病原菌生长，当用量增加到

1.0和2.0 g/皿时可抑制病原菌的生长；最大用量2.0

g/皿时，茎部挥发物对F-3、D-1和RS006的抑制率分

别为14.50%、66.10%和85.90%，叶部挥发物对F-3、

D - 1和RS006的抑制率分别为 15.20%、67.60%和

79.10%。综合3个浓度分析（表1），茴香茎挥发物对

F-3、D-1和RS006的抑菌活性与茴香叶挥发物对3种

根腐病菌的抑制活性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

2. 2 茴香挥发物单体成分分析结果

由于茴香茎和叶挥发物对三七根腐病菌的抑

制活性无显著差异，因此将茴香茎、叶合并收集挥发

物。试验共检测到104种化学成分，以下仅列出相似

度≥80%且相对峰面积≥0.1%的组分，共28种，分别属

于烯烃类、萜烯类、醚类、羧酸酯类、醇类、烷烃类、苯

环类和酮类，总相对含量为95.83%。其中，烯烃类物

质相对含量最高，为39.47%，包含10种物质；萜烯类

共有8种物质，相对含量25.68%；醚类有2种物质，相

对含量 24.73%；羧酸酯类有 3种物质，相对含量

4.91%；其他为醇类、烷烃类、苯环类和酮类，相对含

量及物质种数分别为0.45%（1种）、0.24%（2种）、

0.23%（1种）和0.12%（1种）。所有物质中，相对含量

大于1.00%的挥发物有10种，分别为1,6-二甲基-1,5

环辛二烯（36.82%）、4-烯丙基苯甲醚（17.05%）、萜品

油烯（9.28%）、茴香脑（7.68%）、罗勒烯（5.19%）、γ-萜

品烯（4.74%）、（1S-exo）-1,3,3-三甲基双环［2.2.1］庚

烷-2-醇乙酸酯（4.14%）、月桂烯（2.10%）、2-甲基-5-

异丙基双环［3.1.0］己-2-烯（1.83%）和罗勒烯异构体

混合物（1.60%）（表2）。

2. 3 茴香中主要挥发物单体抑菌活性分析结果

在相对含量排前10的挥发物单体中，选取相似

度≥95%的4种单体化合物月桂烯、γ-萜品烯、罗勒烯

和4-烯丙基苯甲醚，测定该4种单体化合物对三七根

腐病菌的抑制活性。由图2可知，4种挥发物单体中，

刘海娇等：茴香挥发物对三七根腐病菌的抑制活性及抑菌物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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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月桂烯对F-3和D-1无抑制活性外，其他3种化合物

对供试根腐病菌均有抑制活性，但抑菌能力存在差

异。4-烯丙基苯甲醚对3种病原菌的抑制活性最强，

且抑制率随浓度的升高显著增加，对F-3和RS006在

供试最高浓度1200 mL/m3时其抑制率分别达48.59%

和 86.17%，在 800 mL / m3 时对D -1的抑制率已达

100.00%。γ-萜品烯对RS006的抑制活性较强，其抑

制率为54.01%~63.14%，对F-3和D-1在供试最高浓

度下其抑制率低于25.00%。罗勒烯对F-3和D-1的抑

制活性与γ-萜品烯类似，对RS006表现出低促高抑现

象，但促进或抑制作用均较弱。月桂烯仅对RS006

表现出抑制活性，但抑制活性不强，在供试最高浓度

下其抑制率为26.36%。

3 讨论

三七根腐病是一类极难防治的土传病害，已成

为限制三七健康生产的瓶颈问题。与作物合理轮作

病原菌 Pathogen
F-3
D-1
RS006

F值 F value
0.001
0.162
1.254

P值 P value
0.237
0.718
0.944

图 1 茴香茎和叶挥发物对3种根腐病菌的抑菌活性
Fig.1 Inhibitory activity of fennel volatiles in stem and leaf against three root rot pathogens

A和B：茴香茎、叶挥发物对F-3的抑制活性；C和D：茴香茎、叶挥发物对D-1的抑制活性；E和F：茴香茎、叶挥发物对RS006的抑制活性。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组织不同用量差异显著（P<0.05）

A and B：Inhibitory activity of fennel volatiles in stem and leaf against F-3；C and D：Inhibitory activity of fennel volatiles in stem and leaf against P.
cactorum D-1；E and F：Inhibitory activity of fennel volatiles in stem and leaf against RS006.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dosages of stems or leaves（P<0.05）

表 1 茴香茎和叶挥发物对3种根腐病原菌的抑菌效果差异
分析
Table 1 Difference analysis for inhibitory effects of fennel
volatiles in stem and leaf against three root rot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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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减轻三七根腐病危害的有效措施之一。本研究结

果显示，茴香茎叶挥发物对供试根腐病菌具有较强

的抑制活性。在高用量2.0 g/皿时，茴香茎部挥发物

对D-1和RS006的抑制率分别达66.10%和85.90%，

茴香叶部挥发物对D-1和RS006的抑制率也分别达

67.60%和79.10%。已有研究证实，葱属作物（大蒜、

洋葱、葱和韭菜）的挥发物和浸提液对引起三七根腐

病的恶疫霉菌和腐皮镰孢菌均具有明显的抑制效

果，葱属作物可用作轮作作物控制三七根腐病（张伟

等，2013）；茴香与扁豆间作可显著降低由立枯丝核

菌（Rhizoctonia solani）和茄腐镰刀菌（F. solani）引起

的扁豆根腐病（Abdel - Monaim and Abo - Elyousr，

2012）；茴香组织挥发物对烟草疫霉菌菌丝生长有抑

制作用，生产上可利用茴香与烟草合理轮作或间作

来控制烟草黑胫病的发生和危害（方玉婷等，2015）；

茴香与甜瓜轮作对降低甜瓜的连作障碍也有较好的

效果（王素娜，2017）。因此，利用茴香与三七间作、

套作或将茴香翻埋进三七连作土中，可对根腐病菌

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减轻三七根腐病的发生

和危害，但其具体防控效果还需田间试验进一步

验证。

茴香挥发物中的绝大部分物质为烯烃类、萜烯

类、醚类和羧酸酯类等，进一步分析发现，4-烯丙基

苯甲醚是挥发物中相对含量较高且抑菌活性较好的

单体物质。已有的对茴香挥发物的研究多集中在其

干燥果实小茴香中，高莉等（2007）采用水蒸气蒸

馏法获取小茴香挥发油，其主要成分为反式茴香脑、

α-水芹烯和爱草脑（即4-烯丙基苯甲醚），抑菌试验

结果表明，小茴香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好

的抑菌效果；马爱云等（2017）测定了茴香组织中的

挥发性成分，发现茴香叶和花精油中含有柠檬烯、反

式茴香脑和α-蒎烯等，茴香精油中的反式茴香脑、茴

香醛和4-烯丙基苯甲醚等具有较强的抑菌活性。本

研究中，4-烯丙基苯甲醚对供试根腐病菌也具有较

好的抑菌活性，在最高供试浓度时对根腐病菌F-3、

D-1和RS006的抑制率分别达48.59%、100.00%和

化合物类别
Compound type
烯烃类 Alkene

萜烯类 Terpene

醚类 Ethers

羧酸酯类 Carboxylic acid esters

醇类 Alcohol
烷烃 Alkane

苯环类 Benzene
酮类 Ketone

名称
Compound name

1,6-二甲基-1,5环辛二烯 1,6-dimethyl-1,5-cyclooctadiene
大牛儿烯D Germacrene D

2,6-二甲基-2,4,6-辛三烯（E,Z）-2,6-dimethyl-2,4,6-octatriene
反-α-佛手烯 Trans-α-bergamotene

（+）-氧化柠檬烯
1-methyl-4-（1-methylethenyl）-7-oxabicyclo［4.1.0］heptane

（E）-7,11-二甲基-3-亚甲基-1,6,10-十二碳三烯（E）-β-famesene
1-十一烯 1-undecene

新植二烯 Neophytadiene
2-（己炔-1-基）-3-甲氧基亚甲基-环氧乙烷

2-（hexyn-1-yl）-3-methoxymethylene-oxirane
α-可巴烯 α-copaene

萜品油烯 1-methyl-4-（1-methylethylidene）-cyclohexene
罗勒烯 β-ocimene
γ-萜品烯 γ-terpinene
月桂烯 β-myrcene

2-甲基-5-异丙基双环［3.1.0］己-2-烯
2-methyl-5-（1-methylethyl）-bicyclo［3.1.0］hex-2-ene

罗勒烯异构体混合物（Z）-3,7-dimethyl-1,3,6-octatriene
（+）-4-蒈烯（+）-4-carene

α-蒎烯 α-pinene
4-烯丙基苯甲醚 Estragole

茴香脑 Anethole
（1S-exo）-1,3,3-三甲基双环［2.2.1］庚烷-2-醇乙酸酯

（1S-exo）-1,3,3-trimethyl-bicyclo［2.2.1］heptan-2-ol acetate
1,3,3-三甲基双环［2.2.1］庚-2-基戊酸酯

1,3,3-trimethylbicyclo［2.2.1］hept-2-yl pentanoic acid ester
1,3,3-三甲基-双环［2.2.1］庚-2-醇乙酸酯 Fenchyl acetate

葑醇 Fenchol
2,6-二甲基-十七烷 2,6-dimethyl-heptadecane

Α-环氧蒎烷 2,7,7-trimethyl-3-oxatricyclo［4.1.1.0（2,4）］octane
邻-异丙基苯 O-cymen

2-甲基-5-（1-甲基乙烯基）环己酮
Trans-2-methyl-5-（1-methylethenyl）-cyclohexanone

分子式
Molecular formula

C10H16

C15H24

C10H16

C15H24

C10H16O

C15H24

C11H22

C20H38

C10H14O2

C15H24

C10H16

C10H16

C10H16

C10H16

C10H16

C10H16

C10H16

C10H16

C10H12O
C10H12O
C12H20O2

C15H26O2

C12H20O2

C10H18O
C19H40

C10H16O
C10H14

C10H16O

相似度（%）
Similarity

81
94
97
97
97

94
97
96
84

95
95
95
97
97
95

97
96
97
98
97
94

83

89
96
90
96
93
96

相对含量（%）
Relative amount

36.82
0.80
0.31
0.31
0.28

0.25
0.21
0.19
0.16

0.14
9.28
5.19
4.74
2.10
1.83

1.60
0.53
0.41
17.05
7.68
4.14

0.66

0.11
0.45
0.14
0.10
0.23
0.12

表 2 茴香挥发物的主要单体成分
Table 2 The main compounds identification in fennel vola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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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7%。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商用农药相比，4-烯

丙基苯甲醚的抑菌活性不算强，如以异硫氰酸烯丙

酯为主要成分的辣根素，其对禾谷镰刀菌（F. gra-

minearum）和立枯丝核菌等10余种植物病原真菌及

瓜果腐霉（Pythium aphanidermatum）、辣椒疫霉（P.

capsici）等卵菌的菌丝生长半数有效浓度（EC50）为

0.94~24.64 μg/mL。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进一步

明确茴香挥发物不同成分间是否存在协同抑菌作

用，为深入解析茴香挥发物的抑菌机制提供参考。

4 结论

茴香挥发物对三七根腐病菌具有较好的抑制

活性，茴香挥发物中的4-烯丙基苯甲醚抑菌活性较

强，可利用茴香与三七进行间作或套作以防控根

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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