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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氯化胆碱是一种新型广效的生长调节剂，以 10 mmol·L -1 氯化胆碱处理黄瓜幼苗可明显提高

植株的株高、根长、鲜质量、干质量和叶绿素含量。诱导抗性机理研究表明：氯化胆碱处理后，黄瓜幼苗
体内 β-1，3-葡聚糖酶、几丁质酶活性及富含羟脯氨酸糖蛋白、丙二醛含量均明显上升。以白粉病菌分
生孢子接种经氯化胆碱处理过的黄瓜叶片，结果显示分生孢子萌发率较低，芽管较短，且新产生的分生孢
子串数量较少。用氯化胆碱处理黄瓜植株，可延迟和减轻黄瓜白粉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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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oline chloride is a new growth regulator. When the cucumber seedlings were treated
with 10 mmol·L -1 choline chloride，their plant height，root length，dry weight，fresh weight，and
chlorophyll content were remarkably improved．Studies on induce resistance mechanism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r activity of β-1，3-glucanase，chitinase，hydroxyproline rich glycoproteins（HRGP）and
malondialdehyde（MAD）of cucumber seedling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choline chloride．The conidiospores of Sphaerotheca fuliginea were inoculated on the cucumber leaves
treated with choline chlorid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conidiospores was decline.
The length of germ tubes was shorter and the number of new conidia strings was less than the contrast.
Choline chloride treatment on cucumber plants can delay and alleviate the occurrence of powdery mil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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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病是黄瓜（Cucumis sativus L.）生产上的主要病害之一，特别是保护地黄瓜，白粉病
的发生更为严重，一般年份损失 10%～20%，重病年损失可达 50% 以上，严重影响了黄瓜的产
量与品质（冯东昕和李宝栋，1996）。生产上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治多采用选育抗病品种和化学防治，
但育成一个新品种耗时较长，且随着人们对蔬菜生产安全的日益重视，大量的农药被限制在黄
瓜上使用。因此，寻找对环境友好，又能减轻黄瓜白粉病发生的化学物质成了病理学家们关注
的热点。
氯化胆碱是一种新型广效的生长调节剂，除能增强植物的抗逆性（杨安中，2000）、促进
根系发育、促进幼苗健壮生长、改善果实品质、提高产量（李伶俐 等，1999）外，还能提高植
物抗氧化酶活性，提高植物清除过量活性氧的能力，从而提高植物对低温的抗性（盛瑞艳 等，
2006）。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氯化胆碱对植物耐低温、弱光、干旱等逆境能力的影响（张燕 等，
2004），对于氯化胆碱在诱导植物抗病过程中的作用则鲜有报道（蒋家珍 等，2004）。本试验采
用不同浓度氯化胆碱处理黄瓜幼苗，通过测定黄瓜生长量和体内防御酶活性及抗性相关物质含
量的变化，以及接种白粉病菌后病菌孢子的萌发、芽管伸长及分生孢子串的产生等，了解氯化
胆碱诱导黄瓜抗病的机理，以期为黄瓜病害控制及氯化胆碱在生产上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于 2009～2011 年在扬州大学试验农场和本实验室进行。供试黄瓜品种为津春 4 号，购

于扬州市扬子种业有限公司。氯化胆碱购自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黄瓜白粉
病菌采自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温室发病黄瓜叶片。
1.2

氯化胆碱对黄瓜生长量的影响
待黄瓜幼苗第 3 片真叶完全展开后，分别将氯化胆碱按 6、8、10 和 12 mmol·L -1 4 种浓度

喷施于植株上，共喷 3 次，每隔 24 h 喷 1 次，以喷施蒸馏水作空白对照。第 3 次喷施后 7 d，测
量株高、根长、植株鲜质量、干质量及叶绿素含量。每处理 3 次重复，每重复 15 株。
1.3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参考邹琦（2000）的方法，并略有改动。植株 4～5 叶期时取植株第 3 片真叶，以去离子水

洗净后晾干，去掉中脉剪碎、混匀，称取 0.2 g 于研钵中，加少量石英砂、碳酸钙粉及 2～3 mL
95% 乙醇研磨至匀浆。加 95% 乙醇 10 mL，继续研磨至组织变白，静置 3～5 min。用单层滤纸
将提取液过滤至 25 mL 棕色容量瓶中，用少量乙醇冲洗研钵、研棒及残渣数次，最后连同残渣
一起倒入漏斗中过滤。用滴管吸取 95% 乙醇，将滤纸上的叶绿素全部洗入容量瓶中，直至滤纸
和残渣中无绿色为止。用 95% 乙醇定容至 25 mL，摇匀。将滤液倒入比色杯内，以 95% 乙醇为
空白对照，在波长 665 nm 和 649 nm 下测定消光度。按公式①、②分别计算叶绿素 a、b 的浓度
（mg·L -1），两式相加即得叶绿素总浓度。再按公式③计算组织中各色素的含量（用每克鲜质量
所含毫克数表示）。
C a=13.95D 665-6.88D 649

①

C b=24.96D 649-7.32D 665

②

叶绿体色素含量 =（色素浓度×提取液体积×稀释倍数）/样品鲜质量

③

式中，C a、C b 分别为叶绿素 a 和 b 的浓度；D 665、D 649 为叶绿素提取液在波长 665 nm 和 649
nm 下的消光度。
1.4

β-1，3- 葡聚糖酶（GLU）活性测定
待黄瓜幼苗第 3 片真叶完全展开后，用 10 mmol·L 氯化胆碱喷施黄瓜叶面，并分别于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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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喷施后 0、1、3、5、7、9 d，取第 3 片真叶，参照朱振家（2007）的方法进行酶活性测定。
用蒽酮法测定糖生成量，以每小时形成 1 mg 葡萄糖为 1 个酶活单位。
1.5

几丁质酶（CHI）活性测定
处理及取样方法同 1.4，测定方法参照史益敏（1999）的方法。将 N-乙酰氨基葡萄糖配成

梯度标准溶液，以吸光值为纵坐标，以 N-乙酰氨基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根据标
准曲线求出 N-乙酰氨基葡萄糖量，以每小时分解胶体几丁质产生 1 µg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酶
量为 1 个酶活单位（U）。
1.6

富含羟脯氨酸糖蛋白（HRGP）含量测定
处理及取样方法同 1.4，测定方法参照胡景江等（1999）的方法。将计算得到的羟脯氨酸

（Hyp）含量换算成 HRGP 相对含量，以每克鲜质量中 HRGP 的微克数表示。
1.7

丙二醛（MAD）含量测定
处理及取样方法同 1.4，测定方法参照邹琦（2000）的方法。用蒸馏水作参比。
C MDA（μmol·L -1）=6.45（OD 532-OD 600）-0.56OD 450
MAD 含量〔μmol·g -1（FW）〕=C MAD× 样品提取液体积 / 样品鲜质量

1.8

氯化胆碱对黄瓜白粉病菌生长发育的影响
参照 Kuzuya 等（2003）和李彩霞等（2007）的方法。待黄瓜幼苗第 3 片真叶完全展开后，

将 10 mmol·L -1 氯化胆碱溶液喷施于黄瓜植株上，共喷 2 次，间隔 24 h，以喷施蒸馏水作空白
对照，每处理 10 株。处理 24 h 后，用浓度为 1×10 6 个·mL -1 的孢子液喷雾接种。分别取接种
后 12、24、36、48、72、96、120、144 h 的黄瓜叶片，将其打成直径 5 mm 的叶盘，在 98% 的
乙醇中脱色 20 min，然后在 0.05% 曲利苯兰溶液中 95 ℃下固定 5 min。随机选 20 个叶盘，每个
叶盘在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 5 个视野（10×10），统计每视野中的孢子总数、萌发孢子数，并
测定芽管的长度；当视野中出现分生孢子串时，则计数分生孢子串数。
1.9

氯化胆碱对黄瓜白粉病的影响
于恒温室黄瓜幼苗第 2 片真叶完全展开时，用 10 mmol·L -1 氯化胆碱溶液喷施黄瓜植株，

共喷 2 次，间隔 24 h，以喷施蒸馏水作空白对照，每处理 10 株，3 次重复。第 2 次喷施氯化胆
碱 24 h 后，喷雾接种黄瓜白粉病菌孢子液（浓度为 1×10 6 个·mL -1）。
于田间大棚黄瓜幼苗第 4 片真叶完全展开时，用 10 mmol·L -1 氯化胆碱溶液喷施黄瓜植株，
共喷 2 次，间隔 24 h，以喷施蒸馏水作空白对照。每处理 10 株，3 次重复。第 2 次喷施氯化胆
碱 24 h 后，喷雾接种黄瓜白粉病菌孢子液（浓度为 1×10 6 个·mL -1）。
接种后，每天调查发病情况。病情分级标准：0 级，无病斑；1 级，病斑占叶面积的 1/5 以
下， 白 粉 模 糊 不 清；2 级， 病 斑 占 叶 面 积 的 1/5～1/3， 白 粉 较 为 明 显；3 级， 病 斑 占 叶 面 积 的
1/3～1/2，白粉层较厚、连片；4 级，病斑占叶面积的 1/2～2/3，白粉层浓厚，叶片开始变黄、坏死；
5 级，病斑占叶面积的 2/3 以上，叶片枯黄。
1.10

统计分析
采用 DPS 软计对试验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氯化胆碱对黄瓜生长和植株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8 mmol·L -1 和 10 mmol·L -1 的氯化胆碱能明显增加黄瓜植株的株高和根长，并可提高植株

的鲜质量和干质量，但浓度过低（6 mmol·L -1）或过高（12 mmol·L -1）的氯化胆碱处理与对
照均无显著差异；氯化胆碱浓度为 10 mmol·L -1 时，黄瓜植株的叶绿素含量最高，比对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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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0.21%（表 1）。说明氯化胆碱可以作为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要选用合适的
剂量。
表 1 不同浓度氯化胆碱处理对黄瓜生长量和植株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氯化胆碱浓度/mmol·L -1

株高/cm

根长/cm

鲜质量/g

干质量/g

叶绿素含量/mg·g -1

6

27.37 a

14.43 a

17.30 a

1.55 a

13.05 a

8

32.20 ab

19.97 ab

21.83 ab

2.24 b

12.87 a

10

36.53 b

22.87 b

27.26 b

2.75 b

16.70 b

12

27.60 a

15.43 a

16.30 a

1.49 a

15.70 b

蒸馏水（CK）

26.23 a

15.07 a

16.49 a

1.49 a

11.91 a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α=0.05）。

2.2

氯化胆碱对黄瓜叶片内抗病相关物质的影响
氯化胆碱处理后，除处理第 7 天的 CHI 活性外，GLU 和其他 CHI 活性均较对照有显著提高。

且 GLU 和 CHI 活性均在处理后 1 d 达最大值，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活性逐渐接近对照。氯化胆碱
处理后，黄瓜叶片内 HRGP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而 MAD 含量在处理 5 d 后才开始显著高于对照；
第 9 天时，氯化胆碱处理的 HRGP 和 MAD 含量比对照分别提高了 60.00% 和 19.87%（图 1）。
ᄥ⚓

⅛ࡂ㗲ⷝ
$)*≧ᕓ®NPMe-eI



























."%ॗ䛻®NPMeH

)3(1ॗ䛻®HeNH

(-6≧ᕓ6eNHeI














ะ⤲ऺ๕E


















ะ⤲ऺ๕E





图 1 氯化胆碱处理对黄瓜叶片内抗病相关物质的影响

2.3

氯化胆碱对黄瓜白粉病菌生长发育的影响
氯化胆碱处理后接种黄瓜白粉病菌，24 h 后，对照组分子孢子已经开始萌发，而处理组分

生孢子无萌发现象；36 h 后，对照组与处理组分生孢子萌发率已基本无差异，但处理组分生孢
子萌发产生的芽管粗短，而对照组芽管细长；120 h 后，对照组已经产生一定数量的分生孢子串，
而处理组则鲜有分生孢子串产生；144 h 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均产生了大量的分生孢子串，但处
理组分生孢子串数比对照组明显要少（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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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氯化胆碱处理对黄瓜白粉病菌生长发育的影响
A、B、C、D 和 A′、B′、C′、D′ 分别为处理和对照接菌后 24、36、120、144 h。

2.4

氯化胆碱对黄瓜白粉病的影响
恒温室试验结果表明，黄瓜幼苗经氯化胆碱处理并接种白粉病菌，5 d 后对照开始发病，而

喷施氯化胆碱处理的黄瓜幼苗 9 d 后才开始发病，且两者的病情指数差异极显著；接种 10 d 后，
喷施氯化胆碱处理的黄瓜幼苗的病情指数比对照低 94.44%（图 3-A）。
田间大棚试验结果表明，黄瓜植株经氯化胆碱处理并接种白粉病菌，6 d 后对照开始发病，
7 d 后氯化胆碱处理开始发病。此后处理与对照的病情指数均迅速上升，但经氯化胆碱处理的
黄瓜植株病害 严 重 度 要 比 对 照 低 得 多， 接 种 8、9、10 d 后 的 病 情 指 数 分 别 比 对 照 低 50.00%、
36.84% 和 23.08%（图 3-B）。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氯化胆碱处理黄瓜植株，无论是在恒温室还是在田间大棚条件下，
均可推迟和减轻白粉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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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氯化胆碱处理对黄瓜白粉病的影响
A，恒温室；B，田间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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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氯化胆碱主要应用于工业（Tetsuya et al.，2010；de Vreese et al.，2012），亦可用作动物饲

料的添加剂，同时也是一种新型广效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它具有低毒、无环境污染和入土易被
微生物降解等特点。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其在植物抗逆性、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以及促进作物生
长等方面，对植物抗病性的影响则鲜有报道。王成菊等（2004）利用氯化胆碱与多种杀菌剂复
配使用，发现其具有增效或相加作用，说明氯化胆碱可以用于植物病害的控制。本试验结果表明，
利用氯化胆碱处理黄瓜植株，可有效推迟和减轻黄瓜白粉病的发生。
氯化胆碱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增强植物的碳氮代谢（Zhu et al.，2007）和依赖叶黄素循
环的热耗散能力，减少过剩激发能的产生，从而减少活性氧的产生（农友业和何若天，1994）；
亦可提高抗氧化酶活性或抗氧化物质的含量，以提高植物清除过量活性氧的能力，从而提高植
物对低温等逆境的抗性（Harvath et al.，1981）；另外，它还可以通过提高膜脂中不饱和脂肪酸
的含量，来提高植物对低温等逆境的抗性。本试验结果表明，氯化胆碱处理后，黄瓜体内抗性
相关酶活性及抗性物质含量与对照相比均有明显提高，如 β-1，3- 葡聚糖酶、几丁质酶活性及
富含羟脯氨酸糖蛋白、丙二醛含量等。
氯化胆碱通过提高寄主植物体内与抗性相关酶类的活性及物质的含量，有效地推迟和减轻
了黄瓜白粉病的发生，这为氯化胆碱将来应用于黄瓜白粉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
于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制定了不同的黄瓜白粉病病情分级标准。黄瓜白粉病病情分
级标准有国家标准，但国家标准中将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 40% 以上统称为 9 级；另外，赫林华
等（2006）选用了另一个 9 级分级标准，聂京涛等（2011）则采用了另一个 5 级分级标准。这
些调查方法都仅视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比例来进行病情分级，没有考虑到白粉的粉层情况，都
不够全面。因此，本文在综合前人方法的基础上对黄瓜白粉病病情分级标准稍微加以改进，将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比例和病部粉层情况综合起来进行分级，以期更符合田间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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