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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结线虫侵染对不同抗性番茄品种叶片叶
绿素含量及其荧光参数的影响
李媛媛 1 王冰林 2 钱 程 1 胡玉荣 1 郑慧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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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农业科学院，山东潍坊 261071）
摘 要：以番茄品种世佳 101（高感根结线虫）和精选红桃（中抗根结线虫）为试材，采用温室盆栽苗期人工接种技术，研
究了南方根结线虫侵染对不同抗性番茄品种叶片叶绿素含量及其荧光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线虫侵染导致番茄叶片叶绿素
含量减少，叶绿素荧光参数光系统Ⅱ（PS Ⅱ）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和光合电子传递效率（ΦPS Ⅱ）下降，非光化学猝
灭系数（NPQ）先上升后下降，并且不同抗性品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世佳 101 的叶绿素含量、Fv/Fm 和 ΦPS Ⅱ的下
降幅度均大于精选红桃。在侵染 10 d 时，两品种的 NPQ 出现显著差异，精选红桃 NPQ 的升高幅度明显大于世佳 101。显然，
线虫侵染对精选红桃叶片的影响低于世佳 101。叶绿素荧光参数 Fv/Fm、ΦPS Ⅱ和 NPQ 可以作为无损检测番茄品种根结线
虫抗性的生理参考指标，其中 NPQ 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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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结线虫是为害作物生产最严重的病害之一，

林 等，2013）
。虽然有关根结线虫侵染对植株生理

能够侵染包括番茄在内的 2 000 多种植物
（Vasyukova

生化特征的影响研究较多，但是根结线虫侵染后，

。我国设施番茄栽培因为连作重茬、
et al.，2009）

番茄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变化却鲜有报道。本试

复种指数高等原因，根结线虫发生非常严重甚至

验以两个不同根结线虫抗性的番茄品种为试材，通

成为流行性病害（李君明 等，2003；李红双 等，

过根结线虫侵染过程中叶片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荧

2006）
。根结线虫侵染首先侵入植物根部伸长区，

光参数的变化，分析线虫侵染与叶片生理指标变化

然后逐渐迁移至根部维管束，建立取食地点，破坏

的关联性，为筛选抗根结线虫番茄品种提供一定的

维管组织，从而影响植物根系对水分和营养的吸收

理论依据。

（Abad et al.，2003）
。Dorhout 等（1991）报道，根

1 材料与方法

结线虫侵染导致番茄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减少，地上
部出现生长迟缓、萎蔫及黄化现象。根结线虫侵

1.1 试验材料

染也会显著影响植物的保护酶活性、叶片水势、

供试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 L.）品种为世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物质代谢等过程（Poskuta

佳 101 和精选红桃，由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提供。经

et al.，1986；Rahi et al.，1988；Ramakrishnan &

分子标记检测（Williamson et al.，1994）
，两个品种

Rajendran，1998；郭衍银 等，2005；李媛媛 等，

均不含 Mi-1 基因。供试南方根结线虫（Meloidogyne

2011； 梁 朋 等，2012；Strajnar et al.，2012； 王 冰

incognita）采自潍坊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经鉴
定后，利用活体番茄苗保种、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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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1.2.1 世佳 101 和精选红桃根结线虫抗性鉴定 试
验于 2011 年 1～6 月在潍坊学院试验基地日光温室
中进行。用 2% 的 NaClO 溶液浸种 30 min，对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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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种子进行消毒，用无菌水冲冼 3 次后，置于培

PAM-2100 型脉冲调制式叶绿素荧光仪测定番茄功

养皿中 30 ℃催芽。催芽后将其播种至内含蔬菜育

能叶片的叶绿素荧光参数，包括最大光化学效率

苗专用基质的 72 孔育苗穴盘中进行正常培养。待

（Fv/Fm）
、光合电子传递效率（ΦPS Ⅱ）和非光

幼苗长至三叶一心时移植于直径 8 cm、高 17 cm 的

化学猝灭系数（NPQ）
。测定结束后，选取相应节

塑料杯中，每杯 1 株，杯内栽培基质（砂∶土 =1 V∶

位的叶片保存于超低温冰箱中，用于测定叶绿素含

2 V）经过高温灭菌处理。

量。用 80% 丙酮将叶片研磨、萃取、过滤定容后，

番茄苗长至四叶期后，选择长势相同且生长优

以 80% 丙酮为对照，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

良的植株，在根周围用打孔器打孔（每杯打 5 孔）
，

分别测定 OD663 和 OD645。叶绿素 a（Chla）和叶绿素

-1

，然后用
注入根结线虫二龄幼虫（2 000 条·杯 ）

b（Chlb）含量计算公式参考张志良等（2010）
，并

土掩埋
（李媛媛 等，
2011）
。两个品种各接种 15 株，

分别计算 Chl（a+b）含量和 Chla/b 值。

以注入清水为对照，3 次重复。培养 40 d 后，参照

Chla=12.7×OD663-2.69×OD645

Garabedian 和 van Grundy（1983）的分级标准，调

Chlb=22.9×OD645-4.68×OD663

查每株番茄苗的根结等级，计算病情指数，鉴定抗

1.2.3

性等级（白春明 等，2010）
。

Microsoft Excel 2003 软件，方差分析采用 SPSS 11.5

1.2.2 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试验

软件。

于 2012 年 1～6 月在潍坊学院试验基地日光温室中

2 结果与分析

进行。番茄苗培养和线虫接种均同 1.2.1。两个品
种各接种 15 株，以注入清水为对照，3 次重复。

数据分析

数据处理和图形绘制采用

2.1 番茄品种抗性鉴定

分别在接种后 0、5、10、15、20 d 和 25 d，利用

苗期接种鉴定结果表明：两个番茄品种存在

表 1 根结线虫侵染对番茄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品种

处理

精选红桃

清水（CK）

接种根结线虫

世佳 101

清水（CK）

接种根结线虫

Chla/mg·g-1

Chlb/mg·g-1

Chl（a+b）
/mg·g-1

Chla/b

0

3.61 a

0.92 bc

4.53 a

3.92 a

接种天数/d
5

3.55 a

0.89 bc

4.44 a

3.99 a

10

3.63 a

0.91 bc

4.54 a

3.99 a

15

3.59 a

0.93 bc

4.52 a

3.86 a

20

3.64 a

0.90 bc

4.54 a

4.04 a

25

3.60 a

0.94 bc

4.54 a

3.83 a

0

3.59 a

0.94 bc

4.53 a

3.82 ab

5

3.58 a

0.91 bc

4.49 a

3.93 a

10

3.50 ab

0.89 bc

4.39 a

3.93 a

15

3.32 b

1.02 b

4.34 a

3.25 b

20

3.08 b

0.87 bc

3.95 b

3.54 b

25

2.85 c

0.91 bc

3.76 b

3.13 bc

0

3.12 b

1.14 a

4.26 a

2.74 c

5

3.17 b

1.17 a

4.34 a

2.71 c

10

3.21 b

1.12 a

4.33 a

2.97 c

15

3.17 b

1.16 a

4.33 a

2.73 c

20

3.22 b

1.17 a

4.39 a

2.75 c

25

3.25 b

1.19 a

4.44 a

2.73 c

0

3.15 b

1.15 a

4.30 a

2.74 c

5

3.17 b

1.12 a

4.29 a

2.83 c

10

2.97 b

1.18 a

4.15 ab

2.52 c

15

2.68 c

1.09 a

3.77 b

2.46 c

20

2.45 c

0.98 bc

3.43 c

2.50 c

25

2.16 d

0.87 c

3.03 d

2.48 c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α=0.05）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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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抗性差异，世佳 101 根结等级为 5.0，病情指

ΦPS Ⅱ在整个试验时期内不存在显著差异（表 2）
。

数达到 100，属于高感根结线虫品种；精选红桃根

在接种根结线虫前期，两个品种的 ΦPS Ⅱ变化幅

结等级为 2.6，病情指数为 40，属于中抗根结线虫

度较小。接种后 15 d，ΦPS Ⅱ均开始显著下降，

品种。

且世佳 101 下降幅度大于精选红桃；ΦPS Ⅱ到接

2.2

南方根结线虫侵染对番茄叶片叶绿素含量的

影响

种后 25 d 达到最低值，世佳 101 和精选红桃分别
比清水对照下降 26.0% 和 10.2%。结果表明，番茄

如表 1 所示，在未接种的材料中，精选红桃的

叶片光合碳同化过程由于线虫的侵染出现了不同程

Chla 含量比世佳 101 高 15.7%，二者差异显著；接

度的抑制，
并且世佳 101 的抑制程度大于精选红桃。

种根结线虫 15 d 后，与清水对照相比，两个品种

叶绿素荧光参数 NPQ 值的升高可以保护光合

的 Chla 含量均显著下降，但精选红桃下降幅度低

系统免受损害，以尽可能维持植物的光合性能。根

于世佳 101。两个番茄品种的 Chlb 含量在未接种的

结线虫侵染后，两个品种叶片的 NPQ 先呈现上升

材料中差异显著。接种根结线虫后，精选红桃植株

趋势，且精选红桃上升幅度大于世佳 101，侵染 10

Chlb 含量变化较小，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世佳

d 时两个番茄品种的 NPQ 出现显著差异；在接种

101 接种植株 Chlb 含量在接种 20 d 后开始显著降

25 d 后 NPQ 突然显著下降，但精选红桃的接种植

低，到接种 25 d 时，比清水对照降低 26.9%。在未

株叶片 NPQ 仍显著高于清水对照（表 2）
。

接种的材料中，两个番茄品种的 Chl（a+b）含量不

表 2 根结线虫侵染对番茄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存在显著差异。在接种根结线虫 20 d 后，精选红

品种

桃植株叶片 Chl（a+b）含量开始显著下降，而世佳

精选红桃

处理

101 植株叶片在接种 15 d 后即开始显著下降。未接

接种天数/d

Fv/Fm

ΦPS Ⅱ

NPQ
1.205 c

清水

0

0.811 a

0.491 a

（CK）

5

0.810 a

0.489 a

1.372 c

10

0.807 a

0.475 a

1.368 c

种材料的 Chla/b 值一直比较稳定，抗病材料精选红

15

0.812 a

0.483 a

1.384 c

桃叶片 Chla/b 值是感病材料世佳 101 的 1.43 倍。

20

0.813 a

0.474 a

1.350 c

25

0.809 a

0.462 a

1.392 c

接种根

0

0.813 a

0.486 a

1.293 c

结线虫

5

0.811 a

0.482 a

1.422 c

叶片叶绿素降解，但是抗性品种的叶绿素降解幅度

10

0.809 a

0.472 a

1.758 b

显著低于高感品种，即抗性品种在线虫侵染后其叶

15

0.806 a

0.446 b

2.364 a

线虫侵染后，两个番茄品种的 Chla/b 值呈现出不同
程度的降低。以上结果表明，线虫侵染会导致番茄

20

0.802 a

0.430 b

2.298 a

25

0.771 b

0.415 bc

1.877 b

清水

0

0.809 a

0.487 a

1.194 c

（CK）

5

0.812 a

0.476 a

1.198 c

10

0.814 a

0.477 a

1.221 c

15

0.811 a

0.489 a

1.346 c

绿素含量仍能稳定在较高水平，以尽可能维持正常
的光合性能。
2.3

世佳 101

南方根结线虫侵染对番茄叶片叶绿素荧光参

数的影响
叶绿素荧光参数 Fv/Fm 反映了 PS Ⅱ的最大光
化学效率，是光抑制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利用

20

0.812 a

0.477 a

1.273 c

25

0.813 a

0.442 a

1.349 c
1.172 c

叶绿素荧光仪测得根结线虫侵染后番茄叶片 Fv/Fm

接种根

0

0.811 a

0.478 a

的变化趋势如表 2。清水对照的两个番茄品种的

结线虫

5

0.808 a

0.475 a

1.435 c

10

0.812 a

0.463 a

1.552 c

Fv/Fm 一直恒定在 0.81 左右。线虫侵染前期，该参

15

0.792 a

0.420 bc

1.974 b

数变化较小，在接种 20 d 后，世佳 101 与清水对

20

0.773 b

0.373 c

1.885 b

照相比显著下降；精选红桃则在接种后 25 d 才开

25

0.680 c

0.327 d

1.463 c

始显著下降。以上结果表明，在接种后期两个品种
均发生光抑制，且世佳 101 的光抑制强度更高。

3 结论与讨论

叶绿素荧光参数 ΦPS Ⅱ表示实际光化学效

根结线虫侵染番茄植株后，抗病品种和感病

率，其值升高或降低反映植物光合碳同化的促进

品种的叶绿素含量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且抗病品

或 抑 制 程 度。 在 清 水 对 照 中， 两 个 番 茄 品 种 的

种的降低幅度明显低于高感品种。同时，线虫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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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番茄叶片叶绿素荧光特性造成明显影响。其中

关闭与否，NPQ 和 ΦPS Ⅱ都不会发生改变，但如

Fv/Fm 和 ΦPS Ⅱ随着根结线虫侵染时间的延长呈

果在强光照射下 NPQ 和 ΦPS Ⅱ会出现明显的上升

现下降趋势，高感品种出现显著降低的时间要早于

和下降趋势。本试验中，与清水对照相比，番茄植

抗病品种，降低幅度也大于抗病品种。叶绿素荧光

株叶片自接种后 15 d 开始，ΦPS Ⅱ出现了显著下

参数 NPQ 随根结线虫侵染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

降；NPQ 则分别在接种 10 d（精选红桃）和 15 d

势，抗病品种的上升程度大于感病品种，在接种

（世佳 101）后出现了显著上升，可能表明叶片吸

10 d 后，抗感品种的 NPQ 值出现显著差异。上述

收的光能不能够被 CO2 固定和光呼吸途径充分利

研究结果表明，线虫侵染后，中抗品种精选红桃能

用，非光化学机制被快速启动。NPQ 值的升高可以

够保持较高的叶绿素含量，光抑制和碳同化过程受

保护光合系统免受损害，以尽可能维持植物的光合

影响较小，且热耗散能力较强，从而使精选红桃植

性能。

株生长受线虫侵染影响较小。

大量研究表明，叶绿素荧光参数能够稳定遗

本试验发现，根结线虫侵染导致两个番茄品

传， 并 且 前 人 已 在 小 麦（Czyczyło-Mysza et al.，

种的叶绿素含量下降，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013）
、玉米（Šimić et al.，2014）等作物中对叶绿

（Wang et al.，2004；
Bilgin et al.，2010；叶德友 等，

素荧光参数进行了 QTL 定位，开展了相关分子基

2011；Korayem et al.，2012）
。高感根结线虫品种世

础等方面的研究。综合本试验结果，通过检测叶绿

佳 101 叶绿素含量降低幅度明显高于中抗品种精选

素荧光参数 Fv/Fm、ΦPS Ⅱ和 NPQ 的变化，可以

红桃，也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叶德友等（2011）发

无损、便捷地提供番茄抗感根结线虫的相关信息，

现线虫侵染后抗病材料叶绿素含量的降低幅度显著

并且由于 NPQ 在接种材料中出现差异的时间最早，

小于感病材料。Chaerle 等（2007）认为通过监控

因此 NPQ 可能是一个更适合于在田间无损检测番

被病菌侵染后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的降低程度可以

茄抗感根结线虫材料的叶绿素荧光参数。但叶绿素

反映植物对病原菌的抗性程度，从而实现对抗、感

荧光参数的测定受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关于 NPQ

植株的筛选。

的田间适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试验研究。

测定叶片叶绿素含量会对植株造成一定损伤，
且程序繁琐，应用叶绿素荧光仪测定叶绿素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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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oot-knot Nematode Infection on Leaf Blade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Tomato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Resistances
LI Yuan-Yuan1，WANG Bing-Lin2，QIAN Cheng1，HU Yu-Rong1，ZHENG Hui-Min1
（ 1 Key Laboratory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n Universities of Shandong，College of Bi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Weifang College，Weifang 261061，Shandong，China；2 Weifang City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Weifang 26107，Shandong，China）

（highly susceptible to root-knot nematode）and
Abstract：Taking tomato cultivar‘Shijia101’
‘Jingxuanhongtao’（middle resistant to root-knot nematode）as experimental material，this paper studi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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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E 棚膜对越冬日光温室环境条件及
草莓产量品质的影响
李东星 1，2 赵 静 1，2 李树山 1，2 陈立振 1，2 李宝安 1，2 李 立 1
（1 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94；2 北京市植物工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4）
摘 要：以红颜草莓为试材，比较 PO 膜和 PE 膜两种不同覆盖材料对越冬日光温室内温度、湿度、光照等温室环境条件及
草莓产量、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 PE 膜，采用 PO 膜作为覆盖材料的越冬日光温室内平均温度提高 1 ℃左右，保温
性更好，湿度更适宜，光照效果更好；草莓产量提高 23.27%，坏果率降低，果实可溶性固形物、VC 含量、糖酸比均有明显
提高，口感更好。
关键词：日光温室；覆盖材料；PO 膜；PE 膜；草莓

温室的覆盖材料不仅可以影响作物生长所需的

流滴消雾性，但也存在耐候性差、保温性不好、不

环境条件，
同时也影响着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姚蓉，

易粘接等缺点（路志坚和袁璇，2014）
。PO 膜是近

2010）
。目前，日光温室通常采用聚乙烯（PE）
、聚

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薄膜，具有牢固耐用、保

氯乙烯（PVC）
、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物（EVA）
、

温性好、强度高、抗老化性能好、透光率高且衰减

聚烯烃（PO）
、多层共挤棚膜等作为覆盖材料，其

率低、旧膜易处理，能作为再生资源，在燃烧处理

中 PE 膜质地轻、柔软、易造型、透光性好、无毒，

时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等特点，是最具推广前景的

是我国当前主要的农膜品种，具有良好的耐老化和

一类薄膜（马英华和杨翠云，1996；陈青云 等，
1997；程强 等，2011）
。为了研究不同材质的棚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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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光温室内环境条件及作物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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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以草莓为试验对象，以 PO 膜和三层共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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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耐老化 PE 膜分别作为日光温室覆盖材料，进行

effect of root-knot nematode（Meloidogyne incognita）infection on leaf blade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tomato（Solanum lycopersicum L.）varieties，by pot cultivation in greenhouse and
artificial inoculation at seedling stage.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nematode infection led the leaf blade chlorophyll
content reduced，the maxim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Fv/Fm）and actu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ΦPS Ⅱ ）
were all reduced. Whereas the 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coefficient（NPQ）was firstly increased，then
declined. There we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among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resistances. Among them，  the decline
range in chlorophyll content，Fv/Fm and ΦPS Ⅱ of‘Shijia101’  was bigger than that of‘Jingxuanhongtao’.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PQ of these 2 varieties，10 days after infection. The increasing range of
‘Jingxuanhongtao’was remarkably bigger than that of‘Shijia101’. Obviously，the effect of nematode infection
on leaf blade of‘Jingxuanhongtao’was smaller than‘Shijia101’.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Fv/Fm，ΦPS Ⅱ and NPQ can be the physical reference indexes for identifying tomato varieties with resistance to
root-knot nematode，and the parameter NPQ is the most suitable one.
Key words：Tomato；Root-knot nematode；Chlorophyll；Fluorescenc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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