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杧果采前喷施茉莉酸甲酯对其抗病性和采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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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台农 1 号’杧果（Mangifera indica L.‘Tainong 1’）为试材，研究了采前喷施茉莉酸甲

酯（MeJA）处理对杧果抗病性和采后品质的影响及其相关机理。结果表明，与对照果实相比，50 μmol · L-1
MeJA 采前处理显著降低了采收时的病果率和贮藏期的病情指数，抑制了接种炭疽病菌果实的病斑直径；
有利于杧果贮藏品质的保持，提高了果肉中维生素 C 含量，延缓了可溶性糖含量的升高和可滴定酸含量
的降低；同时，采前 MeJA 处理可以提高杧果果皮中苯丙氨酸解氨酶（PAL）、过氧化物酶（POD）、多酚
氧化酶（PPO）和 β–1,3–葡聚糖酶（GLU）等防御酶的活性，提高贮藏早期的过氧化氢（H2O2）水平，
抑制贮藏后期 H2O2 和 MDA 含量的积累。这些结果表明，采前 MeJA 处理提高杧果抗病性和保持果实品
质与激活杧果的防御系统及降低膜脂过氧化程度有关。
关键词：杧果；茉莉酸甲酯（MeJA）；采后；品质；防御酶；炭疽病；抗病性
中图分类号：S 66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513-353X（2013）01-0049-09

Effects of Pretharvest Methyl Jasmonate Spraying on Disease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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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pretharvest methyl jasmonate（MeJA）spraying on disease resistance and
postharvest quality of mango（Mangifera indica L.‘Tainong 1’
）fruit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mechanism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fruits，50 μmol · L-1 MeJA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isease incidence of mango fruits at harvest，the disease index of
non-inoculated mango fruits and the lesion diameter of mango fruits inoculated with C. gloeosporioides
during storage. Moreover，preharvest MeJA treatment was effective in maintaining fruit qualities，as it
increased vitamin C content，delayed the increase of soluble sugar and decrease of titrable acidity in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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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 pulp during storage. Meanwhile，preharvest application of MeJA enhanced the activities of defense
enzymes phenylalanine ammonia-lyase（PAL），peroxidase（POD），polyphenol oxidase（PPO）and
β-1,3-glucanase（GLU）in the fruits during storage. In addition，the level of hydrogen peroxide（H2O2）
was activated by the MeJA treatment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storage. However，the contents of H2O2 and
malondialdehyde（MDA）in the fruit were inhibited during the late stage of storage.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s of pretharvest MeJA treatment on inducing disease-resistance and maintaining postharvest
quality of mango fruits may involve the activation of the disease-related defense system and reduced
membrane-lipid peroxidation.
Key words：mango；methyl jasmonate；postharvest；quality；defense enzymes；anthracnose；disease
resistance
杧果（Mangifera indica L.）属于呼吸跃变型果实，成熟期正值高温多雨季节，采后呼吸代谢旺
盛，容易后熟而变黄变软；同时杧果在生长过程中容易遭受微生物侵染，从而导致采后发生侵染性
病害而腐烂，造成贮藏过程中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中炭疽病（Colletotrichum gloeoporioides）与蒂腐
病（Phomopsis cytosporella）是杧果最普遍、最严重的两种采后病害。尽管目前化学杀菌剂处理对
于杧果采后病害的控制效果最好，但人们越来越关心化学杀菌剂残留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的影响，
需要寻求新的安全高效的防腐技术，以逐步取代和减少化学杀菌剂的使用。
近年来，抗病性诱导技术已经成为果蔬采后病害防治研究的热点。采用生物和非生物诱导因子
处理采后果蔬产品，以提高其抗病免疫能力，实现对果蔬采后病害的控制。茉莉酸甲酯（methyl
jasmonate，MeJA）是高等植物体内天然存在的内源生长调节物质，在调节植物生长发育和胁迫反应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Fung et al.，2004；金鹏 等，2012）。MeJA 是植物获得诱导抗性的重要诱导
因子，研究表明外源 MeJA 处理可以诱导香蕉（Zhu & Ma，2007）
、枇杷（Cao et al.，2008a）
、番茄
（Tzortzakis，2007；Yu et al.，2009）、桃（Jin et al.，2009）、甜樱桃（Yao & Tian，2005a）等果实
产生抗病性，有效地减轻采后病害的发生。
本试验中以杧果品种‘台农 1 号’为试材，通过采前 MeJA 处理，研究其对杧果抗病性和采后
品质的影响，为采后病害的防治和贮藏保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田间处理
供试杧果品种为‘台农 1 号’（Mangifera indica L.‘Tainong 1’）。田间试验在广东湛江市徐闻

县的一个杧果生产园内进行，植株 12 年生，生长健壮，结果正常，管理水平较高。选择生长势一致
的植株，单株随机组合试验设计。2009 年 5 月 25 日（即谢花后 60 d）对杧果果实进行喷施 MeJA
（含 0.05% Tween-80）处理，处理浓度分别为 1、50 和 100 μmol · L-1，清水作为对照，以果面达到
均匀喷淋为准。处理后立即套袋（盛大黑色双层纸袋），每个处理 3 株。
1.2

采收及采后处理
于 6 月 24 日带果袋采收，此时果实七、八成熟，果肉浅黄色，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为 6.6%。

分装后全部运回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分别除去纸袋调查病果率。选取大小均匀，无机械损伤，色
泽、成熟度基本一致的果实，剪留果柄约 1 ~ 2 cm，用清水洗净晾干后，每个处理挑选 90 个果，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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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成 3 组（每组 30 个果）
，分别用于接种炭疽菌、病情指数调查和取样。然后分别将果实放入塑
料筐内，每筐 10 个果，外套厚 0.02 mm 聚乙烯薄膜袋，置于室温条件（22 ℃、RH 85% ~ 95%）下
贮藏。
接种炭疽菌及病斑调查

1.3

炭疽菌（Colletotichum gloeosporioides）的分离和培养参考 Zhu 和 Ma（2007）的方法。接种前
用无菌水配成 1 × 106 个 · mL-1 的孢子悬浮液。果实洗净晾干后，使用 3 枚组合在一起的梅花大头针
在果实表面中部刺伤一个深度约 2 mm 的接种点，待接种点不再流出白色汁液时，用移液枪注入 10
μL 炭疽菌孢子悬浮液。自然晾干后，将果实放入塑料筐内，外套厚 0.02 mm 打孔的聚乙烯薄膜袋，
置于 22 ℃、RH 85% ~ 95% 的库中贮藏。每个处理 10 个果，重复 3 次。定期观察发病情况，测量
果实接种点的病斑直径（mm）。
果实的腐烂情况观察

1.4

参照曾凯芳和姜微波（2009）的标准进行如下分级：0 级，无病斑；1 级，病斑面积占果实面积
5 %以下；2 级，病斑面积占果实面积 6% ~ 15%；3 级，病斑面积占果实面积 16% ~ 30%；4 级，病
斑面积占果实面积 31% ~ 50%；5 级，病斑面积占果实面积 50%以上。病情指数（disease index，DI）
的计算：DI = [Σ（Nx ·X）· 100] /（5ΣNx）
。式中 X 为病情级数（0 ~ 5）
，Nx 为相应级别病果的个数。
品质及生化指标的测定

1.5

每 3 d 取样 1 次，每次选取 5 个果实，分离果皮和果肉，切成小片后立即用液氮速冻处理，最
后置于–80 ℃冰箱中保存用于品质及生化指标的测定。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可滴定
酸（TA）含量采用酸碱滴定法测定，以柠檬酸计；维生素 C 含量采用 2,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
以 mg · g-1 FW 表示。
PAL 活性测定参照 Tian 等（2006）的方法，以 OD290 每小时增加 0.01 作为一个酶活性单位（U）；
POD 活性测定参考 Polle 等（1994）的方法，以 OD470 每分钟增加 0.01 作为一个酶活性单位（U）；
PPO 活性测定参考 Galeazzi 等（1981）的方法，以 OD398 每分钟增加 0.01 作为一个酶活性单位（U）；
β-1,3-葡聚糖酶（GLU）活性的测定参照 Mauch 等（1984）的方法，以每小时产生还原糖 1 μg 的酶
量作为一个酶活性单位（U）；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法（Bradford，1976）。
酶活性均以 U · mg-1 protein 表示。
过氧化氢（H2O2）含量的测定参照 Prochazkova 等（2001）的方法，丙二醛（MDA）含量的测
定参照赵世杰等（1991）的方法，结果均以 μmol · g-1 FW 表示。以上指标测定均重复 3 次。
数据分析与方法

1.6

采用 Excel 软件以及 DPS v3.0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得数据为 3 次平均值，采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分析，检验其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MeJA 采前处理对杧果病害的影响

2.1.1

对采收时病果率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MeJA 处理杧果在采收时病果率均低于对照，1、50 和 100 μmol · L-1 的 M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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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前处理病果率分别为 13.47%、6.39%和 6.43%，与对照（18.33%）相比降幅达到了 26.51%、65.14%
和 64.92%，表明 MeJA 处理对控制杧果生长期病害具有较好的效果。

图 1
Fig. 1

2.1.2

MeJA 采前处理对采收时杧果病果率的影响

Effect of preharvest MeJA spraying on disease incidence of the mango fruits at harvest

对采后接种炭疽菌果实病斑直径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杧果采后接种炭疽菌后 10 d，50 和 100 μmol · L-1 的 MeJA 采前处理，病斑直
径均显著低于对照，其中 50 μmol · L-1 的 MeJA 采前处理效果最好，其病斑直径比对照（9.73 mm）
降低了 4.80 mm，降低幅度为 49.30%，表明适宜浓度的 MeJA 采前处理对采后接种炭疽菌杧果的病
斑扩展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2.1.3

对采后果实病情指数的影响

MeJA 采前处理对控制采后贮藏杧果腐烂具有明显的效果。从图 3 可以看出，在贮藏 10 d 时，
采前 MeJA 处理杧果的病情指数均低于对照，其中 50 μmol · L-1 的 MeJA 采前处理病情指数（10.00）
比对照（29.17）降低了 19.17，降幅达到了 65.72%。由此可见，50 μmol · L-1 的 MeJA 采前处理控制
杧果腐烂的效果最好。

图 2

MeJA 采前处理对采后接种炭疽菌后 10 d 时
杧果病斑直径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preharvest MeJA spraying on lesion diameter of
the mango fruits inoculated with C. gloeosporioides

图 3

MeJA 采前处理对杧果贮藏 10 d 时病情指数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preharvest MeJA spraying on
disease index of the mango fruits
10 days after storage

after harvest 10 days after inoculation

2.2

MeJA 采前处理对采后杧果果皮 PAL、POD、PPO 和 GLU 活性的影响
MeJA（50 μmol · L-1）采前处理和对照杧果在贮藏期间果皮中 4 种防御酶 PAL、POD、PPO 和

GLU 活性的变化如图 4 所示。MeJA 处理和对照杧果 PAL 活性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先降低后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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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升高（图 4，A）。在贮藏前期（0 ~ 9 d），MeJA 处理果 PAL 活性高于对照果，在贮藏 6 d 时 PAL
活性比对照高了 49.29%，说明采前 MeJA 处理提高了杧果贮藏前期 PAL 的活性。
由图 4，B 可知，在整个贮藏期，MeJA 处理和对照杧果 POD 活性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贮藏初
期（0 ~ 3 d）迅速降低，贮藏 3 d 时达到最低值，然后逐渐升高，贮藏 9 d 时达到峰值又开始降低，
并且在整个贮藏过程中 MeJA 处理果 POD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P < 0.05）。
由图 4，C 可看出，在贮藏初期（0 ~ 3 d），杧果 PPO 活性迅速降低，贮藏 3 d 时达到最低值，
然后逐渐升高，在贮藏 6 d 时，对照杧果 PPO 活性达到峰值又开始降低，而 MeJA 处理的一直逐渐
升高。并且 MeJA 处理果在贮藏 3 d、9 d 和 12 d 时 PPO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P < 0.05）
。
MeJA 处理和对照杧果 GLU 活性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贮藏 6 d 后又上升的变化趋势（图 4，D）。
。表明采前 MeJA 处理提高了
在贮藏 3 d 时，MeJA 处理的杧果 GLU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P < 0.05）
杧果贮藏前期 GLU 的活性。

图 4

MeJA 采前处理对采后杧果贮藏期间果皮 PAL、POD、PPO 和 GLU 活性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preharvest MeJA spraying on the activities of PAL，POD，
PPO and GLU in mango fruit peel during storage

2.3

采前 MeJA 处理对采后杧果果皮 H2O2 和 MDA 含量的影响
MeJA（50 μmol · L-1）采前处理和对照杧果在贮藏期间果皮中 H2O2 和 MDA 含量的变化如图 5

所示。MeJA 处理和对照杧果 H2O2 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且分别在贮藏 3 d 和 6 d 时达
到峰值（图 5，A）。MeJA 处理的杧果 H2O2 含量在贮藏前期（0 ~ 3 d）显著高于对照（P < 0.05），
在贮藏后期（3 ~ 9 d）略低于对照。从图 5，B 可以看出，在贮藏期间杧果 MDA 含量均呈逐渐升高
的变化趋势，在贮藏中期（3 ~ 9 d）对照杧果 MDA 含量升高较快，而 MeJA 处理果一直呈缓慢升
高的变化趋势，并且在贮藏后期（9 ~ 12 d）显著低于对照（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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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JA 采前处理对采后杧果贮藏期间果皮 H2O2 和 MDA 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preharvest MeJA spraying on the contents of H2O2 and MDA in mango fruit peel during storage

采前 MeJA 处理对采后杧果果肉维生素 C、可溶性糖和可滴定酸含量的影响
由图 6，A 可以看出，对照杧果维生素 C 含量在贮藏前期（0 ~ 6 d）缓慢降低，6 d 后迅速升高，

9 d 时达到峰值后又开始降低。而 MeJA 处理杧果维生素 C 含量在贮藏前期（0 ~ 6 d）缓慢升高，6 d
后变化趋势与对照基本一致，并且在贮藏 6 d 和 9 d 时显著高于对照（P < 0.05）。这表明采前 MeJA
处理可以提高杧果采后贮藏期间的维生素 C 含量。
由图 6，B 可以看出，在贮藏过程中，对照杧果可溶性糖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贮藏 9
d 时达到最高值，然后略有降低。而 MeJA 处理杧果可溶性糖含量在整个贮藏期一直呈升高的趋势，
并且在贮藏 9 d 时低于对照（P < 0.05）。表明采前 MeJA 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杧果采后贮藏
期间可溶性糖含量的升高。

图 6
Fig. 6

MeJA 采前处理对采后杧果贮藏期间果肉维生素 C、可溶性糖和可滴定酸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preharvest MeJA spraying on the contents of vitamin C，soluble sugar and titrable acidity
in mango fruit pulp dur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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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C 可以看出，在贮藏过程中，杧果可滴定酸含量逐渐降低，并且 MeJA 处理杧果可滴
定酸含量贮藏中期（3 ~ 6 d）比同期的对照高（P < 0.05），表明采前 MeJA 处理可以延缓杧果采后
贮藏期间可滴定酸含量的降低。

3

讨论
MeJA 作为一种重要的抗性诱导物质，不仅可以直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而且能够间接诱导果

实产生抗病性（Yao & Tian，2005b；Cao et al.，2008a）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在 1 ~ 100 μmol · L-1
的浓度范围内，
MeJA 采前处理对杧果的抗病性具有不同程度的诱导作用，
其中 50 μmol · L-1 的 MeJA
效果最好。采前 MeJA 处理不仅可以减轻杧果生长期和采后贮藏期病害的发生，而且能有效抑制接
种炭疽病菌果实的病斑扩展。这与在香蕉（Zhu & Ma，2007）和甜樱桃（Yao & Tian，2005a）上的
研究结果相似，并且在甜樱桃上的研究表明，MeJA 采前处理效果好于采后处理。因此，采前喷施
MeJA 可以为采后病害的控制提供有效的途径和商业应用价值。
MeJA 处理诱导果实抗病性的机理可能在于激活了果实的防御系统。许多研究表明，采后 MeJA
处理能够提高香蕉（Zhu & Ma，2007）、桃（Jin et al.，2009）、甜樱桃（Yao & Tian，2005a）等果
实中 PAL、POD、PPO、β–1,3–葡聚糖酶（GLU）和几丁质酶（CHT）等防御酶的活性。这些防
御酶活性的提高与果实的抗病性密切相关。PAL 是苯丙烷代谢途径中的关键酶和限速酶，参与合成
酚类、植保素、黄酮和木质素等抗菌物质，这些物质与植物的防卫反应及抗病性密切相关（Milosevic
& Slusarenko，1996；汪开拓 等，2012）
。本试验结果表明，采前 MeJA 处理提高了杧果贮藏前期
PAL 的活性，有利于酚类等抗菌物质的合成，增强采后果实的抗病性。POD 和 PPO 主要参与酚的
氧化，形成对病菌毒性较高的醌类物质，并参与木质素的合成，使细胞壁增厚来抵御病菌的侵入和
扩展从而抑制发病，其活性与抗病性有密切关系（Lin et al.，2011）。在本试验中，MeJA 采前处理
的杧果 PPO 活性在贮藏后期高于未处理杧果，而 POD 活性在整个贮藏期均显著高于未处理杧果。
PPO 和 POD 活性的升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酚的氧化和木质素等抗病物质的合成，从而抑制果实病
害的发生。另外 POD 也是细胞内活性氧清除酶之一，可避免活性氧的产生和积累（Lamb & Dixon，
，减轻对果实造成的膜脂伤害。因此，采前 MeJA 处理提高杧果在贮藏期间 PAL、POD 和 PPO
1997）
的活性，有利于增强果实对采后病害的普遍抗性，从而控制腐烂的发生。本研究结果与在香蕉（Zhu
& Ma，2007）、桃（Jin et al.，2009）、甜樱桃（Yao & Tian，2005a）等果实上得到的结果相似。
β–1,3–葡聚糖酶（GLU）和几丁质酶（CHT）是两类重要的植物病程相关蛋白（PR 蛋白），可单
独或协同作用水解破坏真菌细胞壁结构，从而具有直接的抗菌作用，可作为诱导处理后植物 SAR 建
立的标志（Sticher et al.，1997）
。本研究中，采前 MeJA 处理明显增加了贮藏前期杧果果实 GLU 酶
活性，诱导了杧果果实的抗病性。这与在香蕉（Zhu & Ma，2007）、桃（Jin et al.，2009）、番茄（Yu
et al.，2011）等果实上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诱导病程相关蛋白的积累是 MeJA 诱导果实产生抗病
性的重要机制之一。
H2O2 的快速积累是植物—病原菌互作过程中出现的早期事件之一（Milosevic & Slusarenko，
1996）
。研究表明，通过诱导内源 H2O2 含量的升高，可以激发采后果实的抗病性，并诱导其抗病反
应（Zeng et al.，2006；Cao et al.，2008a；Zhu et al.，2008；Jin et al.，2009；弓德强 等，2010）。
H2O2 作为抗病信号分子在 MeJA 诱导的抗病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升高的 H2O2 水平本身可参与抗
菌物质的合成；H2O2 参与 POD 作用下的细胞壁物质的氧化交联反应，形成结构性屏障以阻止病原
菌的进一步扩展（Milosevic & Slusarenko，1996；Torres et al.，2003）
。本试验中，采前 MeJA 处理
显著提高了贮藏前期（0 ~ 3 d）杧果 H2O2 的含量，而较高的 H2O2 水平有利于采后杧果抵抗病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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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激发果实的抗病性。这与在桃（Jin et al.，2009）
、枇杷（Cao et al.，2008a）和葡萄（汪开拓
等，2012）果实上进行 MeJA 采后处理得到的结果类似。在贮藏后期，PPO 和 POD 活性的迅速升
高有利于清除果实中过量的 H2O2，维持 H2O2 的动态平衡，抑制 MDA 的积累，从而降低膜脂过氧
化程度，延缓采后杧果病害的发生。
许多研究表明，外源 MeJA 处理可以提高或保持果实的采后品质（González-Aguilar et al.，2000；
Cao et al.，2008b；Meng et al.，2009）。本试验中，采前 MeJA 处理可以提高杧果采后维生素 C 含
量，延缓可溶性糖含量的升高和可滴定酸含量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采后杧果的衰老进程，
提高了采后品质。其原因可能是采前 MeJA 处理激活了杧果果实的防御酶系统，降低了贮藏后期活
性氧的水平和膜脂过氧化的程度，从而延缓了采后杧果的衰老。
综上所述，采前 MeJA 处理能够明显诱导杧果抗病性，从而控制采后病害的发生，保持杧果采
后品质。采前 MeJA 处理提高杧果抗病性和保持果实品质与激活杧果的防御系统及降低膜脂过氧化
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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