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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对沙田柚采后伤果的诱导抗病效应

张  镜，刁俊明，黄思梅，刁树平

(嘉应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为研究多效唑处理采后沙田柚伤果的诱导抗病效应，在采后沙田柚果实中部表面分 2 层分别削约 1cm2 的伤

口各 5 个，以多效唑溶液浸 1min，预贮 7d 后单果包聚苯乙烯薄膜、室温贮藏。贮藏前期果实伤口附近正常果皮

先由淡橙黄转为浅绿色，后又退绿至与正常果面一致颜色。伤口表面先微显绿色，然后转为红褐色，随贮期的延

长褐色逐渐加深。伤口白皮层逐渐变硬，伤口下 2～3mm 内白皮层变为褐色。切片显微观察伤口附近细胞壁加厚，

细胞内出现颗粒状物。1.0mmol/L 多效唑处理伤果，90d 供试果感染率 13.33%，与绿色南方无显著差异。结果表

明多效唑对采后沙田柚具明显诱导抗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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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resistant Effect of Paclobutrazol Induction on Wounded Fruits of Postharvest Shatian Pom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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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disease-resistant capability of postharvest Shatian pomelo during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paclobutrazol was used to treat wounded fruits for evaluating the disease-resistant response due to the induction of

paclobutrazol. Postharvest Shatian pomelo was cut 10 wounds with a size of 1 cm2, and then immersed in paclobutrazol solution

for 1 min. The treated fruits was wrapped with PVC film and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after 7-day pre-storage. During storage,

the color of normal peel adjacent to the wounds was changed from orange to light green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torage, and

gradually recovered to orange. However, the wounded surface was changed from white to light green at the beginning of storage,

and then to brown as the extension of storage time. The hardness of the wounds exhibited a gradual increase and the white cortex

below the wounds was changed to brown. Cell wall of the wound surface layer was become thinker and grains in the white cortex

of cells near to the wounds were observed. The infection rate of wounded fruits treated with paclobutrazol solution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0 mmol/L paclobutrazol was 13.33% after 90-day storage. Therefore, paclobutrazol has obvious disease-

resistance effect on postharvest Shatian pomelo fruits through the induction of paclobutraz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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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贮水果一般产量大、成熟期集中，果实采摘粗

放，采后果实表面留下的微伤是病原菌侵入、造成果

实腐烂的重要原因。采后水果若不及时进行防腐处理，

贮藏期间将大量腐烂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水果传统的

化学防腐保鲜，以化学杀菌剂控制贮藏果实腐烂，用

植物生长调节剂抑制呼吸消耗，保持果实品质[ 1 -2 ]。由

于病原菌抗药性的不断增强，采后水果防腐化学杀菌剂

的使用浓度不断增大，给消费者的健康与环境造成的不

利影响愈趋严重。寻求更安全的水果采后防腐方法早已

为水果采后的热点与难点研究课题，近十余年来水果的

诱导抗性防腐倍受水果采后学者的关注[3-4]。以水杨酸、

β- 氨基丁酸等化合物，以橄榄假丝酵母、膜醭毕赤酵

等微生物，以及用γ- 射线、离子辐射和热水等物理因

子处理采后苹果、梨、甜橙与香蕉等，可诱导果实伤

口附近组织的几丁酶、苯丙氨酸解氨酶、β- 1 , 3 - 葡聚

糖酶等抗菌酶的活性[5-11]，或诱导产生二甲基氧香豆素

和东莨菪苷原等植保素[12-14]，从而增强处理果实的抗病

性、降低果实的贮藏腐烂。

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影响植物生命活力的一类化合

物，果实采后在适当条件下、以适当的植物生长调节

剂处理可使其生命活力显著提高，其抗病力、伤口愈

合力得以激发与增强，将对采后果实的贮藏防腐，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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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耐贮水果的长期贮藏具重要作用。多效唑是一种植

物生长调节剂，具有延缓植物生长，抑制茎杆伸长，

缩短节间、促进植物分蘖、增加植物抗逆性能，能显

著提高作(植)物产量，广泛用于蔬菜、水果、粮食作

用、在观赏植物与组织 [ 1 5 ]。多效唑处理柑橘果实降低

贮藏腐烂虽有一定的试验研究[16-17]，但其原因是杀菌作

用或是诱导抗病的结果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以具 1cm2

伤口的采后沙田柚果为供试果，多效唑处理、室温贮

藏，探索其对沙田柚果实的诱导抗病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沙田柚果园采摘成熟沙田柚果

实，挑选果实大小相对一致、果面无明显机械伤、单

果重约 1.250kg 的果实为供试。

95% 多效唑(paclobutrazol，分析纯)    江苏建农农

药化工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分析纯)     广州化学试剂

厂；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wet Carbendazim powder)    江
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4-D(2,4-dichlorophe-
noxyacetic acid)    四川农化股份有限公司；15% 绿色南

方    珠海绿色南方保鲜总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YD-1508R Ⅲ冷冻切片机    金华市益迪医疗设备厂；

BH-2 光学显微镜    日本奥林巴斯公司。

1.3 方法

1.3.1 供试果人造伤口

每个供试果实表面的中部分上、下 2 层分别切约

1.0cm2 的伤口各 5 个，深度以将表皮的除油孢皮层削掉、

白皮层露出为止，同层伤口间的间距基本一致。

1.3.2 处理与贮藏观察

1.3.2.1 处理设置

多效唑以 0 .4 (T 1)、0 .7 (T 2)、1 .0 (T 3)、1 .3 (T 4)、
1.6mmol/L(T5)分别处理供试果，另设绿色南方 500 倍液

(CK1)处理、50% 多菌灵 500 倍液＋ 1.0mmol/L 2,4-D(CK2)
处理、伤果不经任何处理(CK 3)及无伤果不经任何处理

对照(CK 4)。

1.3.2.2 处理方法

多效唑及 2,4-D 先以少量无水乙醇溶解，再用自来

水定容，将供试果实在溶液内浸泡 1min 后取出，室内

晾干，预贮 7 d 后单独聚乙烯薄膜袋包果，室温贮藏。

每处理 3 次重复，每重复处理 4 0 个供试果。

1.4 实验观察

1.4.1 贮期果实表面变化

贮藏期间肉眼观察处理果实的伤口与邻近表面颜色

的变化、伤口表面霉菌的生长情况，用手指轻压伤口

表面感知组织硬度的变化。

1.4.2 柚果皮组织切片观察

果实贮藏 90d 时，横切果实伤口观察伤口下白皮层

颜色的变化；取小块带伤口的果皮，冰冻切片机切片、

切片厚度 20μm，将切片置于苏丹Ⅲ染液制成临时装片，

显微观察组织结构。

1.4.3 贮藏果伤口感染率实验

贮藏果实每隔 5 d 记载 1 次伤口腐果病菌侵染情

况，凡伤口表面出现明显的病原菌菌丝或组织解体松

软，记为已受病原菌感染，否则记为未感染，观察

周期 3 0 d。

1.4.4 贮藏果实感染率实验

室温贮藏的果实每隔 10d 观察 1 次腐果数，凡果实

出现侵染病症，不论病斑面积大小均记为腐果，周期

9 0 d。

1.4.5 数据分析

以 SPSS 13.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进行差异显著

性测定(P ＜ 0.05，P ＜ 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多效唑处理沙田柚伤果的表观特征

2.1.1 果皮伤口边缘颜色的变化

多效唑处理伤果贮藏 5d 后，切口边缘向外 10mm 以

内的正常果皮颜色开始由原橙黄色转为浅绿色，约 20d
后绿色又渐渐消退，变至与正常果表皮一致颜色。绿

色南方处理伤口附近稍转绿现象，空白对照果实伤口外

缘未见转绿现象(图 1)。伤口边缘未受伤害的组织变绿，

表明多效唑处理使伤口边缘组织的生命活力明显增强，

而对距伤口边缘较远的未受伤部分组织的生命活力无不

明显影响。

箭头指示切口边缘转绿。

图 1 多效唑处理果实初期照片

Fig.1  Green edge of the wounded fruits treated with paclobutrazol

↑

↑

2.1.2 果皮伤口表面颜色的变化

多效唑处理果实预贮时伤口表面初期显灰白色，很

快转为橙黄色，且微显绿色。随贮藏时间延长，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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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颜色逐渐转为红褐色，贮藏约 3 周后颜色不再因时

间而加深，亦不因贮藏时间延长而褪色(图 2)。绿色南

方处理的果实贮藏前期伤口表面颜色变化不明显(图 3)。
预贮期中空白对照 CK3 伤口表面的白皮层出现干缩、颜

色灰白，且很快腐烂，未见果实伤口的褐变现象。

图 2 转为褐色的多效唑处理沙田柚果实伤口照片

Fig.2   Browning of the wounded fruits treated with paclobutrazol
during the storage

图 3 未褐变的绿色南方处理沙田柚果实伤口照片

Fig.3   Wounds without browning in the fruits treated with Green
South

图 5 绿色南方处理沙田柚果实伤口表面腐生菌照片

Fig.5   Saprophytic fungi on the wounded surface of the fruits treated
with Green South

图 4 多效唑处理沙田柚果实伤口表面腐生菌照片

Fig.4   Saprophytic fungi on the wounded surface of the fruits treated
with paclobutrazol

目前报道的水果采后诱导抗病性是使处理的物质组

织内产生抗菌次生代谢产物或防御酶抑制病原菌的危害[5-14]，

具有广谱性。若贮藏的时间较长，贮藏后期果实产生

直接杀死微生物的物质已甚微或丧失，腐生菌就可在伤

口表面滋生。

2.1.4 伤口组织硬度的变化

多效唑处理沙田柚伤果，贮藏期中伤口表面粗糙、

凹凸不平，有小的孔穴(图 6)。手指轻压伤口的果皮组

织感觉较硬、不凹陷。伤口部位组织经多效唑刺激细

胞内合成大量的木质素、沉积于细胞壁，薄壁细胞木

质素逐渐累积使伤口表面细胞木栓化而变硬、愈合，对

防止病菌的侵染具有屏障作用。处理果实的无伤口部位

果皮、无伤对照果实的果皮均较松软、具有弹性。

图 6 伤口表面凹凸不平的多效唑处理沙田柚果实照片

Fig.6   Uneven surface of the wounds in the fruits treated with
paclobutrazol

2.2 果皮伤口组织结构的变化

2.2.1 处理果实伤口剖面

沙田柚果实经多效唑处理后，贮藏初期的生命活力

增强，加之果皮中存贮养分较多，从而合成了大量酚

类物质，氧化后使伤口表面显褐色。木质素是一类复

杂的酚类聚合物，分子中存在相当数量的酚羟基与植物

的抗病性等具有相关性[18]，多效唑诱导果实伤口表面产

生的酚类、氧化为红色的醌类对贮藏初期有效防止果腐

菌侵染具有重要作用。

2.1.3 处理果伤口表面的腐生菌

箭头指示伤口下白皮层细胞转为褐色。

图 7 多效唑处理沙田柚果实横剖面照片

Fig.7   Transverse section of the fruits treated with paclobutrazol and
the browning of white cortex below the wou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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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处理果实室温贮藏 90d 时从伤口中部横向剖

开，发现伤口下及切口邻近的白皮层组织均为红褐色，

褐变的范围为切口向内纵向延伸 5mm 以内。果实表面伤

口较深，则伤口下白皮层组织褐变向内扩展的范围较

大，切口横向褐变的范围多为 2～3mm(图 7)。表明多效唑

对处理果实生命活力的影响仅限于伤口附近的果皮组织。

2.2.2 伤口组织结构显微观察

多效唑处理果实室温贮藏 90d 时从伤口中部横向剖

开，发现伤口下及切口邻近的白皮层组织均为红褐色，

褐变的范围为切口向内纵向延伸 5mm 以内。果实表面伤

口较深的，则伤口下白皮层组织褐变向内扩展的范围较

大，切口横向褐变的范围多为 2～3mm(图 7)。表明多效唑

对处理果实生命活力的影响仅限于伤口附近的果皮组织。

2.2.3 处理果实伤口组织切片观察

A.细胞壁增厚；B.伤口表层木栓化；C.
正常果皮表层；D .细胞内颗粒沉积物。

图 8 多效唑处理沙田柚伤果果皮切片照片

Fig.8   Peel section of the wounded fruits treated with paclobutrazol

A

B

C

D

A .苏丹Ⅲ染色的导管；B.薄壁细胞；C.黄皮层。

图 9 未经处理无伤沙田柚果表皮组织切片照片

Fig.9   Peel section of the fruits without wounds and without treatment

A
B

C

多效唑处理的果皮切片显微观察，发现伤口下的白

皮层细胞壁较厚，尤其是伤口表层细胞壁加厚特别显

著，相邻细胞间相互融合成一整体，已失去细胞轮廓。

细胞壁加厚突出部分的颜色深，且冰冻切片时易于碎裂

(图 8)。切口邻近的细胞壁亦有一定加厚，且细胞内存

在着许多颗粒状沉积物。空白对照无伤果的切片见上述

现象，其细胞较大、排列疏松、透明，白皮层内的

导管染色很深，与多效唑处理果实伤口表层的颜色一致

(图 9 )。

断沉积最终充满整个细胞腔，相邻细胞彼此连成一整体

后，使伤口封闭愈合，染色与导管染色效果一致。另

外，木栓化细胞邻近的薄壁细胞壁内的颗粒状物质也可

能系木质素沉积物。

经诱导处理的果实在较短的贮藏期内伤口表层木栓

化愈合，从而形成保护屏障，病原菌再不能通过伤口

侵入果实内部，可有效抑制贮藏后期的果实腐烂。

2.3 多效唑对沙田柚伤果的贮藏防腐效应

2.3.1 对伤口感染的抑制作用

多效唑处理的沙田柚伤果贮藏前期伤口受病菌侵染

结果见表 1。由表 1 看出，所有 5 种多效唑不同剂量处

理的伤口感染率与空白伤口对照的感染率极显著的差

异，其中 T 4、T 3 处理的感染率最低，3 0 d 伤口的感染

率分别为 4.38% 及 3.13%，与绿色南方(CK1)处理的伤口

感染率无显著差异，但显著低于 2 , 4 - D ＋多菌灵处理

(CK2)。表明多效处理贮藏期 30d 内对抑制病原菌对伤口

侵染具有显著作用。

2.3.2 对伤果的贮藏防腐作用

沙田柚采后造伤果经多效唑处理后，腐烂率最低的

处理 1.0mmol/L 及 1.3mmol/L，分别为 13.3% 和 14.4%，

较绿色南方(CK1)和无伤果对照(CK4)无显著差异。结果

表明其对沙田柚人造伤果的防腐效果与绿色南方 500 倍

液处理的效果相当(表 2)。多效唑其余 3 个剂量处理果实

腐烂率虽显著高于上述几个处理，但仍显著低于伤果空

白对照(CK3)和以 2,4-D ＋多菌灵处理(CK2)。
绿色南方(CK1)是我国华南地区目前广泛用于柚果实

采后处理贮藏的防腐保鲜剂，多效唑处理后伤口感染率

与伤果腐果率与其相当，表明其在沙田柚的采后防腐方

面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而 CK2 虽是国内橙类果实采后

防腐沿用长达数十年的保鲜剂，却对沙田柚伤口抗感染

的效果较差。
木质素从细胞次生壁外侧逐渐向内壁沉积，主要沉

积在导管细胞壁[19-20]。多效唑处理的果实因木质素的不

处理
                   观察时间 /d

5 10 15 20 25 30
T 1 1.88 3.13 15.00 26.25 35.63 51.88eD

T 2 0 0 2.50 4.38 8.13 13.13cB

T 3 0 0 0 0.63 2.50 4.38abA

T 4 0 0 0 0 0 3.13aA

T 5 0 0.63 1.88 3.13 4.38 6.88bAB

CK1 0 0 0 0 1.25 3.75aA

CK2 1.25 3.13 5.00 11.88 18.75 26.88dC

CK3 8.13 27.50 43.13 61.88 75.63 96.88fE

表 1 沙田柚果实室温贮藏伤口感染率

Table 1   Infection rate of Shatian pomelo fruits during the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

极显著，P ＜ 0 . 0 1。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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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田柚抗病反应仅发生于伤口及附近有限的区域内，

大面积的正常果皮与果肉都未出现颜色变深、白皮层细

胞壁增厚，白皮层细胞内也未见颗粒物存在，而且柚

的白皮层、组织内养分丰富，因而处理果实室温贮藏

90d 时的果汁率、果溶性固形物等理化分析结果与绿色

南方无显著差异，多效唑处理对贮藏果实的品质尚未见

不良影响。

多效唑为低毒农药，原药大鼠急性口服 L D 5 0 为

2000mg/kg，无三致效应[24]。目前国内多效唑最大残留

限量，花生(仁)、小麦等多为 0.50mg/kg[25-26]。沙田柚

商品果单果一般质量约 1 2 5 0 g，其比表面积远小于橙

类、梨及苹果等，相同浓度的农药短时浸果处理比表

面积小的果实后，农药可能的残留量远小于比表面积大

的果实的残留量，本实验以 0.7mmol/L 及 1.0mmol/L 的多

效唑处理时间 1min 以内，按质量计算处理果实的初始着

药量就小于 0.5mg/kg，处理的沙田柚贮藏防腐不仅符合

绿色果品要求，而且诱导伤口愈合的抗病性系屏蔽保护

作用，病原菌不会因长时间使用而产生抗性，也不致

长时间使用后而增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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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采后沙田柚具有较强的诱导抗病潜力。本研究以多

效唑处理采后伤果，室温贮藏前期果皮伤口边缘的正常

果皮颜色变绿，而后逐渐褪绿转为正常果皮的橙黄色，

伤口表面逐渐变为红色，处理果实贮藏期中受病原菌的

感染显著降低，表现出良好诱导的防腐效果。诱导抗

病性的强弱与使用诱导因子的种类与剂量、果实生命活

力的强弱以及处理后果实的温、湿度[21]等都相关，在前

期的实验探索中采用包括水杨酸在内的多种化学因子进

行初步筛选后，结果沙田柚以多效唑处理抗病菌侵染的

效果为最佳。

多效唑具诱导沙田柚伤口愈合的作用。一般的诱导

抗病性是处理后的植物组织直接产生作用于病原菌的防

御酶，如β-1,3- 葡聚糖苷酶和几丁质酶等[22-23]，或产生

具抗菌作用的次生代谢产物等，此类型的诱导抗病作用

将随果实的生命活力下降而减弱、甚至完全丧失，对

贮藏期较长果实贮藏防腐的生产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沙

田柚采后经多效唑处理使伤口及其附近组织大量合成木

质素多酚类物质，且伤口表层细胞木栓化，一定时间

内使采后果实伤口愈合消除了病原菌侵染的主要途径，

即使贮藏期较长、组织的抗病性下降，贮藏果实也不

易受感染而腐烂。

多效唑处理可诱导采后沙田柚产生抗菌次生代谢产

物。多效唑处理后伤口表面变红，而空白对照无明显

变化，对照表明果实处理后诱导产生了具杀菌活性的酚

类，酚氧化而为红色、杀菌作用更强的醌，而且酚类

物质是木质素合成的前体物质，在伤口处木质素的累积

而使伤口愈合。但多效唑诱导沙田柚的抗病次生代谢产

物的具体种类，以及多效唑处理是否也同时诱导沙田柚

产生几丁质酶等抗菌蛋白，有待进一步研究。

多效唑处理采后沙田柚果实的伤口愈合系多效唑增

强木质素代谢的结果，而代谢的增强会增大采后果实的

营养消耗，贮藏果实品质的降低。但多效唑处理诱导

处理
贮藏时间 /d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T 1 2.2 5.6 7.8 13.3 21.1 25.6 32.2 35.6 47.5cB

T 2 0 0 4.4 7.8 12.3 15.6 17.8 22.2 22.2bA

T 3 0 0 0 0 3.3 6.7 6.7 13.3 13.3aA

T 4 0 0 0 0 0 6.7 6.7 11.1 14.4aA

T 5 5.6 6.7 6.7 12.2 13.3 13.3 15.6 21 25.6bA

CK1 0 0 0 2.2 5.6 6.7 8.9 8.9 11.1aA

CK2 13.3 13.3 20.0 26.7 40 35.6 46.7 60 67.7dC

CK3 46.7 76.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eD

CK4 0 0 0 0 3.3 5.6 5.6 7.8 10.0aA

表 2 沙田柚伤果贮藏中的腐果率

Table 2   Rotten fruit rate of Shatian pomelo fruits during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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