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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抗病激活剂本身及其代谢物无直接的杀菌活性，但可刺激植物的免疫系统而诱导 

植物产生具有广谱性、持久性和滞后性的系统获得性抗病性能(SAR)。植物抗病激活剂的诱 

导除了可以引起植物富含羟脯氨酸糖蛋白(HRGP)的变化，导致木质素在细胞壁沉积，使植物 

形成物理防御机制外，经植物抗病激活剂诱导后的植株能导致内源水杨酸(SA)的累积、形成 

氧化激增，植物局部细胞程序化死亡而产生过敏反应(HR)，植物抗病激活剂诱导后产生的抗 

病信号经内源信号传导物质 SA、茉莉酸(JA)、乙烯(Et)和一氧化氮(NO)可传导到达整个植 

株，经过一系列抗病相关基因的调控和表达可引起寄主防御酶系如苯丙氨酸解氨酶(PAL)、13— 

1，3 葡聚糖酶(13—1，3，glucanase)、几丁质酶(chitinase)、过氧化物酶(POX)等以及抗病物质如 

木质素与植保素等的变化及病程相关蛋白(PRP)的调控与表达。文中讨论了植物抗病激活剂 

概念和种类及其诱导抗病作用的主导机制，指出了植物抗病激活剂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方向及 

使用和研究开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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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药多以杀死有害生物为目的。由于安 

全、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新农药开发周期逐渐 

延长，投入经费逐年增加，开发成功率也 El趋下 

降。尽管化学农药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利用植物自身的防御系统来防病、治虫也是今 

后农药发展的重要方向，苯并噻二唑类植物抗病 

激活剂的成功开发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植物的防病抗虫性能来自品种自身的抗性和外界 

因素的诱导，后者就是诱导抗性，能够诱导植物产 

生抗病性的化学物质称为植物抗病激活剂(elici 

tor或plant activator)。我国有关植物诱导抗病作 

用机制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抗病信号的传导机 

理、生理生化机制以及相关抗病基因的克隆和应 

用上 ，而新植物抗病激活剂的研制开发比较 

缓慢。 

1植物抗病激活剂的概念及其特点 

植物受病原物诱导可以产生系统的抗病性能 

(induced systemic resistance，简称 ISR)，也称系统 

获得性抗性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简称 

SAR)。化学物质的诱导也能产生 SAR，这就是植 

物抗病激活剂 J。生物因子(包括真菌、细菌、病 

毒及其代谢物等)和物理因子(如机械损害、电磁 

处理、射线和热处理等)等也能诱导植物产生抗 

病反应 J。与传统农药相比植物抗病激活剂具 

有如下特点：①本身无离体的杀菌或抑菌作用或 

仅有很低的杀菌或抑菌活性，在活体条件下才能 

诱发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以抵御病害的侵袭。② 

作用机制复杂，不是单一作用靶标，植株整体协调 

产生系统的防御功能，并非传统的直接杀菌或抗 

菌的模式。③诱导产生的抗病性具有持效和广谱 

的特性，传统杀菌剂的抗菌谱一般较窄，而植物抗 

病激活剂产生的抗性具有非专化性的的特点，可 

有效地防治真菌、细菌、病毒等多种病害。④诱导 

产生的抗病效果存在滞后性，诱导处理的植株必 

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对挑战的病原菌表现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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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⑤传统农药往往容易引起抗药性，植物抗病 

激活剂不会对病原菌产生选择压，不易产生抗药 

性。⑥对不具有致病性的腐生菌、颉颃菌无影响， 

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⑦单子叶植物 

和双子叶植物均可经植物抗病激活剂诱导产生系 

统获得抗性。⑧植物抗病激活剂与常规杀菌剂联 

合使用具有相加或协同作用 。 

2 植物抗病激活剂的种类 

植物抗病激活剂根据来源可分为生物源和非 

生物源两类。生物源植物抗病激活剂有蛋白类 

(harpin蛋白)和寡糖类 (寡聚葡萄糖)及糖蛋白 

类(从酵母的反转录酶中获得的糖肽)等诱抗剂。 

另外，花生四烯酸、亚油酸、油酸等许多不饱和脂 

肪酸也能诱导植物产生 SAR。已报道的非生物 

源植物抗病激活剂有 内源的乙烯 (Et)、水杨酸 

(sA)、茉莉酸(JA)和一氧化氮(NO)，外源的苯 

并噻二唑(BTH)、DL—B一氨基丁酸(BABA)、2，6一 

二氯异烟酸(INA)及其甲酯、N一氰甲基一2一氯异烟 

酰胺(NCI)、烯丙异噻唑(probenazole)、2，2一二氯一 

3，3一二甲基环丙羧酯(DDCC)、水杨酸甲酯(Me— 

SA)衍生物、茉莉酸甲酯(MJ)和乙膦铝、磷酸盐 

(K3PO4、K2HPO4、Na3PO4、Na2HPO4)、草酸盐、2， 

4一D、NAA、IAA、色氨酸等生长调节剂和苯硫脲、 

盐酸普鲁卡因、二氯环丙烷、十二烯酯盐酸、cere— 

brosides及某些化学除草剂氟乐灵、甲磺乐灵、仲 

丁灵等 J。其中，BTH是商品化最成功的植物 

抗病激活剂，可诱导植物对细菌、真菌和病毒等产 

生广谱的抗性，原汽巴 一嘉基公司在开发磺酰脲 

除草剂时发现该药能激发植物产生 SAR，随后由 

诺华(现先正达)公司商品化成功。。 。 

3 植物抗病激活剂诱导抗病的机制 

3．1植物抗病激活剂产生诱导抗性的物理机制 

细胞壁是植物抵御外来侵染的第一道有效屏 

障，当病原物侵染时，细胞壁部分被破坏，诱使植 

物细胞对细胞壁进行修复，加速非蛋白性物质在 

细胞壁的沉积，细胞壁加厚并木质化。木质素是 
一 种重要的物理抗菌物质，它的形成和松柏醇产 

生的甲基化醌 与富含羟脯氨酸糖蛋 白(简称 

HRGP，羟脯氨酸含量高达30％ ～40％)之间的共 

价交错有关，植物抗病激活剂的诱导导致木质素 

在细胞壁沉积而构成致密、不易穿透的屏障，阻止 

了病菌的生长繁殖，从而保护细胞免受侵害。 

HRGP是高等植物中特有的一种结构蛋白，可在 

被各种病原物侵染的植物中积累，也可被各种诱 

导因子包括植物抗病激活剂所诱导  ̈。 

3．2植物抗病激活剂产生诱导抗性的信号传导 

机制 

植物要产生系统性抗性，由内源信号分子 

SA、JA、Et和 NO进行的抗病信号传导十分重 

要  ̈挖]，信号传递过程可分为 sA依赖性途径和 

JA／Et依赖性途径(SA非依赖性途径 )̈ 。SA 

依赖性途径的研究发现，从烟草中得到的可溶性 

SA结合蛋白(SABP)具有过氧化氢酶活性，且其 

活性可被 sA及其类似物抑制从而导致 H O 水 

平升高，激活 PRI基因和相应蛋白质的协同表 

达，实现植物的防卫反应。SA非依赖性途径通过 

植物激素 JA和Et的介导而实现。两种途径常交 

叉作用  ̈。一氧化氮也是病原菌侵染后激发抗 

性的另一重要信号，烟草花叶病毒(TMV)侵染 

后，产生诱导抗性的烟草植株一氧化氮合成酶 

(NOS)的表观活性比敏感烟草高，其活性与 PR一1 

基因的诱导有关，在动物中与一氧化氮有关的重 

要信号分子同样调节着植物抗性基因的活化 。 

可见，植物 一病原菌间的识别和调控机理以及信 

号传导途径间的联系错综复杂。 

3．3 植物抗病激活剂产 生诱导抗性 的生理生化 

机制 

植物受病原物侵染时，侵染部位“氧化激增” 

(oxidative burst)，局部细胞程序化死亡，产生过敏 

反应(简称 HR)，可以引起一系列的防卫性变化， 

产生对病原菌侵染的系统获得抗性。植物抗病激 

活剂诱导产生的抗病信号由内源信号分子 SA、 

JA、Et和一氧化氮(NO)完成，经过一系列的基因 

表达，植物产生诱导抗病性后，体内会产生一系列 

相应生理生化指标的防卫化反应，即植物对病原 

物侵入的生理生化反应是酶催化活动实现的，与 

植物抗病相关 的酶主要有苯丙 氨酸解氨酶 

(PAL)、B一1，3一葡聚糖酶、4一香豆酸辅酶 A联结 

酶(4CL)、多酚氧化酶 (PPO)、几丁质酶、过氧化 

物酶(POX)、过氧化氢酶(CAT)、抗坏血酸过氧 

化物酶(APX)、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一氧化 

氮合成酶(NOS)等 ．1 J。另外，寄主防御酶可 

催化一些诱导型抗病物质的合成，间接影响寄主 

的抗病反应，这些相关的抗病物质主要有植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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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素、酚类和木质素、HRGP等 ，因此，诱导 

产生植物抗毒素也是抗病性的机制之一。40mg 

· kg BTH对向日葵浸种 36 h使向日葵根部合 

成了植物抗毒素 7．羟基-l5一甲氧基香豆素和过氧 

化氢，完全控制了向日葵的根部恶性寄生杂草向 

日葵列当 ，研究结果显示了植物抗病激活剂的 

巨大潜力。 

PRP是植物在病理或与病理相关的环境下如 

病原物的侵染或某些物理化学因子刺激、胁迫产 

生的诱导蛋 白，其相对 分子质量较小 (10～ 

40KD)，多数是酸性蛋白，半衰期为 40～70h，可 

积累于胞内和胞问，大部分 PRP能抵抗蛋白酶、 

糖苷酶、重金属、尿素和低 pH值以及高温 60~C的 

逆境条件，稳定性较强 。已发现的 PRP约 14 

种，部分 PRP与动物或人体的过敏反应有关 ， 

在植物中发现的与诱导抗性相关的主要有 PR1、 

PR2、PR3、PR4、PR5、PR9和 PR10基 因 ， 

BTH、SA和 MeJA能诱导 PR4的产生，BTH可诱 

导 PR10的产生。PR2基因负责 B一1，3．葡聚糖酶 

的调控和表达，PR3、PR4、PR8和 PR11负责几丁 

质酶的调控和表达，PR9负责过氧化物酶的调控 

和表达，大多数 PRP具有几丁质酶和 B．1，3．葡聚 

糖酶活性，在体内和体外均显示出抗真菌活性。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 SAR都与 PRP积累有关， 

PRP1的积累是 SAR产生的最可靠的生理生化标 

志 。因此，这些相关的酶和生理生化物质尤其 

是 PRP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植物产生抗逆性的 

重要指标，作者认为，测定这些指标的变化是新植 

物抗病激活剂筛选的重要理论基础。 

BTH本身及其在植物体内的代谢产物均无 

杀菌活性，但 BTH能激活植物抗性反应并影响病 

原物生活史的多个环节，从而诱导植物对细菌、真 

菌和病毒等产生广谱的系统抗性 ，除了模拟 

sA起到信号传导的作用外，由 BTH诱导的抗性 

还能导致 PAL、B一1，3葡聚糖酶、过氧化物酶和谷 

胱苷肽过氧化物酶(GPX)等活性的变化，并诱导 

PR基 因的表 达产 生 PRP【7,32j。B．氨基 丁 酸 

(BABA)能诱导烟草对 TMV的抗性，而 ．氨基丁 

酸(AABA)仅有较小的活性 ，而 ．氨基丁酸(GA 

BA)则无活性，BABA诱导产生的HR其细胞死亡 

与过氧化氢参与的过氧化、SA的积累和 PR．1a的 

表达有关 。sA能诱导烟草、拟南芥、黄瓜等植 

物体内PRP基因的表达，使植物体内活性氧(简 

称 ROS)积累，但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有一定困 

难，外源 sA易与植物体内的 p一葡萄糖苷等形成 

螯合物，不易在韧皮部输导，其保护作用受到限 

制，且 sA诱导抗性反应的有效浓度范围很窄，高 

浓度易引起药害。INA处理拟南芥时，病原菌侵 

入点细胞很快死亡，出现过敏反应；INA能诱导烟 

草、黄瓜以及拟南芥植物体内PRP基因的表达， 

还能激活 B一1，3．葡聚糖、6一磷酸葡糖苷脱氢酶、几 

丁质酶的活性，但对与局部防卫反应相关的酶 

(如苯丙氨酸解氨酶、过氧化物酶、多酚氧化酶和 

酸性蛋白酶等)无影响；2，6．二氯异烟酸可诱导水 

稻体内脂氧合酶(LOX)活性的提高。烯丙异噻 

唑通过活化寄主植物的防卫系统诱导稻株体内分 

泌出a．亚麻酸等数种高级脂肪酸，使 PRP积累并 

提高与抗病性相关酶如过氧化物酶、苯丙氨酸解 

氨酶的活性等作用而诱导水稻产生抗病性，同时， 

木质素积累也是对病原菌向邻近细胞扩展形成物 

理屏障 ， 。 

3．4 植物抗病激活剂产生抗性的分子生物学 

所有的植物都含有抗真菌、细菌和病毒的潜 

在基因，但其表现(即抗性基因表达)的速度和数 

量与环境对基因及其产物活性的影响有关 。 

植物抗病激活剂和病原物诱导的 SAR具有相同 

的抗菌谱和相同的 SAR基 因，具有相同的本 

质 。在双子叶作物中，由病原物或植物抗病激 

活剂诱导产生 SAR的同时，还伴随有许多 SAR 

基因编码的 mRNA的累积。WCI基 因是 由 BTH 

诱导小麦产生的，其诱导的动态研究发现，施用 

BTH几天后观测到的最大基因诱导量与抗病性 

的激活在时间上一致。对 BTH、INA和 SA激活 

WCI基因的特征比较证明，3种化合物都是 WCI 

基因的激活剂，只是激活水平和动态特性不同， 

sA的激活水平最低，持续时间也最短，INA和 

BTH则比较接近，BTH的激活效果最好。因此。 

植物抗病性的激活与新基因的诱发之间存在高度 

的相关性。 
一 般认为，最先诱导表达的防卫基因是植保 

素合成的相关基因，其后是水解酶和 PR一蛋白相 

关基因，最后是与富含羟脯蛋白和木质素合成相 

关基因 。外源激发子诱导植物产生植保素的 

合成和表达主要依赖于苯丙氨酸解氨酶、4．香豆 

酸辅酶A联结酶和苯基苯乙烯酮合成酶等相关 

基因的诱导表达。几丁质酶和B．1，3．葡聚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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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解酶的基因表达是诱导抗性的主要表现。植 

物基因能在诱导后表达，是因为在某些基因的上 

游存在化学可诱导的启动子(调节序列)，现已证 

明烟草的一个基因启动子区，该基因编码 PR—la 

具有化学可诱导性，在水稻上也发现了一个可化 

学诱导的编码抗性基因的启动子。另外，抗性基 

因也可以是隐性的H 。 

4植物抗病激活剂的发展方向 

植物抗病激活剂符合 21世纪对环保的要求，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加强有关信号传导和 

分子机理等的基础研究可为寻找环境友好新植保 

制剂的创制开辟新途径提供理论指导。利用植物 

抗病激活剂与传统的杀菌剂的合理复配，不仅可 

以提高现有杀菌剂的防效，还能降低用量，扩大抗 

菌谱。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可向植物导入抗病基因 

或信号传导途径中能激发植物防御机制的基因， 

增强植物的抗性水平或加速形成防御机制的速 

度，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模式植物拟南芥功能 

基因组学的研究和一批水稻抗病相关突变体的鉴 

定，使得人们更多、更好的应用植物广谱抗病植物 

基因工程，从而看到了更多的希望。目前，已经在 

不同植物中鉴定了大约 20余种 R基因，有关转 

葡萄糖氧化酶(GO)基因马铃薯的研究表明，植株 

对由细菌引起的软腐病和真菌引起的晚疫病具有 

明显的抗性，转 GO基因烟草对赤星病和黑胫病 

的抗性也显著增强。另外，转 GO基因的棉花也 

已筛选出抗棉花枯黄萎病的高抗单株 。因此， 

植物抗病激活剂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将成为植物 

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5我国植物抗病激活剂的研究现状 

以及开发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植物抗病激活剂的创制工作已经起步， 

但对植物抗病激活剂的概念认识尚不深入，尤其 

是对植物抗病激活剂抗病效果滞后性的理解尚不 

够，许多研究在离体试验不表现活性的情况下按 

常规试验方法在活体条件下观测到较好的生物活 

性就判断一个化合物具有诱导抗病活性。由于国 

内仍缺乏科学合理的植物抗病激活剂生物活性筛 

选和评价体系，对同样化合物诱导活性报道结果 

相差悬殊。植物抗病激活剂有其自身的特点，传 

统杀菌剂的筛选方法不适合此类研究，其生物活 

性筛选体系、生测活性评价方法、田间药效试验技 

术、混用及评测方法均需研究和完善。另外，常规 

农药创制的理论尤其是构效关系的理论因其作用 

靶标的非单一性也需要修正，这对其研究开发带 

来了困难。国内市场上见到的某些植物抗病激活 

剂产品多数缺乏理论研究的支持。植物抗病激活 

剂对植物可能产生的药害和适应性差等问题也应 

引起注意，loo~#mL的BTH处理黄瓜时，药剂对 

处理的叶片(第一片)产生药害，未处理的叶片 

(第二片)也偶尔产生药害，药害的产生被认为是 

植物抗病激活剂诱导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的积 

累，尤其是植保素的积累对植物细胞产生的毒害； 

MeJA处理 的烟草竞争能力和适 应性均有降 

低 。严格意义上的理想植物抗病激活剂很 

少，由于诱导效果受诱导时间、使用浓度及环境条 

件的限制，因此，植物抗病激活剂对植物的保护作 

用也不完全，只能降低病害的程度，其田间防效常 

不稳定，植物抗病激活剂完全防治病害的状况仅 

在严格控制条件的实验室内存在。仅靠诱导抗性 

防病提高产量的程度有限，另外，高浓度的挑战接 

种会降低诱导抗病性的有效性甚至可能造成病害 

流行；植物抗病激活剂诱导抗病性的产生需要能 

量，生长代谢的部分途径需要转移到防御机制的 

形成，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 。综上 

所述，只有消除对植物抗病激活剂诱导抗病性的 

片面认识，科学合理地使用和研究开发才能发挥 

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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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researches on induced resistance of plant activator 

FAN Zhi-jin1· LIU Xiu—feng LIU Feng—li BAO Li—li ZHANG Yong—gang 

f 1．Institute of Elemento Organic Chemistry，Nankai University，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lemento Organic 

Chemist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2．Key Laboratory of Pesticide Chemistry &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Beijing 100094，China) 

Abstract：P1ant activator(also called elicitor)itself and its metabolites have no fungicide activity in vitro， 

but thev can induce plant immunity system to produce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 (SAR) against a wide 

spectrum of path0gens persistently． Apart from accumulation of lignin in cell wall by increase of hydroxyproline 

rich glucoproteins(HRGP)induced by elicitor，increase of endogenesis salicylic acid(SA)，oxidative burst， 

hypersensitive response(HR)caused by programmed local cell death could also be observed in the elicited 

plants．The persistent SAR against a wide spectrum of pathogens only occurred after the changes of circum— 

stantial resistant enzymes and substances such as phenylalanine ammonialyase(PAL)，p一1，3一glucanase， 

chitinase，peroxidase(POX)，lignin and phytoalexins et a1．caused by a series of regulation of plant guard 

gene exDression through pathogenesis resistance signaling pathways conducted by endogenesis signaling corn— 

p0unds SA，iasmonic acid(JA)，ethylene(Et)and nitrogen oxide(NO)．In this paper，the conception， 

characteristics．category and mechanism of the mode of action of plant activator were discussed．The prospects 

and directi0ns 0f applicati0n and development of plant activator were mentioned．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thods for settlement were also being put forward． 

Key words：Plant activator；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induced res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