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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抗病诱导Or,j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类新型植物杀菌Of,j，它们本身没有杀菌活性 ，但能够诱导植物产 

生系统获得抗病性(SAR)，极具应用潜力。本文对近年来抗病诱导剂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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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Ross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提出了植物系统获得抗病性(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SAR) ，即当坏 

死型病原物或筛选的诱导菌侵染或某些化学制剂诱导处理后，某些植株可以对随后病原物的侵染产生抗性。而这些可以 

诱导植物产生 SAR的生物和化学制剂就称为植物抗病诱导剂(elicitor)或激活剂(activator)。由于 SAR具有四大特点，即： 

系统性 ，SAR表现在植株的非诱导因子处理部位；持久性，SAR产生后可维持几周甚至几个月；广谱性，SAR同时对若干真 

菌、细菌 、病菌所致病害产生抑制作用；安全性，这些诱导剂本身对病菌并不产生毒杀作用，而是诱导植物体 自身产生抗性 ， 

故对环境不产生副作用 ，因此 ，此类杀菌剂的研究开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 抗病诱导剂与 SAR信号分子 

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 Ross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提出植物系统获得抗病性(SAR)以来，人们发现除病原微生物(如真菌、 

病毒、细菌、线虫等)可以诱导植物产生SAR外，某些非生物因素如化学物质也能引起植物产生SAR。目前，已知能够诱导 

植物产生 SAR、具有应用潜力的化合物有很多种，包括无机化合物、天然有机化合物以及合成有机化合物 。但根据人们 

对植物抗病诱导剂统一的要求，即①化合物及其代谢物没有直接的抗菌活性；②诱导所获得的抗菌谱与生物诱导的抗菌谱 

一 致；③诱导与病原激发的SAR相同的标志基因的表达。符合这一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植物抗病诱导剂有水杨酸(salieyl— 

ic acid，SA)及其衍生物，二氯异烟酸(2，6-dichloroisonicotianic acid，INA)以及苯并噻二唑类(benzo[1，2，3]thiadiazole-7一ear— 

bothioie acid S-methyl ester，BTH)化合物 ，寡糖类作为抗病诱导剂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其中已经成功开发出 

的第一个商品化的植物抗病诱导剂，即由汽巴一嘉基公司推出的Bion，其有效成分便是 BTH。 

植物在受到生物的或化学的因素诱导后，在诱导点以外部分也获得抗性，这就需要有某种物质来传递诱导信息。20世 

纪60年代Ross首先提出了植物体内存在能诱发SAR的系统性信号的假设。随后，Kuc实验室于80年代进一步证实了这 

一 假设 J，并同时指出，在烟草和黄瓜植株茎韧皮部环割及嫁接实验中，这种信号产生于诱导处理叶，经韧皮部传导到上 

部未处理叶而诱发SAR，而且SAR可以通过嫁接转移。根据 Enyedi A J等 的观点，作为SAR的信号分子必须具有如下 

的特征：①可由植物体生物合成；②在受到病原物侵染后其含量上升；③可在植物体内移动；④能诱导SAR基因表达产生 

PR蛋白并提高对病菌侵染的抗性。目前文献报道的能诱发SAR的信号分子主要有水杨酸(sA)及其结构类似物、茉莉酸 

及其衍生物和乙烯等--。’ 。 

1．1 水杨酸及其结构类似物 

外源应用 sA可诱导植物产生 SAR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例如，它能诱发烟草、黄瓜、番茄、菜豆 、豇豆 、马铃薯、水稻 

等多种作物SAR基因的表达，且这种诱导抗性具有广谱抗病性的特点。与烟草花叶病毒(TMV)诱导烟草SAR相比，外源 

sA可在其施用局部诱导相同的SAR基因表达并达到相同的水平，同时也具有抗病范围相同的抗性。而 sA及其代谢产物 

本身在离体条件下并无直接的杀菌能力，由此可见，sA是一种植物抗病诱导剂 。 

同时，也有许多证据表明，植物体内sA的积累与 SAR信号传导有关。Sticher L等 在总结了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 

认为sA是诱发SAR的信号分子，其主要依据：①外源应用sA诱导多种植物体内积累PRs(病程相关蛋白)，并产生对多种 

病原物(如真菌、细菌、病菌等)所致病害的抗性。②诱抗因子诱发植物体内sA积累和SAR基因表达，从而产生SAR，并且 

收稿 日期：2003-01—17 

作者简介：褚明杰，(1971--)，男，硕士研究生，讲师。 



31卷 1期 褚明杰等 植物系统获得抗病性与抗病诱导剂(综述) 55 

内源sA的积累先于SAR基因表达和抗性表现，在此过程中，sA积累水平和抗性呈密切正相关。③sA在植株体内可以通 

过植物韧皮部转运。④烟草和拟南芥转基因实验也证明sA是诱发植物SAR的信号分子。但sA是否就是诱发植物 SAR 

的原初信号，目前还有着较大的意见分歧 。尽管如此，sA在抗病基因的表达和SAR的产生过程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2，6-二氯异烟酸(INA)和苯并噻二唑(BTH)被认为是 sA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物。实验证实 ” ，与TMV接种相比， 

INA和BTH能够诱导烟草和拟南芥产生与其一致的一组SAR基因表达，并且它们诱发的SAR也具有相同的抗病对象谱， 

但INA和BTH诱发SAR不需要sA。因此它们三者诱发SAR的途径可能相互偶联，即可能结合于同一受体，通过同一途径 

诱发 SAR。 

2，6-二氯异烟酸离体无杀菌活性，在植物体内也不能产生有杀菌活性的代谢物，但该物质及其甲酯衍生物(统称 INA) 

具有诱导 SAR的能力，并且 INA预处理还可以加快防卫反应。INA处理烟草可以诱导 B一1，3-葡聚糖酶 、几丁质酶以及6一磷 

酸葡萄糖酸脱氢酶，而苯丙胺酸脱氢酶、酸性蛋白酶、过氧化物酶及多酚氧化酶不受影响 。说明 INA模拟许多生物诱导 

因子诱导植物的系统抗性，但对与局部坏死相关的一些致病因子没有影响。异烟酸的类似物，非杀菌性的N一氰甲基-2一氯 

异烟酰胺能很好地预防稻瘟病，其持效期可达30 d以上 。 

苯并噻二唑类(BTH)化合物的诱导活性是由汽巴一嘉基公司的 Walter K等在研究开发磺酰脲除草剂时发现的Ⅲ 。 

BTH是一种典型的植物抗病诱导剂，离体条件下无杀菌活性，但能够诱导植物体内免疫机制，起到抗病、防病作用。BTH对 

多种作物具有诱导抗性，但其诱导活性与该类化合物分子结构直接相关。Walter K等对该类化合物进行大量的化学修饰 

合成和生物测试，阐明了其作为植物抗病诱导剂的分子构效关系，进而综合各方面因素选择了s．甲基一苯并[1，2，3]噻二 

唑-7一硫代羧酸(CGA245704)作为首选的病害防治化合物，并已商品化用于农业。 

1．2 乙烯和茉莉酸及其衍生物 

Penninckx I A M等 引研究发现，乙烯和茉莉酸在诱导拟南芥和烟草植株产生SAR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拟南芥植株 

下部叶片接种A．brassicicola后，在接种叶片及非接种叶片内都积累防卫素，并且茉莉酸含量增高。外源应用茉莉酸甲酯 

可使植株积累防卫素并产生SAR，而不用茉莉酸甲酯处理的拟南芥突变株coill接种后不积累防卫素。同样，外源应用乙 

烯可以诱导拟南芥植株积累防卫素，而不用乙烯处理的拟南芥突变株ein2接种后不积累防卫素，也不能表现SAR。同时研 

究显示，在烟草和拟南芥中，茉莉酸和乙烯与sA诱导表达的PR基因不尽相同，表明在不同的植物～诱导因子一病原物系 

统中，SAR产生途径不尽相同，诱发 SAR的信号分子也可能不同。 

1．3 其它抗病诱导剂 

除上述各类抗病诱导剂以外，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寡糖类化合物。1984年，美国人 P Albersheimltg)报道了寡糖能作为植 

物系统获得抗性的诱导剂。国内也有人报道了寡糖对水稻纹枯病的抗性作用 。寡糖类诱导剂的合成所用试剂昂贵、反 

应步骤繁多，其合成代价高，难以批量制备，所以目前尚未见到作为农药用的寡糖诱导剂的生产报道。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在葡萄糖寡糖的合成研究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 

在日本杀菌剂中产量最大的品种之一烯丙异噻唑(probenazole，噻菌灵)作为抗病诱导剂，其主要代谢产物 saccharin可 

以刺激水稻植株抗菌酯和过氧化酶的产生 ，从而诱导水稻对纹枯病和叶枯病的抗性 。 

2 SAR诱导机理 

对于植物抗病诱导剂诱导植物产生抗性(SAR)的机理目前研究得还不是十分清楚。根据已有的研究显示它是一个包 

括酶及基因激活、信号传输及植物组织生理生化发生变化的复杂过程 。SAR的建立与一类称为病程相关蛋白(patho- 

genesis—related proteins，PR)的物质积累有关 。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病原感染植物后，在植物体内产生一种适于长 

距离传输的信号分子，该信号分子从植物的病原感染部位经韧皮部转移到其它非感染部位，然后诱导 SAR基因的表达，其 

表达产物再直接或间接杀死病原物，抑制病原物生长；同时，组织内水杨酸在遇到挑战接种病原物后迅速活化一种依赖于 

病原物的精细调控机制，放大和强化非特异性病原信号，活化非特异性防卫反应机制，从而表现SAR。 

相当多的证据都表明SAR基因表达在植物产生 SAR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来 自于转基因植株研究 

结果。能表达来 自大豆几丁质酶的转基因烟草和云苔属植株对由Rhizoctonia spp．引起的枯萎病具有显著的抵抗能力 。 

高水平表达PR一1蛋白的转基因植株可以减轻由两种 Oomycete病原引起的感染 。 

诱导产生的 SAR基因随着不同植物 、同一植物中不同诱导因子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在烟草中，外源诱导剂 SA、 

INA、BTH都能诱导9类 SAR基因表达 ，其中有的基因编码具有可以直接杀死病原物活性的水解酶如 13-1，3-葡聚糖酶、 

壳聚糖酶等，有的编码具有可以通过破坏膜完整性而杀死病原物的富含半胱胺酸的类甜蛋白(thaumatin—like protein)。而 

在拟南芥中，这3种外源诱导剂诱导SAR基因主要是PR一1、PR-2和PR-5 1291。在单子叶植物小麦中，SA、INA、SAR则诱发 

出一组完全不同于双子叶植物的 PR基因一wcI(wheat chemically induced genes)，这些 WCI基因表达与小麦白粉病抗性的 

产生密切相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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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诱导剂诱导SAR基因表达不同。外源应用茉莉酸(JA)、甲基茉莉酸酯(MeJA)、乙烯(ETH)则诱导另一类PR基 

因一防卫素(defensin)基因的表达 。在拟南芥和烟草中，茉莉酸和乙烯诱导表达的PR基因与 SA诱发的不同，SA诱导 

表达的PR基因主要是酸性PR基因，而茉莉酸和乙烯诱发的主要是碱性 PR基因。同时在植物体内也存在两条SAR信号 

传递基因表达途径，其中一条依赖于sA，另一条依赖于 JA和 ETH。 

3 问题与展望 

近几年来，外源诱导SAR产生机理和途径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比如诱导 

SAR信号分子的转运，包括组织和细胞水平的转运机制；SAR诱发的具体机理；依赖于sA和依赖于JA两条途径产生的机 

理及相互之间的对话(cross—talk)；不同植物、不同诱抗剂产生不同SAR反应等。诱导SAR建立的原初信号及sA参与SAR 

建立的作用机制是目前抗病生理的重点研究领域，相信在这些领域内不断深入的研究，将更有利于SAR的发展，对在农业 

生产实际中开发新型的诱抗剂，提高作物的抗病性，减少有毒农药的使用和发展绿色农业等方面都将具有极其重大意义。 

BTH和 SA、INA作为结构类似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征，即一个芳环与一个次生结构的碳氧基团。但这 3种诱抗 

剂中，sA只能保护药剂处理的部位，而对未处理的部位无效，并且其诱导抗性的浓度范围很窄，浓度太低无诱导抗性，稍高 

则会引起药害。INA在田间应用虽已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但其分子作用机制还不太清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BTH类 

诱抗剂以其抗效长、施用浓度低等特点而发展较快。最近，由汽巴一嘉基公司刚刚开发的植物抗病诱导剂CGA245704(苯 

并[1，2，3]噻二唑·7一硫代羧酸-S-甲酯)，已于1996年在德国以Bion 50 WG的商品名注册，在瑞士以Unix Bion 50 WG的商 

品名注册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对植物诱导抗病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有种类更多、性能更好的植物抗病诱导剂 

被发现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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