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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黄瓜南方根结线虫病抗性的
解剖学及其细胞学研究
叶德友１”，王暄３，张燕霞１，钱春桃１，陈劲枫Ｈ
（１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摩，南京农业大学同艺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２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兰州７３００７０；３南京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为探明酸黄瓜南方根结线虫病抗性的内在机理，以抗病材料酸黄瓜与感病材料北京截头为试材，对南方根结线虫侵
入与幼虫发育、根的解剖学及线虫侵入诱导形成的取食位点的细胞学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抗病材料酸黄瓜根
系中线虫侵入率极显著低于感病材料北京截头（Ｐ＜Ｏ．０１），酸黄瓜能够有效抵抗南方根结线虫的侵入；抗、感材料根系中雌
雄虫个体比例分别为ｌ：１２和ｌ：５（Ｐ＜Ｏ．０１），抗性反应能够抑制线虫取食和幼虫发育；酸黄瓜根的解剖结构与普通栽培黄
瓜相似，酸黄瓜的根不具有结构抗性；抗病反应中细胞发生过敏性坏死，感病反应中无此类现象发生。抗侵入、抑制取食和
坏死反应是抗病材料酸黄瓜抗性反应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酸黄瓜；南方根结线虫；抗性；解剖学；细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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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黄瓜（Ｃｕｃｕｍｉｓ

Ｃｈａｋｒ．，２ｘ＝２ｎ＝２４）

ｈｙｓｔｒｉｘ

１．３线虫侵入、幼虫发育及根结构的解剖学观察

为原产我国云南的甜瓜属野生种…。酸黄瓜和栽
培黄瓜（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２ｘ＝２ｎ＝１４）的成功

４０卷

线虫侵入与幼虫发育观察参照Ｄａｙｋｉｎ等∞】的
方法进行。接种２、４、７和１４ ｄ及８周后，轻轻倒

杂交标志着甜瓜属种间杂交的重大突破忙芦ｏ，为利

出营养钵中的植株根系，用自来水将根系的基质冲

用甜瓜属野生资源进行黄瓜品种的遗传改良开辟

洗十净，蒸馏水漂洗３次，先在含有醋酸和乙醇

了新的研究思路。抗性鉴定结果表明，酸黄瓜对南

（醋酸：乙醇＝ｌ：１）的酸性品红中染色５～１０

方根结线虫具有高度抗性Ｈｊ Ｊ，这是迄今为止甜瓜

接着放入水合氯醛水溶液（水：水合氯醛＝ｌ：４）巾

属中唯一可利用的抗南方根结线虫病的种质资源，

浸泡３０ ｍｉｎ，然后用蒸馏水漂洗３次，再置于解剖

为转移野生黄瓜中的抗线虫基冈进入栽培黄瓜、培

镜下检查和统计线虫的数目。根尖样品制备参照

育抗线虫黄瓜品种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

Ｆａｈｎ等【７１的方法进行。取供试材料根系的根尖，

途径。

取样长度１．０一１．５ ｃｍ，用ＦＡＡ液同定，梯度乙醇

本文从利，ｆＪ酸黄瓜对南方根结线虫病优良抗
性的目的出发，以对南方根结线虫病抗、感差异明
碌的２份甜瓜属种质为试材，通过比较其线虫侵
入、幼虫发育、根的解剖结构及细胞学方面的变化

ｍｉｎ，

脱水，石蜡切片法制片，切片厚度１２斗ｍ，番红一同
绿双重染色，Ｏｌｙｍｐｕｓ，显微镜Ｆ观察拍照。
１．４电镜样品制备与细胞学观察

差异，旨在探讨线虫与寄主之间亲和与非亲和性互

参照Ｈｏｌｔｍａｎｎ等旧１的方法略加改动。接种

作的形成机制，为进一步阐明其抗病机理与抗南方

２、４、７和１４ ｄ后，对供试材料根系的根尖分别取

根结线虫病种质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样，取样长度１．５～３．０ ｌｎｌＴｌ。首先用０．０３

ｍｏｌ／Ｌ

二甲胂酸钠缓冲液（ｐＨ ７．０）配制的２．５％的戊二

１材料与方法

醛将根尖进行前固定，４０Ｃ下固定２

ｈ，０．０３ ｍｏｌ／Ｌ

二甲胂酸钠缓冲液漂洗３次，然后用２％锇酸对处

１．１材料

理过的根尖样品进行后同定，４℃下固定２
甜瓜属野生种酸黄瓜（Ｃ
通栽培黄瓜北京截头（Ｃ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Ｃｈａｋｒ．）、普

Ｌ．）南南京农业

大学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窜黄瓜育

ｈ，０．０３

ｍｏｌ／Ｌ二甲胂酸钠缓冲液漂洗３次，３０％、５０％、
７０％、８０％、９０％、９５％乙醇脱水，丙酮：Ｅｐｏｎ

８１２

环氧树脂（１：１）渗透３ ｈ，丙酮：Ｅｐｏｎ８１２环氧树脂

种组提供，二者分别高抗、高感南方根结线虫

（１：３）渗透３ ｈ，Ｅｐｏｎ８１２环氧树脂渗透、包埋过夜，

病【４ｊ】。南方根结线虫由南京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６０℃烘箱中聚合４４３ ｈ，ＬＫＢ—Ｖ型超薄切片机切片，

线虫实验室提供，接种在感病番茄品种苏粉２号上

切片厚度约７０ ｎｍ，醋酸双氧铀．柠檬酸铅双重染

于温室中进行常年繁殖。

色，ＪＥＭ一１００ＣＸ ｌＩ型透射电镜观察拍照。

１．２幼虫孵化与接种方法

２

从感病番茄根系上挑取新鲜卵块，将它们置于
卵孵化器内，并加人适量蒸馏水，放入２４℃的培养

２．１

结果与分析
抗、感材料根系中线虫的侵入及其发育
接种南方根结线虫后，抗、感材料根系中２龄

箱于黑暗巾孵化３—５ ｄ，将孵化的２龄幼虫（Ｊ２）制

幼虫侵入率存在较大差异（图ｌ—Ａ）。接种２天

备成悬浮液（２００头／ｍＬ）。供试植物材料采用直

后，抗病材料酸黄瓜、感病材料北京截头根系中线

播，营养钵规格１０

ｃｍ×１０

ｃｍ，内装经高温

虫侵入率分别为１３％、３１％，感病材料线虫侵入率

（１２０℃）灭菌的基质（泥炭土：蛭石＝ｌ：１），待幼苗

为抗病材料的２倍多。接种４ ｄ后，抗、感材料间

长到３—４片真叶时开始接种，接种参照Ｃｈｅｎ

线虫侵入率差异在进一步扩大，抗病材料酸黄瓜未

等１５１的方法，接种量为１ ｍＬ／株，每份材料各接种

发生明显变化，其根系中线虫侵入率为１７％（Ｐ＞

５株，２次重复，完全随机设计，接种后进行正常的

０．０５），而感病材料北京截头根系中线虫侵入率达

肥水管理。

到了４６％。接种７ ｄ后，抗病材料酸黄瓜线虫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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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期

叶德友，等：酸黄瓜南方根结线虫痫抗件的解副学及其细胞学研究

６９７

率仅为２３％，而感病材料北京截头根系中线虫侵

而雌虫占了所有个体的将近１０％（Ｐ＜０．０１），雌雄

入率则高达５８％。接种２周后，抗病材料酸黄瓜

虫个体比例为ｌ：５（图１一Ｂ）。

与感病材料北京截头线虫侵入率分别为２６％、

２．２酸黄瓜根的解剖学结构

７１％，抗、感类型间线虫侵入率表现出了同接种ｌ
周内相似的变化差异，感病材料北京截头线虫侵入

酸黄瓜根的解剖结构简单，与普通栽培黄瓜基

率极显著高于抗病材料酸黄瓜（Ｐ＜ｏ．０１）。接种８

本相似。在初生根分生区，根毛、表皮、皮层、内皮

周后，抗病材料酸黄瓜与感病材料北京截头根系感

层和中柱鞘由外向内依次分布，包裹在维管束的周

病状况如图１。Ｃ和图１一Ｄ所示，二者根结指数为

围。二元型的维管束由位于中轴线上的木质部和

１．３８和４．８８，分别为高抗与高感。镜检结果表明，

两端的韧皮部组成。在分裂后期，原形成层细胞经

侵人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系中的南方根结线虫２龄

过多次分裂形成形成层，形成层继续分裂形成次生

幼虫约８０％不能发育，仅有１３％发育到厂成虫，其

木质部与次生韧皮部。中柱鞘经过平周分裂形成

中雄虫占所有接种个体的１２％，而雌虫只占了

周皮，而内皮层、皮层和表皮趋于融合（图２一Ａ）。

ｌ％，雌雄虫个体比例为１：１２；侵入感病材料北京

次生根伸长Ⅸ由单细胞的表皮、皮层、内皮层和中

截叉根系中的南方根结线虫２龄幼虫均能得到充

柱鞘构成，初生木质部束含有５—７个导管，韧皮部

分发育，其巾雄虫占所有个体的４８％（Ｐ＜０．０１），

位于木质部轴线的两侧，维管束间隙中布满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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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细胞。在次生生长过程中，外围覆盖的组织降

结构．巨型细胞。感病材料北京截头中诱导形成的

解，由中柱鞘分裂产生的周皮取代。原形成层细胞

巨型细胞，细胞质浓厚，细胞壁明显加厚（图４．Ａ），

分裂形成形成层，在形成层中形成次生导管组织

由于细胞过于肥大，相邻细胞之间细胞壁开放程度

（图２．Ｂ）。

增大（图４．Ｂ）；尽管在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系维管束

２．３线虫侵入抗、感材料根系后细胞水平差异

组织中也能诱导形成巨型细胞，并能进一步发育，
但它们的体积一般都相对较小（图４－Ｃ），细胞壁加

２．３．１线虫侵入及巨型细胞诱导在线虫侵入及

巨型细胞诱导过程中，南方根结线虫２龄幼虫侵入
根系首先进入根表皮，然后在表皮内移动穿过皮
层，最终到达内皮层（图３一Ａ）。在内皮层，线虫没
有固定的移动方向。由于线虫移动，接种２ ｄ后，
在抗病材料酸黄瓜中，线虫身体周围细胞出现了明
显的坏死（图３一Ｂ），而感病材料北京截头中，细胞
内容物及中央大液泡清晰可见，未观察到此坏死反
应（图３－Ｃ）。在由内皮层移向维管束时，线虫利用
口针刺破细胞壁，有时候线虫头部的一些厚壁物质
阻碍了线虫的侵入，而相邻细胞的细胞核和细胞质
紧密聚集在一起（图３－Ｄ）。线虫进入维管束后，一
些原形成层和中柱鞘细胞逐渐趋于融合形成巨型
细胞（图３一Ｅ）。线虫利用口针刺破细胞壁，将口针

厚不明显，部分细胞壁溶解为薄薄的一层（图４－
Ｄ）。抗病与感病材料中，巨型细胞内均含有大量
的质体、线粒体以及扩大的细胞核。感病材料北京
截头中的中央大液泡发生破裂，形成了许多小液泡
（图４一（Ｅ～Ｇ）），而抗病材料酸黄瓜中的液泡较
大，数量较少，细胞核高度变形（图４．Ｈ）。感病材
料北京截头巨型细胞内滑面型内质网居多，并带有
一些膨胀的液泡（图４一Ｉ）；抗病材料酸黄瓜中，内
质网较为平展，上面含有核糖体，因此形成了粗面
型内质网（图４一Ｊ）。随着线虫的取食，感病材料北
京截头中巨型细胞在进一步扩大，原形成层、形成
层及中柱鞘细胞沿纵向继续分裂，有些与巨型细胞
融为一体形成更大的巨型细胞，有些则经过分裂形

伸入巨型细胞内，然后通过口针将分泌物释放进细

成薄壁组织细胞，包裹在巨型细胞的周围（图４－

胞质（图３一Ｆ）。

Ｋ）。接种４ ｄ后，在感病材料北京截头中未发现

２．３．２

巨型细胞发育线虫进入维管束后，抗病

与感病材料根尖组织中形成了类似合胞化的取食

Ｆｉｇ．２
Ａ：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ｏ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ｏｆ

坏死反应（图４一Ｋ），而抗病材料酸黄瓜中，靠近线
虫头部的细胞出现坏死（图４．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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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细胞降解感病材料北京截头根组织

质，偶尔也能发现中央液泡，且保持相对较为完整。

中形成的巨型细胞，细胞质浓厚，线粒体、质体、小

在一些Ⅸ域发现，坏死细胞间的距离明显增大，细

液泡及其它细胞器较多（图５－Ａ），在巨型细胞中未

胞内容物极少，大部分的巨型细胞原生质体已经完

发现细胞降解，线虫继续将口针伸入巨型细胞汲取

全降解，只剩下一些液泡及泡状结构（图５一Ｅ）。接

营养，线虫依赖此巨型细胞发育到了成虫（图５一

种１４ ｄ后，在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皮层中发现了２

Ｂ）。抗病材料酸黄瓜中巨型细胞已开始降解，细

龄幼虫，线虫被一层坏死的皮层细胞所包埋，线虫

胞内容物减少，液泡增大，细胞核高度变形（图５一

周围细胞坏死区域没有扩大，然而，偶尔也能发现

Ｃ）。在线虫到达成虫前，几乎所有的巨型细胞都

一些皮层、内皮层及中柱鞘细胞将线虫包埋，这些

已经降解。巨型细胞降解最早出现在接种后７

ｄ。

细胞已坏死或发生降解。在另ｌ份取样中也发现

原生质体高度泡状化，有些原生质体仅含有质体，

了２龄幼虫，线虫位于维管束中，并发现了由形成

而其它一些则只剩下质体、细胞核与大液泡的残余

层细胞诱导形成的巨型细胞，巨型细胞轻度增大，

物（图５一Ｄ）。在侵染后期，巨型细胞降解速度加

内含中央大液泡及薄簿的一层类似壁旁体的细胞

快，线虫被一层坏死细胞包围与健康细胞完全分

质（图５一Ｆ）。

２．３．３

开。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剩下大块的降解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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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本研究表明，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系中幼虫侵入
数目较少，这说明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系较感病材料

厚，从而限制线虫侵入。有关酸黄瓜根系中是否含
有对根结线虫有害或有毒的化学物质，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侵人感病材料北京截头根系中

北京截头对线虫不具有吸引力，能够有效抵抗南方

的南方根结线虫２龄幼虫均能得到充分发育，而抗

根结线虫的侵入。抗侵入是许多抗病植物抵御根

病材料酸黄瓜根系中仅有极少量的幼虫能够克服

结线虫侵染的普遍特征【９，１０］。酸黄瓜根的解剖结

此障碍，这一特征表明抗病反应中线虫生长发育遭

构与普通栽培黄瓜基本相似，因此，酸黄瓜对南方

受严重的营养不良，线虫取食受到抑制。抑制取食

根结线虫的抗侵入特性并非是由其根的特殊结构

是抗病植物抵御根结线虫侵染的重要特征¨２｜。在

引起，从而排除了酸黄瓜的根具有结构抗性这一推

根结线虫世代发育进程中，线虫必须贮存足够的养

测。Ｚｈａｏ等…ｏ报道，抗病材料通过释放有毒化学

分和能量才能到达下一个发育阶段，而且雌虫发育

物质或机械屏障，从而阻止线虫的侵入。本研究发

对养分的需求往往要高于雄虫¨３｜。侵人抗病材料

现，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组织中的厚壁物质构成了线

酸黄瓜根系中的幼虫只有少量（１３％）发育为成

虫侵入的机械屏障。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系中的

虫，其中大部分为雄虫（１２％），雌虫仅占了将近

ＰＯＤ（过氧化物酶）、ＰＡＬ（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

ｌ％，这可能是由于抗病材料酸黄瓜根组织中诱导

增强，通过编码木质素的生物合成而使细胞壁加

形成的巨型细胞体积较小，养分较少，大部分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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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在发生坏死之前不能给幼虫提供足够的养分，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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