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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太白杨是松杨栅锈菌的天然寄主，ＤＮＡ甲基化有可能改变太白杨抗锈性表观遗传特征，从而为揭
示杨树抗锈病机理和抗病品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不同浓度甲基磺酸甲醛（ＭＭＳ）处理太白杨１年
生幼苗和人工接种相同浓度的夏孢子悬液，统计各处理条件下，松杨栅锈菌潜育期和发病期夏孢子密度、植株的

死亡率、叶片黑斑率、叶卷曲率等表观性状，分析甲基化处理对太白杨抗锈性影响；同时，采用分光光度法测量各

处理在病程不同时期太白杨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ＰＰＯ等防御酶活性，分析甲基化处理对太白杨生理的影响。［结
果］叶片卷曲或叶边缘内收率、叶片黑斑率、植株死亡率与ＭＭＳ浓度具有正相关性，但ＭＭＳ同时对长势较好的
植株也起到了炼苗的效果，经ＭＭＳ处理后叶片颜色加深、革质增强。ＭＭＳ处理能改变太白杨对松杨栅锈菌的
抗性，病菌潜育期较对照延长１ ２天，夏孢子堆密度随ＭＭＳ浓度显著降低，寄主太白杨防御酶活性发生相应改
变。ＭＭＳ诱导杨树生长情况下，ＳＯＤ与 ＰＯＤ较对照组总体趋于下调、ＣＡＴ与 ＰＰＯ较对照组总体趋于上调，且
ＰＯＤ与ＰＰＯ活性受ＭＭＳ影响最大。接种锈菌后，在锈菌侵染过程中所测定的４种生物酶均出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相对趋势，其中ＰＰＯ与抗锈病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２４）。［结论］甲基化处理可以提高太白杨
的抗锈病能力的数量性状，通过延长病菌的潜育期、降低夏孢子堆密度和改变自身防御酶活性等特征，提高抗病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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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因具有速生、易繁殖、耐干旱等优点，通常
被作为重要的公益林及用材林树种广泛的种植［１］。

但是随着大范围、大面积杨树人工林的发展，诸多病

虫害随之流行为害，给杨树的生长造成了重大影响。

尤其是落叶松 －杨栅锈菌（Ｍｅｌａｍｐｓｏｒａｌａｒｉｃｉｐｏｐｕｌｉ
ｎａＫｌｅｂ．，简称 ＭＬＰ）导致的叶锈病最为普遍。叶锈
病是杨树上的最严重病害之一，它可导致杨树过早

的落叶，缩短发育期，显著降低杨树的生长量及蓄积

量，其大面积流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损

失［２－４］。因此，研究杨树的潜在抗锈病机制对病害

防治和杨树育种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甲基化分析被广泛地用于探索植物、人

类、昆虫中各种各样的潜在的遗传机制［５－６］。甲基

化是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修饰，常见的有 ＤＮＡ甲基
化和组蛋白甲基化两种类型。其中 ＤＮＡ甲基化一
般发生在ＣｐＧ位点（胞嘧啶 －磷酸 －鸟嘌呤位点）

经ＤＮＡ甲基转移酶催化胞嘧啶转化为５－甲基胞嘧
啶；组蛋白甲基化可以发生在蛋白的赖氨酸和精氨

酸的残基上，而且赖氨酸残基可以发生单、双、三甲

基化，精氨酸残基可以发生单、双甲基化［７－８］。这些

不同形式及程度的甲基化在转座子沉默、基因表达

调控等生物学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常常会导致

发育异常、癌症、重大疾病的发生，但同时也伴随着

一些潜在促生长、抗疾病等优良基因的激活［９］。因

此，研究甲基化对于深入理解基因表达、个体发育及

抵抗疾病侵染等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甲基磺酸甲醛（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简
写为ＭＭＳ）处理诱导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甲基化的研
究在干旱胁迫、盐胁迫等非生物胁迫方面已进行了

许多报道并取得一定成效［１０－１２］，例如：Ｕｔｈｕｐ等人
报道橡胶树非生物胁迫下的 ＤＮＡ甲基化图谱并推
断出了该树种某些基因表达随生境变化的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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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１３］。毛果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Ｔｏｒｒ．＆Ｇｒａｙ））
干旱胁迫下的甲基化分析证明，ＤＮＡ甲基化可使一
些潜在沉默基因得以表达以适应所处的干旱情况，

表明了表观遗传机制研究在多年生植物对环境适应

方面的重要性［１，１４］；虽然对植物的一些病虫害等生

物胁迫条件下的甲基化研究仍鲜有报道，但从甲基

化处理感染丛枝病的泡桐，可以使其恢复正常生

长［１５］，可以看出甲基化处理在植物抗逆和抗病等方

面显示出良好的潜力。太白杨是松杨栅锈菌天然的

寄主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抗病遗传资源和较强的生

长适应能力，本研究旨在探讨甲基化处理对太白杨

幼苗的生长调控是否可以改善其对松杨栅锈菌的抗

锈菌能力，以期为杨树的抗锈性育种和抗锈性机制

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松杨栅锈菌（Ｍｅｌａｍｐｓｏｒａｌａｒｉｃｉｐｏｐｕｌｉｎａ）菌株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病理研究组提供；１年生
太白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ｒｄｏｍｉｉＲｅｈｄ．）实生苗采自秦岭火
地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站，后移植于２５℃，相
对湿度ＲＨ＝７０％的实验温室中进行水培，每天叶面
喷水２次，每２天换水１次。

甲基磺酸甲醛（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简写为
ＭＭＳ）从麦克林公司购买所得，用去离子水分别配
成浓度 ０μｍｏｌ·Ｌ－１，０．２μｍｏｌ·Ｌ－１，０．５μｍｏｌ·
Ｌ－１，０．７μｍｏｌ·Ｌ－１备用。
１．２　锈菌人工接种

水培一段时间后，选取生长健康、长势相似的幼

苗移植到０μｍｏｌ·Ｌ－１，０．２μｍｏｌ·Ｌ－１，０．５μｍｏｌ·
Ｌ－１，０．７μｍｏｌ·Ｌ－１的４个浓度梯度的 ＭＭＳ溶液的
三角瓶中立即进行人工接菌［１６－１７］，接种后的苗木持

续在相应浓度的ＭＭＳ中培养。接种时，先于叶背面
喷洒一层水雾，将１×１０５·ｍＬ－１的夏孢子悬浮液均匀
的涂抹到叶片背面，黑暗条件下保湿培养２４ｈ后移入
２５℃、相对湿度７０％ ８０％的温室中培养，光照时间
每天约１０ｈ，对照为接种无菌水，每处理１５个重复。
１．３　表观遗传特征统计

从接种当天算起到开始发病为止，定义为潜育

期［１８］，计算各重复平均值为各处理潜育期；用带有１
ｃｍ×１ｃｍ的透明塑料方框扣于发病叶片，在解剖镜
下统计单位面积夏孢子堆数目，每片叶子至少统计

５个方框，每棵苗子至少２个叶片，统计各处理发病

后第７、９、１１天夏孢子堆平均密度和离差、发病抑制
率；同时，对各处理下幼苗生长状况，如植株的死亡

率、叶片黑斑率、叶卷曲率等进行记录；其中，发病抑

制率＝（处理组夏孢子堆密度 －对照组夏孢子堆密
度）／对照组夏孢子堆密度×１００％。
１．４　植物防御酶测定方法

在接种后第１、３、５、７、９、１１天，于每个处理分别
取０．５ｇ叶片置于研钵中加入液氮研磨成粉末，加
入５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ｍＬ－１磷酸缓冲溶液（ｐＨ＝７．８）
转移到２０ｍＬ离心管，再用０．０５ｍｏｌ·ｍＬ－１磷酸缓
冲溶液清洗研钵３次并将清洗所得溶液转入离心管
中，最后用０．０５ｍｏｌ·ｍＬ－１磷酸缓冲溶液定容至１５
ｍＬ，４℃下（１１０００ｒｐｍ·ｍｉｎ－１）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
清液作为植物防御酶的粗酶提取液，对照为无菌水

接种ＭＭＳ处理的太白杨和水培处理的太白杨，并进
行以下不同酶活性测定［１７，１９－２０］。

（１）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测定采用氮蓝四唑

光化还原法（ＮＢＴ）［２１］。在试管中依次加入１００μＬ
的１００μｍｏｌ·Ｌ－１ＥＤＴＡＮａ２、１．５ｍＬ的０．０５ｍｏｌ·
ｍＬ－１磷酸钠缓冲液（ｐＨ７．８）、３００μＬ１３０ｍｍｏｌ·
Ｌ－１的Ｌ甲硫氨酸，３００μＬ的７５０μｍｏｌ·Ｌ－１氮蓝四
唑、５００μＬ的无菌水、最后加入３００μＬ２０μｍｏｌ·
Ｌ－１核黄素和１００μＬ粗酶提取液作为反应液（对照
组取）。将其置于室温日光灯下进行光化还原反应

１５ｍｉｎ，用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ＧＯ酶标仪测定反应液在波长
５６０ｎｍ下的吸光度ＯＤ５６０，并按下式计算ＳＯＤ活性。
ＳＯＤ活性（Ｕ·ｇ－１·ｍｉｎ－１）＝（（Ａ０－ＡＳ）×Ｖｔ）／

（Ａ０×０．５×ＦＷ×ＶＳ×ｔ）
式中：Ａ０：对照管反应液吸光度；ＡＳ：样品管反应

液吸光度；Ｖｔ：样品粗酶提取液总体积（ｍＬ）；ＶＳ：测
定时所取粗酶液体积（ｍＬ）；ＦＷ：样品鲜质量（ｇ）；ｔ：
显色反应光照时间；０．５：５６０ｎｍ下的吸光度 ＯＤ５６０
每分钟变化０．５记为一个单位Ｕ。

（２）过氧化氢酶（ＣＡＴ）
在试管中加入１．０ｍＬ５０ｍｍｏｌ·Ｌ－１ＴｒｉｓＨＣｌ

缓冲液（ｐＨ＝７．０）、１．７ｍＬ蒸馏水和０．１ｍＬＣＡＴ酶
提取液，于２５℃下水浴３ｍｉｎ，最后加入０．２ｍＬ２００
ｍｍｏｌ·Ｌ－１Ｈ２Ｏ２溶液，得到３ｍＬ的 ＣＡＴ最终反应
液，立即测定反应液在２４０ｎｍ处的吸光度ＯＤ２４０，每
３０ｓ读 １次数，共读取 ３次［２２－２３］，并按下式计算

ＣＡＴ活性。以２４０ｎｍ下的吸光度ＯＤ２４０每分钟变化
０．０１记为一个酶活力单位Ｕ。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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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活性（Ｕ·ｇ－１·ｍｉｎ－１）＝
（ΔＡ２４０×Ｖｔ）／（ＦＷ×ＶＳ×０．０１×ｔ）

式中：ΔＡ２４０：反应时间内（３０ｓ）ＯＤ２４０变化的平
均值；Ｖｔ：样品粗酶提取液总体积（ｍＬ）；ＶＳ：测定时
所取粗酶液体积（ｍＬ）；ＦＷ：样品鲜质量（ｇ）；ｔ：反应
时间。

（３）过氧化物酶（ＰＯＤ）
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测定采用愈创木酚

法［２１］。取１００ｍＬ的磷酸缓冲液（０．２ｍｏｌ·Ｌ－１，ｐＨ
＝６．０）加入３８μｇ愈创木酚加热溶解，冷却后加入
５６μＬ３０％Ｈ２Ｏ２保存于冰箱备用。取上述配制的反
应液３ｍＬ加入５００μＬ粗酶提取液混合，迅速测定
混合反应液在４７０ｎｍ处的吸光度，每３０ｓ测定一
次，共测３次［１７，１９，２４］，并按下式计算 ＰＯＤ活性。以
４７０ｎｍ下的吸光度 ＯＤ４７０每分钟变化０．１记为一个
酶活力单位Ｕ。

ＰＯＤ活性（Ｕ·ｇ－１·ｍｉｎ－１）＝
（ΔＡ４７０×Ｖｔ）／（ＦＷ×ＶＳ×０．１×ｔ）

式中：ΔＡ４７０：反应时间内（３０ｓ）ＯＤ４７０变化的平
均值；Ｖｔ：样品粗酶提取液总体积（ｍＬ）；ＶＳ：测定时
所取粗酶液体积（ｍＬ）；ＦＷ：样品鲜质量（ｇ）；ｔ：反应
时间。

（４）多酚氧化酶（ＰＰＯ）
于试管中加入１ｍＬ０．５ｍｏｌ·Ｌ－１的邻苯二酚

和２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１磷酸盐缓冲液（ｐＨ＝７．０）在
２５℃下恒温水浴５ｍｉｎ，加入０．５ｍＬ酶液摇匀，立即
测定反应液在波长４２０ｎｍ下的吸光值，每３０ｓ读一
次数，共读取３次［２５－２７］，并按下式计算 ＰＰＯ活性。
以４２０ｎｍ下的吸光度 ＯＤ４２０每分钟变化０．０１记为
一个酶活力单位Ｕ。

ＰＰＯ活性（Ｕ·ｇ－１·ｍｉｎ－１）＝
（ΔＡ４２０×Ｖｔ）／（ＦＷ×ＶＳ×０．０１×ｔ）

式中：ΔＡ４２０：反应时间内（３０ｓ）ＯＤ４２０变化的平
均值；Ｖｔ：样品粗酶提取液总体积（ｍＬ）；ＶＳ：测定时
所取粗酶液体积（ｍＬ）；ＦＷ：样品鲜质量（ｇ）；ｔ：反应
时间。

１．５　数据处理
数据经ＥＸＣＥＬ处理后，运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计算ｐｅｒ

ｓｏｎ相关系数进行相关分析，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进行
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ＭＭＳ处理对太白杨生长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ＭＭＳ处理对太白杨在第１天均没
有显著差异；第３天０．７μｍｏｌ·Ｌ－１的 ＭＭＳ处理的
太白杨３２．７％叶片出现卷曲波浪状或叶边缘内收
现象，１１．２％叶片出现黑色叶斑；０．５μｍｏｌ·Ｌ－１的
ＭＭＳ也出现了叶片边缘的略微卷曲或边缘内收，但
无黑斑出现；０．２μｍｏｌ·Ｌ－１的 ＭＭＳ无显著的形态
变化。第５天０．７μｍｏｌ·Ｌ－１的ＭＭＳ处理的太白杨
有２６．６６％开始停止生长叶片出现萎蔫，较严重的
已出现死亡，所有植株上都存在具有黑斑的叶片，并

且黑斑往往最早出现在叶龄较大的叶片上。第７天
时所有ＭＭＳ处理中植株死亡率、叶卷曲率、黑斑率
的增长率达到最大值，随后的第９天及第１１天叶片
受损情况趋于平缓。总的来说 ０．５μｍｏｌ·Ｌ－１与
０７μｍｏｌ·Ｌ－１的 ＭＭＳ处理的太白杨出现两种极
端，初期苗势生长弱的植株叶片出现大量黑斑进而

萎蔫死亡，而生长势强的幼苗叶片波浪状卷曲或边

缘内收，叶片颜色加深呈深绿色革质变强。但杨树

在０．７μｍｏｌ·Ｌ－１的ＭＭＳ处理下的适应率远远低于
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的处理。０．２μｍｏｌ·Ｌ－１的
ＭＭＳ处理没有出现植株的死亡现象，但同样出现了
叶边缘内收，叶片颜色加深革质增强（图１、２）。

注：Ａ叶片卷曲或叶边缘出现显著内收现象所发生概率；Ｂ存活植株上出现黑色叶斑的叶片所占比率；Ｃ太白杨死亡概率。
Ｎｏｔｅ：Ａｒａｔｅｏｆｌｅａｆｃｕｒｌ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ｒａｔｅｏｆｌｅａｆｓｐｏｔｓ；Ｃｐｌａｎｔ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图１　不同ＭＭＳ浓度处理下太白杨生长变化状况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ｄｏｍｉｉ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Ｍ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８



第６期 ＰＨＯＮＧＳＡＶＡＴＨＳｉｔｔｈｉｘａｙ，等：甲基磺酸甲醛（ＭＭＳ）处理对太白杨抗锈性的影响

注：Ａ：０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Ｂ：０．２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Ｃ：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Ｄ：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

图２　不同ＭＭＳ浓度处理下太白杨第７天生长状况
Ｆｉｇ．２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ｄｏｍｉ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ｄａ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Ｍ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　ＭＭＳ处理太白杨对松杨栅锈菌潜育期和夏
孢子堆密度的影响

　　在不加ＭＭＳ只接种松杨栅锈菌的太白杨在接
种后第６天叶片开始在出现发病症状，叶片正面主
叶脉之间出现略微发黄，但背面发病不明显（图３Ａ、
Ｂ），加ＭＭＳ处理苗则无发病症状。在接种锈菌后
第７天，０．２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与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
试验组太白杨叶片背面均开始有夏孢子堆形成，但

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处理的太白杨于第９天才开始

有夏孢子堆的产生，潜育期被延长了 ２天（表 １）。
第１１天所有处理夏孢子堆密度趋于稳定。ＭＭＳ处
理对落叶松杨栅锈菌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抑

制效果随ＭＭＳ浓度的增加而增强，其中０．２μｍｏｌ·
Ｌ－１ＭＭＳ处理对落叶松杨栅锈菌侵染的抑制率为
２８．１４％；经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处理发病抑制率为
３９．６８％；经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处理发病抑制率为
６７．３３％（表１）。

注：Ａ、Ｂ：不经ＭＭＳ处理的健康太白杨接种锈菌后第６天叶片正面与背面发病特征；Ｃ、Ｄ、Ｅ、Ｆ：分别为经０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０．２μｍｏｌ·

Ｌ－１ＭＭＳ、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处理太白杨接种锈菌后第１１天叶片背面发病特征。

Ｎｏｔｅ：Ａ、Ｂ：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ａｘｉａｌａｎｄａｂａｘ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ｄｏｍｉｉｏｎｔｈｅ６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ｕｓｔ．Ｃ、

Ｄ、Ｅ、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ｂａｘ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１１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ｕｓｔｏｆ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ｄｏｍｉｉｗｉｔｈ０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０．２μｍｏｌ·

Ｌ－１ＭＭＳ，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ａｎｄ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３　接菌不同阶段各处理组太白杨叶片发病情况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ｄｏｍｉｉｌｅａｖ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１　不同浓度ＭＭＳ处理下叶片锈病发病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ｆｒｕｓ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Ｍ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ＭＳ浓度 ＭＭ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μｍｏｌ·Ｌ－１）

潜育期

Ｌａｔ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ｄ
夏孢子堆密度Ｕｒｅｄｉｎ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个·ｃｍ－２）

７ｄｐｉ ９ｄｐｉ １１ｄｐｉ
０．０ ６±０．６６７ １１．５２±４．８９４ ２４．７１±４．４６０ ３４．６８±４．２７０
０．２ ７±０．９３３ ８．００±３．３６４ ２０．６４±４．８０３ ２４．９２±２．３４４
０．５ ７±０．５９９ ７．４８±３．０６６ １８．００±２．９８６ ２０．９２±５．７１６
０．７ ９±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４８±１．１１０ １１．３３±１．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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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ＭＭＳ处理对太白杨防御酶活性的影响
在ＭＭＳ处理调控杨树生长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具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相对趋势
（图４）。在第１天所有加入 ＭＭＳ的试验组中 ＳＯＤ
都较空白对照呈现上调（高于对照组），且上调幅度

与ＭＭＳ的浓度具有一个正相关关系。在第３天以
后所有试验组中ＳＯＤ酶活性较对照组下调（低于对
照），并在第５天达到下调最大值，然后 ＳＯＤ在第７
天又出现上升趋势，其中０．２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与０．
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在随后第９、１１天具有一个类似
的上升幅度，在１１天时 ＳＯＤ活性与对照组基本相
同。但在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的试验组中 ＳＯＤ在
第９天较第７天又出现一定程度下降，而后直至第
１１天ＳＯＤ活性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且显著低于对照
组。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在所有 ＭＭＳ处理的太
白杨叶片中较空白对照均呈现下调（低于对照组），

并具有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相对趋势，其中第５天
为变化的转折点即达到下调的最大值。此外 ＰＯＤ
在０．２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与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试验

组中变化趋势较为相同，在第９ １１天中与对照组
没有显著的区别，而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的试验组
中ＰＯＤ活性在第７ １１天中趋于稳定且远小于对
照组。在所有 ＭＭＳ处理的试验组中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活性较对照组在各时间段均呈现上调（高于
对照组），在第１天上调幅度最大，而后所有试验组
ＣＡＴ活性均呈现一个下降相对趋势，并于第１１天时
恢复到对照组水平。多酚氧化酶（ＰＰＯ）活性总体同
样呈现出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整体水平较对

照组要高。第１天 ＰＰＯ在不同试验组之间没有显
著的差异，但随时间的推移０．２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与
０．５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试验组中ＰＰＯ分别在第３天和
第５天达到一个峰值，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的试验
组则在第３、７天分别出现一个峰值，且第３天出现
的峰值更为显著。在 ＰＰＯ活性出现第一个峰值的
时间点上 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与 ０．５μｍｏｌ·Ｌ－１

ＭＭＳ试验组都为第３天较０．２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试
验组的峰值时间（第５天）更早，且０．７μｍｏｌ·Ｌ－１

ＭＭＳ试验组上调幅度最大。

图４　不同浓度ＭＭＳ处理中太白杨各防御酶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ｄｏｍｉｉ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Ｍ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在锈菌侵染过程中，接种锈菌后前５天所有试
验组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都较各自未接菌处理具
有显著的提高，并且可以看到未接菌ＭＭＳ处理的叶
片较对照组（ＣＫ）整体水平处于下调，接菌后 ＳＯＤ

整体水平均超过了对照组。接菌的各处理组 ＳＯＤ
总体都处于一个相对下降趋势，最终在接菌７ １１
天导致接菌组 ＳＯＤ水平显著低于不接菌组。总的
来说锈菌的侵入对 ＳＯＤ起到了一个先上调后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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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转折点在第６天左右。过氧化物酶（ＰＯＤ）
除０．７μｍｏｌ·Ｌ－１ＭＭＳ试验组在接菌处理后各个时
间段较不接菌组呈现稳定上调且在第５天出现一个
上调峰值，其他浓度ＭＭＳ试验组接菌后第１天ＰＯＤ
均出现下调，在第３天出现显著上调并达到峰值点，
随后ＰＯＤ出现下降趋势至第９ １１天时接菌处理

组的ＰＯＤ活性水平低于未接菌组。接菌各组过氧
化氢酶（ＣＡＴ）较不接菌各组整体为先上升后下降的
相对趋势，在前５天表现为上调且第３天处于上调
最大值，第７ １１出现下调。多酚氧化酶（ＰＰＯ）与
ＣＡＴ变化规律相似，但在接菌后第１天 ＰＰＯ活性上
升不明显，图５。

图５　接菌不同阶段各处理组太白杨防御酶变化趋势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ｕｄｏｍｉｉ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从第７天产生夏孢子开始，通过夏孢堆密度与
生物酶活性的相关性分析，仅多酚氧化酶（ＰＰＯ）与
夏孢子密度呈现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Ｐ＝
００２４），这说明ＰＰＯ活性具有一个直接增强杨树抗
锈病能力的作用（表２）。

表２　不同生物酶活性与孢子密度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ｒｅｄｉｏｓｐｏｒ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组别Ｇｒｏｕｐ ＳＯＤ ＰＯＤ ＣＡＴ ＰＰＯ
夏孢子

密度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ｒ） －０．０９５ ０．１３６ ０．１９８ －０．３０９
显著性水平（Ｐ） ０．３００ ０．１６２ ０．２４１ ０．０２４

３　讨论
甲基化是蛋白质和核酸的一种重要的修饰，可

以调节基因的表达和沉默［１３］。在本研究中，甲基化

ＭＭＳ处理会造成太白杨叶片波浪状卷曲或叶边缘

内收等畸形、叶片黑斑、植株死亡，并且随ＭＭＳ浓度
的增加对杨树生长的危害越大，０．２ ０．５μｍｏｌ·
Ｌ－１的浓度可维持太白杨幼苗正常生长。因此 ＭＭＳ
甲基化处理可以看似为杨树的一种非生物胁迫，但

在对抵抗锈菌侵染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显著

降低了太白杨受锈病感染后的夏孢子堆密度并延长

了潜育期。虽然甲基化处理对防御酶具有一个如结

果所述的显著影响，但防御酶活性的高低与处理

ＭＭＳ的浓度并没有一个稳定的相关性，而叶片表面
孢子堆密度的抑制率及潜育期的延长情况与处理

ＭＭＳ的浓度具有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
甲基化处理不但对寄主杨树具有一个显著的诱导作

用，对病原菌锈菌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甲基

化造成的表观调控造成了锈菌部分致病基因的沉

默。针对甲基化处理致使杨树抗锈病能力显著提高

这一现象，是由ＭＭＳ对杨树及锈菌混合作用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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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当植物受到病原菌侵染，植物的抗病防卫反应

将立即启动，而活性氧（ＲＯＳ）的释放就是一种典型
防卫反应［２８－２９］。活性氧（ＲＯＳ）具有直接杀死病原
菌作用，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植物细胞木质化程度，

促进富含羟脯酸蛋白的氧化交联等方法抑制病原菌

的生长，在植物中活性氧 ＲＯＳ主要由 Ｏ２－、Ｈ２Ｏ２组
成［３０－３１］。但是较高 ＲＯＳ也同样会破坏细胞膜结
构，破坏植物细胞代谢平衡，对植物造成危害。ＳＯＤ
可以把有害的超氧自由基 Ｏ２－转化为 Ｈ２Ｏ２，随后
ＣＡＴ和ＰＯＤ酶会立即将 Ｈ２Ｏ２分解为完全无害的
水，这３种酶相互协调共同形成一套完整的抗氧化
体系，并且ＰＯＤ酶还具有氧化酚类、胺类、烃类等氧
化产物，消除其毒性的作用［３２－３３］。虽然 ＳＯＤ、ＣＡＴ
和ＰＯＤ酶对细胞的生长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但在
保护植物本身的情况下对病原菌也起到了一定的保

护作用。大量研究表明 ＲＯＳ与植物受病原菌侵染
产生的过敏性坏死 ＨＲ具有直接的关系，而 ＳＯＤ、
ＰＯＤ、ＣＡＴ等生物酶就是调控细胞内 ＲＯＳ的关键因
子之一，所以抗氧化酶具有抑制植物过敏性坏死的

的作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证实感病植株中这３
种酶的水平较抗病植株具有显著的上升并具有抑制

植物过敏性坏死的作用［３４－３７］。在本研究中，接菌后

太白杨所有处理的ＳＯＤ、ＣＡＴ和ＰＯＤ酶活性都有一
个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相对趋势，并且太白杨属

于青杨派是落叶松杨栅锈菌最易感病寄主之一，这

与以往研究中感病植株抗氧化酶酶活性的显著上升

变化相符［１７，１９］。此外在第７天左右即进入夏孢子在
叶片爆发性产生阶段，抗氧化酶活性较正常植株酶

活性具有一个普遍的下调现象，被大家所普遍接受

的原因为在锈菌的潜育期中杨树对锈菌具有一个较

强的遏制作用，大量 ＲＯＳ产生，所以相应的抗氧化
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但当锈菌进入爆发期时，叶片

中的抗病机制受到严重破坏，ＲＯＳ含量显著下降，抗
氧化酶也随之变化，故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１７，２６，３８］。

ＭＭＳ甲基化处理对抗氧化酶的调控中，ＳＯＤ与
ＰＯＤ较对照组整体处于一个下调水平，这证明 ＭＭＳ
对植物具有抑制其活性氧 ＲＯＳ被清除的作用，这对
提高杨树的抗锈病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在 ＭＭＳ
处理中发现了太白杨部分叶片也出现了过敏性坏死

现象。但 ＣＡＴ在 ＭＭＳ处理中并没有出现下调，反
而整体呈现上调，我们推测ＭＭＳ处理可能会引起叶

片内Ｈ２Ｏ２的大爆发，这从生物酶机理角度很好的解
释了ＭＭＳ处理显著提高了杨树抗锈病性这一现象。
除此之外，ＭＭＳ甲基化处理中多酚氧化酶（ＰＰＯ）活
性较对照组总体呈现出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相对趋

势且整体水平处于上调。ＰＰＯ酶在功能上可以催化
木质素的形成并且可以将多酚氧化成具有抑菌作用

的醌类物质，因此ＰＰＯ酶活性对病原菌的入侵具有
普遍的抑制作用，也常常被用作指示杨树抗锈病能

力的指标，ＭＭＳ对ＰＰＯ的促进作用在抗锈菌侵染方
面也具有积极意义［１７，２２－２３，２６］。此外，在叶片孢子堆

密度与各生物酶活性的相关分析中，多酚氧化酶

（ＰＰＯ）与孢子堆密度显著的负相关性（Ｐ＝０．０２４，ｒ
＝－０．３０９）在统计学上也充分证明了 ＰＰＯ的抑菌
作用。

ＭＭＳ是一种常见的通过诱导核苷酸烷基化而
导致ＤＮＡ损伤，癌变的化学诱导剂。经过 ＭＭＳ处
理主要产生７烷基鸟嘌呤，３烷基腺嘌呤，１烷基腺
嘌呤和３烷基胞嘧啶，其中在ＤＮＡ双链中７甲基鸟
嘌呤（ｍ７Ｇ）在病变中占主导地位约８５％，其次是３
甲基腺嘌呤 （ｍ３Ａ）约占１０％，在 ＤＮＡ单链中 ＭＭＳ
可以使 １甲基腺嘌呤（ｍ１Ａ）和 ３甲基胞嘧啶
（ｍ３Ｃ）分别提高１０％和８％［３９］。在以往的研究中

ＤＮＡ甲基化修饰常常激发 ＤＮＡ修复中的 ＳＯＳ机
制，造成ＤＮＡ复制过程中复制叉运动停止，使细胞
在Ｓ期停滞，只有 ＤＮＡ经过复杂修复机制完成后，
细胞周期的进程才会恢复，否则则会引起细胞的程

序性死亡［４０］。这与本研究中经高浓度 ＭＭＳ诱导后
杨树叶片出现大量黑斑情况相符。除此之外，在酵

母中ＭＭＳ可以激活 Ｔｙ１转座子显著提高酵母中的
超阴离子（Ｏ２－）水平［４１］，因此本研究中杨树叶片活

性氧（ＲＯＳ）的爆发，不单单是因ＭＭＳ作用于杨树所
导致的，ＭＭＳ诱导锈菌本身促进超阴离子（Ｏ２－）的
释放可能也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ＤＮＡ甲基化同
样在基因激活与沉默中可起重要的作用，例如甲基

化可以通过修饰ＣＣＡＡＴ元件促进 ＮＦＹＡ启动子特
异性蛋白与启动子的结合，进一步促进ｈＯＧＧ１基因
的过表达［４２］；在大肠杆菌中３甲基化胞嘧啶（ｍ３Ｃ）
可以引起碱基替换突变，导致部分基因功能丧

失［３９］。但在 ＭＭＳ增强杨树抗锈病的过程中，是否
引起了杨树本身抗病基因的过表达或者锈菌致病基

因的功能丧失仍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探索。ＭＭＳ虽
然作为一种强致癌性药剂不适合在大田中广泛适

用，但在前期育苗中可作为一种良好的炼苗剂，筛选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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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旺盛且抗病性较强的种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并且本研究为进一步开展杨树抗锈病机理研究

提供了新的思路。

４　结论
在甲基化诱导太白杨生长中发现 ＭＭＳ处理会

造成叶片波浪状卷曲或叶边缘内收等畸形、叶片黑

斑、植株死亡等危害症状，但显著降低了太白杨锈病

夏孢子堆密度，并延长了病菌的潜育期，甚至部分叶

片出现过敏性坏死现象；在锈菌侵染中 ＳＯＤ、ＰＯＤ、
ＣＡＴ与ＰＰＯ均呈现一个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相
对趋势，除 ＰＰＯ整体水平处于上调，其余３种抗氧
化酶在接菌前６天整体处于上调，７天后夏孢子大
量爆发而呈现下调；ＭＭＳ处理使太白杨ＳＯＤ与ＰＯＤ
整体呈现下调，ＣＡＴ与 ＰＰＯ呈现上调，这对提高杨
树抗锈病性都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 ＰＰＯ酶活
性与夏孢子密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研究揭

示了甲基化对杨树生长具有显著的调控作用，并提

高了杨树抗锈病能力，为进一步进行太白杨甲基化

组学研究和揭示其抗锈病分子机理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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