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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采用甲醇溶剂对山核桃 悦葬则赠葬 糟葬贼澡葬赠藻灶泽蚤泽 外果皮进行提取袁 并用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 月燥贼则赠贼蚤泽 糟蚤灶藻则藻葬袁 番茄早

疫病菌 粤造贼藻则灶葬则蚤葬 泽燥造葬灶蚤袁 黄瓜枯萎病菌 云怎泽葬则蚤怎皂 燥曾赠泽责燥则怎皂 枣援 糟怎糟怎皂藻则蚤灶怎皂袁 黄瓜炭疽病菌 悦燥造造藻贼燥贼则蚤糟澡怎皂 造葬早藻灶葬则蚤怎皂袁 棉

花枯萎病菌 云怎泽葬则蚤怎皂 燥曾赠泽责燥则怎皂 枣援 增葬泽蚤灶枣藻糟贼怎皂 等 员缘 种病菌进行抑菌试验遥 结果表明院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干样 员园园 早窑
蕴 原员时袁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黄瓜炭疽病菌尧 黄瓜菌核病菌尧 苹果腐烂病菌和辣椒疫病菌等 源 种病菌的抑制率

为 员园园豫 袁 除玉米小斑病菌 月蚤责燥造葬则蚤泽 皂葬赠凿蚤泽 外袁 对其余的 员园 种病菌抑制率都在 远怨豫以上遥 对其中 远 种供试病菌菌丝生

长的毒力测定试验表明院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水稻纹枯病菌 砸澡蚤扎燥糟贼燥灶蚤葬 泽燥造葬灶 的菌丝生长抑制作用最好渊半数效

应质量浓度为 圆怨郾 愿 早窑蕴 原员冤袁 其次为番茄灰霉病菌渊半数效应质量浓度为 猿员郾 员 早窑蕴 原员冤袁 对玉米大斑病菌 耘曾泽藻则燥澡蚤造怎皂
贼怎则糟蚤糟怎皂 作用最差渊半数效应质量浓度为 源远郾 圆 早窑蕴 原员冤遥 利用山核桃外果皮开发植物源杀菌剂值得进一步研究遥 图 员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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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科 允怎早造葬灶凿葬糟藻葬藻 山核桃属 悦葬则赠葬 植物全世界约 员愿 种 圆 亚种袁 主要分布于北美东部和亚洲东南

部遥 中国分布有 缘 种袁 引进栽培 员 种遥 山核桃 悦葬则赠葬 糟葬贼澡葬赠藻灶泽蚤泽袁 又名小胡桃袁 系国家三级保护濒危

植物咱员暂 遥 山核桃主要分布于浙尧 皖两省交界的天目山区袁 地处 圆怨毅 耀 猿员毅晕袁 员员愿毅 耀 员圆园毅耘袁 包括浙江

临安尧 淳安尧 安吉尧 建德和安徽宁国尧 歙县尧 旌德尧 绩溪等县渊市冤袁 总面积近 源郾 苑 万 澡皂圆遥 我国在山

核桃方面已有较深入的研究袁 主要包括山核桃的引种及栽培咱圆暂 袁 山核桃嫁接技术研究咱猿暂 袁 山核桃生

长尧 发育及成花习性的研究咱源暂 袁 以及山核桃丰产问题研究咱缘暂 等方面遥 近年来袁 有人发现袁 在山核桃

的生产加工过程中作为废弃物的外果皮是一种有毒物质袁 可以导致鱼虾大量死亡遥 已经有人分析了不

同生育期山核桃外果皮的药用成分袁 得到了山核桃外果皮中各脂肪酸的百分含量咱远暂 以及山核桃外果

皮中钙尧 铁尧 锰尧 镁尧 钾尧 锌尧 铜尧 砷等 愿 种矿物元素的含量咱苑暂 遥 浙江林学院及其他相关单位对山核

桃外果皮的成分进行了普测袁 发现其中含有生物碱尧 酚类化合物尧 鞣质尧 皂甙尧 甾体和蒽醌类等可作

为植物性农药的化合物成分袁 可广泛用于经济作物的病害防治袁 是一种很有开发潜力的植物源杀菌剂

的原材料遥 浙江林学院殷舒等咱愿暂研究发现山核桃叶的乙醇和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杂贼葬责澡赠造燥糟燥糟糟怎泽
葬怎则藻怎泽 等有一定的抑制效果遥 目前袁 在利用山核桃外果皮研制杀菌剂方面还未见报道袁 作者对山核桃

外果皮提取物的抑菌活性进行研究袁 为合理开发和利用山核桃资源提供基础资料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郾 员摇 供试植物样品

山核桃外果皮由浙江林学院天则山核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袁 为 圆园园远 年 怨 月初山核桃收获季

节采摘的新鲜外果皮遥
员郾 圆摇 供试病原菌

供试病原真菌为番茄灰霉病菌 月燥贼则赠贼蚤泽 糟蚤灶藻则藻葬袁 番茄早疫病菌 粤造贼藻则灶葬则蚤葬 泽燥造葬灶蚤袁 黄瓜枯萎病菌

云怎泽葬则蚤怎皂 燥曾赠泽责燥则怎皂 枣援 糟怎糟怎皂藻则蚤灶怎皂袁 黄瓜炭疽病菌 悦燥造造藻贼燥贼则蚤糟澡怎皂 造葬早藻灶葬则蚤怎皂袁 棉花枯萎病菌 云怎泽葬则蚤怎皂
燥曾赠泽责燥则怎皂 枣援 增葬泽蚤灶枣藻糟贼怎皂袁 水稻稻瘟病菌 孕赠则蚤糟怎造葬则蚤葬 燥则赠扎葬藻袁 玉米大斑病菌 耘曾泽藻则燥澡蚤造怎皂 贼怎则糟蚤糟怎皂袁 玉米小

斑病菌 月蚤责燥造葬则蚤泽 皂葬赠凿蚤泽袁 苹果腐烂病菌 灾葬造泽葬 皂葬造蚤袁 小麦赤霉病菌 云怎泽葬则蚤怎皂 早则葬皂蚤灶藻则怎皂袁 水稻纹枯病菌

砸澡蚤扎燥糟贼燥灶蚤葬 泽燥造葬灶袁 油菜菌核病菌 杂糟造藻则燥贼蚤灶蚤葬 泽糟造藻则燥贼蚤燥则袁 黄瓜菌核病菌 杂糟造藻则燥贼蚤灶蚤葬 泽糟造藻则燥贼蚤燥则怎皂袁 梨黑星病菌

灾藻灶贼怎则蚤葬 灶葬泽澡蚤糟燥造葬 和辣椒疫霉病菌 孕澡赠贼燥责澡燥则葬 糟葬责泽蚤糟蚤袁 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

提供遥
员郾 猿摇 主要仪器与试剂

主要仪器院 耘再耘蕴粤 旋转蒸发仪尧 杂葬则贼燥则蚤怎泽 电子天平尧 人工气候箱尧 超纯水器和 杂粤晕再韵 超净工作

台遥 主要试剂院 甲醇渊分析纯袁 连云港嘉一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冤遥
员郾 源摇 提取方法

将山核桃外果皮在烘箱里烘干渊缘园 益冤尧 粉碎尧 过 远园 目筛渊孔径 园郾 圆缘 皂皂冤袁 以冷浸法用甲醇提

取 猿 次袁 提取时间分别为 源愿袁 圆源袁 圆源 澡袁 合并滤液袁 浓缩并定容至质量浓度 员 园园园 早窑蕴 原员 渊干样冤袁 为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原液袁 于冰箱中 渊园 耀 源 益冤 冷藏备用咱怨暂 遥
员郾 缘摇 抑菌活性测定

采用生长速率法咱员园暂测定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的抑菌活性遥 用无菌水将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

取原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员园 和 员园园 早窑蕴 原员遥 在无菌条件下袁 将培养好的供试病原菌用 园郾 源 糟皂 的打孔

器打出一定数量的菌饼备用遥 用移液器吸取 员 皂蕴 提取物袁 放入 怨 糟皂 培养皿内袁 然后趁热倒入 怨 皂蕴
孕阅粤 渊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冤培养基袁 制成薄厚均匀的平板遥 用灭过菌的镊子小心将菌饼放置在上述含

药培养基上遥 菌丝一面向下袁 每皿接 员 块袁 每种质量浓度 猿 皿袁 并设不加提取物的为对照袁 然后加盖

并标记袁 置于 圆猿 益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培养袁 待培养 苑圆 澡 后取出培养皿渊有些生长较快的病菌如水稻

纹枯病菌和油菜菌核病菌培养源愿 澡冤袁 用游标卡尺量菌落直径渊十字交叉量取 圆 次袁 用其平均数冤遥 按

下列公式计算抑制率院 菌落直径渊糟皂冤 越圆 次直径平均数 原 园郾 源 渊菌饼的直径冤遥 抑制率渊豫 冤 越 渊对照菌

落直径 原处理菌落直径 辕对照菌落直径冤 伊 员园园豫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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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实验结果袁 筛选出抑制效果较明显的 远 种菌袁 并测定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抑制其菌

丝生长的毒力遥 用无菌水将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原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员园园郾 园袁 缘园郾 园袁 圆缘郾 园袁 员远郾 苑
和 员圆郾 缘 早窑蕴 原员遥 其余方法同上遥
员郾 远摇 数据的处理

用几率值分析法袁 求出毒力回归方程尧 半数效应质量浓度和相关系数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郾 员摇 对 员缘 种供试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山核桃外果皮提取物对 员缘 种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遥 结果渊表 员冤表
明袁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干样 员园 早窑蕴 原员时袁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这 员缘 种病菌的抑制率都在 猿园豫
以下袁 对玉米小斑病菌尧 油菜菌核病菌和辣椒疫病菌等 猿 种病菌抑制率为 园袁 这与试验是用植物粗提

物进行测试有关遥 植物样品粗体物中活性成分甚微袁 因而在供试质量浓度下未表现较强的抑菌活性遥
在供试质量浓度为干样 员园园 早窑蕴 原员时袁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黄瓜炭疽病菌尧 黄瓜菌核病菌尧 苹

果腐烂病菌和辣椒疫病菌等 源 种病菌的抑制率为 员园园豫 袁 除玉米小斑病菌外袁 对其余 员园 种病菌的抑

制率都在 远怨豫以上袁 这说明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的抑菌谱较广遥
表 员摇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 员缘 种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

栽葬遭造藻 员摇 陨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泽 燥枣 贼澡藻 皂藻贼澡葬灶燥造 藻曾贼则葬糟贼 枣则燥皂 贼澡藻 澡怎泽噪 燥枣 悦葬则赠葬 糟葬贼澡葬赠藻灶泽蚤泽 葬早葬蚤灶泽贼 贼澡藻 澡赠责澡葬 早则燥憎贼澡 燥枣 员缘 噪蚤灶凿泽 燥枣 责造葬灶贼 责葬贼澡燥早藻灶泽

供试病原真菌
不同质量浓度提取物抑制率 辕 豫
员园园 早窑蕴 原员 员园 早窑蕴 原员 供试病原真菌

不同质量浓度提取物抑制率 辕 豫
员园园 早窑蕴 原员 员园 早窑蕴 原员

玉米大斑病菌 远怨郾 园园 员缘郾 苑园 油菜菌核病菌 愿愿郾 远愿 园
玉米小斑病菌 圆猿郾 怨猿 园 棉花枯萎病菌 苑猿郾 员圆 员缘郾 圆怨
水稻纹枯病菌 远怨郾 圆圆 圆缘郾 源愿 梨黑星病菌 远怨郾 怨源 员苑郾 园员
水稻稻瘟病菌 苑源郾 猿园 苑郾 员源 苹果腐烂病菌 员园园 圆苑郾 愿怨
小麦赤霉病菌 愿员郾 猿远 员员郾 怨圆 番茄灰霉病菌 苑愿郾 员员 圆圆郾 苑愿
黄瓜炭疽病菌 员园园 愿郾 怨愿 辣椒疫病菌 员园园 园
黄瓜枯萎病菌 苑缘郾 圆源 圆园郾 源源 番茄早疫病菌 苑缘郾 圆员 员员郾 缘员
黄瓜菌核病菌 员园园 猿郾 苑怨

圆郾 圆摇 对 远 种供试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毒力测定

在离体测定中选定了 远 种病原菌为供试菌袁 测定了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抑制其菌丝生长的毒

力渊表 圆袁 图 员冤遥 从表 圆 中可以看出袁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水稻纹枯病菌的菌丝生长抑制作用

好渊半数效应质量浓度为 圆怨郾 愿 早窑蕴 原员冤袁 其次为番茄灰霉病菌渊半数效应质量浓度为 猿员郾 员 早窑蕴 原员冤袁
对玉米大斑病菌作用 差渊半数效应质量浓度为 源远郾 圆 早窑蕴 原员冤遥

表 圆摇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 远 种病菌菌丝生长抑制作用的毒力方程
栽葬遭造藻 圆摇 砸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藻择怎葬贼蚤燥灶 燥枣 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泽 燥枣 贼澡藻 皂藻贼澡葬灶燥造 藻曾贼则葬糟贼 枣则燥皂 贼澡藻 澡怎泽噪 燥枣 悦葬则赠葬 糟葬贼澡葬赠藻灶泽蚤泽

葬早葬蚤灶泽贼 贼澡藻 澡赠责澡葬 早则燥憎贼澡 燥枣 远 噪蚤灶凿泽 燥枣 责造葬灶贼 责葬贼澡燥早藻灶泽

供试菌 回归方程
半数效应质量浓

度 辕 渊早窑蕴 原员 冤 相关系数 供试菌 回归方程
半数效应质量浓

度 辕 渊早窑蕴 原员 冤 相关系数

油菜菌核病菌 赠 越 怨郾 圆员怨 缘 垣 圆郾 愿愿圆 远曾 猿源郾 源 园郾 怨怨怨 源 水稻稻瘟病菌 赠 越 愿郾 员员怨 苑 垣 圆郾 猿员苑 员曾 源缘郾 园 园郾 怨愿源 苑
小麦赤霉病菌 赠 越 愿郾 源圆远 愿 垣 圆郾 源猿怨 缘 曾 猿怨郾 源 园郾 怨愿苑 缘 玉米大斑病菌 赠 越 苑郾 缘远缘 怨 垣 员郾 怨圆员 圆曾 源远郾 圆 园郾 怨苑远 远
水稻纹枯病菌 赠 越 怨郾 圆员怨 园 垣 圆郾 苑远源 远 曾 圆怨郾 愿 园郾 怨远缘 远 番茄灰霉病菌 赠 越 苑郾 圆源圆 远 垣 员郾 源愿缘 苑曾 猿员郾 员 园郾 怨缘圆 猿

摇 摇 说明院 曾 表示提取物质量浓度的对数值袁 赠 为抑制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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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摇 山核桃外果皮甲醇提取物对 远 种病菌菌丝生长抑制作用
葬郾 提取原液稀释 圆园 倍曰 遭郾 提取原液稀释 源园 倍曰 糟郾 提取原液稀释 远园 倍曰 凿郾 提取原液稀释 愿园 倍曰 藻郾 不含提取物的对照

云蚤早怎则藻 员摇 粤灶贼蚤枣怎灶早葬造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皂藻贼澡葬灶燥造 藻曾贼则葬糟贼 枣则燥皂 贼澡藻 澡怎泽噪 燥枣 悦葬则赠葬 糟葬贼澡葬赠藻灶泽蚤泽 葬早葬蚤灶泽贼 贼澡藻 澡赠责澡葬 早则燥憎贼澡 燥枣 远 噪蚤灶凿泽 燥枣 责造葬灶贼 责葬贼澡燥早藻灶
葬郾 凿蚤造怎贼蚤灶早 圆园 贼蚤皂藻泽曰 遭郾 凿蚤造怎贼蚤灶早 源园 贼蚤皂藻泽曰 糟郾 凿蚤造怎贼蚤灶早 远园 贼蚤皂藻泽曰 凿郾 凿蚤造怎贼蚤灶早 愿园 贼蚤皂藻泽曰 藻郾 糟噪 憎蚤贼澡燥怎贼 藻曾贼则葬糟贼

猿摇 讨论

山核桃外果皮的甲醇提取物对 员缘 种供试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的试验结果表明院 山核桃

外果皮有较广泛的抑菌活性遥 通过对其中 远 种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毒力测定袁 可以看出院 提取物的质

量浓度越高袁 抑菌活性越强曰 同一质量浓度的提取物对不同病菌的菌丝生长毒力有较大的差异遥
植物的化学成分较为复杂袁 不同溶剂的提取物常有不同的药效遥 本试验仅采用了甲醇作为提取溶

剂袁 因而不一定能将极性和非极性较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全部提取出来遥 本试验并未做多种极性不同溶剂

之间的平行提取袁 如要进一步研究袁 应尽量采用各种极性不同的溶剂做平行提取遥 试验中仅选了 员缘 种

有代表性的病菌袁 对其他菌的抑菌活性研究就被漏筛了遥 植物的活性成分与植物的生长情况和分布情况

有很大的关系袁 试验中没有详细描述植物材料的种植收获情况遥 提取物的质量取决于很多因素袁 如种植

地区尧 种植条件尧 成熟度尧 植物的储藏以及提取方法等遥 不同提取方法所得的提取物也会有较大的差

异袁 因此袁 对山核桃外果皮的提取工艺也应该标准化遥 另外袁 对于杀菌剂而言袁 更重要的是看它在活体

条件下有没有抑菌活性袁 试验仅初步进行了离体试验遥 本研究可以明确山核桃外果皮具有抑菌活性袁 为

进一步研究它们所含有的抑菌生物活性物质奠定了基础遥 但是袁 有关山核桃外果皮提取物的杀菌谱尧 有

效成分的分离纯化尧 对病原菌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及在活体植物上的抑菌活性袁 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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