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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芒果壮铗普瘿蚊为害对芒果叶片挥发物的影响，为瘿蚊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

顶空固相微萃取 （ＳＰＭＥ）及气质联用仪 （ＧＣＭＳ）技术分析芒果壮铗普瘿蚊为害后芒果叶片挥发性物质和相对

含量的变化。【结果】健康叶片和虫伤叶分别含有６５种和６６种挥发物成分，其中４５个组分相同，主要包括石竹

烯、α荜澄茄烯、十八碳烯、蒈烯、水芹烯、β月桂烯、蒎烯等。瘿蚊为害后挥发物主要为萜烯类３１种和芳香

族化合物１３种，相对含量分别高达５１．４１％和４１．１０％，酯类物质相对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叶片，成分也发生改

变。虫伤叶挥发物除了萘和?之外，主要物质包括甲基４（１甲基亚乙基）环己烯 （２４．３２％）、α荜澄茄烯

（８．９２）、３蒈烯 （２．２３％）、乙酸酯３己烯１醇 （２．２３％）、４蒈烯 （１．０６％）、柠檬烯 （１．０４％）、ａ石竹烯

（１．４６％）。极微量物质包括辛醇、兰桉醇、斯巴醇、表蓝桉醇、长香茅醇，香豆素类化合物只在健康叶片中检

测到，马兜铃烯、法呢烯和一些特殊萘和?芳香族化合物只在虫伤叶中检测到。【结论】芒果叶片的主要挥发性

物质为芳香族类和萜烯类化合物，瘿蚊为害后导致挥发物质和含量发生明显改变。

关键词：芒果壮铗普瘿蚊；顶空固相微萃取；ＧＣＭＳ；挥发物；虫伤叶

中图分类号：Ｓ４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３８４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３－０６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犞狅犾犪狋犻犾犲犗狉犵犪狀犻犮犆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犻狀犕犪狀犵狅犔犲犪狏犲狊犐狀犱狌犮犲犱犫狔

犘狉狅犮狅狀狋犪狉犻狀犪犻狉狅犫狌狊狋犪犐狀犳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ＣＡＩＨｏｎｇｊｉａｏ
１，ＣＨＥＮＦｅｎｇ

２

（１．犉犻狊犺犲狉狔犮狅犾犾犲犵犲，犑犻犿犲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犡犻犪犿犲狀，犉狌犼犻犪狀　３６１０２１，犆犺犻狀犪；

２．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犉狌犼犻犪狀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犉狌狕犺狅狌，犉狌犼犻犪狀　３５００１３，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ＶＯＣｓ）ｉｎｍａｎｇｏｌｅａｖｅｓｄｕｅｔｏ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犘狉狅犮狅狀狋犪狉犻狀犪犻狉狅犫狌狊狋犪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ｙ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ｉｄ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ＶＯＣｓ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ｅ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ａｍａｎｇｏｔｒｅ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ｇ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ｈｅａｄｓｐａｃｅ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

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Ｍ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Ｃ"ＭＳ）．【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６５ＶＯＣ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ｏｎｅｓ６６ＶＯ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４５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αｃｙａｎｅｎｅ，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ｅ，ｄｅｃｅ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ｅｌｅｎｅ，βＭｙｒｃｅｎｅ，ａｎｄｔｅｒｐｅ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３１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５１．４１％，ｗｈｉｌｅ１３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ｍａｄｅｕｐ４１．１０％，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Ｂｅｓｉｄｅｓ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ａｎｄａｚｕｌｅｎ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ｍｅｔｈｙｌ４（１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ｙｌｉｄｅｎｅ）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ｅ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２４．３２％，αｃｕｂｅｂｅｎｅ８．９２％，３ｃａｒｅｎｅ２．２３％，

ａｃｅｔａｔｅ３ｈｅｘｅｎ１ｏｌ２．２３％，４ｃａｒｅｎｅ１．０６％，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１．０４％，ａｎｄα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１．４６％．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ｓｔｅｒｓｗａｓ

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ｇ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Ｍｉｎｕｔ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ｏｃｔａｎｏｌ，ｌａｎｔｈａｎｏｌ，ｓｐａｒｔａｎｏｌ，ｅｐｉｃｈｌｏｒｏｈｙｄｒｉｎ，ｌｏｎｇｃｉｔｒｏｎｅｌｌｏｌａｎｄ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ｅａｖｅｓｂｕｔ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ｅｎｅ，ｆａｒｎｅｓｅｎｅａｎｄ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ａｎｄａｚｕｌｅｎｅ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ｇ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ＶＯＣｓ

ｉｎｍａｎｇｏｌｅａｖ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ｏｆ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ｅｒｐｅｎ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ｆｔｅｒ犘狉狅犮狅狀狋犪狉犻狀犪犻狉狅犫狌狊狋犪ｄａｍａｇ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犘狉狅犮狅狀狋犪狉犻狀犪犻狉狅犫狌狊狋犪；ＨＳＳＰＭＥ；ＧＣＭＳ；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ｍｉｄｇ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ｍａｎｇｏｌｅａｖｅｓ

福建农业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２）：２２３－２２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ｊｎｙｘｂ．ｃｎ

犉狌犼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０３／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０３８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３



０　引言

【研究意义】芒果壮铗普瘿蚊 犘狉狅犮狅狀狋犪狉犻狀犪犻

狉狅犫狌狊狋犪 Ｌｉ，Ｐ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３ 属 双 翅 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瘿 蚊 科 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普 瘿 蚊 属

犘狉狅犮狅狀狋犪狉犻狀犪犻Ｋｉｅｆｆｅｒ＆ Ｃｅｃｃｏｎｉ，２００３年被鉴定

为新种［１］。ＤＡＩＳＩＥ （欧洲抵御外来物种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公布的欧洲外来物种详细报告指出，外来

物种导致经济价值、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功能的

明显损失，芒果壮铗普瘿蚊被列为１１０００种入侵

害虫防控对象名单内［２］。陈永森等风险分析认为该

物种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应列为国家二类检疫对

象［３］。芒果树是厦门市的主要行道树种之一，芒果

壮铗普瘿蚊主要为害芒果树叶片，１９９９年在厦门

首次发现，随后十几年逐渐蔓延爆发扩散到厦门周

边城市［４］。芒果树是芒果壮铗普瘿蚊的唯一寄主，

每年发生４代，４～１１月为害情况比较严重。成虫

将虫卵产在芒果嫩叶的背面，孵化后幼虫直接钻入

叶肉取食为害，造成叶片隆起，形成黑色虫瘿，梅

雨季节幼虫为害部位经常形成斑点、孔洞、腐烂，

虫瘿数量多的严重影响植物生长发育，从而导致芒

果树提前衰老、叶片发黄干枯、提早凋落、不开花

结果等现象［５］，影响果园芒果产量和品质，也影响

芒果行道树的景观特色。除了芒果壮铗普瘿蚊，其

他瘿蚊对寄主也表现出明显的专一寄生性和特殊的

虫瘿形态，因此瘿蚊个体即使再小，也可以通过虫

瘿的形态来判断瘿蚊物种。芒果壮铗普瘿蚊的防治

也较为困难，瘿壳厚硬的特点使化学药剂难以达到

靶标害虫，且容易农药残留，利用植物化学信息素

防治和监测芒果壮铗普瘿蚊成虫是一种新的防治途

径。【前人研究进展】瘿蚊对寄主植物的选择主要

依靠植物挥发性物质。植物挥发性物质影响昆虫行

为，如产卵、觅食、交配、繁殖、生长等［６］。特别

是健康植物叶片中拥有可以引诱害虫的挥发性气

味，可以引诱害虫在叶片上进行取食繁殖等活

动［７］。同理芒果叶片的挥发物影响芒果壮铗普瘿蚊

对寄主搜索定位、产卵、取食等行为。目前已知的

植物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成分包括醇类、醛类、酮

类、酯类、萜烯类和芳香族类等。天然产物分离技

术常见包括水蒸气蒸馏法、吸附树脂法、有机溶剂

浸提法、超临界ＣＯ２萃取法、分子蒸馏法、抽气吸

附法、动态顶空采集法和固相微萃取法 （ＳＰＭＥ），

植物挥发物的采集和测定应尽可能真实反映自然状

态下植物挥发物的成分和组成，顶空采样联合气质

联用仪 （ＧＣＭＳ）对小分子的检测能力较差，而

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具有无需有机溶剂、对成分检测灵

敏度高、操作简单、重现性好、无污染等优点，被

广泛采纳。【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通过植物次生物

质调控害虫行为从而达到控制害虫种群的目的是世

界研究热点。虽然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只能进行定性和

相对含量分析，无法进行定量分析，但对初步判断

瘿蚊为害对芒果挥发性物质成分的改变是可行的。

因此分析瘿蚊为害对植物挥发物成分的影响有利于

揭示昆虫与植物之间的互作关系，对未来利用植物

信息素监测和防治害虫种群提供参考依据。【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通过比较健康叶片和虫伤叶

挥发性成分和相对含量的差异来分析害虫对植物次

生物质的影响，以期为从植物中提取或者合成控制

害虫的活性物质防治害虫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芒果叶片采集来自集美大学校园内芒果行道

树，选择新鲜芒果树新抽梢上的嫩叶，健康叶片为

对照组，以及刚被瘿蚊为害的嫩梢叶片为虫伤组，

每组分别１００ｇ，每组各重复４次。利用顶空固相微

萃取方法吸附挥发性气味，将叶片置入顶空样品瓶

中，插上萃取头在室温下进行萃取，萃取的时长为

４０ｍｉｎ。

１２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ＧＣＭＳ）分离条件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仪器型号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９８０ＡＧＣ；ＭＳ：５９７５Ｃ）测定芒果叶片的植物挥

发性成分。

采用的色谱柱是 ＨＰＩＮＮＯＷａｘ（３０ｍ×０．２５

ｍｍ×０．２５μｍ），柱温采用程序升温，初温４０℃，

以３℃·ｍｉｎ－１升至１２０℃，再以５℃·ｍｉｎ－１升至

２００℃，保持１０ｍｉｎ；进样口的温度２５０℃，采用

不分流进样载气高纯 Ｈｅ，流量１．０ｍＬ·ｍｉｎ－１。

萃取头在进样口脱附３ｍｉｎ。质谱条件为电子轰击

离子源 （ＥＩ）；检测器电压为３５０Ｖ；离子源温度为

２００℃；接口温度为２５０℃，电子能量７０ｅＶ；扫描

质量范围为３５～３３５ａｍｕ。

１３　挥发性化合物的定性和半定量分析

利用ＮＩＳＴ谱库检索定性，面积归一化法求各

成分的百分含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健康叶片与虫伤叶挥发物数量和相对含量

芒果叶片挥发物成分复杂，主要分为芳香族化

合物、萜烯类、醇类、酯类、烃类、醛类、酮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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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８类，其中芳香族化合物和萜烯类是主要成分

组成部分。

健康叶片挥发物总离子图见图１，各组分经过

计算机谱库，共检出１６１个成分，分离鉴定出有效

组分６５种 （表１），主要为芳香族化合物１６种和

萜烯类 ２７ 种，相对含量分别高达 ２９．７７％ 和

５０．６４％。

图１　芒果健康叶片挥发物总离子

犉犻犵．１　犜狅狋犪犾犻狅狀犮狌狉狉犲狀狋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犿狊狅犳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狊犻狀

犺犲犪犾狋犺狔犿犪狀犵狅犾犲犪狏犲狊

瘿蚊为害后叶片挥发物总离子图见图２，共检

出１５８个成分，分离鉴定出其中有效组分６６种，

主要为萜烯类３１种和芳香族化合物１３种 ，相对

含量分别高达５１．４１％和４１．１０％ （表１）。

试验结果显示芒果主要挥发物成分为萜烯类物

质，与 Ｗｉ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ｅｒ的报道基本一致，他认为芒果

香味由酯类、萜烯类、酮类、醛类以及非萜烯类的

其他烃类等物质共同作用产生［８］。结果显示醇类、

酯类、烃类、醛类、酮类和酸类含量较低，这是由

于很多挥发物只有在芒果果实成熟过程中释放，比

如水果在绿熟期开始形Ｃ２～Ｃ６的酯类
［９］，同时在

成熟过程产生的重要香气产物是醛类和醇类［１０］，

本试验主要测定叶片，所以这类物质较少。有些喇

叭茶醇、表蓝桉醇、杜松醇等是?前驱体化合物，

即可经脱水、脱氢转化为?，?属芳香族化合物。

被瘿蚊为害后酯类的相对含量明显增加，很多实验

也证明害虫为害导致植物产生特异性气味，被称为

取 食 诱 导 挥 发 物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ＨＩＰＶｓ）。

图２　芒果壮铗普瘿蚊为害后芒果叶片挥发物总离子

犉犻犵．２　犜狅狋犪犾犻狅狀犮狌狉狉犲狀狋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犿狊狅犳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狊犻狀

犿犻犱犵犲犻狀犳犲狊狋犲犱犿犪狀犵狅犾犲犪狏犲狊

表１　健康叶片和虫伤叶挥发性化合物数量及其相对含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狊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狉犲犾犲犪狊犲犱犳狉狅犿犿犻犱犵犲犻狀犳犲狊狋犲犱犿犪狀犵狅犾犲犪狏犲狊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健康叶片 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ｅａｖｅｓ 虫伤叶 Ｍｉｄｇ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ｌｅａｖｅｓ

数目

Ｎｕｍｂｅｒ

相对含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数目

Ｎｕｍｂｅｒ

相对含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芳香族化合物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６ ２９．７９ １３ ４１．１０

２ 萜烯类Ｔｅｔｐｅｎｅｓ ２７ ５０．６４ ３１ ５１．４１

３ 醇类Ａｌｃｏｈｏｌｓ ９ １．０５ ４ ０．９６

４ 酯类Ｅｓｔｅｒｓ ４ ０．０７ ４ ２．３０

５ 酮类Ｋｅｔｏｎｅｓ １ ０．１１ １ ０．１０

６ 烃类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７ １．８９ ８ ２．７８

７ 醛类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 ２ １．１０ ２ ０．７８

８ 酸类Ａｃｉｄｓ ２ ０．２５ ５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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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健康叶片与虫伤叶挥发物主要成分

健康叶片与虫伤叶含有４５个相同组分，瘿蚊

为害后产生２１种成分的差别，常见的共同挥发性

物质包括石竹烯、α荜澄茄烯、十八碳烯、蒈烯、

水芹烯、β月桂烯、蒎烯等 （表２），α水芹烯被证

明也是芒果花的主要成分，β石竹烯是芒果果实挥

发物的主要成分之一，β荜澄茄油烯在果实和花中

也均有被检测到［１１］。同时检测出大量的萘与其同

分异构体?的出现。

表２　芒果叶片挥发性主要物质成分鉴定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犼狅狉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狊犻狀犿犪狀犵狅犾犲犪狏犲狊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相对含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健康叶片

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ｅａｖｅｓ

虫伤叶

Ｉｎｓｅｃｔ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ｌｅａｖｅｓ

１ α荜澄茄油烯ａＣｕｂｅｂｅｎｅ ５．０３ ８．９２

２ ３蒈烯３Ｃａｒｅｎｅ ３．０１ ２．２３

３ ４蒈烯４Ｃａｒｅｎｅ １．９８ １．６０

４ 柠檬烯Ｄ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１．１０ １．０４

５ α石竹烯α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 ０．８９ １．４６

６ α水芹烯α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 ０．８４ ０．３７

７ β水芹烯β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 ０．４４ ０．０６

８ 月桂烯βＭｙｒｃｅｎｅ ０．８５ ０．８７

９ 十八碳烯１，３，６Ｏｃｔａｔｒｉｅｎｅ，３，７ｄｉｍｅｔｈｙｌ， ０．５７ ０．６２

１０ 薄荷脑烯１，３，８ｐＭｅｎｔｈａｔｒｉｅｎｅ ０．３１ ０．２６

１１ α蒎烯αＰｉｎｅｎｅ ０．３９ ０．５２

１２ β蒎烯βＰｉｎｅｎｅ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３ β愈创木烯βＧｕａｉｅｎｅ ０．５４ －

１４ 马兜铃烯（）Ａｒｉｓｔｏｌｅｎｅ － ２．０３

１５ 法呢烯αＦａｒｎｅｓｅｎｅ － ０．０８

１６
１甲 基４（１甲 基 亚 乙 基 ）环 己 烯，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ｅ， １ｍｅｔｈｙｌ４（１ "

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ｙｌｉｄｅｎｅ）
３１．６０ ２４．３１

１７
化合物? １Ｈ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ｅ］ａｚｕｌｅｎｅ，ｄｅｃａｈｙｄｒｏ１，１，７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４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１ａＲ（１ａ．ａｌｐｈａ．，４ａ．ａｌｐｈａ．，７．ａｌｐｈａ．，７ａ．ｂｅｔａ．，７ｂ．ａｌｐｈａ．）］
１４．７０ １１．４０

１８ 乙酸酯３己烯１醇，３Ｈｅｘｅｎ１ｏ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０．６１ ２．２３

１９
化 合 物 萘 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１，２，３，５，６，８ａｈｅｘａｈｙｄｒｏ４，７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１（１

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ｙｌ），（１Ｓｃｉｓ）
３．４２ ４．９１

２０
化合物萘 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ｄｅｃａｈｙｄｒｏ４ａｍｅｔｈｙｌ１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７（１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ｅｎｙｌ），

［４ａＲ（４ａ．ａｌｐｈａ．，７．ａｌｐｈａ．，８ａ．ｂｅｔａ．）］－
６．４６ ５．５６

２１
１Ｈ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ｅ］ａｚｕｌｅｎｅ，１ａ，２，３，４，４ａ，５，６，７ｂｏｃｔａｈｙｄｒｏ１，１，４，７ｔｅｔｒａｍｅｔｈｙｌ，

［１ａＲ（１ａ．ａｌｐｈａ．，４．ａｌｐｈａ．，４ａ．ｂｅｔａ．，７ｂ．ａｌｐｈａ．）］
１０．９５ １１．５９

２２ 喇叭茶醇Ｌｅｄｏｌ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３ 牛儿烯，双环吉马烯Ｂｉｃｙｃｌｏｇｅｒｍａｃｒｅｎｅ ０．２３ ０．３１

２４ １甲基４苯（１甲基乙烯基）Ｂｅｎｚｅｎｅ，１ｍｅｔｈｙｌ４（１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ｅｎｙｌ） １．４８ １．９８

２５ β律草烯βＨｕｍｕｌｅｎｅ － ０．０７

２６ ２戊烯１醇，２Ｐｅｎｔｅｎ１ｏｌ，（Ｚ） － ０．０２

２７
１乙烯基１甲基２，４双（１甲基乙烯基）环己烷，［１ｓ（１．α，２．β，４．β．）］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１ｅｔｈｅｎｙｌ１ｍｅｔｈｙｌ２，４ｂｉｓ（１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ｅｎｙｌ），［１Ｓ（１．ａｌｐｈａ．，２．ｂｅｔａ．，４．ｂｅｔａ．）］
－ ２．１６

２８ 甲基水杨酸 Ｍｅｔｈｙｌｓａｌｉｃｙｌａｔｅ － ０．４０

２９ αＰａｎａｓｉｎｓｅｎ ０．６３ ０．５１

３０ 硫氰酸二酯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ｉｃａｃｉｄｃａｒｂａｚｏｌ３，６ｄｉｙｌｅｓｔｅｒ ０．０２ －

注：表中 “－”表示该成分未被检测到。

Ｎｏ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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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叶片挥发物除了萘和?之外，主要的物质

包括甲基４（１甲基亚乙基）环己烯 （３１．６％）、

α荜澄茄油烯 （５．０３％）、３蒈烯 （３．０１％）、４蒈

烯 （１．９８％）、柠檬烯 （１．１０％）等 （表２）。很多

醇类虽然含量极低，比如辛醇、兰桉醇、斯巴醇、

表蓝桉醇、长香茅醇，只有在健康叶片检测到，而

这些物质是芳香族化合物的前体。极微量的香豆素

类化合物在健康叶片中发现。从活性上看香豆素类

化合物由于其共轭双键的存在，具有较高的生物活

性，比如３芳基香豆素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抑制细

胞生长，从而用在抗肿瘤治疗［１２］，然而呋喃香豆

素类化合物能被昆虫细胞色素Ｐ４５０降解
［１３］。柠檬

烯广泛存在天然植物中，在高温中可以分解成异戊

二烯，研究发现柠檬烯对肉类腐败有抑菌效果，因

此在防腐保鲜领域被广泛研究。本试验中两者柠檬

烯相对含量差别不大。健康叶片中含有的硫氰酸二

酯在虫伤叶中并未发现。该物质是否和异硫氰酸酯

具有相同的功能有待研究，异硫氰酸酯可以帮助害

虫定向寻找寄主［１４］。

虫伤叶挥发物除了苯和?之外，主要的物质包

括甲基４（１甲基亚乙基）环己烯 （２４．３２％）、

α荜澄茄烯 （８．９２）、３蒈烯 （２．２３％）、乙酸酯３

己烯１醇 （２．２３％）、４蒈烯 （１．０６％）、柠檬烯

（１．０４％）、ａ石竹烯 （１．４６％）等。α蒎烯，β蒎

烯和莰烯被认为是芒果叶片吸引瘿蚊形成虫瘿的主

要 生 物 标 志 物，含 量 越 高 越 容 易 吸 引 瘿 蚊

犘狉狅犮狅狀狋犪狉犻狀犻犪犿犪狋狋犲犻犪狀犪 为害
［１５］。本试验中α蒎

烯在虫伤叶的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叶片，β蒎烯和莰

烯两者差别不大。有些组分只有在虫伤叶中才被检

测到，比如马兜铃烯、法呢烯等 （表２），马兜铃

酸被证明具有毒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２００８年将

马兜铃酸列为１类致癌物，将马兜铃酸类物质列为

２类致癌物，为害后产生的马兜铃烯是否对瘿蚊产

生拒食作用有待研究。更多的芳香族化合物萘?结

构复杂，含量丰富。酯类物质相对含量明显高于健

康叶片，成分也发生改变。石竹烯是双环倍半萜的

植物化合物，药理研究对细胞膜具有高亲和力，有

局部麻醉、抗炎、驱蚊虫、抗焦虑、抗抑郁作

用［１６］，本试验测定结果显示，α石竹烯在瘿蚊为

害后含量增加，是否会对瘿蚊有驱避作用需进行风

洞行为实验和触角电位实验确认。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说明芒果叶片的主要挥发性物质为

芳香族类和萜烯类化合物，瘿蚊为害后可导致叶片

挥发物组分和含量发生明显改变。植物释放的挥发

物的化学成分和比例变化被称为化学指纹图谱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１７］，可以调控昆虫的寄主

定向选择、产卵取食、交配繁殖等行为［１８］。本试

验测定结果显示，芒果叶片与前人果实的成分鉴定

差别较大，是否与寄主品种也有关系，有待进一步

确认。

昆虫对寄主植物的搜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

括对气味的识别和色彩的定位，其中挥发物是主要

线索，但是挥发物的成分复杂，未来的研究将测定

不同挥发物浓度下对昆虫的电生理反应和行为反

应。田厚军等［１１］研究表明，昆虫触角对同一挥发

物不同浓度表现出不同的电生理反应，雌雄之间也

有显著差别。昆虫对寄主挥发物的感知主要取决于

触角 感 受 器 中 的 嗅 觉 受 体 神 经 元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ｎｅｕｒｏｎｅｓ，ＯＲＮｓ），这些神经元可以识别

单分子结构，而寄主植物的挥发物通常都是混合

的，这要求ＯＲＮｓ能够在高背景气味干扰下短时

间内在不同浓度挥发物中精细的分辨出相关的寄主

主体气味线索［１９］。芒果壮铗普瘿蚊对芒果叶片的

寄主专一性必然和某种或者某几种物质紧密相连，

因此挥发物的有效成分配比和持续时间是未来的研

究重点，同时挥发物的提取和人工合成必须是经济

实惠才能实现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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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ＢＲＵＣＥＴＪＡ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ＴＴＪ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ｂｌｅｎｄｓｂｙ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ｏｕｓｉｎｓｅｃｔ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ｍｉｘ ［Ｊ］．

犘犺狔狋狅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２０１１，７２ （１３）：１６０５－１６１１．

（责任编辑：林海清）

８２２ 福建农业学报 第３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