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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微量玻片凝胶双扩散技术鉴定 

马铃薯卷叶病毒 

侯燕军 张鹤龄 

(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呼和梧特 ) 

提 要 

应用常规免疫双扩散不能鉴定马铃薯植株中的卷叶病毒 (PLRV)。我们用微量玻片 

凝腔双扩散技术对马锋薯檀株汁液中的PLRV进行了鉴定。试验说明．用这种方法可测出马 

锋薯茎的汁液最高稀释度为1：4，微量玻片凝肢双扩散与普通免疫双扩散灵敏度的 比 较 

试验表明，两者可鬣l出提纯 PLRV的最低浓度分别为1 g／ml和 6 g／ml，但后者 不 

能测出植物汁液中的PLRV。撇量玻片凝腔双扩散是目前能够用于捡删惑病植物什液中 

PLRV的最倚便易行和可靠 的血清学方法。 

关蕾饲：马铃薯卷叶病毒；微量玻片凝腔双扩散 

马铃薯卷叶病毒一直是 马铃薯病毒病防治的主要对象。早期 ，人们只能利用蚜虫接种 

指示植物的方法进行鉴定，但该法检测时间较长，且受温室面积 介体饲养 等 条 件 限 

制，也不适宜进行大量样品鉴定。 

自从有人成功地制备出PLRV高效价抗血清 以来 ⋯，人们就试图建立 有效的 PLRV 

血清学鉴定方法。由于 PLRV在感病植物体内含量极低，只有高灵敏度的血清 学 方 法 

才适用于 PLRV诊断。近十年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和免疫吸附电镜(ISEM) 

这两种血清学方法 目趋成熟 ，是灵敏、快速，有效的PLRV鉴定方法 ]。特别是ELISA 

很适合大量样品检测。但这两种方法均要求有特殊的实验设备 ，不 便 于 推 广 应 用 。 

1958年，CrowIe在普通免疫双扩散 (OuchterIony phtc techni~tue)的基础 上 建 立 

了新型的微量玻片凝胶双扩散技术 ，该技术除保持原来免疫双扩散的操作简便、分辨 

率高，样品用量少等优点外，还显著提高了灵敏度。casman等用它测定了 葡萄 球 菌肠 

毒索，灵敏度达到0．1／*~／ml，为普通免疫双扩散灵敏度的5．0—20O倍 。后来 ， 这 项 

技术成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鉴定肠毒素的标准方法“ 。微量玻片凝肢双扩 敝 技 术 

还曾被用于研究大麦黄矮病毒 (BYDV)三个分离物之间的血清学关系““，能够测出提 

纯BYDV的最低浓度为2．5／~g／m|。但是，由于试验 中须用提纯的 BYDV才可 得到 确定 

的结果，因而这项技术还未能用于田间样品的常规鉴定。 

现已证明，普通免疫双扩散不能用来检测感病植物汁液中的 PLRV，只有用高度提 

纯的 PLRV才 能得到可见反应” 。但从未有人将微量玻片凝胶双扩 散这 种比 ELIS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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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M简便得多的技术用于 PLRV诊断。我们将R．W．Bennett描述的方法“。 稍加改进， 

成功地用微量玻片凝胶双扩数做了马铃薯病株汁液中的PLRV测定。本文报告这项试验 

结 果 。 

材 料 与 方 法 

1．檀翱材料 供测定 的马铃薯为温室中经蚜虫接种 PLR~的植株。PLRV的繁殖寄主为紫花 

球果 曼陀罗 (Datura tatula)o 

2．病毒提鲰 按照盂清与张鹤龄描述的方法Il 】，由紫花球果曼陀罗材料中提纯PLRV。 

5．抗血清制备 用上述提纯的PLRV作为抗原 ，加等量Freund不完 垒佐剂，肌 肉和皮 下注射 

免疫 容兔 ，每 隔一 周注射一 次，共注 射六 次 。 末次注 射后两局采血 。用微量玻片 凝胶 双扩散法 渊 

定效价为I；512，用对流免 疫 电 特 测 定效价为 1：4096。 

4．#品扭汁踱提取 参照Caspe r描述的方法 』．按马铃薯茎、叶鲜重l：l加入提 取 缓冲液 

(PBS-~wceⅡ一PVP)研磨 ，提取原汁 澈经600r／Ill，10分钟离心，取上清为原件演 。测定 时可再 用 

提取缓冲液稀释。 

5．琼唐糖凝胺 在0．07mol／L，pH7．4PB中加^O．8嘶电泳用琼脂耱 (上海东海制药厂 )和 

0．1嘶NaN3，加热 融化。 

6．徽量玻片凝肢飘扩散 简化了R．W．Beunett描述的方法【 1，以使操作更容 易 。具体 步 

骤如 下 (所用器件见 图1)： 

图 l 槭量玻片凝腔双扩散试验所用器具 

Fig
．
1 The apparat 日u sed the mi cT0}Iide ge1 douhie diff i0 IcBI 

在枯净赣玻片的两端各控两层纸胶带，腔带之阔留出2c皿曲间隔。 

在加样板接触琼脂糖凝胶的一面 (印孔 口较小 的一面 )涂一层 甘油 

在玻片的瞍带之间放约0．sml融化的O．8眄琼脂耱，使其扩散成一均匀的薄板。 

待琼 隐糖 凝固后，将加样板涂 有甘油 的一面朝下轻轻地 放在凝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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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量取液器 加入适当稀释的PLRV抗血清和待 测样品。若 测抗血请 教价，则 中央 孔 加 抗 原 

液，四周孔加抗 血清，若测植物汁液样 品，则 中央孔加抗血清 ，四周孔 加样品液，每 孔加 2O l。 

岿要时 可设置 阳性和 阴性对 照。 

置一细玻 棒于加有试 剂的孔 内，以排除 孔内的气 孔。 

将玻片放入加有浸 湿海绵 条或摅纸的 平皿 内，加皿 盖保 湿，室温下放置48小时 

观察结果时 ，将加样板轻轻 滑向一僦 ，取下 持玻片透过光 源，在黑 色背景 下观察。 

必要对可以染色，方法与普通免疫双扩散平板的染色相同。 

结 果 

1． PLRV抗血清效价的测定t 

分别用蚜虫接种 PLRV的马铃薯茎汁液和提纯的 PLRV测定了抗血清的效价 ，二者 

均产生了清晰的沉淀 线 (图 2、A、B)。效价为1：512。这表 明提纯 PLRV与感 病植 

物汁液均可用于 PLRV抗血清效价测定。 

图 2 用微量玻片凝胶双扩 散测定PLRV抗血清效价 

Fig 2 Det inati h of the tite r of tbe ⅡDti8Ⅲ m to PLRV 

^：中央孔 ；感染PLRV的马铃薯茎汁液左 上、’ 下孔 为PLRV抗 血清，稀 

释度分别为1：64， 1；128，1：256，1；512 

B-中央孔 ：提纯pLRvJ被度为4#g／mi．左 上 右 下孔 同  ̂

A ：centr j extraet of PLRV·i口fe~tod pOtitft stem 1eft， top， igbt， 

hottO!| anti_⋯ m to PLRV tbe di】Ⅱtions are 1；64： 

1 ；128， 1 ：256I i；512， r~spectire】r 

B ； tre：pu rified PLRV at 4 concent ration of 4 s／m1．]eftI 

top， rigbt， bottom the |IⅢ A
．  

2．感病马铃暮茎、叶汁液中的 PLRV测定t 

分别测定了不同稀释度的感染 PLRV的马铃暮茎、叶粗提汁液。每个试验均以健康 

马铃薯茎的粗提汁液作阴性对照。在做感病马铃薯茎，叶混合汁液测定时，以提纯PLRV 

作阳性对照。结果表明，PLRV抗血清具有高度的特异性，马铃薯茎、叶 、 (茎 +叶 ) 

汁液可测出 PLRV的最高稀释度分别为1：4、1：1和1：2(图 3、A、B、C)。 

3． 微量玻片凝胶双扩散与普通免疫双扩散灵敏度的比较 

分别测定了微量玻片凝胶双扩散和普通免疫双扩散的曼敏度，两者可测出提纯PLRV 

的最低浓度分别为 1 g／ml(图 4)~6／*g／ml，但后者不能潮出感病 马铃薯植株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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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PLRV。 

图 3 用撒量玻片凝歧双扩散侧定感病马铃薯茎 叶计液中的PLRV 
Fig

．
3 Dtt tiqⅡ of PLRY xt t目 of iafe~ d p~tato P ant3 

A：中央孔 I：2稀释PLRV抗血清 左．上孔为感病马铃薯 (茎 +叶 )汁渣， 

稀释度分别为 1；I．1 2． 

右孔 建康马铃薯 (茎 +叶 )计液． 

下孔：提纯PLRV．i盎度为4o0 g／m1． 

B 中央孔 I 2稀释PLRY抗血请 

左．上、下孔为感痛马铃薯茎计液．稀释度分别为1：I．I 2，I 4 

右孔：健 康马铃薯 (茎 +叶 )汁液． 

c 中央孔；1 2稀释PLRV抗血清 

左．上、下孔为感翥马铃薯 叶汁液，稀释度为 l：1，t-2，1：4． 

右孔 健蘼马铃薯 (茎 +叶 )计液． 
A： ccntre B t i 2 di1uti0口 of tb* ●atlsc to PLRV 

left． top‘ ⋯ tr ct of pLRV·infecled potat0 Bhoot， tbe dilutloas ‘r{ 

I I1l I j 2， re日peetivc1r． 

right￡ ext⋯ t of health y potRlo sho01． 

bottom Pqrified PLRv at^ c0丑⋯nt r̂ioⅡ of 400#g／m1． 

2 ditution of tbe -nti 6Erum to PLRV． 

1efl， t0p，bottom ，eztrB t of PLRV一|nfe口ttd pottto e‘e吐-the di￡utio4， 

●r0 t：1， I：2， 1；4， rE●pectiT● r． 

right． ext r et of hcaItb7 P0tat0 shoot
， 

2 dituti0Ⅱ of th0 n̂tï ruⅢ ¨ PLRV
． 

1eft．1oP。botto ；txt r●ct of PLRV—infeeted potato le Hf- the dil㈣ti B 

^⋯ I 1，1 2，t 4，respect Tly．tight： eI‘r⋯ t f et￡thr Pot●t _hoot
． 

图 4 微量玻片凝胶双扩 敢捡 测PLRV的灵敏度 

Fii
．
4 DtterⅢinBtioⅡ of the 日⋯ ；tivilT of the mi ro81；de 

中央孔： 

左．上 

ge1 i bl diffu sion ten  

1 64稀释PL丑V抗血清． 

右．下孔为提纯FLRV．旅度分 目ll为4#g／ml， 

2~$／mg-1#g／mI-0，5p~g／ml 

{64 d．】ution of the Hnli⋯ um to PLRV
．
1eft． 

b0tibm pu rlfied PLRV al the 呲 cent rBtioD日 

2~g／ml，1ug／ml，o．5“i，阻l，respetzti~el? 

讨 论 

■ 
辫量玻片凝胶双扩散技术长期以来未得到广泛应用，究其原因，一是所用加样板一 

一Ⅲ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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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来商品化、规格化，许多人得不 到台适的加样板，二是以前文献中描述的方 法 较 复 

杂，不 易掌握。本工作简化了 R．W．Bennett描述的方法，仍然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解决了免疫双扩散不 能用来检测感病植物汁液中 PLRV的问题。其次，在微量玻片凝胶 

双扩散试验 中，应用台适的抗原、抗体浓度是非常重要的，抗原或抗体过剩将抑制沉淀 

线的形成 1D]。对于 PLRV的测定，由于通常感病植物汁液中 PLRV的浓度 很低 ，田而 

选择适当的抗血清稀释度尤为重要。微量玻片凝胶双扩散是一种抗原抗体用量少， 简便 

快速，经济有效的 PLRV鉴定技术，可用于 马铃薯种薯生产中田间植株常规病毒诊断。 

用它来做PLRV抗血清效价测定，更有不必提纯病毒，节省抗血清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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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ction of Potato Leaf—roll Vi rus by the 

Microslide GeI Double Diffusion Test 

Hou Yah—jun 

(Department of BioIogy-Inner 

Zhang He—ling 

Mottgo|ia UMversity，Huhehot) 

The m ieroslide gel double diffusion test wall used to detect potato lear—roll 

virus (PLRV)．It was found to be sufficientlY sen sitive for the detection of 

PLRV in extracts of infected plants．A I：4 dilution of extract of PLRV infected 

pototo stem could be detected unambiguously． The sensitivity of micros]ide 

y~cao com pared with that of the Ouchterlony plate technique． The m icroslide te— 

ehnique was capable of detecting 1／zg／In l of purified PLRV． This sensitivity 

Wall sixfold all much as that of the Ouchterlony plate technique．The microslide 

technique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simDIellt and reliable 8erological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PLRV in extracts of infected plants up to DOW
． 

K ey w 0rds：Potato leaf—roll virus；MicrosHde gel double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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