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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花叶病毒卫星RNA生防制剂 

在烟草上的防病作用 

崔泳汉 河明花 韩珍淑 

(吉林省延边轲鲜族自治州农科所 ．延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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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用人工组装的_黄瓜花叶病毒卫星RNA生防翩荆在烟草生产品种进行了田间保护试验。 

由于使用了生防制剂，弪处理的烟草发病率降低 8 ．9～86．4％， 同时比对照早热 5天， 

上等烟比毫增加 l51 3~,-'173．5％，平均每亩收^增加，_43．3～6s．7％。另外发现生防制剂能 

增强烟草对真菌病害的抵抗作用。 

关蕾调：黄瓜花叶病毒；卫星核糖核酸；防诒 烟草病毒病 

黄瓜花叶病毒在多种经济作物上都可以造成严重的危害“】。黄瓜花叶病毒是一个三 

分段基因组的小璩状颗粒病毒，基因组RNA1—8编码了它侵染植物所需的所有遗传信息， 

另外包壳在病毒颗粒中的还有 RNA一4，是 编码外 壳蛋白基因的亚基因组片段。目前已 

有大约十几个 CMV株系被发现带有卫星 RNA， 其中一些能够明显地减轻 CMV引起的 

症状 。利用人工缉装的含有卫星 RNA的CMV生物防治制荆来防治 CMV在甜椒 和善 

茄上 引起的病 害，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近几年来，在吉林省延边地区烟草病毒病 日益严重，尤其是近两年种植的红花大金 

元，G一140品种易感病毒病，严重影响了烤烟优质适产的形成。1987年，我们在延边地 

区和龙井市烟草生产区用黄瓜花叶病毒卫星 RNA生防制剂 CMV一851】和 CMV—s512， 

进行了一系列田间防治病毒病1试验，现作以下报道。 

材 料 与 方 法 

1．生防制捐 与烟簟 品种 使用 的生 防制剂是 由中国科学 院擞 生物 研究所病 毒室按 以 前 的 方 

法【 】组装的cMV一$511~ICMV-Ss12。供试l堪草品种为红花大金元G一140。 

2．试验地和接种方法 选择上一年烟草病毒病发生严重的地块，在同一块地里，保 护 接 种 

和不保护 接种地面积各为二亩 。接种方 法是， 用 蒸馏水将 生防制 剂 稀释成 2啊 水 溶液 (v／v)， 

本文于1088年e月23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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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毒掣采志 3，Ï § 305 

Yir*le|f~* $1=Ita 

于}匿草幼苗3—4片真叶期，用针刺法接稀。每亩舟bO毫升生防制剂稀释液。 

5．■情一童覆聃■拉果计算 病情共分四级： 0级：无病l l级：新叶羽脉或轻度花叶 l 

2级：=分 之一的叶片 显症状 并有袭缩症 状I 3级 ： 四分之三 的叶片显症状 并有皱缩 ， 植株矮化 

及畸形症状。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法，每点谔壹20O株。 

计算方 法¨ l： 

发病率(和)= 塞 ×100,~ 

值 。 

病情指数 = xl0O 

4．生长势一童 每处理备选育代表性的烟草 l0株，调查株高 、最大叶 (长×宽 )， 取平均 

5．琦糟轩曩 采用垒酉统=。标准，甲型收购十五缎制标准。 

结 果 与 讨 论 

1．生防制荆的防l谄癌毒效果t田闻防治试验结果表明，用生防制裁进行保护接种以 

后4l天(6月14日)降低发彝率 ．9～86．4％。噎着时间的延长，发病率逐渐增高，但保护 

搂种君舶哭。e 7月 9日)，发病翠毋降低82．4—83 O％ (表 1)。证实了生防制莉降低 

发病率的作用 。生防制剂防痛—帛用还表现在瘸憾 指数的变化上 。进行保护接种后 66天 

(7月 9日 ，防崭效果逮z4 一75．z％ ('寰2)。 

哀 1 ● 簟篁囊事一童 

Table I． P rm t g，of d~seased t。h ecb PI‘nt’ 

处 理 

月lI扫 6~]24日 7月0日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和 ) (和 ) (和 ) 

2．生防制剂的促进生长作用：生防制荆 CMV·$511和 CMY一$512在烟草上施用后， 

植株只在接种1O天左右表现极轻微的花叶，并可渐渐恢复正常。用生防制荆接种，植物的 

株高 最犬叶的长和宽均大于对照‘ 保护接种的烟草比对照卓熟 5天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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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防制剂对烟草产量和质量的作用t用生防制剂进行保护以后，对亩产，亩收入， 

均价．上等烟比率等方面都显著高于不进行保护的对照。亩产 比对照增加II．4～18．9％， 

亩收入增加43．3～65．7％，均价增加28．6～39．4％，上等烟比率增加151．3～173．5 ， 

(表 4)。以上数据证明，生防翩劫对促进烟草忱质适产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4．生防制剂增强烟草对真菌痛害赤星病的抵抗作用。一九八七年在延边烟草病毒病 

和烟草赤星病[Alternarla aller~ala(Frlas)Keisslcr3大发生。由于病毒和真菌的 复 

囊 ● 生舶■荆对曩叶产量卑重量的嚣胄 

Table 4 Eff EtCt of th0 biologieal@optrD1 ‘ge-ts 0_ robe ccD yield Itltd qu‘Iit 

囊 5 生精■捌对●●彝■■囊情曲嚣一 
T=ble 6 Resist=nee to Alternaria alternata t~d．eed br the ~iolo$ic=l cou rto 

4ge_t8 i丑 rob=~。o． 

合感染使烤烟大幅度减产，严重影响了烤烟优质适产的形成。但是用生防制荆进行保护 

接种的烟 草，赤星病的发病程度比不进行保护接神的烟草轻。我们分别对生防制荆进行 

保护接种及未进行保护接种的烟 草作了赤星病的病株率及发病程度的调查。在处理区和 

对照区『匈对角线五点取样，每点取有代表性的烟草植株4株，五点共2O株。每取样植株要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寤毒学杂志 3，l9的 
Vlrologi Si ie● 

3O7 

逐叶调查，按赤星病在叶片形成病斑的多少分为六级{ 0级，全叶无病斑j 1级，病斑 

总面积 占全叶面积 2％| 2级 ，病斑总面积 占全叶面积 5％ ， 3级，病斑总面积 占全叶 

面积1O |4级，病斑总面积占全叶面积25 I 5级，病斑总面积占叶面积5O％以上。 

将每一取样株的调查结果按叶片进 行 分 级 归类，得出各级的 叶 片 数， 再求出每个处 

理所取2O株的各级叶片数，计算病株率和病情指数。结果表明生防{埘剂明显增强烟草对 

真菌病害赤星病的抵抗能力 (表 5)。 

黄瓜花叶病毒卫星 RNA生防制剂的接种 ，能增强植物对真菌病害的抵抗能力，其机 

理目前尚不清楚。卫星 RNA防病作用与CMV交叉保护作用的比较研究表明，卫星 RNA 

的存在具有其独特的保护作用，它不同于传统的交叉保护作用 。因此这种对真菌的抵 

抗作用也许与卫星RNA的存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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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Effect of CMV-satellite RNA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on Productive Tobacco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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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 contained CMV， the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was applied on pro— 

ductive tobacco variety in field to centre】 diseases caused by CMV
．
Incidenee 

of the treated plants decreased 84
．9— 86．4％ ， harvest tim e showed 5 days 

early， high quality to~acco incresed 151
．3— 173．5％ ，and income in a unit 

area increased d3．3— 65．7 ．Moreover， the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WaS found 

to improve tobacco resistance to fungal infection
． 

Key w ordsl Cucumber mosaic virusI Satellite RNA| Control of virus 

diSease in tobⅡ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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