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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Dot-F_LISA检测 PVX、Pw 和 PVS’ 

篓 浩 2．q-1010021) ／ ，——————一 ●—————一 -．． (内蒙古大学生物幕，呼和浩特 —> 
提 要 以NCM为固相载体、应用间接EL1SA法测定了纯化的Pvx、PVY和PVsI对接种的烟 

草 ．马铃薯块茎的芽、休眠块茎顶端的PVX、州 和PVS也分别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检测纯病毒 

PVX、PvY和 pVS的灵敏度分别为2．76pg、2．835pB和 5．831pg。检浸l感病烟草汁液马铃薯块茎芽、 

你眠块茎顶端的稀释度PVX分别为 1／29480~1／81920、1／29480和 1／5120~PVY分别为 1／81929、 

1／29480和 l／5129~PVS分别为 1／81920~1／327680、1／20480~1／81920和 1／5120~1／20489．和 

O．．,cktail。ELISA相比．检测 PVX和PvY的灵敏度提高至步 l6倍．实验结果表明，Dc~-ELISA是检测 

pVX、pVY和 pVS灵敏而有效的方法。 

于抗体或抗原抗体复合物从聚苯乙烯固相载体上“泄漏 (Leakage)或者解吸附(Desorpfion)，因 

而大大降低了常规 ELISA的灵敏度。Salonen和Vaheri[日发现如果加入聚苯乙烯塑料板中的抗 

体浓度为 50～500rig／rid时 ，吸附在固相载体表面上的 igo量只有加入量的 20．9 ，到免疫鉴 

定反应结束时 ．最初吸附在载体表面的 20．9 的 IgG只有 50~70％被最终吸附保存下来。就 

是说在整个 ELISA检测中，有效蛋白结合率大约只有最初加入量的 l0 。 

硝酸纤维索膜 (NCM)对蛋白质有高度的亲和力 ，提供蛋白比较大的结合表面 ，抗体或病 

毒抗原和NCM的结合较聚苯乙烯载体更加有效 ，使检测的灵敏度明显提高，而且所需检测样 

品量步 ，小到几微升眦。Rybiki和 Vonwechmarr22、l~rger[ ]以及 Powell等[ 先后分别以 NCM为 

固相载体检测了植物病毒 ．并达到了很高的灵敏度。Berger等啊在 NCM 上用同接 ELISA法，以 

GAR AP作为第二抗体时检测纯化 PVY，其灵敏度达到 500fg(O．508)，应用生物素标记 GAP．， 

随后用生物素亲和素酶复合物(ABC)方法检测 ，其灵敏度可达到 log；当用活化长臂生物素 

(Bi。tinyl十aminc-caproic acid N—hydroxysucciniraide，BANHS)生物素化第二抗体和生物素化碱 

性 磷酸酯酶单 体 (monomeric alkaline ph~sphatase，mAp)或生 物索化碱性磷 酸酯酶 聚 合体 

(polyn1erizcd alkaline口hos口hatase．pAp)时 ，检测灵敏度也可达到 lpg。实验表明：DBIA(Dot blot 

immunobinding assay)测 定 所需要 最低病 毒 量 为低于 常规 ELISA 的 1000倍。]E~antta1"i和 

Goodwin[S3首次以NCM 为固相载体 ，应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PVS、PVX和 PVY，并将此法命名 

Dot-ELISA。他们的实验都证明和 DAS—ELISA相 比，Dot—ELISA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a 

本文于1992年8月31日收到．1993年 4 24日修回 

· 奉课题由国际马镥甚， 心资助。 

¨ 国际马铃甚·}1． 驻京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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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使用 NCM除了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外，还具有如下优点：一是和无色的 NCM相比， 

产生鲜明的色斑．形成强烈的对比；二是 Dot—ELISA或者NCM-ELISA的操作要比DAS—ELISA 

更容易，每张NCM的包被、洗涤、酶标记 IgG的反应都被作为一个整体在～平皿中或者一个塑 

料袋 (12cm长x8cm宽)中进行 i三是不需要同位紊和昂贵的仪器设备。 

本 文以 NCM作为 固相载体 ，在 Banttari和 Goodwin[ 方法的基础上略作改进 ，对提纯病 

毒、温室接种感病毒烟草、感病马铃薯芽 、休眠块茎的顶端中的 PVX、PVY和 PVS进行测定。 

材料和方法 

l 试剂 Ap、唧 、BCIP(S~gma Chemical CO)，GAR- G(北京生物制品所)．NCM(孔经为O．d5岬 ，)PVP(MW { 

40000，Ⅱ本进 口)。 

2 待测植物和病毒 用PVX、pVY和 pVS(毒源来自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温室)分别接种普通烟和地烟 ，接种植 

物在温室叶|培养了3一d个星期．用于提纯病毒和 Dot·ELISA以及Cock~ail-ELISA的测定样品．感病马铃薯块茎 

取于大田材料． 

3 病毒提纯爰多克隆抗血清 将 E述经接种pVX、pVY和PVS培养的烟草用于病毒的提纯。提纯 pVX的主 

要步骤如下：感病烟pt-~n入 0．1mol／L pH 7．2 p (内古 o’2‰藐基乙醇、0．Olmol／I,EDI'ANa2)匀浆 ，两层纱布 

过滤之后 一于汁液中加入 1／4体积的氯仿和正丁醇(1·1)混合暂乳化2O分钟，低速离心收取上清，加入 6 

PEG(Mw 6000)沉淀病毒 d一6小时．8000 r／m离心收集沉淀．用o’01r,~／L pH7．2pB 悬浮．4000 r／m离心 

10分钟 -上清液做 2O％蘸糖垫层超离心(35000 r／m．9O分钟)．沉淀悬浮后进行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梯度为 

2O 、3o 、帅％和5O ，20000 r／m离心 3小时 ．收取梯度液巾的病毒带，对 O．O1tool／L pl-lZ．2p ‘透析。病毒 

古量按照 A， =2．9嗍来测定．取纯化的PVX病毒免疫家兔。最初三次均为病毒液加不完全佐荆 -病毒古 

量均为2Ⅱlg，是后一次用3mg的纯病毒免疫，一星期后耳静脉采血制备抗血清 用微量沉淀实验测定抗血清的 

效价 提纯 pry和PVS所用的埕冲液分别为m 2咐l／LPB pH7．0和 o．1rr~l／L柠檬酸缓冲液、pH 8．2含 0．叭 

,rol／LE饥’̂Naz-m 2‰巯基乙醇-pry和PVS病毒含量分别按照EI 盏 ．=2·8110]和 劬一3． ” 来测 

定 其余病毒的提纯程序、制备抗血清及抗血清技价的测定同上．三种病毒抗血清效忻均为 1：4096． 

4 l (Pv)(、pry、pVS)制备 免疫球蛋白(I )的制备按照Clark和AdafrB的方法进行[蜘。IgG没有被硅一步 

用DE纤维素柱纯化，但经过正常植物蛋白的吸收。 

5 lgG(GAR)爰其 AP·lgG 羊抗兔 lgG(GAR)购于北京生物恻品研究所 ，其酶结台物(AP-IgG)也足按照 

CLark和 Adanl~的方法口 制备。 

6 D“·EL1SA的步骤 

6．1 提取样品 称取 lB待检样品放入 8×12em的塑料袋-I J，加入 Sml样品提取液TBS(~．I／lmol／L Tris．HC|， 

pH7·5，0．9 NaCI，0．I)5，6Tween-80)l 含 m Olmd／LErYrANa~，和 o．01rr~l／LⅨBCA．用大试管彻底研碎，静置 

5分钟，吸取 lml上清置于另一塑料袋巾．加入 3m!提取液混合用于点样。 

6．2 NCM的处理 将 NCM攫入去离子水巾 5分钟．加入T~S(0．01ra~／L．n ．}埘 ，pH7．5，0．9％NeCI)10分 

钟一取出即可用于点样。 

6·3 点样 取处理好的NcM，放置在装有抽滤设备的点样器上 ，抽滤点样，4倍系刊稀释样品液，每样品点 

25山，点样后置 37℃干燥 1小时，或室温干燥 2小时即可． 

6．{ 封膜 第一抗体 ，第二抗体反应 点样后的NCM用5蚓州 溶液(于T碰-|f-)3d℃封闭2小时．不经洗 

涤，转入第一抗体溶渡(免抗 pVX、pVS和pry．I ．5 ／rn1)，稀释液为TBs+2 PvP+0．2 NFM，3d℃温育 3 

小时，取出于'rBS-T~I{-洗潦三次，每次5分钟 一加入GAR·AP(I t I∞0)．3,1"12反应3小时。如上洗涤，而后放入 

显色{直·}】显色 15~30分钟．阳性反应为蓝紫色斑点，阴性对照为绿色或无色。上述的封闭、第一抗休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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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P反应、显色反应均在 12X8cm塑料袋中进行． 

7 Cocktail-EIASA 本实验与13w~-ELISA相比较。NCM的处理、样品液的制备、点样膜的封闭、所用的洗涤液 

完全相同．不同点只是第—抗体和酶标记第二抗体(GAR-AP)．同时加入 。保温反应3小时即可显色． 

结 果 

l Dot-F．,LISA 用 Dot—ELISA对纯化的PVX、PvY和 PVS及感染上述三种病毒的烟草、马镥 

薯休眠块茎的顶端以及马铃薯块茎的芽分别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l及图 l和 2。从图及表中可 

知以NCM为固相载体，应用问接ELISA法测定提纯病毒、感病毒烟草、休眠块茎顶端和块茎 

芽时，其灵敏度或汁液稀释度PVY分别达到2．76pg、1／81 920、I15120和 1／20480；PVX分别达 

到 2．835pg，1／20480～I181920，I15120和 l／sl20～1120480；PVS分别达到 5．831p8、I／81 920 

～ 11327680、l／Sl20～ l／20480和 l／20480～ 1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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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染 PVX的烟叶汁液“，b．c) 

d为健康汁液． 

Sapfrom Pvx in,scud∞ 

I~aves“ ，b．c)．H 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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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应用Dd—ELLSA检测感病烟叶巾的P 、PVS和PVY 

Fig．2 Detection Pv)【pVS PvYin i to by Linkad Lmm~ bcnt 

A~say∞ Nitroccllulose Membranes(Dot．FA2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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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cktail—ELISA 用Cocktail—ELISA对感染三种病毒的烟草进行测定，结果表明以NCI,I为 

固相支持4封，应用Cocktail—ELISA测定感染病毒烟草的PVY、PV'X和PVS时，其汁液稀释度分 

别也可达到 1／l抛0～1／5120、l／l280~1／5120和 1／20480。 

讨 论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以NCM为固相载体应用间接 ELISA法可以有效地检测感病烟草 

和马铃薯以及纯化制荆中的PV)I、PVY和PVS。检测纯病毒、感病烟草或者感病马铃薯块茎都 

可以达到很高的灵敏度或汁液稀释度。Bode L[ 等报道以NCM为固相毅体的F．LISA可使检测 

的灵敏度提高 8一lo倍，Lockb~tE田报道可使检测BYSMV的灵敏度提高 30倍。究其原因主要 

是NCM对蛋白质有高度的亲和力，而常规 F2．．ISA中的固槽载体在整个检测反应过程中存在 

有“泄蝙”和“解吸附”现象。 

以 NCM为固相载体 ，应用问接 ELISA或者直接 口 sA检测病毒抗原或抗体 ，其灵敏度也 

不一样 。Bantt．ari et al[ 以 NCM为固相支持物，应用双抗体夹心 ELISA检测温室繁殖的马铃薯 

茎和叶中的PVX和 PVS，结果表明测定升液的稀释度达到 1／16000，我们以NCM为固相载体 ， 

应用 接ELISA法检测感病烟草中的 PVy和 PVS，汁液稀释度可达到 1／81920~即漫测定打破 

休眠后的马铃薯块茎芽中的PVY和PVS．也可达到 1120480。这表明以NCM为固相载体，问接 

ELISA 比直接 ELISA检测灵敏度高。采用这种测定方法 ，首先吸附在 NCM 上的是病毒“大分 

子”抗原，而每一个病毒抗原表面都有许多个抗原决定簇，它又可以和相应数量的抗体分子 

(igo)相结合，随后结合同等数量的第二抗体分子。而以NCM为固相载体的直接 ELIS~却不 

然，首先吸5f{在固相载体表面的不是 大颗粒 抗原，而是 小分子 的抗体 IgG，在有限的吸附 

表面上即使吸附更多的IgO．但随后和大颗粒抗原结合时，由于空问的“位阻”效应，实际上结 

台上去的抗原数量却是有限的 ，这可能是造成两种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有差异的一个原因。 

此外 ．在网接 E~ISA检测中抗原分子吸附于 NCM 上 ，如同直接 F．,LISA中抗体 IgO的吸跗 
一 样 ，首先是戗靠 NCM对蛋白质的高度亲和力 ；其次与直接 EI,ISA不同点还在于抗原分子还 

借助于外力的作用(点样器的抽滤)驱使其全部加速吸甜于NCM上，因而 有效 抗原数量大大 

增加 ，检测的灵敏度相应提高 

当然所用材料如马铃薯是续发感染 ，还是当年接种 ，其病毒含量也育很大差异。Banttari et 

alD3以同样的方法测定马铃薯茎叶中的 PVY，其汁液的稀释度高达 l：]28000 

1989年 Heuvel和D·Pece 以聚苯乙烯作为固相载体 ，应用 Cocktail—ELISA，结合酶放大 

系统检测了马镥薯卷叶病毒。和常规 ELISA相 比，使检测的灵敏度提高 l5倍 。我们以 NCM为 

固相支持4封检测 PVX PvY和 PVS，检测结果相 比较表明 ，Dot-ELISA检测的灵敏度至少是 

Cocktail—ELISA的 1 6倍。 

E述情况表明 ，以 NCM为固相载体 ，应用 ELISA检测马铃薯病毒是一种简易、可行 灵敏 

度高的理想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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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o~l~hart E L．Ⅱ Ma,~aouiM ．o删  W ．，c c a1．I n c n of bade),ydlow str~alem娼a virusi|lMorco；oa．d 

删 detoetion by e,tzymc hnmun~a y Plant Dis．1986，70}1Il3～ 儿 】7 

Detection of Potato Virus X Y and S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on Nitrocellulose Membranes(Dot—ELISA)’ 

Meng Qing Zhang Heling Song BoluS) 

(Bidoa~j Depar~wnt of 洲 Ⅲ 嘶 ，髓止 f 0l 0021) 

Purified potato virus Y ，X ，arzd S were detected by indirect em~yme—linked im munosorben~assay 

(ELZSA)on nitrocellulose membranes．Potato virus Y，X，arzd S in infected tobacco，sprou~of potato 

tubers．r0se end of dormaat tubers were detected respectively． The r~ulm indicated  that the sm all 

a-mount of sample required permitthe detection of aslittle as 2．76pg．PVY ．2．835pgPVX and 5．83pg 

PVS ．n purified  preparatkms．PVX was detected  in in fec ~d tobacco r0se end of dontm nt tubers and 

· 7xis resemxhw皓 su~orted by 】啪 砒 n Potato Ccmcr(c1P) 

0 C1p 岫 offbcc．1k I-8．China 1 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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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0u 0f potatotuber byDot-ELISA at dilutinns of i／20480— 1／81920．I／5120，i／5120一 i／ 

20480：and PⅥ Wag detected in infected tobacco，∞se end of dormant tuber an d sprouts of mbe~s by 

D0t-ELIsA at diIuti0ns 0f1／81920，1／5120，1／20480~anfl PVSWag1／81920—1／327680，1／5120 

— — 1／20480 and 1／20480--1／81920 respectively· 
The∞ y for potato virus X and Y was at least sixtee．n (J111eS m 0” sensi~v~ than C．ocktai[- 

ELISA．The reguI indicated  that Dot-ELB A w础 considered  to be the simplest,sensitive an d reliable 

metll0d f。r血e de伸ct 0n of PVX ，州 and PVS in purified preparation．and in extracts of infected  tis- 

sueS— 

Key w0池  Nilxocel[ulose Membranes(NCM)，Dot-ELISA，W X'PVY'PVS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