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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以整合到质粒中的GFV-cDNA为模板经PCR合成了生物索标记的GFV单、双链探针。用 

合成的探针对提纯的GFV-RNAz、感染GFV的昆诺藜叶及 18株葡萄进行DNA-RIqA杂交检测表明 

一检测提纯病毒RNA：的灵敏度为 1+5 pg／斑点，感染 GFV的昆诺藜提取液最高稀释度可遮 40960 

倍I II株显示典型扇叶症状的样品杂交结果均为阳性，且汁液稀释400~800倍仍能澳I出，?株不显 

示典型扇叶症状的葡萄中3株受到 GFV的侵染．单、双链探针最适使用浓度分别为 1／200及 l／ 

100 

关键词 堕皇!丝壁型型 型，PcR技术，核酸斑点杂交 必晴， 
葡萄扇叶病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生 ，是葡萄上最为普遍和严重的一种病毒病窖 ，罹病葡萄 

可减产 20~80 [I]。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开展了葡萄脱毒苗的培育和推广，同时进行了葡萄扇 

叶病毒(GrapevineFanleafVirus，GFV)检测技术的研究。国内、外曾报道用ELISA[ 。]及 P标记 

的探针检测 OFVt 。这些方法在应用上均存在一些问题 ，前曹灵敏度稍低 ，后者对环境有一定 

污染等。最近几年，生物索标记核酸探针检测植物病毒及类病毒的研究Is,s：引起了国内外广泛 

重视。生物紊标记核酸探针最常用方法为缺口翻译法 ，仅就汝 【=1翻译本身而言 ，就需三种不同 

的操作。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r Reaedon，PCR)技术只需一步操作即可合成核酸探 

针，且生物紊掺入量较高哪。我们根据GFV已知的核酸序列利用PCR技术合成了生物紊标记 

的 GFV·eDNA单、双链探针 ，并采用核酸斑点杂交法 ，分别检测了提纯的 GFV·RNAz，感染 

GFV的昆诺藜及葡萄样品 ，并同时对单 、双链探针检测结果作了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t 

材料和方法 

1 GFV-POqAt的提取及引物的合成 

1．1 病毒的提纯 GFV毒源由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刘福昌先生提供。繁殖于昆诺藜(c l ) 

上，接种15天后采收，病毒的粗提纯基本参照Pink等[a3的方法。{l【提纯病毒的进一步提纯参照QuaequaretU 

车文于1992年8月 14日收到，1993年9月10日修回 

·现在工作单垃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地址：睾安市龙潭略64学，⋯5编 2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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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的方法．精提纯的 M带病毒用于GFV-RNA：的提取． 

I．2 GFV-RNAz的提取 方法参照文自 “]，提取的GFV-RNA~用作 eDNA合成的母本链。 

I．3 弓f物的合成 参照Serghini报道㈨的~FV-RNA2序列设计 5，及 3，端引物．5，端引物(引物 1)的序列为 

'rGAGAGGA3 ，3 端引物(引物2)序列为 TTAAAGTCAGATACCCI'GGAC3~．引物经 

中国科学院镦生物所技术室 DN A合成仪合成。 

2 GFV-cDNA的合成及克隆 

&l GFV-cDN A合成 qnLRNAz经热变性后，按试剂盒说明，用上述合成的弓f物台成eDN A． 

2．2 克隆 采用Sambrook等方法，以pB1ucscripth为载体经SrnaI酶切成千未端，转化且 X／2-Bas，转化 

物涂于含50~s／ml Amp及X-gal和IPrG培养基上，37'(2培养过夜，挑选白色克隆．将选出的克隆扩大培养，抽 

提质粒，用限制性内切酶酶解后电泳分析。 

， 核酸探针的制备 

I 探针的制备 参照Fanamml的方法口司，取上述抽提质粒，加TE(pH8．O)适量溶解。取 5 用作 PCR扩增 

的母本链 ．加人 10×扩增缓冲液 10 1．2 nm~ol／L dNTP吼 ，Bio-11-dDTP 5 ，DN A高温聚合酶 1．25 ，50 

pmol／L引物 1及引物 2各 1 (合成双链探针用量)或加人 1 弓l物 1及 0．01 的 引物 2(合成单链探针用 

量)，加HzO使总体积迭 100 后置PcR扩增仪扩增 ，合成探引强 电泳分析后，检测生物索掺人量。 

3．2 台成探针的检测 参照BRL公司 

‘ 核酸斑点杂交 

4．1 样品制备 将昆诺藜或葡萄叶片约0．2g液氮研磨成粉末状．加 m 55|I1l RNA提取液(0．2 n叫／L"Iris· 

HapH 9．0，m 4mol／L ，25mmol／LElYrA，1 sDs)淀匀．加等体秘酚混匀，12000r／m离心2分钟，取上清 

液再次用酚抽提，上清液加等体积氯仿混匀后 12000r／m离 C-2分钟，上清液再用酚抽提 ，所得上清加等体积 

氯仿混匀后 12000rim离心 5分钟 ．取上清赦 5叭／L加 3mol／L乙酸钠(pHS．0)及 2．5倍体积的无水乙醇，4'C 

下放置半小时．12000r／m离心 5分钟，沉淀加o．3|I1l 2 tool／LI~Cl_悬浮，再加30ul ／L乙酸钠及 互5倍体积 

无术乙醇 ，4℃下放置 30分钟，离心弃上清 ，沉淀用二乙基焦碳酸醑(DEPC)处理的蒸馏承 5 悬浮．一70℃保 

存备用。GFV-RNA~的提取方法为 t10 精提纯 M带病毒加等体积酚混匀后 10000r／m离心 1分钟 ，上清加 

等体积酚一氯仿(1：1)混匀．然后再次离心，上清加 2．5倍休j}f的乙酵及 5叫 3mol／L乙酸钠，40'C放置 30分 

钟后离心，沉淀用 DEPC处理蒸馏术5 悬浮。GFV-RNA~舍量测定参照文献r1．】。 

样品在斑点杂交前先经变性处理 ，处理方法采用甲醛变性{击． 

4 2 斑点杂交 将硝酸纤维索膜(NC膜．北京化工学校附属工厂生产，孔径o．45岬 )在无菌水中浸透，再经 

i0×ssc浸泡 I5分钟 ，取出晾干，每十样品点样 1 ，然后将 NC膜置80℃干操 2小时。 

斑点杂变的方法参照文献[ 报道，检测葡萄样品时 ，阳性对照用提纯的GF'4-P2~AtI-100稀释液，阴性对 

照用实生葡萄叶片提取液． 

结果与分析 

1 eDNA的合成与克隆 

以GFV—RNA2为模板经逆转录合成了 GFV外壳蛋白基因的eDNA，然后再以合成的 eD 

NA为模板进行 PCR扩增 ，扩增样品经凝胶电泳分析表明，合成了长度为 I．5 kb的 GFV外壳 

蛋白基因。合成的基因经与酶切后的质粒进行钝端连接后 ，被成功地转入到 co／／细胞 中，见 

图 l。 

2 探针中生物素掺人量的测定结果 

以重组质粒中病毒外壳蛋白基因eDNA为模板合成了长度为 1．5 kb生物索标记的单 、双 

链探针。合成的探针经不同梯度稀释后检测表 明，双链探针经 20000倍稀释 、单链探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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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倍稀释后仍有信号出现 ，这证明生物索一1I-dUTP经 PcR大量掺入到单 、双链探针 ，见图 

2。 

田1 OFV-(Z~基因的酵切田田谱分析． 重组质粒的琼脂禧磋殷电泳l b．OFV=C~基因爵切图谱。 

1、标准分子t( +B∞R 1)l2．B̂嘣 【单酵切l 酗rnH【+sal双酵切l 

4．BooR 1+Sad双爵切}5、pBh_ - 

1 ÎⅢI蛐 of幢 蜘 l 岫 啡 map of ofa Fa~eafVir~． 

擘̂嘴 gdd 蜘叩hc B fe n 删 阻趣lm  h T 删  岫 鲫 ema p, 

1．M出  Mw<sp皿+Eoom )l已衄 l删 胃nh晰 m } dig蹲叫 啦 B日栅 ＆ Sadl 

IcB 田 withR删 ＆ Sadl矗 p 啦-州一胛 5 

图2 单链 (̂)双链cB)探针中生锄素-1i-dUTP播凡t 

测定结果 ． 

从左到右稀释度为 l，10，1，100，l，1000， 

l，10000．1-20000阴性对照 

Fi 2 DcI自 ∞ of 0tiI卜i1-dUTP in bh  n—bbell SS 

(̂ )ds(B)-~ be 

I)~ ~on(from to岫 I)1_】0，1-100．1- 

1000．1-i0000．1—20000．CK(n~ ∞ oI) 

3 斑点杂交结果 

3．1 探针浓度对杂交灵敏的影响 

单链探针 800倍稀释时杂交信号较弱，随探针浓度的增加信号逐渐增强，但稀释小于 200 

倍时杂交信号变化不明显 双链探针 800倍稀释时，信号极弱，随探针浓度增加，杂交信号逐渐 

增强，但与 50倍与 100倍稀释的探针杂交结果接近。结果还表明 100倍稀释的双链探针与 

200倍稀释的单链探针杂交结果相近，可作为探针检测甩的工作浓度，见图3。 

3．2 灵敏度与特异性测定结果 

提纯的 GFV—RNA ，健康及感染 GFV的昆诺藜提取液经不同梯度稀释后检测表明 ，斑点 

杂交可检测 GFV—RNA。的最低量为 1．5pg／斑点。可检测昆诺藜病叶提取液最大稀释倍数为 

汀 I I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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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60倍，健康对照无杂交信号出现，见图3。 

3．3 葡萄样品的检测 

l8株不同品种的葡萄样品经 1／lo，1／5o，1／1O0．1／2oo，1／4oo，1／8oo 6个不同梯度稀释 

后 ，分别用单链探针(1／200)及双链探针(1／100)进行测定表明，l1株显示典型扇叶症状的葡 

萄样品经400~800倍稀释后仍为阳性，面不表现扇叶症状的样品中，有3个样品为阳性，证明 

这 3株葡萄已受到 GFV的侵染 ，见图 4。 

田3 单链(田3̂)和取链(田3B)挥警f幢铡 OFV-RNA+昆诺蘩病叶提取藏的结果 

a(或 1)昆诺藜扁叶计幢，稀释度自上而下为 1．1 I 10，1 I 40，1 I 160．1 I 640．1 I 2560．1 I 102t0．1 t 40960． 

b(或2)昆诺藜硅叶汁液．稀释度自上而下为 1 t 10，l t 40．1·160．1 640，1 ,~560，l t 10240，l t 40g60． 

c(或3)提纯的GFV-RNA．GFV-RNAz的量自上而下为 ·1．5X】o5pB，1．SXl0~ ，1．5X】0’ps． 

1．5X l舻体 ，15II~．1．5傅 ，1．5X 10-ap鲁，1．5× lo_2体 ． 

探针浓度 ·A1l 50，Bl·100，c1；100，D1l 400，E1·800 

． 3 D湘嘶on GFV-RNA ∞ tile 艄  已 矗I血daIm OFV by d瞳 晰 hyh l皿妇 咖 量(蹦 A) 

丑Ild^(F瑶3B)pr∞e 

E．(口 1)cI嘣  thek艄 。fa 蛳  删  lhGFV．dⅡu ( I。pt。b。啪 )_1．1·10．1l|0，1·160．1l 640， 

1l 2560．1l10240．1l 40g60 

b．(0r 2)哪 r辩l。fthe healthy 曲 B。f ∞ 衄uI妯 ( I。pto bon∞1)l，1·10，1 l{0．1 l 160，1 l 640．1·2560．1· 

10240，l l 40960 

c．( 3)pI]蒯 GFV—RNA，(h伽 卸 t。b0Ⅱom)t1．5×1 pB，1．5×10‘ ．1J 5X10。pB，1．5Xl02佛，1．5陴．1．5陋．1．5X 

l0—1ps．1．5X 】0-2陋． 

pr咖 皿u A 】l 50．B 1l100C ll 2∞ D ll 4∞ E 1：800 

讨 论 

生物索标记的核酸探针已被成功地应用于某些植物病毒及类病毒的检澳l。目前国内外尚 

未见到生物索标记的GFV-cDNA探针台成及应用的报道。国外最近有人[ ]报遭用 标记的 

GFV-eDNA探引’检测 GFV—RNA最低检出量为 pg水平 。我们用生物索标记的GFV—eDNA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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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单链(̂)和双链(B)探升检测葡萄样品OFVoRNA 

l～3，6～9，13~16为表现典型扇叶症状的样品． 

{～5，10~12，17~18，为不表现扇叶症状的样品。 

l9，阳性对照，20．明性对照． 

样品稀释度(自上面下)l一10，1—50，1—100．1—200．1—400，l t 800。 

Fig．4 Ix-t~tinn GFV-RNAin I翱懈 c~~tract d~-biot hybridlzation"*itb舞(̂ )，出(B)Hd -hbdkd pn衄  

1～3．6～9，l3～ 16 啦nc B蛐叫嚣 with,ypi~lfiminafrymptora~ 

4～ 5．10～ l2，17~ 18 印 咖 驯  ∞ wilhout血 e缸 sylnptcnns． 

1g．positive，20．r嘲 丑li control 

衄unon(~tom toplOWctom)l l伸 ．1 l 50，1 l 100．1 l 200，l l 400，1 l 800 

检出的RNA最低量达 1．5 Pg。与 P标记的cDNA探针相比，生物索标记的cDNA探针具有稳 

定、贮存时间长的优点，在一20℃下至少可贮存一年 ，而且对人体无危害，应用较方便。 

PC'R技术是 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基因体外扩增技术，我们首先采用这一技术合成 

了生物索标记的 GFV—cDNA单、双链探针。从结果看来 ．合成的双链探针中生物索一1I~dUTP掺 

入量高于单链探针的掺入量，但两种探针用于检羽I最低检出量均可达到pg水平。在检测时使 

用单链探针的浓度为 1／200，双链探针的浓度为 l／l00，达到基本相似的结果 。这是因为在杂交 

过程中，双链探针的两条链部分相互结合 ，因而使用双链探针应用较高的浓度。用生物索标记 

的探针检测植物病毒是一种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先进技术，但在检测过程中对检测样品的 

制备要求较高，今后如能使样品制备过程简化，并使生物索标记的GFV—eDNA探针在葡萄崩 

叶病毒检测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将在生产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参 考 文 献 

l Fh五erN W ．VirL~ Diseases Small Frui~andGrapevines．B~rkvy：Un[vcr~iW Califocnia，1970．195～ 27l 

2 H啪 B，W alterB．晰 眦 L， 吐 0rBpc tanle~ virusde~ecfionin varlow grapevine呻 nB usingIX~ Iov,fl鲫 dmonoclvn~ 

8tltilt]od~ Viti$，1986．25 l l78~ 188 

3 蔡文启，郭罄银．徐绍华，等，葡萄扇叶病毒的分离、鉴定、提纯厦血清学研究．植物病理学报，1990 20(2)一99~105 

4 FuchsM，P M ·E融 n L， d．( ec on aI1d d~tcaion gmpcvb~cfanlcaf virus using eDnA~obes—P士州 唧d ehdo 

．】991，81(5)l 559～566 

5 hN0ddaM．XuH，Si咄 RP．et ．Comlxu~ bctwcenEL1SA and b on—labetted pr曲∞斤om cloned~DNA p~atovirusXfor 

the detec~icm virL~ in m tu extracts．Pl,,tltt Patholo~ ．1990．39 l 623～ 628 

6 张鹤龄，曹先维．BalboI，等．用生物素标记的eDNA探针检铡马铃薯纺锤捷茎类病毒一病毒学报 ，1989，5(”一72~75 

7 Sambrook J，FHtsh E F，№ n 砒 T， ．Molecular Cloning 2nd yd． New york USA l Cdd Spring Harbor h  Pl憾 ， 

l98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l期 谷洪仓等 ；生物素标记GFV—cDNA搽针的制备及 

8 Scd,m．=ukTA，wi咖 RC． 删 。 ~ tlon 岫 ~ffciemcy，siIl 舶埘-捌 【 抽i曲 th  她 by PCR 

瞄甜∞ ，1991，10(4)I 478 

9 Pink L．FI吐 BM 。跏 LM eL  A 翻1日】曲eRNA in grapevine￡邮Ieaf virus曲 咖 FI1． G啪．Vird．J988，69i 233～ 2 

10 OL嘲 嘴 |dIiA．0一l】i埘 1iD，SavinoV， eL  n呻 池 of fanlcaf  ̂ Vh-d ，1976．32 i 349~ 360 

11 Yanmda O-Ma咖 呻aT，N吐圈 M- eL Anewmc~aodfor~traaingDNA RNA缸 。喇  皑∞cdaain r~ ti0n．J0硼 

Vh'dk~ al M~hod6．J990，27 l 203-~210 

12 Serg~ M A．FudssM ，F啦 M ， 正 RNAz 咖 f|I 路fv 璐 t se(I．e．ce omlZ~．sand coat proteinds4ronIomt~on．J． 

GenJ V毗 。1990，71 l l433～ l441 

J3 ~manuel JR．Simple and 啪 system 衄  I噼  碰 no哪 曲 删 vc nucl~c蒯 ~ tion 岫 rams PCR．Nud出  

acids research．1991。19(2∞ I 27g0 

14 华美生物工程公司编著．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1g89，3l(内部资料) 

Detection of Grapevine Fanleaf Virus by Dot-blo~Hybridlzati0n 

with Biotln—labelled GFV-cDNA Probe 

Gu Hongcang Yan  Dunyu Uu Hunting  

(肌m咖 Agr'／c~ d E ，I c妇，s m n 271018) 

Qiu Bin~heng Wang Jinfang Tlan B。 

( 鳓妇 Mierob／t~ ，Acs~na b-~／ca，＆油 口 100080) 

The 51 and 31-primers of 21 bp of GFV coat protein gene were synthesized according to the GFV- 

RNA sequenc~~．Th e cDNA of GFV coat protein gene was syn thesized with reverse transcriptase using 

31_prim er an d GFV-RNA extracted from the purified  virus as template．Than  the ds-cDNA was am pli． 

fled by PCR technique employing GFV—RNA2：ss--cDNA as templates and 5J，3'-primers and ligated． 

with pBluescipt ks．Th e ds-cDNA were transformed into Ecoli XLI-Blue cells． The biotin-l~belled  · 

ds-cDNA probeswege generated by PCR technique usin~ the cDNA extrac ted from the recombinant 

clonosof ． celIs． 

Th e biotin-labelled ss，ds-prohes have been u5ed for the de~ectinn of purified GFV-RNA，GFV-in- 

feted C．qumoa and 18 grapevine leaves by nucleic ac id dot-blot hybridization·Th e minimal~llou／lt of 

purified GFV-RNA2 which gave the visible signal w 1．5pg／tesc dot and the maximum dilution of 

GFV-infected C． extractwhichga ve visible stgnaiwas1：40960．儿 som #es withtypical symp 

toms were postive and some ofthem could givethesia M whenthey dilu~ 1：帅 0～ 1；800．3 

sm  es out of 7 symptomel~ lea ves were  postive． Th e optimum dilution of ss and 凼 -cDNA probes 

were l；100 and l；200． 

Key words Grape vin e Fan leaf Virus，PCR technique，cDNA Pro~e，Nucleic acid dot—blot 

Hybri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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