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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纠 
提要 在新疆甜菜的根帮和叶片分离到两十薛状府毒分离物．从病毒形态 生物学及物化性质 

等研究结果证明这两十分离物实是—种病毒．病毒粒体为20面体 ，直径约28nm，回接到甜菜上产 

生环斑和沿脉线绞最后形成坏死斑。此外还侵染苋色摹，昆诺阿黎，番杏．菠菜等，引起局部坏死斑。 

在普通烟．心叶烟 ．菜豆，黄瓜 ，蓍茄上无症状侵染，病毒致死温度为70"C，10分钟．体外存活期 13 

天以上．冻干病叶7年后仍有侵染力．通过PEG沉淀、差速离心、琼脂糖柱层析及蔗糖梯度离心．可 

得到较高浓度的纯化病毒，病毒的紫外吸收最低值在245nm．最高值在260rim。经SDS-PAGE测定． 

病毒外壳蛋白的分子置为 卫7×10。道尔顿，病毒基因组棱聩为三个组份，分子盈分别为 3．08kb， 

1．28kb和 85kb．在璩脂双扩散实验中，能与番茄黑环病毒m RV)抗血清产生较弱的沉淀线．与黄 

瓜花叶病毒(CMV)、烟草环斑病毒(TRSV)、烟草坏死病毒(Z'r4V)、香石竹环斑病毒(CaP．SV)的抗血 

清不发生反应。 

关键词 ：：!蚣  生物学特性．物化性质 

甜菜是新疆主要的糖料作物．1984年我们在调查甜菜丛根病时，从一些地上部分没有明 

显症状甜菜根部分离到一种能使苋色藜产生枯斑的球状病毒．代号为 8d一02。1986年又在大 田 

中发现了甜菜下部叶片产生环状和沿脉线形的黄褐色病斑的标样．电镜下也观察到一种大小 

相似的球状病毒。 

在我国对甜菜病毒病的研究中已报道的有甜菜黄化[1]．甜菜坏死黄脉[ ．甜菜花叶哪等几 

种线状和杆状病毒．对甜菜的球状病毒较少报道，国外已报道过多种球状病毒如：黄瓜花叶病 

毒 ，甜菜西方黄花病毒 ，甜菜和性黄花病毒1：4—6]，番茄黑环病毒的甜菜环斑株系 等．我们在新 

疆石河子的甜菜大田中除发现黄瓜花叶病毒引起的疱斑花叶病外，又分离到了 84—02，86—103 

两种球状病毒分离物 ，田间发病率 10 左右(还有隐症感染未统计在内)，给生产带来了一定 

损失．为搞清病毒的种类，以便为该病的防治提供依据，我们进行了下述报道的研究。 

材料和方法 

1 生物鉴定 在防虫温室中进抒．以常规摩擦接种法接种于苋也藜．昆诺阿藜，蚕豆，菜豆，番杳，番茄．普通 

烟 ，心叶烟，黄瓜，矮牵牛．菠菜，甜菜等植物上 ．逐日观察记载发病情况，不表现症状的植株，以琼脂双扩散法 

检查是否隐症带毒。 

·车文于 1992年 J2月 12日收到，19'93年 6月 6日恬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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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属性测定 将繁殖在苋色藜上症状明显的苋色藜叶片以1 l0磷酸缓冲液(pH7．O，0_lmol／L)匀浆， 

分别在d0、45、55、60、65、70、75、8O℃下保持 10分钟．然后以常规摩擦接种法接种于苋色藜 ，以测定病毒的致 

死温度。 

体外存活期测定仍采用上述匀浆病叶，保存于室温下(20℃左右)．分别在第 1、2、3⋯4 5 6、7、13天接种于 

苋色藜 ，测定其侵染能力。 

1984年元月份在一12度冰箱中冻干保存的新鲜苋色藜病叶，每年取一病叶以常规摩擦接种法接种于苋色 

蕈测定其后侵染能力． 

3 病毒的提纯 将病叶接种于苋色藜 ，d天后收集典型枯斑的病叶70克 ，加 350ml 0_lrnol／L pH7．2的磷酸 

缓冲液 ，在匀浆机内匀浆．用尼龙纱挤滤汁液后．在日立RP-20BC高速冷冻离心机中，用RP-9．2转头．7OO0转／ 

分．静  20分钟．将上清液加聚乙二酵(PF~)60OO，至终浓度 6 (w，v)，NaCl为 3 (W／V)．在球浴下搅拌 1 

小时．然后在d℃球箱中放 5小时后，在 70OO转／分下离心 30分钟．沉淀用 0．1 moi／L pH7．2磷酸缓冲液悬 

浮·在 7000转／分静  20分钟．在上清液中再次加PEG6000，沉淀病毒．重复上述步骤，获得含病毒的上清，上 

清液用琼脂糖凝腔 Se~pbofose 2B层折柱纯化，柱高 50cm．直径 3．1∞ ，用棱酸蛋白检测仪检测，检测波长 

254nm。收集有病毒的蜂2，在Beckman LS-55m超速离心机上离心(转头RP-55-T)4000O转，分．离心2小时。 

将超速离心沉淀悬浮在 0．1 mol／L pH7．2磷酸缓冲液，在 5一蚰％的蔗糖梯度中离心使用转头SW-28． 

25000转／分 离心 3小时，抽取病毒层．将病毒层加 0．1 md／L pH7．2磷酸缓冲液稀释．4000O转／分 下离心 2 

小时脱糖．沉淀用上述磷酸缓冲液悬浮即为提纯病毒． 

‘ 电镜观察 用叶片浸出法或提纯病毒点样 ， 1 醋酸铀负染后在电镜上观察。 

超薄切片用常规方法固定，70％、90％、95 、100 }酉精脱水，Epon812树脂包埋，用Ultracut E型超薄切片 

机切片，经醋酸铀和柠檬酸铅双染色后进行电镜观察． 

观察所使用的电镜为 H300和 1200EX，加速电压均使用80KV。 

5 病毒的蛋白和核酸分子量测定 蛋白分子量测定是用 11．5 的SDS-聚丙烯酰胺凝腔电泳(SOS-pAGE)。 

低分子量标准蛋白质为上海生化所东风试剂厂生产．考马斯亮兰染色．用上述提纯病毒样品直接解聚测定． 

度为 1 ，用 g．5kb、7．5kb、d．8kb、2．4kb、1．4kb、0．24kb(BRL)的单链RNA 

作为分子量标本， 澳乙锭染色．核酸电泳样品处理 ，将上述提纯病毒加等体积承饱和酚抽提两次 ．氯仿 异 

戊醇(24 1)抽提一次，无水乙醇沉淀，真空抽干．加原病毒量 1／S体积的 rE缓冲液悬浮后上样。 

6 血清学鉴定 采用琼脂双扩散法 ，凝腔浓度为 1 ，所用的TBRV，TRSV， Ⅳ， Rs、，和 CMV抗血清均 

为农牧渔业部植检所血清室赠送．CaRSV为上海园林科研所张爱萍同志赠送。 

结 果 

1 生物鉴定 

被接种两种分离物的植物在三天后陆续出现症状 ．始终未出现症状的植株以血清学方法 

检测出不少植株为隐症带毒 ，结果见表。 

由表可见被接种的寄主植物有 5种表现为局部坏死斑 ，其中以苋色藜最为敏感 ，接种三天 

后 ，即出现退绿斑 ，以后逐渐发展为 1—2ram大小的褐色斑 ，有时蔓延到叶脉 ，出现沿脉坏死。 

普通烟、心叶烟、菜豆、蕃茄、黄瓜等五种植物未见明显症状．但与 8 ．02抗血清有血清反应，证 

明为隐症带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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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甜菜上接种一周后，出现退绿黄斑，开始 1—2mm大小，以后逐渐扩大达 8—10mm，最 

终中心坏死，边缘呈现黄绿色环斑 ，两个分离物的寄主范围和症状是一致的。 

2 物理属性 、 

两种分离物的致死温度均为70"C，10分钟。经 70"C，10分钟处理接种于苋色藜能产生的 

枯斑已明显减少．体外存活期在20"C左右室温下可达 13天以上，冻干病叶在冰箱中保存 7年 

仍有较强的侵染能力。 

3 病毒提纯 

经两次 PEG 6000沉淀的病毒粗汁，再经 Seph,~ose 2B柱层析出现了两个紫外吸收高峰， 

第一峰杂质较多。仅有少量病毒粒体，第二峰为较纯的球状病毒，经超离心浓缩后再进行蔗糖 

梯度离心．在离心管底 6—7cm处有一条明显可见的病毒带。抽取病毒带，除去蔗糖后．在电镜 

下可以见到密集的病毒粒体 ，在紫外分光光度计上可以测出病毒制剂典型的吸收曲线，其吸 

收最低值在 245mn，最高值在 260mn，260／280之比可达 1．5。 

l 电镜观察结果 

4-1 用叶片浸出法和提纯病毒点样负染后均可找到大量具有 20面体轮廓的球状病毒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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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rim，平均 28am，有少量病毒空壳粒体(图 1)。 

田 1 B|·02分离物的病毒粒体晨片 2B4,0~0X 田2 蒜枭84_02分离物的蔸色摹叶片超薄切片照片 

脚 1 V 呻 b of 84-02蛐  2 Ol~athla∞ of如 k阳 一 Oo删扭弭蛐  

4．2 在感病苋色藜枯斑的超薄切片内，可观察到在细胞质内有大量成团聚集的病毒群，在液 

泡中也可见到零散的病毒存在(图 2) 

5 病毒的蛋白和核酸分子量 

经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测得病毒结构蛋白为一条带 ，其分子量约 2．7x 10·道尔顿 

(图 3)。 

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发现两条核酸带，其大小分别为 3．08kb(1．05x 10 )，和 1．28kb 

(0．ddx10。)和 0．85kb(0．29x10e)。 

B 血清学检测结果 

琼脂双扩散结果发现8d·02，86·103两个分离物与TBRV抗血清呈较弱的沉淀线 ．而与 

CMV、TRSV、 NV、CaRsv均无明显可见的反应。 

讨 论 

8d一02和85—103两种分离物经各项鉴定认为属同一种球状病毒，从侵染根部及田间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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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症的季节来看 ，可能是土传病毒病害 ，因为田间不少植株根部存在病毒 ，地 上部份无明显症 

状，只有在秋季才能在田问找到叶部表现症状的病株，而且多发于老叶。1990年在调查甜菜坏 

死黄脉病毒引起的丛根病时 ，发现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丛根病焦枯型的病株 ，在叶片中无病毒 ， 

但在根部发现大量的球状病毒，经鉴定与84—02和86—103为同一种病毒。这种病株，根部根毛 

坏死 ，地上部多在 6月份叶片内卷、叶缘及叶脉间茶褐色丛枯 ，重则成片死亡，轻者 7月份后又 

恢复生长 ，症状大多消失[。]。 

图3 84—02分离物通过 11．5 聚丙烯酰胺凝腔电泳调定的分子量图谱 

3 M。kc d 84—02 。嘣I．蛐 l|llib埘 by】1．s 蛔 佃 咄 鲫 decI删m 

图4 84-02分离物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获得的RNA组份 

FiS．4 RNA № d 84-02 Lqolatc agarca~cloctroohore~  

从病毒的寄主范围来看，寄主范围较广，而且有不少的隐症寄主，病毒的蛋_白分子量约为 

2．7×10‘道尔顿，核酸为两组份。Harrison在 1 957年报道了侵染甜菜的番茄黑环病毒(TBRV) 

的甜菜环斑株系(BRSV)[ ，我们从甜菜上分离到这两个分离物与 TBRV的 BRSV株系在寄主 

反应上有较大差异。TBRV的BRSV株系在普通烟、矮牵牛等寄主上有明显的症状 ，而 8d一02， 

86—103则是隐症感染。 

另外，我们所分离到的这两个甜菜分离物虽然和 TBRV的抗血清有较弱反应 ，但其外壳蛋 

白和 RNA基因组大小和 TBRV有一定差异 ，后者的外壳蛋白分子量为 55—60kD，虽然 ，我们 

的分离物在进行 SDS-PAGE时 ，有时也台出现 54kD的条带 ，估计为 27kD的聚台物。TBRV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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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单链RNA基因组，其分子量分别为2．8×10‘(RNA1)和 1．3—2．4×1 06(RNA2)道尔顿， 

和我们报道的差异较大 ，我们也曾怀疑所分离到的小分子RNA基因组(0．44×10 )为卫星 

RNA，而 1．02×1 0e为 RNA2，但经多次反复实验，均未能发现高分子量的RNA条带。 

根据蛋白核酸分子量来看 ，与南方菜豆花叶病毒组相接近，该组病毒外壳蛋白分子量约 

为 3．0×10‘，核酸约为 1．4×10 ，分离提纯的RNA中有 0．3--0．4×10 的RNA是其信使亚基 

因组 RNA[S“ ]，该组病毒侵染甜菜的有藜花叶病毒，其病毒形态、稳定性、传染性均与我们的分 

离物接近。国内只有在引进葡萄铬黄花病叶病病毒的冻于病组织随其繁殖寄主昆诺阿藜传 

入i“ 而无 自然界发生的报道 ，我们在甜菜上得到的这个分离物的寄主范 围与其稍有差异 ，但 

无血清关系 ，该病毒的分类地位尚待进一步研究。 ． 

致谢 本课题得到农业部植检所张成 良，上海生化所郑巧兮 、陆惠华 ，石河子农学院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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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H Two Virus Isolates of Beet in Xinjiang 

Cui Xinming‘ Gong Zuxun Yu Ningjiang 

‘ ( B̂西 d 幽 cov．~，ShiAezi，Xmjiang 832003) 

一 (舶蛳 of 弧 Aozge~da Silica，s『m 200031) 

'IXvo virus isolates were found in beet in Xinjiang．After the)'are inoculated to beet the isolates in． 

duced yellow ring spot and line patterns along vein of leave．The nngspo t and line patterns eventually 

formed  necroc~s． The virusinfected a 卿 m 硎 螂 ∞ ，C·qumoa，Te&ageni~ 觚踟 an d S；a-&ac~ 

dgra~ea and induced local necrotic l~ ions． The virus infec ted Nk~mna(abacmn，N． ，№  

． bean．CnCLuorther an d tomato hut without showing symptoms．The virus particle．s have icosahedra 

morDhology with an averege diameter of 28nm．In sap the virus thermal inactivation point(1Om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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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L,~foetivity retainedfor13 days at room temperature about 20℃ andfor 7yearsin refriseraV 

ed dry leav~ ． The l gh1y purified V~LLg讧 easily obtained from ．d埘  by precipiration Wi廿I 

PEG and differential eentrifugation．Absorption spec~"um of the virus js maximum in 260nm and miIl 

mum in 245nm ．Protein subunits have M ．W ．27000．Genom~nucleic acid of the VfrL~ 0onsiNt．s of 

three species with size~of 3．08kb，1．28kb and 0．85kb．respectively．In the agar-double—diffl~ oll 

test，廿Ie V~'1．1S re,acted  tomoto black ring virus an tiserum ，the faintly precipitation lin eis ot~ rved ，but 

We did not s∞ reaction of the viurs to anti． rum of tabacco ring spot virus，carnation riI1g spot vir'LLq， 

tabaOc0 noerot．c virus．cucumber mosaIc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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