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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应用500、1500单位几体注射用的盐酸四环索和青霉索G钾浸渍处理龙眼电帚病苗．均 

无抑制病状表现．表明l车病不是由MLO和BLO弓I起的I电镜观察仅在病叶组织筛管细胞内见到成 

束分布在细胞质内的线状病毒粒体 ；通过A蛋白·免疫电镜检i曼I．亦可在龙眼鬼帚病介体昆虫荔枝 

蜡( -椰曲删 脚 Drury)、龙眼角颊木虱( 期网妇 蛔Yang c1 Li)唾液隙l 捕获到与病叶组 

织相同的病毒粒体，从而进—步肯定奉病病原的病毒性质。 

关键词 龙眼．鬼帚病．病毒 

早 在 50年代初 ，李米荣就根据龙眼鬼帚病可通过嫁接和种子传病的侵染性 ．认 为该病由 

病毒 I起r 。】972年 Vera So等人首次报道通过电镜观察在病叶组织内看到线状病毒粒体 。 

此后 ．一些学肯曾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均未能从病组织内找到 卜述病毒粒体 ．从1fl『 I起学术界 

对该病病原性质的不同看法。为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自 l 986年以来，开展了病原研究，取得重 

要进展 ，发表了初步研究结果r ，本文是此项工作的进一步研究结果。 

材料与方法 

1 药物处理病苗试验 

1．1 供试药物与病 来源 盐酸四环索(25万单位／支)和青霉素G钾(40万 位／支)均为几体注射用针剂。 

龙眼鬼帚病苗系虫恃或种传的实生苗。 

1．2 处理方法：将供试病苗的叶、梢轻度修剪后在四环素500．1 500 位和青霉素5000 位水溶液l『l浸泡处 

理 小̂时，取出后用清水冲洗，移植于盛有水稻土的盆钵中．每处理供试痫苗4—5株。设清水处理作对照 上 

述处理均在防虫网室内进行。 

2 病原电镑观察 取虫传和田间崭叶叶脉按常规方陆用戊二醛、锇酸双固定，系列酒精和环氧丙烷脱水．经 

EponS12渗透、包埋．用LK~-V型切片机制备的超簿切片．经柠檬酸铅、醋酸铀双染后在 3EM-100c×Ⅱ电镜下 

观察。 

本文于 1993年 2月25日收到 ．9月9日修回 

·率研究系福建省科委重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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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蛋白免疫电镜检测龙眼鬼帚病介体昆虫唾液艟内的病原 供试介体昆虫为荔枝蝽( 州呲聊 ) 

Dmry)和龙眼角颊木虱( 事蚺l Y~$etu)，分别饲毒 8—15天。喷碳铜网 10 g／ml A蛋白包埋。冲 

挣巳后漂于2叫 1 抗血清半小时，在蒸镏水中冲洗后使用。取价体昆虫荔枝蝽(成虫)和龙眼角颊术虱(成虫)唾 

藏臆置于 15山P眵 中压碎 。将用抗血清包被的铜网漂于其上 1小时．蒸铺水充分ijE后用2 醋酸铀染色后在 

JEM-100CX I电镜下观察． 

结 果 

l 药物处理病苗试验 

l986一】988年两次进行四环素和青霉素浸渍处理病苗试验 ，结果(见表 1)表明，采用 

500、1500单位盐酸四环素和 5000单位青霉素 。钾处理病苗．均无抑制病状的表现。 

2 病原电镜观察 

我们多次取虫传和田问病株的不同器官组织制成超簿切片 ，在 电镜下观察 ，仅从病叶组 

织的筛管细胞内见到成束分布在细胞质内的线状病毒粒体 (网 1)，而健叶组织内术发现类似 

的病毒粒体。 

衰 1 四聃  青霉素盘嚯 龙眼病葛试验(1986—1988福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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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成束分布在病叶蟑管细胞质 的线状病毒粒悻(×3000~) 

F远．1 A n barge ~ raealous．．4rm int 孵 odk the 辨自 白dl盟f(×3o001 

圈1 B 线蝴 毒粒体的横切面f×6o0o0) 

1 B a幢  nd m filamentouB ni№ (X60000) 

3 A蛋白一免疫电镜(sPA—IsEM)检测龙眼鬼帚病传病介体昆虫体内的病原 

免疫电镜检测结果 ，在 8只龙眼 角颊木虱中发现有 4只和 5只荔枝蝽中有 2只均捕获到 

线状病毒粒体 (罔 2)，其形态与提纯或从病叶组织免疫电镜 所捕获的病毒粒体相同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期 陈景塌等 t龙眼鬼帚病的研究 Ⅲ．病毒病原的确认 1 4 1 

图2 A 应用A蛋自一免疫电镜技术扶龙眼鬼帚病舟体昆虫——龙眼有 

颊木虱唾液睬中捕获到的线状病毒粒体(×300003 

FiS．2 ^ The a 0璐 virus 跏 凹 happ凸dfIom va and 

瞳 ＆—譬 Y 几g时 ⅡbySPA—TsEM (x 300003 

图2 B 应用^蛋自一免疫电镜技术占L龙眼鬼帚病舟体昆虫——荔枝螭 

唾液睬巾捕茯的线状病毒粒体(×450003 

F嵋 2 B "Vee f[1amentotm virus p t~pped from盟liva 出 lld 

7 盯毗_ 毗 哪 功 y(~ult)by SPA—lSEM(X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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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关于龙眼鬼帚病的病原性质 ，长期来存在分岐。虽然李来荣和 Vera So等人分别根据 侵 

染性和电镜观察结果 ，提出该病是一种病毒病[】_ ]，但以后的研究者因未能重复其电镜砚察结 

果而提出异议。有的根据病树枝梢出现丛枝病状，便将此病划归由MLO引起的一类病害，有的 

病树杖梢看到蛀虫为害，就将此病与虫害联系一起。本试验应用对加∞ 和BLO反应敏感的四 

环素、青霉素 处理病苗 ，无抑制病状表现 ；多次病叶组织超薄切片的电镜观察 ．亦束发现类似 

MLO或 BLO的多形态粒体 ；热处理(白天 0℃，晚上 30'C，2—3个月)可抑制病状表现(束发 

表资料)；种子带毒[ 和汁液摩擦不传病[5]等又明显区别已经报道的娄病毒特征．由此可见，本 

病不是由 MLO、BLO或类病毒引起的。 

几年来我们多次对龙眼鬼帚病的介体昆虫进行饲毒传病 ，所获病株病状与田问病株的病 

状完全相同Ⅲ；不仅直接从虫传或田问病株的病叶组织超簿切片见到与 Vera So等 人所报道的 

相似病毒形态 ，而且成功地从病组织提纯到大量大小为 300—2500×1 4—1 6nm，病毒亚基呈 

轮状排列的线状病毒粒体[43；用介体昆虫荔枝蝽 (成虫)唾液腺制成的超簿切片，在 电镜下观 

察 ，找到其形态和结构类似于病叶组织所观察到的线状病毒粒体r 6_}应瑁SPA·ISEM技术可从 

病叶组织[ 和介体昆虫唾液腺内捕获到病毒粒体。上述直接证据可以确认本病病原的病毒性 

质。有关病原的进一步提纯 ，病毒粒体性质和抗血清研制等尚在进行中。 

参 考 文 献 

李来荣．龙啦材病毒病害的韧步研究．植物病理学报 19．55II(2)：2I】--217 

vcra So．S-X z∞ A new-．,~rus of Iongml(ELlph0 n驴『1a[am．)in HonJ~Kon$．PANS 1072}】8(3／：283--285 

陈景耀．柯冲 ．叶旭东 等龙眼鬼帚病的病陌c研兜简报．梧建农业科技，I989I(5)t42 

叶旭东，陈景衄．钶冲．从龙眼鬼帚病树提纯一种线状病毒．病毒学报．I990I6(31：284—285 

陈嚣衄．柯冲．许长藩 等 龙眼鬼帚病的研究I．传病途释．福建农科院学报 199015(21 1—6 

陈最坦．许长藩 謇开本 菩 龙眼鬼帚病的昆虫恃病试验．植物病理学报 1992~22(31：245--249 

Studies on Longan W itchesp Broom Disease 

in Affismanea  of Vir丑1 pathogen 

Chen Jin yao Ke Chung Ye Xudong 

(1~ Zn／e Ponzdeg~， 如 AcademI A~ -u／&-ea／＆ 硼M ．， z 350003) 

LiKaibea 

( “ o．f尸 州 Protection， 啪  A 。，ACrk,~dturat凰 ， ) 

The results of lon~an seedlings with witche~ broom disease im mersed in the solutions of tetracy 

cline—HCI(500．1 500ppm for four hrs)and penicillin—GK(5000 ppm for four hrs)showed that the 

symptom of the diseased seedlings were unable to be inhibited ，whieh indicated that the disease was not 

caused  by m 0 and BL0 The bunchy filamentous viruses were found in the sieve cells of the diseased 

leaf under elco ~on m icroscope．n0 virus particle WOI'~ detco ted in healthy plant used as contro1 The 

virus l：mxticle simfllar to that existed in the diseased leaves can be~apped  from the salivary glands of 

M papillosa Drury (adults)and~ pstslla Yang et Li(adults)by SPA—ISEM 

method．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virus particles are the causal agent of Iongan witches~broom disease． 

Key words I~ngan，W itches*broom disease，Virus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