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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用嫁接方法将甘薯羽状斑驳病毒(SpFMV)接种到 莉邺 卜扩繁 ， 0+2mol／L pH 7+2 

pB~缓冲液、垫层差速离心、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提取纯化 SPFMV。纯化的SPFIvlVOD260／2鲫 的比随 

为 I．25。将纯化的SPIFMV免疫家兔制备抗血清，在环状沉淀和微量沉淀试验·{l，用提纯病毒测定抗 

血清的教价均为 l，4096I SPNM'V-T 为苇一抗体 ．应用Dor-ELISA对甘薯和 ，． 叶片rfI的 

量为3．8×1O‘道尔顿 此病毒可以嫁接、磨擦接种方式传播：也可以蚜虫(桃蚜干【f棉蚜)以非持 

久性方式传播。在世界各地的甘薯种植地区均发现了此病毒的存在 ： 特别是SPFIvIV分布 

广泛，常常和其它甘薯病毒共同存在 ，复台感染 ，致使疾病更加严重 ，甚至可导致甘薯绝产。我 

国是甘薯种植大 国 。约占世界总种植面积 80 ，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各地的甘薯种植地 区均发 

现了此病毒的存在。从甘薯抗病毒育种，病毒病窖的防治到脱毒和无病毒甘薯种薯生产部需 

要灵敏、有效、经济、适用的病毒检测手段 ，而高效价、特异性甘薯病毒抗血清则是建 这种检 

测手段的关键所在。 

甘薯羽状斑驳病毒的提纯工作国外已有一些报道[s-- ]，高效价甘薯羽状斑驳病毒抗血清 

的制备工作甚少口 。国内应用纯化的SPFMV制备常规抗血清方面的研究报道还未0己到。本 

文报道应用我们的纯化方法，从感染SPFMV的，+ -瑚 组织中纯化了甘薯羽状斑驳病毒，并将 

此病毒用于制备抗血清。 

材料和方法 

l 辅 增殖 感染有SPF'MV的系统发病的 L 枷 为毒源(毒谭来至IlI荣占大学生物系温室保存)．嫁接 

到长出两片真叶的 幼苗 卜，置25"C一28℃防虫网室If_增殖 ，待系统发病后(约 I 4天)，收集叶片作 提 

纯病毒的材料。 

2 病毒的提取纯化 取 100g感染SpFMV的 ，．捌 叶片加入 800mi 0．2tool／t,pH7．2 P 缓冲蔽(『 含0．06 

rr,o]，L EDTA·Na2．0．25mol／LUrea．m】 巯基乙醇)，于●℃下用组织捣碎机彻底破碎组织．经两层纱市过滤+滤 

l丰义于 1993年4月5日收到，7月l3日修回 

本课题由同际马铃著_Il心和内案古自然科学基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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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巾加入氯仿或网氯化碳．加入量为上清谊体积的2s％t乳化 15分钟(冰洛)。5000r／m离心 15分钟t卜清液巾 

加入0．5％ itonX--IO0，2 NaC[，6 PBG(Mw ：6000)搅拌2小时(冰浴)，4℃过夜·800or加 离心20分钟 · 

用2oYo蔗糖作垫层超离 I~,(35000r／m离心 100分钟)，回溶沉淀于步最0．01mol／LpH7·2 PB̂ ‘_f'5000r／m离心 

10分钟。 卜清液进行蔗糖密度梯凄离心+梯度为2O 、3O 、4O％和50 pq个梯度(用0．01mol／LpH7·2PB 配 

制梯班液)，每十梯度液为 2m1．制备成梯度管，室温静置6小时，加入离心后的 卜清液每梯度管加样量 1mI， 

20000r／m(]V~E)离心 3小时． 

3 抗血清制备 收取梯度液l{I的病毒带．对 0．01mul,／'LpH7．2P 透析．病毒含量按照A 260rim=2·5 

来涮定。取健康纯白雌兔(体重约2--3公斤)作为被免疫动物t总共免疫 6次t均为肌肉注射。前 5次用病毒液 

(每次病毒量约为 1．5～2．5n1B)加等量不完全佐剂．最后一次用纯病毒免疫，前4次免疫间隔期 一周·隔一十 

半月后进行最后两次免疫。最后一次免疰间隔一星期后 ，耳静脉采血 ，制备抗血清。 

‘ 抗血清效价测定 应甩环状沉淀和微量沉淀试验i翼I定sPFMv抗血清的效忻。 

5 Dd—ELISA 

5．1 提取样品，诈取lg待检样品放入8×l2cm的塑料袋中·加入5呲样品握取液"fI~S(0·o1m ／L T~Is-HCIt 

pH7．5．m 9 NaCt，m 05 n n一60)，含0’01 r ／LEIYI'A．Nat和DIECA+彻底研碎．静置5分钟．吸取 f州 卜清 

置于另—塑料袭巾，加入3ml提取液混台用于点样。 

5．2 点样，将NCM分别浸入无离子水 t 5分钟、TBs 10分钟后，放置在装有抽滤设备的点样嚣 卜．抽滤点洋· 

四倍系列稀稃样品液+每样品点 2 ，点样后置37℃干燥f小时。 

5．3 封膜、第一抗体、第二抗体反应 ．用 5 NFM(于 T碴 ~I r)34℃封闭 NCM"2小时 ， 经洗涤入SPFMV-I 

溶液(沁 ／n )+稀释液为丁Bs+2 tnrP+0．2 NFM，34℃温育 3小时．用1酶  一,t0冼j条 次·每次5分 

钟，加入GAR-AP(1—1 000)34℃反应3小时，如上洗涤 ，显色 上述的封闭、SPFMV-IgG、GAR-AP反应 显也反 

应均在 l2×8cm塑料袋rfIji}行． 

图 I 经蔗糖密度梯度离心纯化的sPFMV粒件电镜照片．PTA负集．放大约62000倍。 

F ．1 SPFMV p~ iclm ~rificd by cro demily graO~n,ecn cr u - n~ I[vdy slained 

w曲 口b堪口bot帅BsIic ．Mag『1 妇 Ⅱ∞ aboul 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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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 病毒纯化 

经过含肓蔗糖垫层的差速离心 ，最后经蔗糖密度梯度离心纯化之后 ，梯度离，C．-管中含肯 

SPFMV的分离物在可见光下呈一乳白色的带 ，紫外光照射呈暗黑色带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 

定，病毒OD2B0／280的比值为 1．25。将此纯化的病毒悬液按照Cadeilk3一Hinojosa等l| 的方法点 

样、负染．干燥后于电镜下观察。结果证明，经蔗糖密度梯度离心纯化分离后的病毒液t多数视 

野部可以看到成片相连的病毒粒体．如图 1和 2。由于提取到的病毒量大，多教视野病毒粒体 

的分布都是密集成堆重叠在一起的。 

圈2 经蔗糖密度梯廑离心纯化的SPF~~粒体电镜照片．PTA负染，放大约 40000竹。 

F ．2 SPFIVIV parti~l~ ri删 by，叫哪 derctity gradient∞nt u鲁毗i∞ and n。Ba● Iy~lainod 

血 ph∞皿I。tun科  acid．tVl~nfficatlon b。 40000- 

! 抗血清 

应用环状沉淀和微量沉淀试验测定所制备的 SPFMV抗血清的效价 ，结果表明我们制备 

的 SPFMV抗血清和提纯的 SPFMV抗原反直，抗血清效价达到 4096。与正常植物蛋白(健 

康 ，． 一 植物蛋白的提纯物)不反应 ，见表 1 

3 Dot-ELISA 

以制备的 SPFMV-IgG为第一抗体 ，直甩Dot—ELISA法对接种 SPFMV的甘薯及 ，· 叶 

片分别进行测定 ．结果见罔 3。从图中可知以NCM为同相载体 ，应用问接 ELISA法检测 ，可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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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病毒植物汁液的稀释度分别达到 1／51 20和 1／20480。 

寰 1 SPFMV抗血清效价剪定 

TmMe】 Tit~l's thc an 螂 肌 toSpFMV 

测定方法 

M Ih 

抗原 

Antigen 

SPFM'V 

$PFMV抗血清 
Antiserum ti~e．4r to SPFMV 

竺 罂 !竺 !! !塑! 丝 ! !! !塑 
_卅 _卅 _卅 _卅 ++ ++ + +一 

徽量沉淀试验 

M 删  

环状沉淀试验 

Ring proci0itin 

正常植物置自 

Nmmal plant —— —— —— —— 

m krial 

SPFMV 卅 卅 卅 卅 ++ ++ + + 

正常植物蛋冉 

Normal DIarIt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mmt~bl 

a．b为感染SPFMV的甘薯叶片．c为健康叶片汁液。 

sap from$PFMV infocte~．1 sweet potalo leav~(a．b)．Healt~ (~) 

a 为感染SFFMV的 ，．＆岫 叶片ff液，c为健康叶片汁液。 

Sap fron SpFMV infecte~．1，．aot~,n lmv,m(~'b)．Hcalthy(~)． 

图3 应用Dot—ELISA检测磕病廿薯(A 、， ( 埘片lf『的$PFMV。 

Fjg·3 Dc~-tlon of SPFMV in irffcctod I姐憎 d sweet potat．o(A) ，． cI1 

∞ r『I-e linkod immu~ nt a．~ay on nitr~ eaJ．ulose Mcmbmnc~(Doi E1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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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无论从甘薯叶片，还是从 ，． 或 ，． 叶片中提取SPFMV都是十分困难的。这是因为 

在甘薯叶片或 ，．sao~a以及 ，． 组织中似乎有一种含量特别大的不同于其它植物(如马铃薯 

组织)的糖蛋白存在 ，这种蛋白几乎伴随整个病毒的提取过程 ，病毒和这种蛋白混杂在一起难 

以分开 。起初我们也因此而失败过。在Moyers Cohen等方法的基础 ，通过改变提取缓冲液的 

离子强度，增加蛋白变性剂的浓度及变性剂的种类(如提取实验中增加0．5 Triton x—l呻，把 

Urea的浓度增大到 0．25tool~L)，重复蔗糖垫层差速离心 ，我们提取 SPFMV才获得成功。 

在整个病毒提取过程中，缓冲液的 pH值十分重要。SPFMV是长达 850nm的线状病毒 ，非 

常容易相互缠绕 。pH值是否合适直接影响病毒粒体问的分散与解聚 ，从而直接影响病毒提取 

的成功和病毒的收量 。本实验 中选用 pH为 7．2缓冲渣最为合适 ，得到的病毒收获量最高。 

检验抗血清质量的标准基本上有两条，一是抗血清的特异性 ，二是抗血清的效价。抗血清 

特异性的强弱直接与免疫所用病毒的纯度有关 ，病毒纯度高 ，正常植物蛋白含量少 ，制备出的 

抗血清特异性就强。本文采用了蔗糖垫层差速离心，结合蔗糖密度梯度离心的纯化病毒方法 ， 

得到的病毒的提取物 OD260／280的比值达到 1．25，OD最大吸收值为 260，最小吸收值为 246一 

提纯物显示出典型的病毒核蛋白体吸收特征 ，达到了比较高的纯度。以此提纯物免疫家兔制 

备出的抗血清特异性强。从表 1可见抗血清贝和特异性的病毒发生反应．和正常植物蛋白不发 

生反应。抗血清效价的高低一是与病毒本身免疫原性强弱有关，二是与所采用的免疫方案有 

关 。应用环状沉淀实验和微量沉淀实验测得我们制备的抗血清的效价达到 l：4096。这一结果 

说明SPFMV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 ，而且我们采用的免疫方案比较正确 ，即每次免疫所用的抗 

原量 免疫次数以及免疫间隔期的选择都比较合适 ，故得到了高效价的 SPFMV抗血清。 

以制备的sPFMV—Ig0为第一抗体 ，应用 Dot—ELISA法可以r胄效地检测甘薯及 ，． 叶 

片中的 SPFMV，而且可以达到较高的检测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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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High Titer Antiserum to 

Swee!Potato Feathery Mottle Virus(SPFMV) 

Meng Qhag Zhang Heling Song Bofu Pang Ruijie 

King Jiying Yong Yunjia 

‘BkdogJ DeparOne~t oj Inner Moagotio l n∞ g H}dd““ 01 002I 

Sweet potato feathery mottle
．
virus(SPFMV) inoculated to T． t to propagate by grafting 

and wax purified with 0．2mol／L pH7．2 PB ．Further purification of sPFMV was ColldtlCt~t by su 

c~lse cushion and sucrckNe den~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Purified SPFMV had a OD 2 0／!R0 ratio t】f 

1．25．Rabbit was immuned with purified viru ses to prepare antiserum． Antisera pr~Nhaced to pur Lfied 

virus had a titer of 1： 096 in microprecipitin and ring preciNtin tests．sPFMV in leaves of w t pota 

to and ，． wT were detected respectively by indirect enzyme linked hal1]lunogorbent a．％xay(El TS^ (】n 

njtrocellulose membranes． 

Key words Sweet po tato feathery mottle virus Purification of virus．Prepa ration ¨f antiserull1 

* This rcIs~areh w雌 suaporwd International Potalo( ll汀 (C1p)and the Natura[Fout~tation of 1_1l r M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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