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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农业大学植物病毒研究室，广州510642) 孕3 4} 
提要 率研究建立和改进了检测番术瓜和西葫芦组织粗汁液里的番术瓜环斑病毒(PRV)的 DAC- 

ELISA法和 Dot-ELISA法。用不同的ELISA方法来检测不同寄主植物粗汁液里的PRV，其所用的合 

适的制备粗汁液的缓冲液是不同的．用DAC-ELISA法检测西葫芦粗汁液时 ， 0．6mol／L磷酸盐缓 

冲液(pH7．5，内古 0．1mol／L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为宜t而检测番术瓜粗汁液时，则还要加入0．25 

mol,／L脲．用 Dot-ELISA法检测时，在上述磷酸盐缓冲液中加入2 聚乙烯呲咯烷铜能提高对西葫 

芦蛆汁液的检测效果．应用合适的涮各粗汁液的缓冲渣，DAC-ELISA法和Dot—ELLSA法的灵被度分 

别提高刊 I／4096和 1／1024(稀释度)。本研究还表明，影响D̂ 0E璐 A法的定量蔼I定的主要因素是 

粗汁液的稀释度和包被液(阻05mol／L碳酸盐缓冲液，pH9．B)的用量。在较高粗汁液稀释度和包被 

L．)的一种重要病害。目前多种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已用以检测植物病毒 ，其中以双 

抗体夹心法(Doubl~Antibody,q~anciwi~h，DAS—ELISA法 ，简称 DAs-法)[1]州接 ELLSA法中的抗原 

直接包被 (Direct Antigen Coating，DAC-ELISA法 ，简称 DAC一法)[20]和斑点免疫 吸附测 定法 

(Dot—ELISA，简称Dot-法)[I]应用得最为广泛。但DAS-法一般认为在检测植物病毒时具有较强 

的株系专化性[5朋；DAC，法则没有这个现象，可用于检测相关病毒株系 ]，而且其灵敏度高于 

DAS一法ls．0 ；Dot一法也可用以检测相关病毒株系，并且还具有简单、快速和经济的特点 。 

在 PRV的检测方面 ，Gonsa,Iyes和 Ishii(1980)r 报道了 DAS一法 ，陈枝楠 l993)C“：则建立 

了Dot，法，但在检测感病植物组织粗汁液中的PRV方面却未进行深入研究。而用 DAC一法检测 

PRV来见有研究报道 。因此 ，本研究应用 DAC-法和 DOt一法在检测感病植物组织粗汁液 中的 

PRV上进行了较深入的工作。 

材料与方法 

l 抗原材料 感染了PRV黄点株系(PRVvs)的番术瓜和西葫芦病叶采自温室．取0．2克病叶置于2九ll的 制 

各缓冲液中，研磨后用 10000r／m离心 10分钟 ，其上清液即为检测用的病叶枇汁液，对照为同法翩各的健康叶 

粗汁液 

PRV 的提纯按 Goosalves和 Ishii0叼的方法盎行． 

本文于 1993年 7月 lg日收 ，10月 6日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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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血清 兔抗 PRV~s血清由本研究室提供，工作浓度为 1／800。 

3 酶结合物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 A蛋白(SPA-HRP)购于上诲荣盛生物试剂厂，工作浓度为 1／40． 

4 DAC-法 车研究建立的DA0法是接Hvt~as等(1987)[t1方法加以修改后制订的。具体方法是：(”所检样品 

用 0．05too!，L碳酸盐缓冲液(简称cB，pH9，6)稀释、注入聚乙烯多孔反应扳，每孔 200~1I(2)每孔注入2O 抗 

血清溶液I(3)每孔注入200~1SPA-HRP溶液．上述每个步骤部分剐孵育3小时(37℃)或过夜(4℃)，倒掉后用 

0．01mol／L磷酸盐缓冲液(简称 PB，内含0．5 Twee~--20，pH7． )洗涤 3次 I(4)每孔加入20 邻苯=胺溶液 

(O．4rr~／m1)，在静温下孵育半小时，迅速用酶标仪(Model 2550EIA 蜘cr)期啶光密度值ODA92nm)， (样本 

的OD值／阴性对照的OD值)>2为阳性反应。 

5 Do卜法 率研究建立的Dot-法足按 Hibi和saic。r 方法加 修改后制订的。具体方法足：(1)根据所检样品 

数量剪裁好硝酸纤维索滤膜(NCM)，用直尺和注射用针头标记好点样位置 l(2)所检样品用 0，05r~t／L cB 

(pH9．6)稀释，取4d稀释液点样于培养皿巾的NCM上，孵育20—30分钟(37℃)}(3)NcM干燥后，加入封闭 

液(洗涤液+3 酪蛋白)，孵育 2O分钟(37℃)，用洗涤液( 01mol／L Trl~HCI．舍 o-25 明胶、o．85 NaC1、 

0．5 Tw~n-20，pH7． )洗涤 3状}( )加入抗血清溶液，孵育30分钟(37~C)，洗涤3状l(5)加入SPA-HRP溶 

液，孵育 3O分钟(37℃)，洗涤 3次}(6)加入底物溶液[10n1g3，3一=氨联苯胺溶于 2O皿 仉05m~l／LTris—Ha 

(DH7．6)，用前加入30％H：Oz，每 lO 底物洁液加2 ．显色充分后用2NH：SO．终止反应，以“++++、 

+++、++、+壤 示显色的深浅。 

结 果 
l 用以制备粗汁液的缓冲液的确定 

1．1 缓冲液的浓度和pH值对 Dot．法检测番术瓜粗汁液里的PRV的影响 试验结果(两 

次重复 ，见表 1)表明 ，PB的摩尔浓度和 pH值对 Dot一法的检测效果影响较大。当 PB的浓度为 

0．05tool，L(pH7，0)时 ，其结果为阴性 i当浓度提高到 D．5too!／L(pH7．0)时贝9为阳性 ；两如果再 

加入 0．Imd／LEDTA·N赴，贝!l效果提高得更为显著 ；而 pH值为 7．5时其检浏效果显然比pH7． 

0时更好 

表 1 缓冲液浓度和p}I值对D“一EL1SA法捡测番术瓜租汁液中PRV的影响 

n h l m 《 omomtration and DH value of buffer SoLutions 0n∞ cc【 ofPRV 

in uffcc~ l|l~ue papaya计 附 一EL1SA 

1I}j备粗汁液的缓冲液 

[inffcr solutivm h  preparing 口 t 

粗 r液的稀释度 

tt~oll$《 I triode 

山 |lt sap 

1／20 l／4O I／80 1／160 

注m 磷散盐缓冲液}h两次重复 Notc~j Phcsp~tc b~fcrt b．Two tept[ca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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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聚乙烯毗咯烷铜 (PVP)和脲对 ELISA法检测番木瓜和西葫芦粗汁液里的 PRV的影响 

试验结果(三次重复 ，见表 2)表明，加入到 PB的 0．25m~／L脲能显著提高 Dot一法和 DAC一 

法检测番木瓜扭汁液的灵敏度 ，分别由 1／512(PB提取液)提高到 1／1024和 1／4096。同时， 

0．25 tool／L脲对降低 Dot一法检测中的非特异性反应也有微弱作用。可是 加入到 PB的 2 

FVP虽较显著地降低Dot一法检测时的非特异性反应，但却更显著地降低了该法和DAC一法的灵 

敏度 ，分别都由 11512(PB提取液)降至 1／64和 0。 

0．25mol／L脲和 2％PVP都对 Dot一法和 DAC一法检测西葫芦粗汁液里的 PRV的灵敏度没 

有影响 ，但 2 PVP却能降低 Dot一法的非特异性反应。 

寰 2 pvP和靠浓度对EuB̂ 法检测番木瓜和西葫芦粗汁液中PRV的影响 

Tab．2 Ef 出 ofPVP am]tlrP~ cog entratio~ inby．or solmlon 0I-lh dn ∞  PRV 

inm 口 t~sucd papaya andaI。ch“ squash Eu Ŝ  

N~ te--O一5md／L磷酸盐缓冲液(内含 In~／L E~'A-NaD，pH 5‘b-一2 聚乙烯吡咯烷锕I卜0．25moi／L脲 ‘d一三 

伏试验重复 

a--0-5nx~I／L ph。sphale but~r，pH 5，includblg Inx~I／L EDTA-Naz；b-·2 pdy yI rrd“ol1cI 一m 25mel／LtL1rP~3‘d— 

th rc口i。atc一 

2 DAC-法检测植物粗汁液里的 PRV的定量问题 

2．1 植物机汁液对 DAC一法检测 PRV的影响 本试验比较了DAC一法检测感病西葫芦粗汁 

液中PRV和纯化的 PRV的差异(见表 3)。PRV提纯液的稀释度与 OD值成负相关 ，相关系数 

为 0．9860，相关极显著。病叶机汁液的稀释度与 OD值也成负相关 ，但相关系数只有 0．5951． 

相关不显著 ；但从 118稀释度开始计算稀释度与 OD值的相关系数时 ，相关系数则为 0．982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52 中 国 病 毒 学 第9卷 

相关极显著。这表明病叶粗汁液的稀释度与 DAc'法的 OD值不成线性相关的原因在于感染 

PRV的西葫芦粗汁液的稀释度很低(即植物组织成份较多)时 ，OD值却反而较低。 

丧 3 感病西葫芦粗计液的稀释度对DAC-ELJSA法捡测PRV的髟响 

Tab．3 Elias PRV-inh~ od squash sap en ‘ 0fPRV by DAC-ELISA 

注 抗原先用0．01~VL磷酸盐缓冲液(pH7．O)进行1／2．J／4 ⋯·的倍比稀释．然后每个稀释度都取 10 分别加八 

到已有 J0 05moVL cB(PH9 6)反应孔巾‘ 表E1’数据为3次重复测定的平均值． < 020．c_当从J／e稀释度 

开始计算粗汁液的稀释崖与0D值的相关系数对 ．相关彖觳为饥982i)一 ‘⋯ 救显著(p—O．O1)． 

Nd∞l a-Samp~ wer~ ytwo-fold d~lutcdwltk 0．0jmoa／L 曲metmu~cr(pH7．0)，tllcn10 I c h血ut‘∞ wasadded 

幻wd 0fmiccotltre山 略 wRk1 05md．，L CB(pH9．6)‘b_E曲吐l啦啪 b恤 1]q~in 也r re叫船 w-也 a 

“ 曲 帅 m lltamfiar~~vlmkm口t 020‘ 埘 d l~~tv+,cen姐 m 蛳 andOOw l~eWOt．~ 9B20 

“ 啤a ‘edfrom I d丑ud棚 0f1／8‘_-—_ThcmostⅢBrIifi棚nt( 01)． 

2．2 抗 原包被液对 DAC一法检测 PRV的影响 西葫芦病叶粗I汁液甩不同量的 0．05mol／L 

CB(pH9．6)来包被 ，同时用 0．01mol／L PB(pH7．0)来调节粗汁液的稀释度(见表 4)。用DAC一法 

检验结果(见袭 d)表明 ：当病 叶粗汁液的稀释度高于 1／1l时 ，抗原液中的 CB含量与 DAC一法 

的 0D值呈真实的直线相关 ，cB含量越高 ，0D值越大。而且 cB含量与 0D值的相关系数随着 

病叶粗I汁液抗原稀释度的提高而增大 当抗原扭汁液稀释度为 1／3时 ，CB含量与 OD值则不 

是直线相关．这说明抗原液中的CB含量显著地影响了DAC一法的检测效果。并且这种影响受 

到病ut粗汁液的稀释度(寄主组织成分)的干扰。因此，在进行定量测定时，除了应消除因cB 

用量的不同而造成的 OD值的差异外 ，还应考虑粗I汁液稀释度的问题 。 

讨 论 

本研究建立和改进了检测番术瓜或西葫 芦组织粗汁液中PRV的Do：-~和 DAC一法 ，两法 

的灵敏度分别为 1／1024(粗汁液稀释度)和 1／4096 

综上所述 ，DAC一法的灵敏度比Dot一法高三倍 ，这和前人对烟草花叶病毒(TMV)[ 和花生 

斑驳病毒(PMV)m 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但Dot一法却具有比DAC-法较为简单 、快速和经济的 

优点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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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抗原包被液对 DAC-~LL％A法检测PRV的影响 

Tah 4 ‰ of a t-哪 buffer∞ dctc~ ond FRV ¨ DAC—F．LISA 

cB用量( ) 

Amount时 CB(：山) 

0D心 OD Valueb 

粗汁液稀释度· 

DⅡuⅡo呻 m9ttt|sap hPRV 

1／101 l／41 1／11 1，3 

注 8一西葫芦病叶粗计液甩不同量的札O5“ ，L硪酸盐瑷{中浅(pH9．6 米包被．同时甩O．0lm L磷酸盐缓冲{莅 

(pH7．0)爿∈蹰节租汁液的稀释度‘ 中各数据为 3次重复测定的平均值，s<0．020． B用量与OD值的相关 

幕我‘-一显著(P； 05)．̈ ．极显著(P=0．口J)． 

Nd巷t蕾_ 岫 岫 懈 。。“dl ￡0：匕entam圳 。￡曲rb0 ¨ 妇 (pH9．6)趴dt dilu‘ 。fthe龃m岫 wc dl 

with m 0】md／L ph帽ml曲0 buf如r(pH7．0)‘b_ ￡睇h v ∞ 担8盯瞄m时 thrce rcpticatcs with 8 m∞山num sta~ rd dcvi~ 

t m 020‘c—T ∞吐脚 l【眦w唧nt amotm!。fCB andOD valve；*—鼬  吐 nt(P m 05)． T '嘲 

逝  l(P一0．0】)． ‘ 

虽然有研究表 明，DAC 法不适用于定量测定康乃馨和番茄等植物组织粗汁液 中的病 

毒m啪，因为病组织粗汁液的稀释度与 OD值不成线性关系。但是 ，本研究结果却襄明它可用 

于定量测定番术瓜和西葫芦组织粗汁液里的 PRV。影响此法定量测定PRY的因素是抗原包被 

液 (0．05tool／LCB，pH9．6)用量和粗汁液的稀释度。CB的用量与 OD值呈正线性相关(见表 4)。 

粗汁液的稀释度很低(植物组织成分较多)时，OD值反而较低(见表3)。本研究证明．在较高粗 

汁液稀释度和包被液的用量相同的情况下 ．粗汁液的病毒含量与 DAC一法的 OD值呈真实的正 

线性相关。 

磷酸盐缓冲液用以制备病组织粗汁液里的摩尔浓度对 Dye-法在检测番术瓜组织粗汁液中 

PRV常有一定影响，其较高浓度(0．5tool／L)能提高检测效果 ，这与c0r1salves和 I~hii 。 的研究 

结果一致。他们认为可能是由于较高浓度的缓i中液减少了粗汁液中病毒的聚集、或使更多的 

病毒粒子从细胞组织中释放出来所致。由于一般认为较高浓度的盐溶液使病毒的聚集更为严 

重 ．因而我们认为后一种原固的可能性较大。 

脲(0．'25mol／L)作为添加剂在检测中的作用因寄主植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检测番术瓜 

粗汁液时 DAC一法和 Dot-法的灵敏度均由 l／5l2分别提高到 1／4096和 l／1 024；但在检测西葫 

芦粗汁液时 ，两法的灵敏度都末得到提高。其原因还不明确 -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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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P(2％)作为添加剂在检测中的作用也因 ELISA方法和寄主植物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 

异。在检测西葫芦粗汁液时 ，它对 DAC一法和 Dot一法的灵敏度没有影响，但能降低后者的非特异 

性反应(见表 2)。在检测番木瓜粗汁液时，它也能降低 Dot一法的非特异性反应 ，但却更显著地 

降低了DAC-法和 Dot-法的灵敏度，均由1／512分别降至0和 1／54。据报道这种负作用在检测 

大豆花叶病毒(SMV)CU]、菜豆黄色花叶病毒(BYMV)[ ]、水仙顶死病毒(NTNV)口 和水仙花叶 

病毒(NMv)[ 中也有类似情况。其原因还不明确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上述结果表明，在检测粗汁液里的 PRV时 ，不同的 ELISA方法以及不同寄主植物所需的 

制备粗汁液的缓 冲液是不同的。以 0．5mol／L(pH7．5)磷酸盐缓 冲液 (内含 0 lmol／L EDTA— 

Na2)为基本缓冲液 ，若寄主植物为番木瓜 ，DAC一法和 Dot一法都应加添加剂 0．25mol／L脲 ；但若 

寄主植物为西葫芦 ，则 DAC一法只用基本缓冲液即可 ，而 Dot-法则应加添加剂 2 PVP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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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Detection of Papaya Ringslmt 

VirUS in Infected T~sue of Plant by ELISA 

Xino Huogen Faan Hwaichung 

( p 脚耐 Pla~vt Praecti~，S~11,Ctdm 却  此釉 Universi~，‰ 弘B 510642) 

The present study established and further impmved rite direct antigen coating form of indirect 

ELISA (DAC-ELISA)and Dot-ELISA for the detection of papaya v：ngspot virus(PRV)in infected t 

s佻嚣 of papaya(Oarica L·)or zucchini squash ( 而妇 L．)．The results showed if the 

ELISA method to he employed or the host pIant to he detected were different，then the proper ph∞ 

phate buffer solution for preparing the  crude plant sap to be detected  should he  different．W ith a pro— 

Per phosphate buffer soludons for preparing the el'tide plnnt sap to he detected ．it was possible to 

cte,ase the sensitivity of DAC—ELISA and Dot-ELISA up to a dilution of plant sap at a rate of 1／4 096 

and I／1024 respectively．The main factors of interfering the a~uruey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concentration．of viral an tigens in ero de plant sap were the am oL!nt of carbonate coa~ng buffer solu 

tion(0．05mol／L， I9．6)and the dilution rate of the crude plant sap．With a higher dilution rate of 

the口Ian t sap and a consistent amotmt of carbonate coating buffer solution．a linear rela~onship was e 

tablished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 of virus in ant sap and the optieal density(OD)in the DAC- 

EU SA． 

Key words Papaya tin．pot virus(PRV)．DAC—ELISA，Dot-ELISA．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