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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 提要 本文报道了在番木瓜环斑病毒(PRv)弱株系保护作用中．保护接种与攻击接种的浓度，以及 
、攻击接种的部位等因素对 HA t弱株系保护作用效果的影响结果。通过分析弱株系和强株系在保护 

接种后攻毒的植株体内的病毒浓度 ．表明 HA 弱株系对Srn株系的保护作用的崩溃是由于强株系 

在植株顶端叶片中的病毒浓度越来越高所致 本文还就 PRV弱株系在田间的应用技术作了—些讨 

番木瓜环斑病毒(Papaya Ringspot Virus，PRV)是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番木瓜 (d 

鹏口L．)上的一种重要病害。近二十年来，已试用不少方法防治此病，但都未能成功 由于缺乏 

有效防病措施 ，以及由于 PRV寄主范围窄这个有利因素 ，交互保护作用便 成为很有希望的防 

治方法 。 

但是 ，PRV弱株系的保护作用具有株系专化性现象。Yeh和Gonsalve~(1984)EI_通过化学诱 

变获得的弱株系 HA t对夏威夷野生株系 HA有较强的保护作用。我国台湾 省的田间试验结 

果叫表明：如果在试验田的周围有发病根严重的病株，则受弱株系保护的番木瓜植株仅比未受 

保护的植株推迟 I一一2个月发病 ，以至没有经济效益。但是，如果试验田周围的病害压力较轻， 

并能定期拔除试验田里的病株 ，则受保护的植株可增产80 ，且由于品质较好 ，可增 收 l1 0 。 

由于有较好的效果，HA 。株系的应用在台湾已成为综防措施之一_2．3_。在泰国口]和我国华南地 

区M，HA 株系的应用则基本无效 现 已明确 ，PRV弱株系保护作用的这种株系专业化性现象 

就在于 PRV株系间的交互保护作用程度与株系间的亲缘关系呈正相关[4]。然而 ，从上述我国 

台湾省的田间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还有其它因素影响交互保护作用效果 。 

如上所连 ，HA 。弱株系对 华南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较差口]。分析弱株系和强株系在保护 

接种后攻强毒的植株上的增殖情况有助于 PRV株系间交互保护作用机理的阐明。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研究番木瓜环斑病毒弱株系保护作用效果的影响因素 ，以及分析弱株 

系和强株系在保护接种后攻强毒的植株体内的增殖情况。 

材料和方法 

用于交互保护作用试验的PRV株系有本研究室的Sm株系和夏成夷弱株系}Ik (由我国台湾中兴大学叶 

锡东教授提供) 

本文于 1994年 5月16日收到．6 H 23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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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植物西葫芦( 芦 )种耔贿于兰州西固医种子公司． 

在西葫芦苗(子叶期)的子叶上接种 HA 弱株系 ．14天后再于西葫芦的子叶或第一真叶接种强株系 。 

在个别试验中．攻击接种前用DAC-ELISA法【 测定 HAH弱株系在植株体内的病毒浓度(用ELISA O． 值表 

示)。每个试睦或处理者嫩 有弱株系}IA5 和强株系Sm分别单独接种的对照植株，每单位试验和对照所用苗数 

均为 4株．最后一次攻击接种后 30天分剐采集植株顶端第 3叶，用DACZEL1SA法测定病毒浓度。但分析 sm 

株系在受HA一弱株系保护的西葫芦植株上的增殖情况的试验，则在最后一次攻击接种后 30天用DAC-ELISA 

法测定酉葫芦植株各叶片的病毒浓度． 

结果与分析 

l 影响番木瓜环斑病毒弱株系保护作用效果的因素 

1．1 保护株系(HAs )的接种浓度对保护作用效果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 1)表明，HA 弱株系在西葫芦上对Sin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随HAs一 弱株系 

的接种浓度的增大而提高。HA5_1弱株系的接种浓度(稀释度)分别为 l／10、1／5和 1时，攻击株 

系Sm的症状出现分别推迟 0、0和 l0天。保护接种后攻毒的植株顶端第三叶内两个株 系的病 

毒总浓度分别为 Sm株系单独接种的 8I．3 、71．6％和 46．1％。用上述 3种浓 度的HA 弱株 

系分别单独接种时 ，在植株体内的病毒浓度则分别为 0．494、0．527、和 0．589。这表明HA5一 弱 

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与其在体内的病毒浓度相关 。 

衰 】 保护株系(H 一 )的接种浓度对其保护作用翦果的影响 

Tab．1 E廿 of~ olllliITl concci~raticlis of miI】g lfltl~ll(HAs一】)m 岫 al硼 pr咀唧咖 d蛀 啷  

a-一表中数据为4株植株nD．值的平均数，并用邓肯氏法测验“一0 01) PC为保护接种后攻强毒的植株Ic—I4C为 

保护接种对黑植株Id- NP为攻击接种对照植株。 

H。t衄：a Data pf删  惯 如I1r rspcats~and tested竹 Duncan’ method(丑 m 01)I _( 咖 。d after pr 

tec【i∞ ；c- Plants 训  。d∞】y w“h prote~ str~n；d-一Plants~oeutatcd orgy with~ Ucn．ge ra 

1．2 攻击接种部位对HA 弱株系保护作用效果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 2)表 明，HAS一 弱株系在西葫芦上对 Sm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因攻击接种部 

位的不同而不同。当在(1)未展开叶和(2)子叶和第一真叶上分别攻击接种 Sm株系时 ，HA5一 

弱株系的保护作用表现为 Sm株系的症状 出现分别推迟 6天和 10天 ，以及保护后攻击的植株 

顶端第三叶内两个株系的病毒总浓度分别为 Sm株系单独接种的 94．8 和 81．7 ；而在植株 

中部叶片 ，即(1)在第二和第三叶和(2)在第四和第五叶分别攻击接种 Sm株系时 ，则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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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 Sm株系的症状出现都推迟 l 3天 ，以及双重接种植株顶．；j；}第三叶两个株系的病毒总浓 

洼 

NIP 

衰 2 攻击接种位置对HA 霹株幕的保护作用兢暴的髟响 

Tal~,2 。f~ llengeinsulation~ ticm ∞ theⅫ ∞ 删 0n 

植株 i 

No嘧  a_一 衄 t 啪 秘 0f four re呻 “
，and temeO DⅢ删  8 method ,Ca~0．01)i 一啪  ．咖  b 

I b inoeulat~l only m  o
．~ enSe 8 ． 

衰 3 攻击株杀(sm)的接种浓度对}I 一 糠系保护作用效果的影响 

度分别只有对照的 60·2 和 66·6 
。 DAC-ELISA测定结果表明，在进行攻击接种时 ，HA 

一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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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系的病毒浓度在植株中部叶片(0．53d一0．643)较顶端未展开叶(0．384)、基部叶片(0．441) 

和子叶(0．391)的都要高 因此 ，当攻击接种在基部叶片和子叶进行时 ，HA5一t弱株系的保护作 

用较差的原因就在于 HA 一 弱株系在这些叶片内的病毒浓度较低 ；而当攻击接种在顶端未展 

开叶进行时 ，H 一．弱株系的保护作用更差的原因除了 HA 弱株系在叶片内的病毒浓度较低 

外 ，还与攻击株系能更快地运转到顶端未被保护株系占领的组织有关 

1．3 攻击株系(Sin)的接种浓度对 HAs一 弱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3)表 明 ，当攻击株系 Sm 的接种浓度 (稀释度)分别为 l、1／5和 1／1 0时 ， 

HA 弱株系对 Sm株 系的保护作用表现为 Sm株系的症状出现分别推迟 l0、l5和 20天 ，以及 

保护接种后攻强毒的植株顶端第三 叶两个株系的病毒浓度分别为 Sm株系单独接种 时的 

9t．2 、66．6 和 65+4 。这表明攻击株系的接种浓度越高 ，HA,一 弱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就 

越差 。 

2 PRV华南株系在受 HA⋯ 弱株系保护的西葫芦植株上增殖的情况 

试验结果表明：HA一 弱株系对 Sin株系的保护作用 只能维持 23天 ，而对照植株则在 12 

天里表现症状 

在保护接种后攻强毒的植株上 ，Sm和 HA 两个株系的病毒总浓度的平均值只有攻击株 

系 Sm单独接种的 64．0 。但是随着叶位的升高 ，这个百分 比有增大的趋势(见表 4) 

然 而 Sin和 HA 两个 株系的病毒总浓度的平均值 比 HAs一 弱株系单独接种要高 ，为 

HA 弱株系单独接种的 119、1 并且随着叶位的升高 ，这个百分 比逐渐增加，至顶端第一叶 

(表现严重症状)达 174 。如果不考虑 HA 弱株系的增殖可能会受到攻击株系 Sin增殖的影 

响 ，那么在保护接种后攻强毒的植株顶端第一叶中 ，Sm株系与 H 一t弱株系的病毒 浓度之 比 

为0．74：1 因此，HAs一 弱株系对Sm株系的保护作用的崩溃是由于Sm株系在植株顶端叶片 

中的病毒浓度越来越高所致 

裘4 接种 或 HAs—l和 HAs—l加sm 

Tab．4 Virus~e~entrlttion in zucchini squa~ plants inoculated with＆rL．HAf~I．or．both~ 

注 ：R--攻击接种 45天后用 DAC-ELISA法测定西葫芦植株各叶片的病毒浓度． 一Fis一】33．3，P<0．们}c_Ff6=28．fi7．P< 

01；d̈ F『f一】3 87，P<0．0】；c_一植株顶端第 一片完全展开叶 ，依伏为第二 、三、⋯⋯、几片叶。 

Not~ta Virus cefIn埘i。岫 ontheleav~~ofthe plan~ weretestAxlbyDAC-ELISA 45 da after曲 krI inoculation}e_ n l the 

firstleaffrom thetop ot each plant·thef,~owing numbers 2__8 refertothe second tlae eighthleaf rmpvctivc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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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中的试验如保护接种与攻击接种的浓度 ，以及攻击接种的位置等因素对 PRV弱株 

系保护作用的影响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我们以前得出的结论Ⅲ，即株系同的交互保护作用程度 

与保护株系病毒在植株体内运转和增殖速率 、增殖量大小呈正相关 ，而与攻击株系病毒呈负 
一  

相关。 

从本研究结果还可以看出 ，不管 用何种处理 ，HAs一弱株系在酉葫芦上对 Sm株系的保护 

作用都不能维持达一个 月。但是 ，HAs一 弱株系在西葫芦上对夏威夷 HA株 系有完全的保护作 

r  用[ 这表明HA 一 弱株系对 Sm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是较差 的，这与我们以前的报道c4]一致 。 

其原因就在于株系同的交互保护作用效果与株系间亲缘关系呈正相关 ，而 HA 株系与 Sm株 

系的亲缘关系较疏远 。但是在田问条件下 ，导致 PRV弱株系保护作用崩溃的原因除了弱株 

系与严重株系的亲缘关系较疏远外，Yeh(1990)E3：认为还有三种可能性 ，即(1)受保护的番术瓜 

植株周 围的攻击接种压力太大 ；(2)严重株系从植株顶端末展开的幼叶片侵入 ；(3)接种的番 

术瓜苗未能感染上弱株系。本研究结果支持了他的看法。 

通过分析弱株 系和强株系在保护接种后攻强毒的植株体 内 的病毒浓度 ，发现即使在保护 

作用不完全的情况下 ，强株系的增殖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 HA 弱株系保护作用崩溃 

的酉葫芦植株上 ，弱株系和强株系病毒总浓度比攻击株系单独接种的还要低 36 (表 4)。 

既然弱株系病毒能抑制强株系病毒的增殖 ，那么强株系病毒在增殖到一定浓度后反过来 

也能抑制弱株系病毒的增殖。这正是 Bur~an和Gaborzanyi(]984)E 在 ToMV弱株系(MⅡ一l6) 

的保护作用试验中所得 出的结论 。他们(]980)以及casse 和 Her*ick(1977)Ⅲ6]用株系专化性抗 

血清还证明了强株系与弱株系的病毒浓度之比值随着叶位的升高而增高 ，至最顶端展开的叶 

片中达到最高 我们初步试验结果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即在 HA 弱株系保护作用崩溃的植株 

上 ，强株系 Sm与弱株系 HA} 的病毒浓度之比也是随着叶位升高而增高 ，至最顶端展开的叶 

片中达到最高 ，为 0．74：1。这表明保护作用的崩溃与强株系病毒对弱株系病毒的抑制作用的 

相对加强 、以致强株系病毒本身的浓度相对撷提高是密切相关的。 

本文有关弱株系保护作用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对于提高弱株系在大 田的应用效果是 
一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由于攻击株系的接种浓度愈高 ，弱株系的保护作用效果就越差(表 )．因此要提高弱株系 

的保护作用效果就得利用各种措旃来减弱攻击接种压力。选择发病轻的地方来种植受保护的 

番木瓜苗可以大大减少毒源 ，这是经 田同试验[ j证 明的较有效的措施。种植防风作物或问作 

作物可以减少昆虫介体的传播 ；铲除附近番术瓜园的病株或种植选择性作物来增加受保护作 

物和接种源之间的距离也是有效的。清除在作物生长早期出现的病株 ，可以大大降低果园内 

病害的第二次传播 ，减弱强毒攻击压力 ，从而能提高保护作 用效果。我国台湾 田同试验的结果 

正好说明了这一点E 。 

提高弱株系的接种浓度对于提高其保护作用效果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表 1)，但是这种作 

用是很有限的 ，因为弱株系在植株体内增殖的浓度是有限的E 。然而重复接种弱株系看来应该 

有效 ，其原因在于用喷枪大规模接种弱株系时有可能漏接 ，重复接种则可尽 量避免这种现象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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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PRV弱株系自q保护作用是不完全的Ⅲ，因此把它和耐病品种结合起来应是防治 PRV 

的好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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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paper reported the effects of the inoculum concentration of protecting strain and chat 

lense strain,position of challange inoculation oH the effectiveness of PRV m ild stxain cross-protection
．  

SoIzie tec hnical aspects in tiew lopin$ and im plem enting a cross—protection prosram wore suggested 

based orlthe experimental results．Furthermore，itwa．qfoundthatthe breakdown ofcro~s—protec tion．as 

defined by the appearance of symptoms caused by the~vere strains．was related to the incr ease in vii"us 

concentration of the severe strains in 血e protecte~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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