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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建立丁香蕉试管苗黄瓜花叶病毒 DAC—ELISA检测技术．应用 0．1mol／L磷酸盐缓冲蔽 

(pH7．2，内含 1％NaDIEcA)作为样品制备缓冲蔽．检测灵敏度可达到 I／5120(稀释度)。两年来检 

最重要的病害之一。 

由于带毒试管苗是香蕉花叶病重要的初侵染来源 ，因此对香蕉试管苗生产繁殖材料进行病毒 

检测，以保证出面试管苗不带毒是胄效防治措施之一 。 

香蕉花叶病是 由黄瓜花叶病毒(CMV)引起的。Oevergne等(1981)[】 报道 DAS—ELISA法 

可以检测亲缘关系密切(SD I：】一2)的CMV株系，而不能检测亲缘关系远(SD I≥3)的 

CMV株系。因此，血清学差异对于甩ELISA法检测口闻分离物有较大的影响 。然而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采用不同形式的间接 ELISA法，如DAC—ELISA法 1来解决 

本文报道了香蕉试管苗 CMV的 DAC—ELISA法检测方法的建立 ，以及两年来对香蕉试 

管苗生产繁殖材料的检测结果。 

材料与方法 

l 抗原材料 取 0．I克香蕉花叶病病叶置于 3ml的样品制备缓冲液中，研磨后的溶液即为检测用的病叶粗 

汁液，对照为同法制备的健康叶粗汁液。 

2 抗血清 兔抗 CMV香蕉株系(Bs)血清由本研究室提供，工作浓度为 I／400。 

， 酶结合物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A蛋白(SpA—HRP)购于上海科欣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浓度为 i140。 

4 DAC·ELISA；去 采用 肖火根和范怀忠(1994) 的方法。 

5 样品制备缓冲液的确定 甩DAC—ELLSA法测定用不同组合的缓冲蔽和添加荆制备的病叶粗汁液，以确 

定摄好的样品铡备缓冲液。试验用的缓冲诫有 O 1mol／L磷酸盐缓冲诫 (pH7．2)、o+2mol／L硼酸盐缓冲液 

(pH9-O)和 0．1mol／L拧檬酸盐缓冲蔽(pH6．5)，添加荆有 1 嗣试荆(=乙基乙硫代氨基甲酸钠，NaDIECA) 

5mmol／L乙二胺四乙酸(EDTA)、0．5 斑基乙醇、O．5％亚硫酸钠、2％聚乙烯毗咯烷铜(PVp)、l 福尔马林 

和 i5ms／ml皂士 

6 CMV病毒浓度与花叶病症状严重度的关系 甩DAC—ELISA法测定 6株香蕉病株的所有叶片的病毒浓 

度 

7 送检要求是：种原采【童『后进行编号．每一个外植体第一代芽取其中 
一 个甩DAC—ELISA法进行检测 ，证实不带 CMV后方可进行繁殖 

结 果 

1 样品制备缓冲液的确定 

本文于 1994年 10月 17日收到，1995年 1月 10 H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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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 1)表明， 同组合的缓 冲液和添加剂用以制备粗汁液 ，对 DAC—ELISA法检 

测香兼粗计液里的 CMV的效果的影响很大。用 O．2mol／L硼酸盐缓冲液 (pH9·0)、0·lmol／L 

磷酸盐缓冲液(pH7．2)和 0．1moI／L柠檬酸盐缓冲液(pH6．5)作为样品制备缓冲液 ，检测灵敏 

度分别为 l／320、I／160和 W20。当，|：述三种缓冲液中加入 1~NaDIECA，检测灵敏度砌从 1／ 

320、1／l60和 l／20分别提高到 l／5120、l／sI20和 1，l280。添加剂 5mmol／L EDTA，0．5％巯 

基乙醇和 15mg／ml皂土对提高检测灵敏度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都不如 l／ NaDIECA。_而 l 

福尔马林和 2 PVP则使检测灵敏度分别降低 1和 2倍。 

试验结果(表 I)还表明，样品制备缓冲液以(4)——0．Imol／L磷酸盐缓冲液(pH7．2，内含 

1 NaDIECA)和 (9)一 0 2mol／L硼酸盐缓冲液 (pH9．0，内含 l~NaDIECA)最好 ，都使检 

测灵敏度提高达 1／5120。但是，在后来检测香蕉试管苗繁殖材料时发现，当检测某些样品时， 

缓冲液(9)容易产生假阳性反应，而缓冲液(4)刚没有这个{可题 因此 ，随后的香蕉试管苗繁殖 

材料病毒检测都采用缓 冲液 (4)作为样品制备缓冲液。 

衰 

Tab l The cfi~cts ot different~uffer and additives 0n the detection 0f CMV by DAC-EL1SA 

缓冲{直和嚣加舞 复敏度 
Suffer solutions and addRi~s‘ Sensitivit 

(1)n lmol／L PB(pH7．2) 

(2 (1)4-Smmol，L EDTA+0．5 ME 

0 (】]4-m 5 Na~SOa+0．5％ME 

(4)(1 4-t NaDIEcA 

(5)(2)4-1％ FM 

(6 (2)+】5mg／ml BT 

(7)0 抽 ol／L BB(pH9．0) 

(8)(7)-4-5retool／L EDTA+0 5％ME 

(93(” +】％NaDIECA 

(】0)(∞ + 2％ pVP 

(11)0 1mol／L CiB(pH 6．5 

(】2)(11 4- mol／L EDTA4-0．5 ME 

(13 (】̈ + 1 NaD1ECA 

(1 4 0．1mol，L CB(pH9．6 + I NaDIF~CA 

a：PB_磷酸盐缓冲液、BB—再酸盐缓冲液 、Cf8一柠檬酸盐缓冲液 ．CB碳酸盐缓冲藏，NaD1ECA一锕试剂(二 乙基乙硫代氨 

基甲酸钠)·RT一皂土．FM一福尔马林．PVP一聚乙烯呲咯烷锕．ME一琉基乙醇 I扫：二扶重复测定的结果相似 

：PB—phosphate ~uffer·BB—borate buffer，CiB—citrate bu ．NaDIECA-sodium 

FM formalin·PVP—polyvinytpyrroli~one，ME一2_mctca毗o hBn {b unB 0t three r~plicates w盯c~imilar． 

2 CMV病毒浓度与香蔫花叶病症状严重度的关系 

不同香蕉植株和同一香蕉植株不同叶片之间，病毒浓度 症状表现有很大的差异(见表 

2) 症状很强的植株(如 E植株)和叶片(如 C植株第 J叶，E植株第 l和 2叶)中可以检测不到 

病毒·反过来症状很轻的植株 (如B植株)和无症的叶片(如 B植株第 4 5和 6叶)中却可以检 

测到较高浓度的病毒。 

3 香蕉试管苗生产繁植材料的病毒检剥 

受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委托，我们从 I992年开始负责两省香蕉试管苗生产繁 

殖材料的病毒检测工作。J992--l 994年共检测香蕉试管苗生产繁殖材料样本 】287个，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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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 CMV 的样本 36个，带毒率_甲均为 2．8 。 
表 2 CMV病毒浓度与香蕉花叶病症状严重度的关系 

Tab 2 Relation bct⋯ n CMV concentrations and symprom 3e~：crity 

a叶序是扶幼叶(I1到老叶(7)Ib‘ ”一无症，“十 4-”一最严重症状 ：c~DAC—ELISA OD值。 

a—Leaw s numbered∞ nsecuti 1y from younsest(1)to oidesl(71 “一 一 n0 sym0toms· + + + -- very strong syrup 

tom9Ic DAc ELISA 0D value 

讨 论 

由于香蕉植物组织含有酚娄、单宁等物质，容易产生氧化反应。如何选用适当的缓冲液和 

添加剂来防止氧化是提高检测效果的关键问题。NaDIECA作为还原剂常用于病毒接种和提 

纯。已报道 EDTA、琉基乙醇、福尔马林和皂土用于CMV的提纯 ，它们或著有利于病毒粒子的 

释放 ，或者能减少病毒粒子的降解。本研究发现 NaDIECA、EDTA、虢基乙醇和皂十加入样品 

制备缓 冲液 中可 以提高 DAC ELISA 法检测香蕉组织粗汁液 里的 CMV 的效果 ，其 中以 

NaDIECA对检测效果的提高最大，这与 Ahmad＆ Scoot(1 984)口 报道这些物质能提高免疫双 

扩散对烟草植物组织粗汁液中完整 CMV粒子的检测效果是一致的。但福尔马林则有降低检 

测效果的作用，这与 Ahmab＆．Scoot(1 984)C 的报道不同，其原因可能在于所用的检测方法 

同所致 。 

2 PvP常加入样品制备缓冲液中，用来降低非特异性反应。但是本研究却发现它制年低 

检测灵敏度的作用，因而 适用于检测香蕉 这进一步表明，2 PVP作为添加剂在病毒检测 

中的作用因寄主植物的不同而青显著的差异 一。 

Thomas(1 991)[ ：报道在检测香蕉组织粗汁液里的 CMV时，虽然有些样品制备缓冲液的 

应用能大大提高检测灵敏度，但它们在检测某些样品时胄假阳性反应 。本研究同样发现这样的 

问题。样品制备缓冲液 0．2mol／L硼酸盐缓冲液(pH9．0，内含 1 NaDIECA)和 0+lmol／L磷 

酸盐缓冲液(pH7．2，内含 1 NaDIECA)一样，能使检测灵敏度达到 1／5]20。但是 ，在后爿∈检 

测香蕉试管苗繁殖材料时却发现 ，当检测某些样品时 ，使用前者容易产生假阳性反应 ， 使用 

后者则没有这十问题。此外，根据对番木瓜环斑病毒的研究结果 ]，我们认为在用ELISA法检 

测植物病毒中，样品制备缓冲液的选择对于提高检测效果是十分重要的 。不同植物 同病毒都 

要研究出相应适台的样品制备缓冲液。 

要得到较满意的检测结果，除了样品制备缓冲被的选择外 ，取样也极为重要 同香蕉植 

株和同一开蕉植株小同叶片之 ，病毒浓度和症状表现肯很大的差异(见表 2)。因此在检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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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植株时应当采集尽量多的叶片混合一起测定。 

检测结果表明，香蕉试管苗母株和带毒率可达 2．8 。如果让这 2．8 的带毒母株经扩大 

繁殖后释放田州 ，将会成为巨大的毒源库 ，从而造成病害大面积发生。因此，带毒试管苗母株作 

为香蕉花叶病毒 的毒源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对香蕉组培苗进行病毒 

检疫的重要性。但是 ，当前存在的某些研究和管理问题有待解决。 

CMV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病毒 ，其病毒浓度在达到最高浓度后会急剧下降。本研究结果也 

表明，CMV病毒浓度与其在香蕉上引起的症状的严重度是不相关的，有时症状很明显的香蕉 

植株 ，ELISA检测却为阴性 反应，这与 Thomas(1991)[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因此 ，还存在提 

高检测灵敏度的问题 。此外，带病母株的病毒在组培扩大繁殖中是如何传递的?由带毒母株繁 

殖出来的试管苗的发病率有多高?田间病毒株系的种类及其血清学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的深 

入研究将对检测工作和病害防治青很大的指导作 用。 

通过分析两年来的检测结果 ，我们发现凡按要求送检的材料都能检测到少数材料带毒， 

符合送检要求的材料未能检测到带毒材料。有些试管苗生产单位繁殖香蕉苗若干代后从中送 

几个样检测不到病毒 ，并不等于所繁殖的材料绝对无毒。此外 ，送检的材料并不代表该生产单 

位繁殖的材料数 ，只是从繁殖材料中送少数样检测，有部分材料未检就扩大生产，这些问题有 

赖于植检、植保和其它管理部门共同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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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tudy established the direct antigen coating form for indirect ELISA iDAC— 

ELISA )for the detection of cucumber mosaic virus (CM V in banana tiSSUe culture．W 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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