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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bacco vein distorting virus(TVDV)is one of the casual agents of tobacco bushy top 

disease． It was designated a tentative member of the family Luteoviridae． Partial sequence of the 

genome of rIvDV was amplified by RT-PCR from total RNA of tobacco affected with tobacco bushy top 

disease，using universal primers of Luteoviruses and degenerate primer of Poleroviruses．The 1 654 bp 

sequence of rIvDV genome encoded partial putative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coat protein 

and movement protein． Molecular phylogenetic tree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these three proteins．indicating that rIvDV should be a definitive memb er of the family 

Luteoviridae．According to the higher identities of amino acids of ORFs and the similar length of 

intergenic spacer region of rIvDV with the member of the genus Polerovirus．we proposed that rIvDV 

was a new member in the genus Polerovirus．Th is is the first report on the molecular properties of 

TVDV． 

Key words：Tobacco bushy top disease； Tobacco vein distorting virus ； Phylogenetic tree； 

Th e family Luteoviridae； Th e genus Polerovirus 

摘 要 ：烟 草脉扭病 毒 (Tobacco vein d~toaing virus， TVDV)是引起 烟草丛 顶病的 两种病毒之 一 。TVDV被 归为 

黄症病毒科的暂定成员。应用黄症病毒科的通用引物和根据马铃薯卷叶病毒属成员核酸序列设计的简并引物 ．通 

过 RT-PCR从烟草丛顶病烟株总 RNA中扩增到了 TVDV基因组的部分序列。序列分析获得了长度为 1654 bD的 

序列，编码推测的TVDV复制酶基因的部分序列 、外壳蛋白基因及运动蛋白基因的全部序列。根据这三个基因编 

码的氨基酸序列构建的分子进化树分析表明，TVDV为黄症病毒科的确定成员。根据其基因间隔区的长度特征和 

各 ORF编码的氨基酸的分子进化分析，我们推测 TVDV应当是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的一个新成员。这是 TVDV的 

分子生物学特征 的首次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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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丛顶病 (tobacco bushy top disease1是近年 

来在我国云南省西部的保山、大理、楚雄等烟区爆 

发流行的一种毁灭性烟草病害。截至 2001年，全 

省累计发病面积达 40．000公顷．平均发病率约为 

15％，造成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该病的病原物研 

究长期处于争论状态．被暂时命名为 “云南烟草丛 

枝病 fYunnan tobacco witches’broom disease)”I1]。我 

们通过症状学、寄主范围、传播途径以及分子生物 

学的比较研究明确了该病是由烟草丛顶病毒 ( ． 

bacco bushy top virus．TBTV1和 烟草 脉扭 病 毒 

(Tobacco vein distorting virus．TVDV1引 起 的烟草 

丛顶病I31 。烟草丛顶病曾经在津巴布韦大面积发 

生．对烟草生产造成毁灭性破坏⋯．在马拉维、南 

非、巴基斯坦和泰国也有发生[51。蚜虫传播是烟草 

丛顶病在田间发生流行的主要途径．TBTV必须依 

赖 TVDV方能通过蚜虫传播。TVDV可以和 TBTV、 

烟草斑驳病毒 (Tobacco mottle virus)分别复合侵染 

烟草 ．引起 烟草丛顶病 和烟草丛簇病 (tobacco 

rosette disease)[61．后者即使在非洲也已经极为罕 

见。在大田发生的烟草丛顶病烟株中，TVDV总是 

与TBTV复合侵染．人工获得单独感染TVDV的烟 

草极为困难 ．只有 Smith和 Cole报道在偶然的机 

会曾经分别从烟草丛簇病和烟草丛顶病获得过单独 

感染 TVDV的单株I61 。TBTV是幽影病毒属 (Um． 

bravirus)的成员网。在 自然界。幽影病毒属的成员 

总是与黄症病毒科 (Luteoviridae)的成员复合侵染， 

通过异源包被作用进入黄症病毒的外壳蛋白从而通 

过蚜虫传播阎。根据其传毒特性和与TBTV在烟草 

丛顶病中的关系及其他生物学特性 。TVDV被归人 

黄症病毒科的暂定成员 。黄症病毒科由三个属组 

成，分别为黄症病毒属 (Luteovirus)、马铃薯卷叶 

病毒属 (Polerovirus)和耳突花叶病毒属 (Enam． 

ovirus)。黄症病毒科的成员是一类直径为 25～30nm 

的二十面体病毒．基因组为 5．3～5．9 kb的 ssRNA， 

基 因组 编 码 5或 6个 开 放 阅读 框 (open reading 

frame。ORF 1。外壳蛋白分子量约 23kDa，通过蚜 

虫以非增殖循环型传播【8]。国际上 尚没有关 于 

TVDV的分子生物学特征的报道 。鉴于 TVDV在烟 

草丛项病的发生流行中的重要作用．深入开展对该 

病毒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报道了TVDV基 

因组部分序列的克隆和分析的结果。其 ORF编码推 

测 的 TVDV 复 制 酶 (RNA—dependent RNA poly． 

merase，RdRp)基因的部分序列、外壳蛋白(coat pro． 

tein，CP1基因和运动蛋白 movement protein，MP)基 

因的全部序列。根据 TVDV与黄症病毒科成员和相 

关的病毒的比较构建了分子进化树，对其分类地位 

进行了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1 TvDV基 因组部分序列的克隆和测定 

烟草丛顶病烟株采自云南省保山市郊区．通过 

蚜虫传播健康烟株备用。病、健烟株总 RNA以 

Trizol试剂 (Gibco1提取。以黄症病毒科的通用引 

物 Lul f5’一CCAGTGGTTRTGGTC一3’)和 Lu4 (5’一 

GTCTACCTATrrGG一3’1进行反转 录和 PCR扩增口01， 

反应应用 Access RT—PCR system(Promega)。目的扩 

增产物割胶纯化 (Qiaquick gel extraction kit， Qia- 

gen1后与 PMD18一T载体 (TaKaRa)连接并转化感 

受态 E．coli DH5et细胞 [111．随机挑取 3个含有 目 

标片断的阳性克隆提取质粒．以 Pharmacia ALF— 

express II DNA测序仪进行序列测定。根据测序结 

果设计了下游引物 TVDV3’(5’一G11’GTGCAG11’G． 

CACGGTGTAC一3’1．结合根据马铃薯卷叶病毒属 

复制酶基因序列对齐结果设计 的上游简并引物 

PLRV5’(5’一GMCGCTACCGCCTCATCATG一3’1进 行 

反转录和 PCR扩增 ，目的产 物纯化后 与 PMD18一T 

载体连接并转化感受态 E．coli DH5et细胞．随机挑 

取 2个含有目标片断的 I生克隆提取质粒进行双向 

序列测定 (上海生工公司完成1。 

1。2 序列分析与分子进化树构建 

所得序列以 DNA STAR(Lasergene)软件进行 

组装 ．以 NCBI的 ORF Finder和 BLASTP l121程序 

分析编码区并寻找 GenBank中与所测序列有同源 

性的序列。通过与黄症病毒科的成员以及相关病毒 

的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进行比较。构建分子进化 

树 。序列 对 齐 软 件 为 CLASTAL W，以 MEGA 

(Version2．0)程序应用 UPGMA法构建分子进化树 ， 

通过 bootstrap测验 (1000次重复)验证所获得的进 

化树的可靠性。用于构建分子进化树的参比病毒及 

其序列的 GenBank登录号见表 1。 

2 结果 

2．1 TvDV基 因组 部分序 列 的扩增 、序 列测定 

和oRF分析 

应用黄症病毒科的通用引物 Lul和 Lu4．RT— 

PCR从烟草丛顶病烟株总 RNA中扩增出约 540 bp 

的产物．与引物设计相符．健康烟株的总 RNA未扩 

增出相应产物。产物克隆测序后得到了540 bp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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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于构建分子进化树的参比病毒及其 GenBank登录号 

Table l Viruses and their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s used in phylogenetic trees 

酸序列。根据获得的序列设计下游引物TVDV3’，结 

合自行设计的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的简并引物 PLRV 

5’．RT-PCR从烟草丛顶病烟株总 RNA中扩增 出了 

约 1．7 kbp的产物，与引物设计相符，健康烟株的总 

RNA未扩增出相应产物．产物克隆测序后获得了 l 

639 bp的核酸序列。合并上述的核酸序列我们获得 

了 l 654 bp的 TVDV基因组部分序列 fGenBank登 

录号 AF4O2621)。计算机软件分析和与GenBank数 

据库比较结果表明：该序列编码三个 ORF．对应于 

黄症病毒科的ORF 2、3和4，其编码产物分别为推 

测 的 TVDV的 RdRp部分序列 、CP和 MP。ORF 2 

编码推测的病毒 RdRp的部分序列，其长度为 275 

个氨基酸。ORF 3编码病毒CP(Mr=22 531)，长度 

为 205个氨基酸 ，ORF4编码推测的病毒 MP fMr= 

l7 330)，长度为 l56个氨基酸。在 ORF 2和ORF 3 

之间有一个 2O0 nt的基因间隔区。其中 ORF 4完全 

包含在 ORF 3之中，通过不同的阅读框架翻译。 

TVDV部分基因组序列编码的ORF及其推测的产物 

如图 l 

5— r—_1_— _J j 
— —  

图 1 rVDV基 因组部分 序列编码 的 ORF及其推测产物 

Fig．1 The ORFs and their putative products encoded by par- 

tial genome of TVDV 

2．2 氨基酸序列比较 

应用 DNASTAR软件对根据 TVDV部分基因组 

序列推测的 RdRp、CP和 MP的氨基酸序列与黄症 

病毒及其他相关病毒的相应序列进了比较。推测的 

TVDV的 RdRp部分氨基酸序列与马铃薯卷叶病毒 

属其他成员相应序列间的一致性为 67．8％～75．7％： 

与耳突花叶病毒 属的唯一成员 PEMV—l的相应 序 

列的一致性为 50％：与黄症病毒属成员的相应序 

列 的 一致 性 则 仅 为 l3．O％～l3．8％ ，但 是 推 测 的 

TVDV的 RdRp却与南方菜豆花叶病毒属 fSobe． 

movirus)的两个成员的复制酶有 33．7％～34．4％的一 

致性。TVDV的 CP氨基酸序列与马铃薯卷叶病毒 

属其他成员相应序列的一致性为 51．9％～57．8％：与 

黄症病毒属成员 的相应序列的一致性为 43．2％～ 

44．O％；与 PEMV—l的相应序列 的一致性为 28％。 

推测的TVDV的 MP氨基酸序列与马铃薯卷叶病毒 

属成员相应序列的一致性为 37．8％～40．1％；与黄症 

病毒属成员相应序列的一致性为 3O．5％～33．3％。氨 

基酸序列比较显示已知的TVDV基因组部分序列 

的编码产物都与马铃薯卷叶病毒属成员相应序列的 

编码产物有较高的一致性 。 

2．3 分子进化树 

通过与黄症病毒科其他成员和相关病毒编码的 

相应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的比较，构建了分子进化 

树 。图 2A为 TVDV推测的 RdRp部分氨基酸序列 

与其它病毒的相应序列的比较结果 ．显示 TVDV 

与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的成员聚类在一起。它们与耳 

突花叶病毒属的唯一成员 PEMV—l一起 ．和南方 

菜豆花叶病毒属的两个成员聚类在一起；黄症病毒 

属 的成员则与香 石竹斑驳 病毒属 fCarmovirus1的 

两个成员聚类在一起。图2B为 CP氨基酸序列与其 

它黄症病毒的相应序列的比较结果．显示 TVDV与 

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的成员聚类在一起．与黄症病毒 

属的成员和 PEMV—1分开。图 2C为TVDV推测的 

MP氨基酸序列与其他黄症病毒的相应序列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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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TVDV与 马铃薯卷 叶病毒属 的成 员聚类在一 

起 。与黄症病毒属 的成员分开。三个根据不 同基 因 

编码的氨基酸序列构建的分子进化树都显示黄症病 

毒科成员被按照不 同的属分开 。TVDV总是与马铃 

薯卷叶病毒属的成员聚类在一起 。 

BMYV ’。。一  

BW W  l 

CABYV L̂  
CYDV-RPV l 

PLRV I 

TVDV —  

BYDV-MAV-]．_LⅡteovims 
BYDv．P̂ V — 

PEMV-I — E．~mTovzn,t．~ 

Polerovln．~ 

上uwovirus 

丁 

图 2 黄症病毒科及其相关病 毒的分子进 化树 

Fig．2 Phylogenetic trees of the family Luteoviridae and related 

viruese 

A，B and C were phyolgenetic trees derived from RdRp，CP and MP， 

respectively．Numerical values at each branch indicate the bootstrap test 

values(1000 replicates)for each node，Abbreviations of viruses refer 

to tab】e】． 

3 讨论 

在 ICTV第六次报告中将 TVDV归人为黄症病 

毒属 的暂定成员[91。在 ICTV第七次报告 中，新设立 

了黄症病毒科 。下设三个属 。原来的黄症病毒属被 

分为黄症病毒属和马铃薯卷叶病毒属。黄症病毒科 

成员的基因组由5～6个 ORF组成。其分属主要依据 

基 因组是否 编码 P0基 因 、5’V 的有无 、RdRp基 

因的起源、RdRp基因和CP基因间隔区的长度以及 

ORF l和2重叠的特征。黄症病毒属和马铃薯卷叶 

病毒属 的重要 区别在于黄症病毒属 的 RdRp基因与 

香石竹斑驳病毒属有共同的起源 (carmovirus—like)， 

其 RdRp基因和 CP基因间间隔区为约 100 nt；而马 

铃薯卷叶病毒属的RdRp基因与南方菜豆花叶病毒 

属有共同的起源(sobemovirus—like)，其 RdRp基因 

和 CP基因间隔区约 200 nt。耳突花叶病毒属的基 

因组结构与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类似 。两者的主要区 

别是耳突花叶病毒不编码 MW]。除了 Smitht~和 Cole 

【7】早 期 的 生物 学 方 面 的 简 单描 述 ， 尚未 见 到 对 

TvDV的进一步研究。由于黄症病毒是一类寄生在 

植物韧皮部的病毒 ．其在植物体内的含量通常极 

低 ．TvDV的提纯制备尚未成功。我们应用分子生 

物学技术获得了 TvDV基因组的部分序列 ，分析 

表 明它们 编 码 TVDV推 测 的 RdRp的部 分 序 列 、 

CP和 MP基因以及基因间隔区的序列 。它们编码 

的氨基酸序列与其他病毒的比较结果和分子进化分 

析都显示了TvDV与其他黄症病毒科成员尤其是 

马铃薯卷叶病毒属成员有较高的同源性。可以明确 

TVDV为黄 症病毒 科 的确 定成 员 。分 子进化 树表 

明：TVDV的推测的 RdRp与马铃薯卷叶病毒属其 

他的成员以及 PEMV—l。与南方菜豆花叶病毒属有 

共同的起源 ：而黄症病毒属成员的推测的 RdRp则 

与香石竹斑驳病毒属有共 同的起源 。TVDV的基 因 

间隔区的长度与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类似。CP和推 

测的 MP氨基酸序列的分子进化分析．也都揭示了 

TVDV与马铃薯卷叶病毒属其他成员的较近的进化 

关系 。根据 黄症病毒科划分属 的原则 ，我 们推测 

TVDV应当是马铃薯卷叶病 毒属 的一个新成员。但 

是鉴于黄症病毒科不同属的成员之间的重组经常发 

生【l3_14】．该科病毒的分属要依据其全基因组结构来确 

定。TVDV明确的分类地位尚待获得其全基因组后 

证实。由于黄症病毒科的病毒难 以提纯 。对 CP基 

因的克隆将使体外表达 TvDV的 CP并制备抗血清 

成为可能。RdRp、CP和 MP基因都是抗植物病毒 

转基因工程的重要功能基 因．我们获得 的上述核酸 

序列将对转基因抗烟草丛顶病有重要的意义。黄症 

病毒科的通用引物 Lul和 Lu4仅可对黄症病毒的外 

壳蛋白的部分序列进行扩增 ．我们根据序列对齐结 

果设计了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的简并引物．使得获取 

较长的 TVDV基 因组序列成为可能 ．也可以在马铃 

薯卷叶病毒属其他成员的研究中发挥作用。我们根 

据上 述核酸 序列设计 了特异 引物 ．应用 RT—PCR 

法 。可以对烟草丛顶病株和单头带毒蚜虫体内的 

TVDV进行特异的检测。TBTV／】 DV病毒复合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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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报道的第一个幽影病毒／黄症病毒复合体 ，这是 

TvDV分子生物学特征的首次报道。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向余劲攻博士 

帮助构建分子进化树、津巴布韦烟草研究董事 

会 T．Ndowora博士提供大量资料以及云南省保 

山地区烟草科学研究所段燕萍女士在标本采集 

过程中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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