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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saic disease samples of Cucurbira pepo L．vail ov~ra and Cucumis melo L．vat． 

conomon were collected in greenhouse an d field at various sites in Congming Islan d．After host bioassay, 

electron microscopy(EM)observation，DAS—ELISA testing and molecular detec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thogen of mosaic virus in e pepo L．var．ov~ra and C melo L．var．conomon is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ZY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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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酶联免疫 (ELISA)测定 CMV 

参考薛朝阳等【3】的方法，双抗夹心酶联免疫 

(DAS—ELISA)测定 CMV：选取阳性对照 (CMV 

提纯病毒和 CMV显症叶片)，阴性对照 (PBS—T病 

毒提取缓冲液和对应的健康叶片)，测定金瓜和白 

瓜病叶中的CMV。CMV抗血清由浙江大学生物技 

术研究所提供。 

1．5 分子检测【4 

选取白瓜 (崇明现代种苗园艺场，崇明合兴园 

艺场)和金瓜 (汲浜园艺场，崇明现代种苗园艺场) 

显症叶片提取植物总 RNA，根据报道【1刀的小西葫芦 

黄化花叶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 ，)的 CP基因特异序列设计了一对引物，通 

过 RT—PCR扩增 目的片段，核酸斑点杂交检测金瓜、 

白瓜中的 ZYMV。对照样品为接种 ZYMV和 CMV 

后的显症西葫芦病叶。 

2 结果与分析 

2．1 鉴别寄主生物学测定结果 

鉴别寄主温 室测定结果，苋色藜上局部褪绿 

斑，无系统症状；西葫芦和甜瓜幼苗上述症状基本 

相同，表现为局部褪绿斑，系统明脉，黄化花叶， 

叶片畸形，矮化，局部坏死；三生烟、珊西烟、心 

叶烟上接种一周后未见到系统和枯斑症状。 

2．2 电镜观察结果 

负染观察和超薄切片观察， 病毒为弯 曲的线 

状粒子，无包膜，典型的病毒粒子长度为 750nm， 

宽 Ilnm，粒子螺旋结构模糊，而大部分马铃薯 Y 

病毒组成员具明显的螺旋结构；系统感染的组织中 

图 l 白瓜病叶超薄切片观察 

示风轮状内含体(1)和聚集的病毒粒子(f)(10 000X) 

Fig．1 EM observation of sections of C．melo L．vat．conomon 

Typical pinwheellike inclusion bodies( )diagnostic ofviruses and flexuous 

thread virus particles(t)in Cmelo L．vaF．cOIlOmOIl(10 000x)． 

有风轮状内含体 (图 1，图2)，它们由片状的风轮 

组成，叶子浸出液中很容易见到有特殊条纹的内含 

体碎片。内含体和细胞器病变是同时发展的，发病 

初期的叶片内内含体数量少，个体小，显症叶片中 

内含体数量多，个体增大，在细胞中占据较大空间。 

发病后期很容易看到束状体结构，基部与膨大的内 

质网相连。叶绿体、线粒体和内质网等细胞器经过 

膨大、膜破裂到最后解体。金瓜和白瓜观察结果基 

本一致 (图 1，图2，图3)。 

图2 金瓜病叶超薄切片观察 

示风轮状内含体 (I)(13 500x) 

Fig．2 EM observation of sections of Cpepo L．v~．ovifera 

Typical pinwheellike inclusion bodies(I)diagnostic of viruses in C．pepo L． 

Var．oviyera(12 500~、 

图 3 金瓜显症病叶超薄切片观察 

示束状体 (f)、不规则内含体和细胞器大部分解体 05 000X) 

Fig．3 EM observationofsectionsofCpepoL．Vat．ovifera 

Cylindrical(f)and irregular inclusion bodies，c0UapSed membranous 

bodies(15 600X)． 

2．3 ELISA测定 CMV 

酶联免疫测定时供试金瓜、白瓜样品所测得的 

OD 值与阴性对照 (PBS—T病毒提取缓冲液和对应 

的健康叶片)相近，远远低于阳性对照 (CMV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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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病毒和 CMV显症叶片)，说明没有 CMV侵染。 

两次 ELISA检测所的结果一致。 

2．4 核酸斑点杂交检测结果 

以带毒植物总 RNA为模板， 以ZYMV的 CP 

基因特异序列设计引物通过 RT—PCR扩增，PCR扩 

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并回收纯化，RNA点杂交 

．
结果如图4所示。除接种 CMV后的西葫芦对照样 

品无杂交信号外，其余均为阳性反应。说明选取样 

品崇明现代种苗园艺场、崇明合兴园艺场和汲浜园 

艺场的金瓜、白瓜均带有 ZY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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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RNA点杂交结果 

1，白瓜，崇明现代种苗园艺场；2，白瓜，崇明合兴园艺场；3，金瓜， 

汲浜园艺场：4。金瓜，崇明现代种苗园艺场；5，西葫芦，接种ZYMV； 

6，西葫芦，接种 CMV。 

Fig．4 I A dot blot detection of ZYM=V 

1，C．melo L．var．conomon from modern seed and nursery horticultural 

farming of Chongming；2．Cmelo L．vaF．conomon from horticulture farming 

of Chongming。Hexing；3，C．pepo L．vat．ovifera from horticulture farming 

of Xibang；4，C．pepo L．va~,ovifera，from modern seed and nursery 

horticulture farming of Chongming；5，Zucchini infected by ZYMV；6， 

Zucchiniinfcct~lbyCMV． 

3 讨论 

侵染瓜类的病毒种类国内报道的有以下几种[51： 

黄瓜花叶病毒 (Cucumber mosaic virus，CMV)，西 

瓜 花 叶 病 毒 一2 (Watermelon mosaic virus一2． 

WMV一2)，香甜瓜叶脉坏死病毒 (Muskmelon vein 

necrosis virus，MuVNV)，南瓜花叶病毒 (Squash 

mosaic virus，SMV)和烟草坏死病毒 (Tobacco 

necrosis virus，TNV)。本研究经鉴别寄主生物学测 

定、电镜负染观察和超薄切片观察、酶联免疫测定 

和分子检测，综合试验结果初步表明，引起崇明主 

要特色出口蔬菜金瓜、白瓜病毒病的病原初步鉴定 

为一种病毒，即Desbiez C和 Lecoq H l6J报道的小 

西葫芦黄化花叶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 

瓜类病毒病病原中，黄瓜花叶病毒分布极广， 

而且常常与其它病毒形成复合侵染，加重危害。在 

对崇明金瓜、白瓜病毒病病原检测过程中，我们比 

较注意考虑 CMV。但从鉴别寄主检测、电镜观察 

(包括病毒粒体的提纯后观察)和 DAS—ELISA检 

测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崇明现代种苗园艺场、崇明 

合兴园艺场、汲浜园艺场等地采集的金瓜还是白瓜 

标本，均未检测到 CMv。因此初步认为无 CMV复 

合侵染的可能。 

ZYMV可由蚜虫以非持久性方式传播，这一点 

可以从崇明栽培的金瓜、白瓜常常温室入 口处最先 

感病 (或发病最重)直至整栋大棚严重发生这一症 

状特征得到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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