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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食用菌提取物 y3对烟草花叶病毒的钝化作用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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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activation of Tobacco mosaic virus by y3 from 

Mushroom (Coprinus comatus) 

WU Li—ping，WU Zu-jian，LIN Qi—ying ，XIE Lian—hui 

fInstitute ofPlant Virology,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J 

Abstract：A antiviral protein y3．from mushroom Coprinus comatus．could inactivate Tobacco mosaic 

virus(TMV)in vitro．The inhibition rate against is 50．0％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v3 is 2．Ortg／mL． 

、 rhen RNase was added to the mixture of TM V and y3，the infection rate of TMV was 61．74％． 

decreased bV 38．26％ in contrast with the contro1．It was also shown that y3 can break TMV particles 

when observed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Kev words：Tobacco mosaic virus；Inactivation 

摘要：测定了从食用菌毛头鬼伞 (Cop~nus comalus)中提纯的v3蛋白对烟草花叶病毒 (Tobaccomosaic virus，TMV) 

的钝化作用，结果表明y3对TMV有较强的体外钝化作用，在心叶烟枯斑寄主上对TMV的抑制中浓度约为2．01~g／mL； 

y3在 pH9．0时较稳定；TMV与 y3混合后刚 RNase处理，测得侵染率为 61．74％，比未用 RNase处理的对照降低了 

38．26％，说明y3具有一定的体外脱衣壳作_[}{；另外电镜观察发现 y3可使部分TMV粒体发生裂解，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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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毒病害给农作物生产带来严重的经济 

损失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仅 由烟草花叶病毒 

(Tobacco mosaic virus，TMV)造成的损失就达 一 

亿美元以上。由于病毒在植物细胞中专性寄生， 

其复制所需的物质、能量和场所完全依赖寄主， 

且植物没有完整的免疫代谢系统，使得植物病毒 

病的防治尤为困难，至今尚无完全有效的化学治 

疗药剂【l'2】。研究表明，许多健康植物和微生物的 

提取物或代谢物质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植物病毒 

的侵染和复制【3】，这些天然的抗植物病毒物质具有 

无污染、无药害等优点，在生产实践中的潜力非 

常巨大。本实验室从食用菌毛头鬼伞中提取到活 

性物质 v3，实验证明v3具有抗肿瘤，凝集素等活 

性。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 y3对 TMV的钝化作 

用机理，为其应用于生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烟草花叶病毒 (TMV)保存于本实验室，检测 

抗 TMV 活性所用枯斑寄主为心叶烟 (Nicotiana 

glutinosa)，系统侵染寄主为普通烟 (Nicotiana 

tobacum)K326品种。y3蛋白为本实验室从毛头鬼 

伞菌提取。 

1．2 TMV的提纯 

按 Gooding 方法【4J提 纯，略加修 改。经 

200—300nm紫外扫描确定其纯度及浓度。 

1．3 v3蛋白对 TMV侵染抑制率测定 

采用半叶法，分别用 0．01mol／LPBSpH7．2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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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体积的 y3蛋白溶液稀释病毒液，使其最终浓度 

为 20pg／mL，稀释液等量接种在枯斑寄主的左、右 

半叶上，每个样品接种 5-6片叶。待出现明显枯斑 

后，及时记录枯斑数，取平均值，实验重复3次， 

按下公式计算抑制率： 

抑制率(％)=[1一(处理的枯斑数／对照的枯斑数)]xl00 

1．4 y3抑制 TMV侵染的温度稳定性测定 

取 25pg／mL y3蛋白溶液数份，分别在 同温 

度的水浴中处理 10min，迅速冷却至室温；然后加 

入TMV，按照方法 1．3(以清水为对照)接种心叶 

烟，计算抑制率。 

1．5 y3抑制TMV侵染的酸碱稳定性测定 

取等量 25pg／mL y3蛋白溶液数份于透析袋中， 

分别放入用 HCI，NaOH溶液调的不同 pH的蒸馏 

水中，平衡4h后用蒸馏水透析 12h，期间换水 3次。 

加入TMV，按照方法 1．3(以清水为对照)接种心 

叶烟，计算抑制率。 

1．6 TMV病毒粒体电镜观察 

提纯的 T
．

MV粒体溶液(100 mL)加入纯化的 

v3蛋白，采用负染法 进行 TMV粒体电镜观察。 

TMV病毒和 v3蛋白的混合液中加入特异性的抗体 

进行免疫胶体金标记负染【6】。 

1．7 ELISA检测 v3蛋白对 TMV外壳蛋白的裂解 

作用 

TMV粒体 (20pg／mL)与 v3蛋白的混合液作 

为抗原，一抗为 TMV抗血清。采用间接ELISA法。 

1．8 v3对TMV的体外脱衣壳作用 

0．5mL的 100~tg／mL TMV精提液中加入 500pL 

的25pg／mL y3，于 25℃下放置 30min：加入 1 的 

2．5pg／mLRNase(以不加入 RNase为对照)，于 25℃ 

下放置 10min，半叶法接种于心叶烟，每个处理 12 

张叶片，重复 3次，4 d后调查枯斑数并计算枯斑 

抑制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y．3蛋白抑制 TMV侵染检测结果 

采用不同浓度 Y3蛋白检测其抑制 TMV浸染作 

用，从表 1中可以看出y3蛋白对 TMV的抑制作用 

强弱与蛋白浓度呈相关性，中浓度约为 2．0pg／mL． 

表 1不同浓度 v3蛋白对TMV的体外抑制效果 

Table 1 The inhibiting effects of y3 protein on TMV in vitro 

Concent—ration(~g／mL、 25 12．5 6．25 3．125 1．563 0．781 

Inhibition rate(％) 100 83．0 79．6 73．7 42．7 38 7 

2．2 不同温度下处理的y3蛋白对TMV的抑制效果 

经不同温度处理的结果表明y3蛋白能耐高温， 

温度高达 80~C时对TMV的抑制率依然很高(表 2)。 

这可能与此蛋白的特性有关。y3蛋白含糖量丰富，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蛋白质活性中心。 

表 2 不同温度下处理的y3蛋白对TMV的抑制效果 

Table 2 Inhibition effect of y3 on TMV in different tem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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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pH下处理的y3蛋白对 TMV的抑制效果 

y3蛋白在中性偏碱条件较稳定，最适pH 9左 

右，pH 4以下则对 TMV不再有抑制作用(表 3)。这 

可能与蛋白的等电点有关。由于 y3为碱性蛋白， 

强酸环境可能会破坏其活性中心。 

表 3 不同pH下处理的y3蛋白对 TMV的抑制效果 

Table 3 Inhibition effectofy3 onTMV in differentpH 

“ 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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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v3蛋白对TMV形态的影响 

提纯的 TMV经负染后电镜观察，视野中很容 

易见到典型 TMV粒体形态，且病毒粒体数量较多， 

无降解现象(图 l—B)。当 y3蛋白与 TMV孵育以后 

电镜观察，则视野中所见病毒粒体数量大大减少， 

且病毒粒体长度也有所缩短，表明病毒粒体已经受 

到破坏 (如图 l—A)。 

A B 

图 1 y3蛋白处理的烟草花叶病毒粒体电镜图 

Fig．1 The images of electron microscope of TMV viron 

incubated with y3 

A，TM V viron incubated with y3 protein；B，TM V viron as contro1． 

TMV与 y3蛋白一起孵育后，以TMV抗血清 

为第一抗体加入免疫胶体金进行电镜观察，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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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看见 TMV粒体的完整结构，多为游离的胶体 

金 (图 2A)，而对照病毒溶液中没有加 v3蛋白以 

TMV 抗血清为第一抗体加入免疫胶体金进行电镜 

观察可见 TMV粒体完整，胶体金吸附在病毒外壳 

上 (图2B)。这进一步表明病毒粒体已经受到破坏。 

2．5 ELISA检测结果 

以不同浓度的y3蛋白溶液与相同浓度TMV混 

合后加入96孔板中，以提纯的TMV为阳性对照， 

y3蛋白液为阴性对照，空白对照为相同体积的包被 

缓冲液。重复 3次。表 4结果表明不同浓度下蛋白 

能对 TMV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图 2 y3蛋白与 TMV孵育以后的胶体金染色电镜图 

Fig．2 The electron micrograph of TM V stained with colloidal 

gold afterincubatedwith y3 

A，TMV viron incubated with y3 protein；B，TMV viron as contro1．The first 

antibody is anti．TM  V． 

表 4 不同浓度 y3蛋白破坏 TMV粒体的ELISA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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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y3对TMV的体外脱衣壳作用 

TMV与 y3混合后经 RNase处理，用枯斑半叶 

法接种，结果见表 5。RNase可以消化从 TMV衣壳 

蛋白中脱离出的核酸，而对 TMV粒子没有直接的 

作用 剐。由表 5可知，RNase处理后TMV的侵染率 

为61．74％，枯斑抑制率为 38．26％，表明 y3对TMV 

有一定的体外脱衣壳作用。 

表5 TMV与 y3混合后经RNase处理的TMV侵染率 

Table．5 Th e infectious rate of TMV after RNase in condition of the mixture of TMV and y3 

3 讨论 

随着实验手段的日臻完善，许多天然抑制剂的 

有效成分得到分离纯化，这些抑制剂对靠机械传播 

的病毒特别有效。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高等植物 

中，抑制病毒的有效成分属于碱性蛋白或蛋白类似 

物，诸如多肽、酶等。这些蛋白或多肽对其所来源 

的植物或近缘植物上的病毒没有抑制作用。这似乎 

表明这些物质所表现出的抑制作用依赖于不同的寄 

主，而非病毒本身。本文所提取的抗TMV有效成分 

v3也是一碱性蛋白，分子量约为 12．0kD．而由于 y3 

来源于低等的真核生物，它与高等植物的近缘关系 

较远，这有可能可以克服其他类似抗病毒抑制物的 

具有寄主选择性这一缺陷。目前从食用菌中提取的 

抗植物病毒蛋白种类不多，研究较为深入的有从香 

菇(Lentinus edodes)、杨树菇 (Agrocybe aegerita)、 

金针菇 (Flammulina velutipes)、榆黄蘑 (Plearotus 

citrinopileatus)等食用菌中纯化的蛋白FBP、AAVP、 

Zb及 YP46—46，但是均侧重对此类蛋白生化特性的 

研究，对植物病毒 (如 ，)的抑制仅进行了初测， 

很少涉及到机理，且未有后续报导 。 

本试验初步明确了v3对TMV具有显著的体外 

钝化作用，当 v3浓度为 2．0pg／mL‘时经钝化后的 

TMV 侵染率降低为 50％。这一作用强弱与蛋白浓 

度呈相关性，在中性偏碱环境下蛋白较为稳定，而 

土壤环境略偏酸性，对其抗 TMV活性可能会有一 

定影响，v3经 80℃处理后对 TMV仍具有 73．25％ 

的抑制率，这可能与此蛋白含糖量较高 (另有文章 

发表)，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蛋白结构有关。通过 

电镜观察发现 v3可使 TMV粒体发生裂解现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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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失去侵染活力，而经 RNase处理的结果证明 v3 

对 TMV具有体外脱衣壳作用，ELISA检测结果进 
一 一

步表明v3蛋白对TMV具有破坏作用。由此推测， 

v3通过对 TMV体外钝化而降低病毒侵染率可能是 

由于 v3阻断了病毒衣壳蛋白亚基之间的作用力， 

使病毒粒体衣壳蛋白结构松散，导致病毒粒体的裂 

解，不完整的病毒粒子侵染率较低；y3蛋白与衣壳 

蛋白结合，使病毒核酸暴露于寄主组织后受寄主体 

内RNase的消化，从而降低了病毒的侵染率。至于 

v3蛋白能否作为一种酶消化降解 TMV 的外壳蛋 

白 ，则 还 需要 通 过 其 他 分 子 生物 学手 段 如 

SDS．PAGE，酵母双杂交系统等进一步确定。y3可 

能对植物病毒的初侵染具有抑制作用。本试验在寄 

主体外测定了v3对 TMV的钝化作用，如果试验模 

拟能准确反应 v3对 TMV的体内钝化作用，将更有 

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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