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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PCR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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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W hitefly-transmitted Geminiviruses from Tomato by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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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conserved regions of the reported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whitefly—transmitted 

geminiviruses(WTGV)，a pair of degenerate primers was designed to anneal to the conserved sequence． 

The tomato samples infected geminivirus—like from Guangdong were detected by PC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356bp specific fragment was ampl ified from the samples．The specific fragment was 

cloned and sequenced，and the sequence was compared with all nucleotide sequences in GenBank by 

Blast of NCBI．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fragment belonged to Geminiviridae DNA．So the degenerate 

primers may be used to detect the WTGV from tomato in Guangdong．Moreover，both of the homology 

of the fragment between W TGV from tomato in Guangdong and the reported WTGV in the world and 

WTGV from tomato in Guangxi were under 82％．Thes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W TGV from tomato in 

Guangdong differed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WT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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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虱传双生病毒(Whitefly．transmitted Gemini— 

viruses．WTGV)病是世界番茄生产上重要病害之 
一

， 已给美国、以色列、埃及、澳大利亚等国的番 

茄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病原是一类具有孪生颗粒 

形态的单链环状 DNA 植物病毒，属双生病毒科 

fGeminiviridae)菜豆金色花叶病毒属(Begomovirus)， 

其基因组由2个组分 (DNA—A和 DNA—B)组成， 

每个组分的大小为2．5～2．8kb，少数病毒为单组分： 

由烟粉虱 (Bemisia tabaci)以持久方式传播⋯。 

据报道，目前该病毒病已在我国的广西 、云 

南[31等省发生。我们在』’。东菜区田问调查时也发现， 
一 些番茄植株上的病症与文献描述的双生病毒病 

症状十分相似，而烟粉虱自二 卜世纪九 卜年代中期 

以来即在广东普遍发生。因而推测，烟粉虱传双生 

病毒病很可能已在广东番茄等作物上发生为害。为 

了弄清该病毒病在我省番茄等作物上的发生及为 

害情况，进而开展综合控制对策研究，从 2001年 

起，我们即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本文报道的是对该 

病毒病检测方法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简并引物的设计 

已有研究I4，5j表明，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DNA间 

同源性较高。比较GenBank中已报道的烟粉虱传双 

生病毒 DNA序列，根据其保守区序列，我们设计 

了 I对简并引物，用于扩增该保守区的356bp片段。 

简并引物序列分别为：CoPL 5’>AA(AG)(AG)T 

fACT)TGGATGGA(CT)G(AG)(AGT)AA<3’(位 于 

Begomovirus代表种 BGMV—PR DNA 的 708nt- 

727nt)：CoPR 5’>GA(AGCT)G(GC)AT G(AC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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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CA (AGT)GCCATATA<3’(位于 BGMV—PR 

DNA的 1041nt～1063nt)。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技 

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1．2 病样本总 DNA的制备 

对采集于广州市黄埔及增城等地番茄上似烟 

粉虱传双生病毒病症状的病样本，采用 NaOH法l6J 

和 CTAB ’法I 2种方法分别提取其总 DNA，作为 

PCR模板。以广西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病毒病样本 

(由广西农科院植保所蔡建和研究员提供)作为阳 

性对照。 

1_3 烟粉虱传番茄双生病毒 PCR检测及特异片段 

序列分析 

取上述DNA 1 为模板，依次加入 10×PCR 

反应 缓冲液 2．5pL、25mmol／L MgC12 1．5taL、 

10mmol／L 4dNTPs 0．51aL、5pmol／L简并引物CoPL 

和 CoPR各 2．51aL、Taq酶 (广州华美公司)1U， 

加双蒸水至 251aL。94℃预变性 4min，94。C变性 

lmin、50℃退火45sec、72℃延伸 45sec，30个循环， 

72℃最终延伸 10min。反应结束后，取 101aL PCR 

产物在 1．2％琼脂糖凝胶上电泳检查结果。 

将简并引物 PCR扩增的特异片段克隆和测序， 

并利用 BLAST程序将该序列与GenBank上己报道 

的序列进行比较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广东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PCR检测 

应用设计的简并引物，对采集于广州市黄埔及 

增城等地番茄上似烟粉虱传双生病毒病样本进行 

PCR检测，结果表明：广东番茄病样本及阳性对照 

广西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病毒病样本均能扩增出 1 

条 356bp特异带，健康番茄、CMV及 ToMV侵染 

的番茄病样本均不能扩增出任何带，与预期的结果 
一

致；2种提取病株总DNA方法的PCR结果一致。 

2．2 PCR特异片段序列分析结果 

对广东番茄病样本 PCR 的特异片段进行克隆 

及序列 (GenBank登录号：AY333411)分析，结 

果表明：与特异片段序列有同源关系的病毒均属双 

生病毒科菜豆金色花叶病毒属，其中同源片段长度 

超过 300nt的病毒有云南南瓜曲叶病毒(Squash leaf 

curl virus Yunnan，SLCV—Yn)、泰国蕃茄黄曲叶病毒 

rTomato yellow af curl virus—Thailand,TYLCV— 

Th)、云南番茄双生病毒(Tomato geminivirus Yunnan， 

TGV—Yn)、云南烟草 曲叶病毒(Tobacco leaf curl 

virus Yunnan．TLCV—Yn)、烟草曲叶病毒 Karnataka 

分离物(Tobacco af CUrl virus Karnataka，TLCV— 

Kar)、巴豆黄脉花叶病毒(Croton yelloW vein mosaic 

virus，CYVMV)、Gujarat番茄曲叶病毒(Tomato leaf 

curl virus Gu{arat，ToLCV—Gu)等 7种病毒，其同源 

率为 73．0％ 81．5％ (表 1)，说明该简并引物扩增 

的是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DNA的片段。因此，可以 

用该简并引物来检测广东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病 

毒 。 

表 1广东番茄双生病毒特异片段序列与其它双生病毒DNA序列的同源率(％) 

Table 1 The homology of the specific fragment sequences between Tomato geminivirus in Guangdong and the Geminiviruses 

reported(％)
— — — — — — — —  

2_3 烟粉虱传双生病毒广东番茄分离物 PCR 特异 

片段与中国其他分离物的序列比较 

PCR特异片段序列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番茄上 

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AY333411)与广西番茄上分 

离物 (AY333412)间的同源率为 74％，而与先前 

Yin 等 报 道 的 TYLCV 中 国分 离物 DNA 

(TYLCv—Ch，AF3ll734)的同源序列片段长为 

287nt(716nt～1002nt)，同源率仅为 71％ (图 1)， 

这可能暗示广东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病毒与上述 2 

个分离物是不同的。 

另外，对广西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PCR特 

异片段比较结果显示，与其同源片段长度超过310nt 

的病毒有辣椒曲叶病毒马来西亚分离物(Pepper leaf 

CUrl virus—Malaysia，同源率为 84．0％)和泰国分离 

物 (同源率为78．1％)、ToLCV越南分离物 (同源 

率为 85．7％)、台湾分离物 (同源率为 81．7％)和 

菲律宾分离物 (同源率为 81．5％)及番木瓜曲叶病 

毒 (Papaya leafcurl virus)台湾分离物 (同源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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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TGV PCR特异片段与TYLCV—Ch序列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the PCR specific fragment of WTGV and TYLCV—Ch 

、VTGV—G出 Isolate from Guangdong；W TGV-Gx：Isolate from Guangxi；TYLCV-Ch：Tomato ye~ow leaf curl virus china 

82．9％)；而该片段与 TYLCV—Ch DNA 的同源率 

也仅有 75％，说明本次实验所选用的番茄双生病毒 

病样本与其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为害番茄的双生病毒病是由烟粉虱以持 

久方式传播，不能通过人工摩擦接种传毒，且它们 

存在于寄主植物组织的韧皮部，在植物体内的浓度 

较低，所以应用常规生物学测定及ELISA技术来检 

测该类病毒的难度大。近年来，以PCR为基础的分 

子检测技术已被应用于检测番茄植株和介体烟粉 

虱体内的 TYLCV、ToMoV 等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3-5,7,9-11]

。 根据 目前已报道的烟粉虱传双生病毒基 

因组序列，针对其序列共同保守区，我们设计了 1 

对简并引物，用于 PCR检测广东番茄上烟粉虱传双 

生病毒，并获得了成功。这为快速、准确地大量检 

测番茄病样本提供了技术支持，对弄清广东番茄上 

双生病毒发生及为害，进而研究该病害的流行规 

律、综合治理对策及指导番茄抗病育种等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序列比较结果显示，广东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 

病毒 PCR扩增的特异片段与目前世界上已报道的 

双生病毒 DNA序列间同源率最大为 81．5％；与广 

西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病毒的同源率为 74％，与 

TYLCV中国分离物 DNAL8 的序列同源率仅 71％。 

虽然这仅仅是对 DNA一个片段的比较结果，但由 

于该片段是位于烟粉虱传双生病毒 DNA序列保守 

区，因此，可以初步得出广东番茄上烟粉虱传双生 

病毒与已报道 TYLCV中国分离物及广西分离物间 

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进一步研究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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