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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不同组植原体检测和鉴别的特异性探针已有报道，为了筛选出适合于我国不同组植原体检测和鉴别

的特异性探针，建立管芯片检测和鉴别植原体技术，并对我国发生的疑似植原体病害进行鉴别。［方法］通过 ＰＣＲ
扩增结合管芯片杂交技术，对收集到的１５种植原体侵染的植物样品及其健康对照进行检测和鉴别。［结果］建立
了管芯片检测和鉴别植原体技术体系。１５种病害样品中，１３种获得显著的阳性杂交信号，并且所有的健康对照都
呈现为阴性。１３种植原体病害依１６ＳｒＤＮＡ直接测序可分为１６ＳｒⅠ、Ⅱ、Ⅴ、ＸＩＸ四组植原体。在所有探针中，植原
体的通用探针（Ｐｐ５０２）可以检测到所有确定的植原体样品。１６ＳｒⅠ组特异性探针（ＰｐⅠ４６５）可以确定１６ＳｒⅠ组的
泡桐丛枝、苦楝丛枝、桑树萎缩和莴苣黄化４种植原体样品。１６ＳｒＩＩ组特异性探针（ＰｐⅡ６２９）仅可以确定１６ＳｒＩＩ组
的花生丛枝、甘薯丛枝和臭矢菜丛枝３种植原体样品。但１６ＳｒＶ组的枣疯病、樱桃致死黄化和重阳木丛枝及１６Ｓｒ
ＸＩＸ组的板栗黄化皱缩植原体与其他组专化性探针皆有明显的交叉杂交信号。相比于 ＰＣＲ扩增的凝胶电泳检测，
管芯片检测的灵敏度提高了１０００倍。对疑似植原体病害的诊断结果显示河南濮阳的红花槐丛枝的病原应为
１６ＳｒＶ组植原体，福建福州的长春花黄化丛枝应为１６ＳｒⅠ组植原体；而北京戒台寺牡丹黄化皱叶和内蒙古包头柳树
丛枝未出现任何植原体专化的杂交信号。［结论］管芯片杂交技术作为一种检测和鉴别植原体的方法，可应用于我

国植原体病害调查和诊断，并为植原体的鉴别和分类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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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原体（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ａ，原称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ｌｉｋｅｏｒ
ｇａｎｉｓｍ简称ＭＬＯ），是一类类似植物病原细菌但无
细胞壁的原核生物。能引起许多重要的粮食作物、

蔬菜、观赏植物和果树等经济林木的严重病害。目

前，在国际上已经报道的植原体相关病害多达１０００
余种，在我国发生的也有１００多种［１］。由于植原体

暂时还不能实现体外培养，针对该类病害的高度抗

性品种又很难获得，实际生产中该类病害的防治措

施主要是依靠清除染病的植株，杜绝侵染来源。因

而及早的发现感病植物中植原体的存在，及时采取

相应的措施，将带毒植物予以铲除，对该类病害的防

治具有重要意义［２］。因此，建立快速、高效、准确的

植原体鉴定检测体系变得尤为重要，这方面的研究

经历了前期主要依靠生物学、电镜观察、抗生素试验

相结合的传统方法进行检测，到后期随着生物技术

的发展，基于酶联免疫反应、核酸杂交以及 ＰＣＲ技
术的检测方法也相继建立，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不断提高［３－６］。

基因芯片又称 ＤＮＡ芯片或 ＤＮＡ微阵列，是指
固着在载体上的高密度 ＤＮＡ微点阵。其原理是根
据核酸的分子杂交衍生而来，即应用已知序列的核

酸作为探针，对未知序列的核酸序列进行杂交检

测［７］。基因芯片根据不同的载体类型以及用途可以

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基因表达芯片、测序芯片、诊断

芯片等。同时针对不同的芯片类型，又建立了不同

的芯片技术平台，比较成熟的有 Ａｆｆｙｍｅｎｔｒｉｘ公司的
ＧｅｎｅＣｈｉｐ系列、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的 ａＣＧＨ芯片系列、
ＢｉｏＰｒｉｍｅ公司的ＡｒｒａｙＣＧＨ系列、博奥生物的晶芯系
列以及 Ａｌｅｒｅ公司的 ＡｒｒａｙＴｕｂｅ系列等。相比于传
统的核酸杂交技术，基因芯片具有快速、平行、高效、

高通量、高灵敏度、可自动化操作等特点，自被发明

以来，在医学、生命科学、农业、林业及环境科学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８－１０］。

生物芯片的核心是核酸杂交技术，早在２０世纪
末期，已经有不少学者将核酸杂交技术应用于植原

体的研究中［１１］。２００４年 Ｈｅｒｄｉａ等［１２］对 ＤＮＡ芯片
在植物病毒、类病毒及植原体病原检测上的应用潜

力进行过报道。２００７年 Ｂｅｒｔｏｌｉｎｉ［１３］将 ＰＣＲ与 ｄｏｔ
ｂｌｏｔ相结合成功的实现了 １６ＳｒＸ组植原体的检测。
同年，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等［１４］针对植原体的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
设计特异性引物，在ＢｉｏＰｒｉｍｅＡｒｒａｙ平台上建立了可
以鉴别和检测大部分１６Ｓｒ亚组的植原体芯片检测
方法。２０１１年Ｌｅｎｚ等［１５］报道了用植原体１６Ｓ－２３Ｓ
间区为靶标的寡核苷酸芯片区分不同植原体，获得

了与上述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芯片类似的分辨效果；至
２０１５年，Ｌｅｎｚ等［１６］又选取植原体核糖体蛋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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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ｓ３，ｒｐｌ２２和ｒｐｓ１９作为靶标基因，设计特异性探针，
同样实现了植原体不同亚组间的芯片鉴别和检测，并

尝试对田间和混合感染样品的检测。其中，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
所采用的方法，由于对ＰＣＲ产物使用Ｃｙ３ｄＣＴＰ进行
标记、且需对标记反应产物进行纯化，而且杂交反应

需过夜，导致检测过程和时间过长，操作较为繁琐。

Ｌｅｎｚ的方法，简化了杂交的过程，可以在２小时内完
成检测，但是其所需设备比较庞大、昂贵。相比于Ｌｅ
ｎｚ所使用的芯片扫描平台 Ｔｙｈｏｏｎ９００，Ａｌｅｒｅ公司的
ＡＴＲ０３Ｒｅａｄｅｒ芯片扫描平台，具有设备简单，方便携
带、快速反应的特点，可以实现在２小时内完成杂交，
非常适合野外和现场试验。

我国植原体病害发生严重，而且存在不同亚组

的植原体共同危害的现象。为了调查分析我国植原

体的分类情况，我们将 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针对１６ＳｒＤＮＡ所
设计的探针结合 Ａｌｅｒｅ公司定制的管芯片对所收集

到的植原体进行应用研究，以期筛选出适用于我国

不同组植原体分类鉴定的特异性探针组，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适合于野外使用的管芯片鉴定和检测植原

体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此方法应用于我国

一些疑似植原体病害的鉴别和分类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所使用的植原体材料及其健康对照，采集

自我国不同的地区，其编号及分类信息详见表 １。
ＣＴＡＢ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快速提取试剂盒（ＤＮ１４）购
自北京艾德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ＰＣＲ产物纯化试
剂盒、质粒提取试剂盒、以及感受态细胞 Ｅ．ｃｏｌｉ
ＤＨ５α、克隆载体 ｐＭＤ１８Ｔ均购自宝生生物（大连）
有限公司。管芯片杂交试剂盒购自德国 Ａｌｅｒｅ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表１　植原体样品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ａｓａｍｐｌｅｓ

编号Ｃｏｄｅ 组织样品Ｓａｍｐｌｅｓ 来源地Ｏｒｉｇｉｎ 编号Ｃｏｄｅ 组织样品Ｓａｍｐｌｅｓ 来源地Ｏｒｉｇｉｎ
ＰａＷＢＨＢＢＤ 泡桐丛枝 河北保定 ＪＨＢＪＨＤ 健康枣树 北京海淀

ＰａＨＢＪＨＤ 健康泡桐 北京海淀 ＢｉＷＢＡＮＨＦ 重阳木丛枝 安徽合肥

ＣＷＢＺＪＣＡ 苦楝丛枝 浙江淳安 ＢｉＨＡＮＨＦ 健康重阳木 安徽合肥

ＣＨＪＳＮＪ 健康苦楝 江苏南京 ＣｅＬＹＳＣＭＮ 樱桃致死黄化 四川冕宁

ＭＤＡＨＨＦ 桑树萎缩 安徽合肥 ＣｅＨＢＪＨＤ 健康樱桃 北京海淀

ＭＨＪＳＺＪ 健康桑树 江苏镇江 ＣｎＹＣＢＪＨＲ 板栗黄化皱缩 北京怀柔

ＬＹＦＪＳＭ 莴苣黄化 福建三明 ＣｎＨＢＪＨＲ 健康板栗 北京怀柔

ＬＨＦＪＹＡ 健康莴苣 福建永安 ＰｓＹＣＢＪＭＴＧ 牡丹皱叶黄化 北京门头沟

ＰｎＷＢＦＪＱＺ 花生丛枝 福建泉州 ＰｓＨＢＪＨＤ 健康牡丹 北京海淀

ＰｎＨＢＪＨＤ 健康花生 北京海淀 ＳａＷＢＮＭＢＴ 柳树丛枝 内蒙古包头

ＳｐＷＢＦＪＱＺ 甘薯丛枝 福建泉州 ＳａＨＢＪＨＤ 健康柳树 北京海淀

ＳｐＨＦＪＱＺ 健康甘薯 福建泉州 ＲｏＷＢＨＮＰＹ 红花槐丛枝 河南濮阳

ＣｌＷＢＨＮＳＹ 臭矢菜丛枝 海南三亚 ＲｏＨＢＪＨＤ 健康槐树 北京海淀

ＣｌＨＨＮＳＹ 健康臭矢菜 海南三亚 ＰｅＰＷＢＦＪＦＺ 长春花黄化丛枝 福建福州

ＪＷＢＨＮＮＹ 枣疯病 河南南阳 ＰｅＨＢＪＨＤ 健康长春花 北京海淀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植物总 ＤＮＡ提取与 ＰＣＲ扩增检测　称取
１ ２ｇ新鲜植物材料，用液氮冷冻并充分研磨，取
０．１５ｇ研磨后的粉末，参照 ＣＴＡＢ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
快速提取试剂盒（ＤＮ１４）说明书提取总 ＤＮＡ。提取
的总ＤＮＡ－２０℃保存备用。利用植原体通用引物
Ｒ１６ｍＦ２／Ｒ１６ｍＲ１对提取的植物总 ＤＮＡ进行 ＰＣＲ
扩增。ＰＣＲ扩增体系及反应条件参考李永［１７］的方

法进行。２５μＬ扩增反应体系中含有制备的 ＤＮＡ
模板１μＬ，正反向引物各０．５μＬ（１０μＭ），２×ＰＣＲ
预混液（０．０５Ｕ／μＬ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４ｍＭＭｇＣｌ２

和 ０．４ｍＭｄＮＴＰｓ）１２．５μＬ，ｄｄＨ２Ｏ补至２５μＬ。反
应程序：９４℃５ｍｉｎ；９４℃ ４５ｓ，５２℃ ４５ｓ，７２℃
１ｍｉｎ，共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经
１％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ＰＣＲ产物结果送北京华大
基因有限公司测序。

测序获得序列与 ＮＣＢＩ上下载的植原体各组
代表序列利用 ＭＥＧＡ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建树
采用 ＮＪ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为 １０００，非固醇甾原体
（Ａｃｈｏｌｅｐｌａｓｍａｌａｉｄｌａｗｉｉ）和螺原体（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ｃｈｒｙ
ｓｏｐｉｃｏｌａ）作为外类群，确定所采集植原体的分类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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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特异性探针设计及管芯片定制　参考 Ｎｉｃｏ
ｌａｉｓｅ等［１４］针对植原体的１６ＳｒＤＮＡ设计的探针组，
包 含 了 一 对 通 用 引 物 Ｐｐｆｗｄ（５’ＡＧＴＧ
ＧＣＧＡＡＣＧＧＧＴＧＡＧＴＡＡＣ３’）和 Ｐｐｒｅｖ（５’ＣＧＴＴ
ＴＡＣＧＧＣＧＴＧＧＡＣＴＡＣＣＡＧ３’）以及一组针对不同
组植原体特异性的探针（见表２）。管芯片的制作委
托德国Ａｌｅｒ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将人工合成的
探针序列，经点样机按设计的排布点在管芯片中。

探针序列及阳性对照在载体上的分布情况（见图

１）。
表２　探针序列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ｒｏｂ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探针编号

Ｐｒｏｂｅｃｏｄｅ
探针序列 （５′３′）

Ｐｒｏｂ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５′３′）

ＧｅｎＢａｎｋ
收录号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ＰｐＩ４６５ ＴＡＴＴＡＧＧＧＡＡＧＡＡＴＡＡＡＴＧＡＴＧＧＡＡＡＡＡＴＣ ＡＦ２２２０６４
ＰｐＩＩ４７１ ＣＧＡＡＣＣＡＴＴＴＧＴＴＴＧＣＣＧＧＴＡ ＡＦ０２８８１３
ＰｐＩＩ６２９ ＣＧＴＴＧＴＣＣＧＧＣＴＡＴＴＧＡＡＡＣＴＧＣ －
ＰｐＩＩＩ４７８ ＧＴＧＧＡＡＡＡＡＣＴＣＣＣＴＴＧＡＣＧＧＴＡＣＴＴＡＡＴ ＡＦ１７３５５８
ＰｐＩＶ６３０ ＣＴＴＡＡＣＧＴＴＧＴＣＣＴＧＣＴＡＧＡＧＡＡＡＣＴＧＴＴ ＡＦ３６１０２０
ＰｐＶ２２１ ＡＧＡＣＣＴＴＣＴＴＣＧＧＡＧＧＧＴＡＴＧＣＴＴＡＡ ＡＹ０７２７２２
ＰｐＶＩ２７６ ＴＴＡＧＴＴＧＧＴＡＧＡＧＴＡＡＡＡＧＣＣＴＡＣＣＡＡＧＡＣ ＡＦ１９０２２４

ＰｐＶＩＩ６２１
ＴＡＴＡＧＡＡＡＣＴＡＣＣＴＴＧＡＣＴＡＧＡＧＴＴＡＧＡＴ
ＡＧＡＧ

ＡＦ１０５３１５

ＰｐＶＩＩＩ６３４ＡＣＧＣＴＴＡＡＣＧＴＴＧＴＴＴＴＧＴＴＡＴＡＧＡＡＡＣＴＧ ＡＦ２４８９５６
ＰｐＩＸ６０９ ＡＡＣＧＣＴＧＴＡｓＣＧＣＴＡＴＡＧＡＡＡＣＴＧＴＣＴＧ ＡＦ５１５６３７
ＰｐＸ１８３ ＧＧＡＴＡＧＧＡＡＧＴＴＴＴＡＡＧＧＣＡＴＣＴＴＧＡＡＡＣ ＡＦ２４８９５８
ＰｐＸ２２４ ＡＧＧＧＴＡＴＧＣＴＡＡＧＡＧＡＴＧＧＧＣＴＴＧＣ －
ＰｐＸＩＩ４６５ ＧＧＧＡＡＧＡＡＡＡＧＡＴＧＧＴＧＧＡＡＡＡＡＣＣ ＡＦ２４８９５９
ＰｐＸＩＩ４８０ ＧＴＧＧＡＡＡＡＡＣＣＡＴＴＡＴＧＡＣＧＧＴＡＣＣＴ －

ＰｐＸＩＶ５８５
ＧＡＡＡＣＴＡＴＣＡＧＡＣＴＡＧＡＧＴＧＡＧＡＴＡＧＡＧ
ＧＣＡＡＧ

ＡＦ５０９３２１

Ｐｐ１４８ ＴＴＴＣＧＧＣＡＡＴＧＧＡＧＧＡＡＡＣＴＣＴＧＡＣ ＡＹ７４１５３２
Ｐｐ５０２ ＡＧＧＣＧＧＣＴｙｒＣＴＧＧＧＴＣＴＴＴＡＣＴ －

１．２．３　靶标基因的生物素标记及管芯片杂交　本
实验采用生物素标记靶标基因，方法是在合成设计

的通用探针的引物 Ｐｐｆｗｄ／Ｐｐｒｅｖ时，在引物 Ｐｐｒｅｖ
的５’端进行生物素修饰。并以此带有标记的引物
组对样品进行ＰＣＲ扩增，ＰＣＲ扩增程序：２５μＬ扩增
反应体系中含有制备的ＤＮＡ模板１μＬ，正反向引物
各０．５μＬ（１０μＭ），２×ＰＣＲ预混液（００５Ｕ／μＬ
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４ｍＭＭｇＣｌ２和 ０．４ｍＭｄＮＴＰｓ）
１２．５μＬ，ｄｄＨ２Ｏ补至 ２５μＬ。反应程序：９４℃ ３
ｍｉｎ；９４℃ １５ｓ，６２℃ ３０ｓ，７２℃ １ｍｉｎ，共３５个循
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管芯片的杂交和洗涤过程，将
ＰＣＲ产物、纯水和杂交缓冲液 Ｃ１按照１∶９∶９０配制

杂交混合液，其余参照Ａｌｅｒｅ公司杂交试剂盒的操作
说明进行。将芯片扫描的信号强弱按等级进行划

分，并赋值。最强信号为 ＢｉｏｔｉｎＭａｒｋｅ赋值为１０，无
信号赋值为０，按照杂交信号的强弱借助软件 Ｈｅｍｌ
１．０制作杂交结果的Ｈｅａｔｍａｐ图。
１．２．４　管芯片探针特异性验证和疑似植原体病害
材料检测　按照管芯片检测步骤，分别对已经确立
了分类地位的 １６ＳｒⅠ组、１６ＳｒⅡ组、１６ＳｒⅤ组和
１６ＳｒＸＩＸ组的植原体组织和对应的健康组织进行检
测。同时对采集的疑似植原体病害的植物材料和健

康对照进行检测验证。

１．２．５　管芯片鉴定和检测植原体灵敏度测定　将
样品 ＰａＷＢＨＢＢＤ用引物 Ｒ１６ｍＦ２／Ｒ１６ｍＲ１进行
ＰＣＲ扩增，扩增产物经纯化试剂盒纯化后，与克隆载
体 ｐＭＤ１８Ｔ１６℃连接过夜，转化到感受态细胞 Ｅ．
ｃｏｌｉＤＨ５α中。在含有 ＩＰＴＧ和 Ｘｇａｌ的 ＬＢ筛选平
板上挑取白色菌落并摇菌培养。用质粒纯化试剂盒

（ＴａｋａｒａＭｉｎｉＢＥＳＴＶｅｒ．２．０）从上述培养液中提取
重组质粒ＤＮＡ，并送北京华大基因进行测序验证。

将上述提取的重组质粒 ＤＮＡ，１０倍梯度稀释，
并作为模板进行 ＰＣＲ扩增和管芯片检测。比较琼
脂糖凝胶电泳和管芯片杂交的检测灵敏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原体样品１６ＳｒＤＮＡ的扩增与测序

应用植原体 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的通用引物
Ｒ１６ｍＦ２／Ｒ１６ｍＲ１对１５种植原体侵染植物样品及其
健康对照的 ＤＮＡ进行 ＰＣＲ扩增，凝胶电泳检测结
果显示所有的健康植物对照均未出现阳性扩增结

果。一些疑似植原体病害的发病组织 ＤＮＡ也未扩
增出阳性的结果。包括牡丹皱叶黄化（ＰｓＹＣ
ＢＪＭＴＧ）和柳树丛枝（ＳａＷＢＮＭＢＴ）。剩下的１３种
具有典型症状的发病组织 ＤＮＡ，均获得阳性扩增结
果。将具有阳性结果的 ＰＣＲ产物送北京六合华大
基因测序，测序结果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报道的［１８］植原

体不同组的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见图２）。结果显
示所收集的植原体材料分布在四个组，分别是１６Ｓｒ
Ⅰ组、１６ＳｒⅡ组、１６ＳｒⅤ组和１６ＳｒＸＩＸ组。
２．２　管芯片探针杂交结果和特异性验证

按照所建立的管芯片检测和鉴定植原体的方法

对所收集到的我国发生的 １６Ｓｒ不同组植原体的
ＤＮＡ及其健康对照进行管芯片杂交，从杂交结果的

Ｈｅａｔｍａｐ图（图４）可以看出，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等所设计的 针对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的探针，与健康植物对照皆无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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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管芯片示意图；ｂ：探针分布图；ｃ：探针点代号

Ｎｏｔｅ：ａ：ＡｒｒａｙＴｕｂ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Ｐｒｏｂ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ｂｅｃｏｄｅ．

图１　管芯片示意及探针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Ａｒｒａ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ｐｒｏｂ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交信号，而分别与不同组植原体有强弱不同的杂交

信号。其中１７号探针（Ｐｐ５０２）作为植原体通用探
针能与我国不同地区采集的、已系统鉴定的不同组

的所有植原体都有很强的杂交信号，可以成为各种

植原体病害初步诊断的理想探针。但另一通用探针

１６号（Ｐｐ１４８）按现有的检测方法与条件，其所产生
杂交信号较弱。１５号探针（ＰｐＸＩＶ５８５），原是针对
１６ＳｒＸＩＶ组所设计的组特异性探针，但是实验结果
却显示其可以和１６ＳｒⅠ组、１６ＳｒⅤ组和１６ＳｒＸＩＸ组
植原体产生相对较强的杂交信号。

１６ＳｒⅠ组的泡桐丛枝、苦楝丛枝、桑树萎缩和莴
苣黄化四种已知分类地位的植原体材料的管芯片杂

交结果来看，针对１６ＳｒⅠ组所设计的组特异性的１
号探针（ＰｐⅠ４６５）有很好的特异性。４种１６ＳｒⅠ组
的样品均出现较强的杂交信号，同时其他组的样品

不出现杂交信号。同样，针对１６ＳｒⅡ组所设计的组
特异性３号探针（ＰｐⅡ６２９）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组间
特异性，所有１６ＳｒⅡ组的花生丛枝、甘薯丛枝和臭矢
菜丛枝３个植原体样品可产生较强的杂交信号，并
且其他组的样品不出现杂交信号。但是同样针对

１６ＳｒⅡ组设计的另外一个特异性探针 ２号（ＰｐⅡ
４７１），却没能出现任何杂交信号。

１６ＳｒⅤ组的枣疯、樱桃致死黄化和重阳木丛枝
三个植原体样品所产生的杂交信号谱较为复杂且相

似，除了通用探针 １７号（Ｐｐ５０２）外和 １５号探针
（ＰｐＸＩＶ５８５）出现了较强的杂交信号外，６号探针
（ＰｐＶ２２１）、８号探针（ＰｐＶＩＩ６２１）、９号探针（ＰｐＶＩＩＩ
６３４）以及１６号探针（Ｐｐ１４８）均出现了中等强度的
杂交信号。其中只有６号探针是设计的１６ＳｒⅤ组特
异性探针，与属于Ｂ亚组的枣疯病和樱桃致死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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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植原体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构建的系统进化树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１６ｓＤＮＡ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ｓｍ
有中等强度的杂交信号，但属于 Ｈ亚组的重阳木丛
枝则未出现杂交信号，较难判断为阳性结果。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板栗黄化皱缩植原体样品

中，即除与通用引物１６和１７号分别产生中等和很

强的杂交信号外，也与 １６ＳｒＩＶ和 １６ＳｒＸＩＶ探针有
中等强度信号。根据Ｌｉｎ［１９］的报道其属于１６ＳｒＸＩＸ
组，但是 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在设计探针时，并没有针对
１６ＳｒＸＩＸ组设计特异性的探针，不过从系统发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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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泡桐丛枝；Ｂ：健康泡桐；Ｃ：花生丛枝；Ｄ：健康花生；Ｅ：枣疯病；Ｆ：健康枣树；Ｇ：板栗皱缩黄化；Ｈ：健康板栗
Ａ：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Ｂ：Ｈｅａｌｔｈ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Ｃ：Ｐｅａｎｕｔ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Ｄ：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ａｎｕｔ；Ｅ：Ｊｕｊｕｂｅ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

Ｆ：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ｊｕｂｅ；Ｇ：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ｙｅｌｌｏｗｓｃｒｉｎｋｌｅ；Ｈ：Ｈｅａｌｔｈｃｈｅｓｔｎｕｔ
图３　芯片杂交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ｒｒａｙＴｕｂｅ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注：图中杂交信号越强，颜色越红，蓝色为没有杂交信号

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ｗａｓｒｅｄ，ｂｌｕｅｒｅｐｓｅｎｔｅｄｎｏｓｉｇｎａｌ
图４　芯片杂交结果的Ｈｅａｔｍａｐ图

Ｆｉｇ．４　ＨｅａｔｍａｐｏｆＡｒｒａｙＴｕｂｅ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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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１６ＳｒＸＩＸ组的植原体与１６ＳｒＩＶ组的植原体关系
较近，因此在板栗黄化皱缩植原体样品的管芯片杂

交结果中，１６ＳｒＩＶ组的特异性探针 ５号（ＰｐＩＶ－
６３０）出现了较弱的信号。

另外，我国发生的４个组共１３个植原体皆与所
设计的针对与１６ＳｒＩＩＩ、ＶＩ、Ｘ和 ＸＩＩ四个组的所有探
针无任何杂交信号，表明不存在于这些组的交叉反

应问题，也意味着这些植原体样品不存在与这四个

组植原体的混合感染。

２．３　不同组植原体序列与寡核苷酸探针序列比对
将通过测序获得的各个组的序列与所有具有杂

交信号的探针序列进行比对，计算各组序列与探针

序列的匹配率（见表３）。可以看出，通用探针 Ｐｐ
１４８和Ｐｐ５０２与测定的四个组植原体的对应序列几
乎完全匹配，仅１６ＳｒＩＩ组样品序列与 Ｐｐ５０２探针有
一个碱基的差别。１６ＳｒＩ组样品序列与 ＰｐⅠ４６５探
针序列完全匹配。１６ＳｒＩＩ组样品序列与ＰｐⅡ６２９探
针序列完全匹配。从而确证了所设计的这几个探针

鉴定植原体的特异性和准确性。然而也发现虽然

１６ＳｒＶ组植原体样品的序列与所设计的组特异性探

针ＰｐＶ２２１探针序列完全匹配，。但是从杂交的结
果上来看，杂交信号的强弱并不跟其序列的匹配率

成完全的正相关（参见图 ４）；，如通用探针 Ｐｐ１４８
与四个组样品的序列都完全匹配，但是其杂交的信

号强度显著弱于通用探针Ｐｐ５０２。而且同样，１６ＳｒＶ
组样品序列与ＰｐＶ２２１探针序列完全匹配，与ＰｐⅦ
６２１探针序列有３个碱基的错配，与 ＰｐⅧ６３４探针
序列有４个碱基的错配，与ＰｐＸＩＶ５８５探针序列有３
个碱基的错配，但是该组植原体与 ＰｐⅦ６２１、ＰｐⅧ
６３４和ＰｐＸＩＶ５８５探针所对应的杂交信号却都明显
强于ＰｐＶ２２１探针。甚至，１６ＳｒＩ组样品序列与ＰｐＸ
ＩＶ５８５探针序列错配碱基达到了７个，但是也出现
了较很强的杂交信号。因而，我们认为，在现行的

Ａｌｅｒｅ公司提供的试剂和杂交条件下，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等
设计的针对１６ＳｒＶ、ＶＩＩＩ、ＸＩＶ等组的探针并非检测
和鉴定相应组植原体的特异性理想探针。另外尚不

清楚为什么虽然通用探针 Ｐｐ１４８与测定的四个组
植原体样品的序列也都完全匹配，但是其杂交的信

号强度总是显著弱于通用探针Ｐｐ５０２。

表３　不同组样品序列与各探针的匹配率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ｅｓ

ＰｐⅠ４６５ ＰｐⅡ６２９ ＰｐⅣ６３０ ＰｐⅤ２２１ ＰｐⅦ６２１ ＰｐⅧ６３４ ＰｐⅨ６０９ ＰｐＸＩＶ５８５ Ｐｐ１４８ Ｐｐ５０２

１６ＳｒＩ １００％（０） ６９．５６％（７）７９．３１％（６）６５．３８％（９）７８．７９％（７）７６．６７％（７）７１．４３％（８）７８．７９％（７）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ＳｒＩＩ５６．６６％（１３） １００％（０） ８６．２０％（４）６９．２３％（８）８１．８２％（６）８３．３３％（５）７１．４３％（８）７８．７９％（７）１００％（０）９５．２４％ （１）
１６ＳｒＶ ７３．３３％（８）７３．９１％（６）８２．７６％（５） １００％（０） ９０．９１％（３）８６．６７％（４）７９．３１％（６）９１．１８％（３）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ＳｒＸＩＸ７３．３３％（８）７８．２６％（５）８２．７６％（５） １００％（０） ７８．７９％（７）８０．００％（６）８２．７５％（５）８１．８２％（６）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错配的碱基数，匹配率：（探针碱基总数－错配碱基数）／探针碱基总数

Ｎｏｔ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ｓｐａｉ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ｗ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ｂｅｂａｓ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ｓｐａｉ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ｂｅｂａｓｅｓ

２．４　管芯片鉴定和检测植原体灵敏度
将泡桐丛枝样品 ＰａＷＢＨＢＢＤ的１６ＳｒＤＮＡ基

因扩增后，连接到克隆载体 ｐＭＤ１８Ｔ上后组建重组
质粒，提取重组的质粒，纯化后进行１０倍梯度稀释，
并作为模板分别进行 ＰＣＲ检测和管芯片检测。实
验结果显示，以植原体通用引物 Ｒ１６ｍＦ２／Ｒ１６ｍＲ１
的传统ＰＣＲ检测，在质粒浓度稀释到１０－４倍时，达
到凝胶电泳的检测限度（见图５）。但是管芯片检测
在质粒稀释到１０－７倍时，仍可出现较好的杂交信号
（见图６）。因此可以表明相比于传统 ＰＣＲ检测，管
芯片检测植原体的方法的灵敏度提高了１０００倍。
并且采用管芯片检测的方法，不仅能实现灵敏度的

提高，还能实现植原体不同组的鉴定。而且当稀释

度达到１０－７时，与１６ＳｒＸＩＶ组探针的交叉杂交信号
也明显减弱，而１６ＳｒＩ专化性探针和通用探针的信号

仍较强。

图５　ＰＣＲ检测灵敏度

Ｆｉｇ．５　ＰＣ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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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管芯片检测灵敏度

Ｆｉｇ．６　ＡｒｒａｙＴｕ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２．５　疑似植原体病害的检测与鉴定
近年来，我国不同地方出现了一些园林绿化树

种的未知病害，如发生在北京市门头沟戒台寺的牡

丹黄化皱叶病害，其具有典型的植原体病害特征，如

皱叶、黄化、丛枝、巨芽等。发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

柳树丛枝病害，同样出现小叶、丛枝等典型症状。以

及河南濮阳发生的红花槐丛枝、福建福州出现的长

春花黄化丛枝均为第一次发现。

图７　疑似植原体病害症状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ａｄｉｓｅａｓｅ

　　我们将新建立的管芯片鉴定与检测植原体的方
法应用于这些未知疑似植原体病害的检测与鉴定

中。从实验结果看，牡丹黄化皱叶和柳树丛枝样品，

均没能出现阳性杂交信号。红花槐丛枝产生了很好

的杂交信号，并且杂交结果和１６ＳｒⅤ组的枣疯病、重
阳木丛枝等结果相一致。因此可以判定引起河南濮

阳红花槐丛枝的病原是属于１６ＳｒⅤ组的植原体。同
样长春花黄化丛枝的杂交结果与１６ＳｒＩ组的泡桐丛
枝病、苦楝丛枝病等相一致，因此判定出现在福建福

州的长春花黄化丛枝的病原菌为１６ＳｒＩ组的植原体。

３　讨论
植物病害的准确快速诊断、病菌的检测与鉴别

是病害防治的前提与基础。植原体的检测与鉴别目

前主要依靠针对１６ＳｒＤＮＡ的ＰＣＲ扩增及测序来进
行。生物芯片技术作为新兴的高度集成化的分析和

研究手段，在植物病原检测与鉴定方面，因其无可比

拟的高信息量、高通量、灵敏、快速和准确的特点显

示出了巨大潜力。特别是针对一些混合感染的植物

病害，生物芯片由于可以同时针对不同的病原设计

检测探针，其检测的优势将更加明显。Ｌｅｎｚ等对 ｒｐ
基因设计的探针芯片采用多引物 ＰＣＲ扩增产物进
行芯片杂交，证明不同组植原体间的两两人工混样

可以被同时检测，而且也能从田间采集的样品中检

测出１６ＳｒＩ组和１６ＳｒＸ组植原体的混合感染。本研
究将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所设计１６ＳｒＤＮＡ探针整合到 Ａｌｅｒｅ
公司的管芯片和 ＡＴＲ０３Ｒｅａｄｅｒ芯片扫描平台上，
用生物素标记引物直接 ＰＣＲ，建立在管状芯片内进
行植原体鉴定和检测的方法。首次利用植原体管芯

片并结合序列分析技术，对我国植原体病原种类进

行系统的比较鉴定和生态调查，进一步明确了我国

不同地区、不同寄主植物上发生的重要植原体病原

的分类地位。

３．１　管芯片探针的特异性对植原体检测的影响
在收集到的１１种已确定分类地位的植原体以

及４种疑似植原体病害材料的管芯片检测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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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牡丹黄化皱缩；２：健康牡丹；３：柳树丛枝；４：健康柳树；５：红花槐丛枝；６：健康槐树；７：长春花黄化丛枝；８：健康长春花

１：Ｐｅｏｎｙｙｅｌｌｏｗｓｃｒｉｎｋｌｅ；２：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ｏｎｙ；３：Ｗｉｌｌｏｗｗｉｔｃｈ－ｂｒｏｏｍ；４：Ｈｅａｌｔｈｗｉｌｌｏｗ；５：ＲｏｂｉｎｉａｈｉｓｐｉｄａＬ．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

６：ＨｅａｌｔｈＲｏｂｉｎｉａｈｉｓｐｉｄａＬ．；７：Ｐｅｒｉｗｉｎｋｌｅ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８：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ｉｗｉｎｋｌｅ

图８　疑似植原体病害管芯片杂交结果

Ｆｉｇ．８　ＡｒｒｙａｙＴｕｂｅ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ａｄｉｓｅａｓｅ

显示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的探针，与健康植物对照皆无杂
交信号，而分别与不同组植原体有强弱不同的杂交

信号。由此肯定所设计的１７种探针都具植原体特
异性，因而都具备植原体病害诊断和病原检测价值；

特别是１７号探针（Ｐｐ５０２）作为植原体通用探针能
与我国不同地区采集的、已系统鉴定的不同组的所

有植原体都有很强的杂交信号，因而是确定各种植

原体侵染和病害初步诊断的首选通用探针。组特异

性的１号探针（ＰｐⅠ４６５）对４种不同寄主植物上的
１６ＳｒⅠ组植原体均有很好的鉴定效果，且与其它组
的样品不出现交叉杂交信号。３号探针（ＰｐⅡ６２９）
对１６ＳｒⅡ组的分别来源于福建泉州的花生丛枝和甘
薯丛枝及海南三亚的臭矢菜丛枝３个植原体专化性
理想。所以１号探针和３号探针可以作为１６ＳｒⅠ组
和１６ＳｒⅡ组植原体专化性鉴定的鉴定探针。
１６ＳｒⅤ组的组特异性探针（ＰｐＶ２２１）与我国发

生的该组 Ｂ亚组的枣疯和樱桃致死黄化和 Ｈ亚组
的重阳木丛枝植原体的特异性较差，专化性杂交信

号较弱，且与其他组的探针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杂

交现象。从我们所建立的系统发育树中可以看出

１６ＳｒＶＩＩ组的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１８］和 １６ＳｒＶＩＩＩ
组的Ｌｏｏｆａｈ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２０］在进化上与１６ＳｒⅤ组
的植物原体较近，因此其１６ＳｒＲＮＡ相似度较高，探

针的序列比对也显示，它们之间仅有几个碱基的差

别，因此会出现交叉杂交反应。但对比这三个

１６ＳｒＶ组植原体探针杂交结果可以发现三者具有相
似阳性杂交点阵图，似乎可以作为该组植原体的特

征性识别标签或指纹。比如，田间采集的福建福州

的长春花黄化丛枝的芯片杂交点阵图与１６ＳｒＩ组的
所有植原体芯片检测结果完全一致，因而应鉴定为

该组植原体。而发生在河南濮阳的红花槐丛枝应是

１６ＳｒＶ组植原体侵染所致。从常规ＰＣＲ的测序验证
上也印证了芯片杂交结果的准确性。

３．２　管芯片检测技术的影响因素
探针核酸分子与待检测样本中的目标核酸分子

的结合紧密程度，决定了杂交反应的荧光信号强度。

由于ＡＴ与ＧＣ结合的自由能有差别，不同的探针在
杂交热力学性质上有差别。在杂交的过程中，杂交

的温度，杂交溶液中的 Ｎａ＋、Ｍｇ２＋离子浓度以及溶
液的ｐＨ值都会影响双链ＤＮＡ的稳定性。本研究中
所采用的杂交体系，与Ｎｉｃｏｌａｉｓｅｎ等所报道的并不完
全相同，因此在结果上产生了不同组之间的交叉杂

交信号。也可能正是由于杂交条件的不同，使得在

匹配率上完全匹配的通用探针 Ｐｐ１４８并没有出现
较好的杂交结果。

基于１６ＳｒＤＮＡ和１６Ｓ２３Ｓ间区序列设计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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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目前也存在技术难点。由于扩增产生的片段不能

过长，不同组之间１６ＳｒＲＮＡ的变异性不高，设计区
分度很高的探针具有一定的难度。加之植原体大都

具有两个核糖体操纵子，因而如果其中一个操纵子

发生了变异，将直接影响鉴定结果的准确性。进一

步选择单拷贝、且变异程度较高的靶标基因为 ｒｐ基
因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实现针对如１６ＳｒＶＩＩＩ，
ＸＩ，ＸＩＩＩ，ＸＩＶ，ＸＶ组的植原体的检测［１６］。因此进

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选择一些相对保守，又有一定

变异性的、单拷贝基因作为探针设计的靶标基因，来

实现不同组之间、组内不同亚组乃至不同植原体株

系的的区分。利用管芯片技术对支原体［２１］和其他

细菌菌株［２２－２３］的基因分型已有成功的报道。

３．３　管芯片检测技术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芯片检测灵敏度的实验表明，相比于传统 ＰＣＲ

的方法，管芯片的检测方法灵敏度提高了１０００倍。
这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管芯片的检测技术

是在ＰＣＲ扩增的基础上，结合颜色反应实现对结果
的判定，其中由酶促反应介导的生物素与底物的颜

色反应是一个信号放大的过程，因此提高了灵敏度。

其次管芯片检测在第一步扩增时，所使用的引物组

为 Ｐｐｆｗｄ／Ｐｐｒｅｖ所扩增的片段远小于引物组
Ｒ１６ｍＦ２／Ｒ１６ｍＲ１。因此在同样循环的情况下，短片
段的扩增效率更高。

３．４　管芯片技术在植原体检测方面具有较大的应
用潜力

　　植原体病害，具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如黄化、丛
枝等。这些病害作为生产上急需解决的疑难问题，

其检测与鉴定对开展相应的植物保护措施具有指导

性的意义。１９９４年 ＫＨＡＤＨＡＩＲ［２４］首次报道了发生

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地区的柳树丛枝病。２０１２年
Ｚｈａｎｇ［２５］报道了发生在我国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区
的柳树丛枝病，并根据其１６ＳｒＤＮＡ的 ＲＦＬＰ分析，
将其归类为１６ＳｒＶＩＡ组。针对我国出现的一些疑
似植原体的病害如牡丹黄化皱叶和柳树丛枝。我们

也进行了管芯片的检测研究。但是根据我们管芯片

的检测结果中，柳树丛枝和牡丹黄化皱叶的样品并

没有明显的植原体信号产生。相比与采用的巢氏

ＰＣＲ的方法，管芯片的检测灵敏度较弱。但是考虑
到巢氏ＰＣＲ假阳性结果较高，因此柳树丛枝植原体
的鉴定方面，需要其他方法相互验证。

４　结论
本研究基于管芯片技术平台建立了植原体病害

检测与鉴定的新方法，筛选出一系列具有特异性的

探针。所建立的新的检测方法，相较于普通ＰＣＲ，其
检测灵敏度提高，省去序列分析鉴定步骤，且具有结

果稳定可靠、高通量和检测时间短等优点。因而，在

植原体病原菌的诊断、检测、鉴定和系统分类及病害

生态调查中会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应用管芯片检测技术，对疑似植原体病害的诊

断结果显示河南濮阳的红花槐丛枝的病原应为

１６ＳｒＶ组植原体，福建福州的长春花黄化丛枝应为
１６ＳｒⅠ组植原体；而北京戒台寺牡丹黄化皱叶和内
蒙古包头柳树丛枝未出现任何植原体专化的杂交信

号。同时在本次田间调查和采样过程中也发现一些

植原体病害已分布范围广、危害严重，如泡桐丛枝、

枣疯病等；而另一些病害，比如四川西昌的樱桃致死

黄化、北京怀柔的板栗黄化皱缩、福建泉州的花生和

甘薯丛枝、永安的莴苣黄化等。虽然为区域性病害，

但危害和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且存在进一步扩展

蔓延的风险。

管芯片杂交技术作为一种检测和鉴别植原体的

新方法，可应用于我国植原体病害调查和诊断，并为

植原体病害更为科学有效的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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