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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杂交探针制备与检测技术 

陈凤毛 叶建仁 吴小芹 郝德君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210037) 

摘 要 选用松材线虫特异引物对 M05F2／Rl(F】：5，_CGGGT CATGG CTGGA GGTAT CGT一3 ，R．：5 一TGGCT 

CAATG GCAAA TCCTI"CGTA-3 )，以Dig-11-dUTP代替部分dTTP，采用PCR技术，直接扩增松材线虫特异片段 
作为松材线虫地高辛探针。结果表明，地高辛探针长度一致，为600 bp。产量较高，探针质量浓度迭280mg／L。采 

用探针DIG—F2／R，对线虫基因组DNA进行点杂交，19个松材线虫株系均表现有较强的杂交信号，而8个拟松材 

线虫、1个霍夫曼尼伞滑刃线虫、1个大核滑刃线虫、1个长尾属线虫均无杂交信号。且用该探针可以稳定地检测 

出单条松材线虫。因此，该探针特异性强，灵敏度高。该探针及其配套的杂交检测技术可以用于检测线虫样本中 
是否含有松材线虫。 

关键词 松材线虫；非放射性探针；核酸斑点杂交；地高辛探针 
分类号 s763．18 

Preparation of Nonradioactive Probe and Inspection Technique with Nucleic Add Spot Hybridization for Bursaphelen． 

chus xflophUus／Chen Fengmao，Ye Jianren，Wu Xiaoqin，Hao I~jun(CoHege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gjing 210037，P．R．China)／／Joumal of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一2011，39(5)．一126—128 

A digoxigenin labeled DNA probe of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a was produced by PCR method in which the specific 

primers，F，／R (F ：5 一CGGGT CATGG CTGGA GGTAT CGT一3 ，R．：5 一TGGCT CAATG GCAAA TCCTF CGTA一3 )． 

from the speifific fragment of B．xylophilus was used．and Dig。l1。dUTP instead of part d1TrP．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ze 

of DIG—probl~was 600 bD in length．and its production was very high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280 mg／L．All nineteen B． 

xylophilus h硪 strong hybridization signals，but eight B．mucronatu~，one B．hofmanni，one Aphelenchoides macronucleatus 
and one Sein~ra sp．did not produce a hybridization signal by dot blot hybridization with DIG—F1／R1 probe to genomic 

DNA of nematodes．Furthermore，a single B．xylophilus could be detected steadily with this probe．As a diagnostic probe． 

it has high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So this probe combined with the suitable inspection technique can be used for dis． 

erimination of B．xylophilus from other nematodes． 

Keywords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Non—radioactive probes；Nucleic acid spot hybridization(NASH)；Digoxi- 
genin labeled DNA probe 

由于松材线虫形态鉴定存在许多不足，Webster⋯、A— 
bad_2 J

、Tarhs_3 等采用核酸分子杂交技术实现了对松材线虫 

甚至是单条松材线虫鉴定的目标，但杂交所用探针均采用放 

射性标记。因而在进行检测试验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接 

触有害物质、废弃物难以处理、检测时间长以及放射性标记探 

针的半衰期短、标记探针的稳定性差等缺陷，而使得该种标记 

与检测方法难以在实践中推广应用。与放射性标记及其检测 

技术相比，地高辛系统是核酸非放射性标记与检测的一种简 

便 、有效的系统：一是标记与检测技术安全；二是标记的探针 

稳定，至少可以保存 1 a时间；三是杂交液能够反复利用。因 

此，笔者采用地高辛标记松材线虫的特异片段作为检测松材 

线虫的探针，以期探索出松材线虫的非放射性探针标记与杂 

交检测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线虫株系 

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flophilus)19个株系，拟松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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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B．mucronatus)8个株系，霍夫曼尼伞滑刃线虫(B．hof- 

manni)1个株系，大核滑刃线虫 (Aphelenchoides macronuclea． 

ty．s)1个株系，长尾属线虫(Seinura sp．)1个株系，各株系的来 

源、编码见表 1。 

1．2 主要药品与试剂 

线虫裂解液(江苏省有害生物入侵预防与控制重点实验 

室配置)；PCR DIG Probe Synthesis Kit与DIG Nucleic Acid De． 

tection Kit(Roche公司)；高效液相杂交液 (北京博大泰克公 

司)；洗液 I：2XSSC，0．5％SDS；洗液 Ⅱ：0．5XSSC，0．1％SDS。 

1．3 松材线虫特异探针的制备 

1．3．1 引物来源 

引物组合 M05F2／Rl，正向引物 Fl：5 一CGGGT CATGG CT— 

GGA GGTAT CGT一3 ，反 向弓I物：R。：5 一TGGCT CAATG 

GCAAA TCCTT CGTA-3“ 。以松材线虫 DNA为模板，用引 

物组合M05 F2／R。进行扩增，获得600 bp的SCAR—M05一X600 

片段。该引物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1．3．2 PCR合成探针的反应体系与程序 

Dig标记探针反应体系：灭菌双蒸水 25．25 tzL；10xPCR 

buffer，5．0 IxL；25 mmo]／L MgC1，，4．0 IxL；2 mmol／L DIG labe 

1ing Mix，5．0 IxL；3．5 U／p,L Taq酶，0．75 ILL；50 ng／IxL松材线 

虫模板，5．0 ILL；10 txmol／L上游引物，2．5 ；10~mol／L下游 

引物，2．5 。反应的混合液总体积为5O 。 

未标记的DNA对照反应体系：灭菌双蒸水26．25 ；10x 

PCR buffer，5．0 L；25 mmol／L MgC12，4．0 IxL；2．5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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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TP，4．0 txL；3．5 U／ L Taq酶，0．75~L；50 ng／p．L松材线虫 

模板 ，5．0 ；10 p．mol／L上游引物，2．5 L；10 p．mol／L下游引 

物，2．5 L。反应的混合液总体积为5O 。 

反应程序：95℃预变性2 min，进入循环95℃变性 10 s， 

52℃退火30 s，72 oC延伸40 s，共30个循环，最后72℃延伸7 

min，4℃保温。 

标记探针分析：取5 p,L PCR扩增产物在1．5％的琼脂糖 

凝胶上电泳，电泳缓冲液为 1xTAE，电压为 5 V／cm，电泳时间 

为 1 h，溴化乙淀染色后，置凝胶于 302 nm透射紫外灯上观 

察、拍照。 

表 1 线虫来源 

1．4 杂交 

线虫DNA制备：按照每条线虫，加入10 预冷的线虫 

裂解液，将线虫与裂解液置于Eppendorf管中。在PCR仪上， 

于7O℃条件下保温处理40 min，在95℃条件下保温处理 10 

min。12 000 r／min离心2 min，上清液即为线虫 DNA。 

点样：将样本 DNA于95℃水浴 10 min，迅速插入冰中； 

取 1 I．LL点样在尼龙膜上。点样前先在膜上画圈做标记；在 

120℃下烘烤30min固定。 

杂交程序：将尼龙膜放人杂交瓶中，每100 em 膜至少加 

入 3．5 mL杂交液 ，在 65℃预杂交 1 h；将适量的探针(最终质 

量浓度为5～25 g／L)在沸水中煮 10 min，迅速插入冰中冷 

却。倒去预杂交液，加入混有探针的杂交液，在65℃杂交6～8 

h。杂交结束时，将杂交液倒人带盖的试管中，于一20℃保存 

(至少 1 a时间)，以备下次再用。取出杂交膜，用洗液 I冲洗 

2次，每次 10 min。保温冲洗：用洗液 Ⅱ于60℃冲洗2次，每 

次 15 min。 

显色检测：经过杂交冲洗后，将膜置于冲洗液中平衡 1 

min；在干净的平皿中，用封闭液室温封闭30 min；与抗体连接 

30 min；用洗液冲洗2次，每次 15 min；室温显色。当所需要的 

显色点出现之后，用蒸馏水洗，终止反应；记录结果，拍照。 

2 结果与分析 

2．1 PCR合成地高辛探针 

用 PCR方法标记地高辛探针，因地高辛分子量大，地高 

辛标记的 PCR产物在琼脂糖凝胶电泳时其泳动距离滞后于 

未掺入地高辛的PCR扩增产物，说明标记成功。 

如图1所示，用引物对M∞F ／R。扩增得到松材线虫特异 

片段 SCAR—M05一X600的大小为 600 bp，即未标记的 DNA对 

照(如图1中泳道2所示)。以Dig一11一dUTP代替部分 dTrP 

直接制备扩增标记的松材线虫DNA探针(如图1中泳道1所 

示)在电泳时明显滞后，说明该探针标记成功。 

由引物对 M F：／R 扩增合成的探针命名为 DIG探针 

F2／R1，记为 DIG-F2／Rl。 

从图1还可以看出，M。 F：／R 的亮度度明显高于Marker 

条带的亮度。Marker每条带的含量为 10 mg／L，通过 BIO— 

RAD Quantity One-4．6软件计算得 M05 F2／Rl的浓度为280 

mg／L。 

500bp 

750bp 

1000bp 

图1 PCR掺入法制备标记松材线虫 DNA探针结果 

1．标记探针；2．未标记控制；3．Marker。 

2．2 斑点杂交检测线虫样本 

从图 2可以看出，所有 19个松材线虫样本均表现有阳性 

杂交信号，而拟松材线虫、霍夫曼尼伞滑刃线虫、大核滑刃线 

虫、长尾属线虫等均无杂交信号。表明探针M∞F2／R 适合用 

于区别松材线虫与其它线虫。 

2．3 探Crib测单条线虫结果 

采用探针M F：／R 对单条线虫进行检测，其结果见图 

3。以单条线虫为目标进行检测，4个松材线虫样本(C14—5、 

USA01、AA1、JL1)均显示有杂交斑点，而 3个非松材线虫样本 

(HB01、JS01、JS01)均无杂交信号。表明该探针以及非放射 

性杂交检测方法适合于检测松材线虫。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特异引物的PCR方法合成 DIG探针，其长度一致， 

均为600 bp。产量较高，探针浓度达 280 mg／L。采用探针 

DIG-F ／R。对线虫基因组 DNA进行点杂交，19个松材线虫 

株系均表现有较强的杂交信号，而8个拟松材线虫、1个霍夫 

曼尼伞滑刃线虫、1个大核滑刃线虫、1个长尾属线虫等均无 

杂交信号。且用该探针可以稳定地检测出单条松材线虫。因 

此，该探针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通过该探针及其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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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检测技术可以检测线虫样本中是否含有松材线虫。 

图2 DIG-F2／Rl斑点杂交检测结果 

图中编号 1—14、2l、16～19为表 1中对应 1-19号松材线虫，编号 15、2O、22～27分别为表 1中2O～27号拟松材线虫，28～30分别为霍夫曼尼伞 

滑刃线虫、大核滑刃线虫、长尾属线虫。 

1—4分别为松材线虫 C14-5、USAO1、AA1、JL1；5～7分别为拟松材线 

虫 HB01、JSO1、JSO1。 

与其它检测方法相比，该检测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①检测 

结果准确。对松材线虫表现有阳性杂交信号，而其它线虫无 

杂交信号。②检测方法安全。不接触危险性药品、试剂。③ 

所需检测仪器简单，价格低廉。仅需一台杂交仪或水浴锅。 

检测仪器价值2万元。但该检测方法需时较长，全检测过程 

超过 10 h。且检测过程较为繁琐。探针的长度为600 bp，较 

长 ，以致于杂交耗费时间较长。下一步将在充分保证探针特 

异性的前提下，在缩短探针长度、优化杂交程序、减少过程，缩 

短检测时间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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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14页)性及植物景观地域特色是影响道路植物景观 

质量的主要因子。该模型能较客观全面地评价和分析道路植 

物景观，可广泛应用于道路植物景观建设方案评估、景观预测 

及现有道路植物景观优化。适用于与杭州地区同纬度的江 

苏、安徽、上海等范围内的城市道路的植物景观评价。其他省 

市如参考此模型 ，则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评价因子及相应的 

标准。对杭州市 14条主干道路植物景观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是 ：I级 3条，Ⅱ级 3条，Ⅲ级 5条，78．6％的道路植物景 

观在 Ⅲ级及以上，说明杭州市道路植物景观总体效果较好。 

道路植物景观评价因子有很多 ，有的因子目前还很难量化 ，另 

外，由于调查地的数量少及评判者的主观，都会对结果产生一 

定影响。因此，今后要扩大研究对象，更加科学地选择评价因 

子、确定其权重，以便进一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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