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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尾叶蝉RNAi途径关键蛋白AGO2
多克隆抗体制备及应用

李 歌1，董 旭2，危婉婷2，叶彦杰2，兰汉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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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制备效价高且特异性强的黑尾叶蝉RNAi途径关键蛋白Argonaute 2（AGO2）多克隆抗体，为进一步

研究AGO2蛋白在叶蝉RNAi免疫途径中的调控功能及作用机制提供技术支持。【方法】通过RT-PCR从黑尾叶蝉基因

组扩增出AGO2基因的功能片段，与原核表达质粒pET-28a重组构建重组质粒，然后转化大肠杆菌BL21感受态细胞进

行诱导表达；以纯化的AGO2融合蛋白免疫雄性新西兰大白兔获得高效价的多克隆抗体，并以多克隆抗体为一抗，采

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AGO2蛋白在健康和带毒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情况。【结果】RT-PCR扩增获得的黑尾叶蝉AGO2

基因片段为1635 bp，构建的pET-AGO2重组质粒能在BL21感受态细胞中成功表达出AGO2融合蛋白，其最适表达条

件：温度28 ℃，IPTG浓度0.5 mmol/L，诱导时间5 h，摇床转速220 r/min。以纯化AGO2融合蛋白免疫雄性新西兰大白

兔获得的多克隆抗体效价为1∶106，抗体浓度约350 μg/mL。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表明，AGO2蛋白在健康和水稻

矮缩病毒（RDV）感染黑尾叶蝉中均有表达，但与健康黑尾叶蝉相比，AGO2蛋白在RDV感染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水平

更高，即RDV侵染能提高AGO2蛋白的表达水平。【结论】制备获得的黑尾叶蝉RNAi途径关键蛋白AGO2多克隆抗体

具有高纯度和高效价，且特异性强，可用于检测AGO2蛋白在病毒感染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水平，进而揭示AGO2蛋白

在介体昆虫RNAi途径中的功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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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olyclonal antibody of key factor
AGO2 in RNAi pathway of Nephotetlix cinctic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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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elucidating further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Argonaute2（AGO2）protein in the RNAi immune pathway of Nephotetlix cincticeps，N. cincticeps RNAi pathway key

protein AGO2 polyclonal antibody with high titer and strong specificity was prepared.【Method】The AGO2 gene frag-

ment was amplified by RT-PCR from N. cincticeps genome，and recombinant plasmid pET28a-AGO2 was constructed

with pro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pET-28a. pET28a-AGO2 was ex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li BL21 competent cell. The

purified AGO2 fusion protein was immunized into New Zealand rabbits to obtain polyclonal antibody with high titer. With

the high titer polyclonal antibodies against AGO2，the level of AGO2 expression was confirmed by Western blotting in

healthy and infected N. cincticeps.【Result】The N. cincticeps AGO2 fragment with 1635 bp was successfully amplified by

RT-PCR，and the reconstructed pET-AGO2 recombinant plasmid could express AGO2 fusion protein in BL21 competent

cell. The optimal conditions of AGO2 expression was temperature at 28 ℃，IPTG concentration 0.5 mmol/L，induction

time 5 h and rotate speed at 220 r/min. Purified AGO2 fusion protein immunized New Zealand rabbits obtained polyclonal

antibody with a titer of 1∶106，and antibody concentration was about 350 μg/mL.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AGO2 protein was expressed in healthy and rice dwarf virus（RDV）infected N. cincticeps. Compared with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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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黑尾叶蝉（Nephotetlix cincticeps）是

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主要水稻害虫之一，通过刺吸植

物韧皮部而导致水稻枯萎及叶片褪绿（戴仁怀和倪

琳，2011），除了影响水稻生长发育外，还通过持久增

殖型方式传播水稻矮缩病毒（Rice dwarf vrirus，

RDV）（Chen et al.，2011），但至今尚未研发出防治该

虫害的特效药剂及有效策略。已有研究运用深度测

序技术从水稻黑条矮缩病毒（Rice black-streaked

dwarf virus，RBSDV）和水稻条纹病毒（Rice stripe

virus，RSV）侵染的灰飞虱（Xu et al.，2012；Li et al.，

2013）、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Southern rice black-

streaked dwarf virus，SRBSDV）侵染的白背飞虱或

灰飞虱（兰汉红等，2015；Lan et al.，2015，2016）及水

稻瘤矮病毒（Rice gall dwarf virus，RGDV）侵染的电

光叶蝉（Lan et al.，2016）中检测出大量病毒来源的

siRNA（small interference RNA），并证实通过干扰

Argonaute 2基因（AGO2）的表达能显著提高病毒在

介体昆虫内的增殖水平，即AGO2蛋白组分在RNA

干扰（RNA interference，RNAi）抗病毒免疫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介体昆虫黑尾叶蝉RNAi免

疫反应及其与水稻病毒互作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制

定有效的防治措施。【前人研究进展】由small RNA介

导的RNAi是生物体内保守且重要的抗病毒免疫反

应。根据small RNA生成机制可将RNAi途径分为

small interference RNA（siRNA）、microRNA（miR-

NA）和PIWI-interacting RNA（piRNA）3种通路类型

（Karlikow et al.，2014）。在 siRNA途径中，Dicer2

（DCR2）识别并切割长的双链RNA（dsRNA）为21 nt

siRNA，而siRNA与AGO2结合形成RNA诱导的沉默

复合体（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RISC），最

终沉默外源病毒等病原物基因的表达（Ding，2010）。

在miRNA途径中，Dicer1（DCR1）切割单链RNA（ss-

RNA）形成的茎环结构双链区，生成的22 nt miRNA

与Argonaute 1（AGO1）结合形成RISC，通过沉默内

源基因表达而调节生物机体的生长发育过程（Lee

et al.，2004）。piRNA途径发现于果蝇和小鼠等的生

殖细胞中，在该途径中，非Dicer依赖生成的piRNA与

Argonaute亚家族蛋白Piwi结合形成RISC，从而抑制

转座子移动（Bronkhorst and van Rij，2014）。可见，

siRNAs、miRNAs和piRNAs 3种 small RNA均需与

AGO蛋白结合形成RISC复合物后才能进行目标基

因沉默，即AGO蛋白是RNAi的核心成分之一。

AGO蛋白家族较大，且其功能较复杂。现已发现果

蝇有5种AGO蛋白，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有27种AGO蛋白，人类有8种AGO蛋白，水

稻有18种AGO蛋白，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有10种AGO蛋白（Vaucheret，2008）。其中，果蝇的

AGO2蛋白、拟南芥的AGO1和AGO7蛋白及栗疫病

菌的AGO2蛋白功能缺失后，其抗病毒免疫活性丧

失（van Rij et al.，2006；Qu et al.，2008），说明在昆

虫、植物和真菌中AGO蛋白介导的沉默对于抗病

毒免疫起关键作用。至今，在血吸虫（Schistosoma

japonicum）、家蚕（Bombyx mori）、绿僵菌（Metarhi-

zium anisopliae）和水稻等物种中已有AGO蛋白抗体

制备及检测应用的研究报道（杨燕萍等，2010；汪章

勋等，2013；程小玲和杨加伟，2014；朱兵等，2018）。

【本研究切入点】叶蝉和飞虱是引发水稻病害的主要

介体昆虫，但由于缺乏针对叶蝉或飞虱AGO2蛋白

的适当抗体，进而阻碍了介体昆虫AGO2蛋白在

RNAi天然免疫途径中的功能及机制研究。【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克隆黑尾叶蝉RNAi途径中的AGO2基

因，经大肠杆菌BL21原核表达获得黑尾叶蝉AGO2

融合蛋白并免疫新西兰大白兔以获得效价高且特异

性强的多克隆抗体，为进一步研究AGO2蛋白在叶

蝉RNAi免疫途径中的调控功能及作用机制提供技

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DH5α和BL21感受

态细胞及原核表达质粒pET-28a由闽南师范大学生

物科学与技术学院保存提供；总RNA、质粒和核酸抽

提纯化试剂盒、DNA Marker和蛋白分子量标准品等

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限制性内切酶、

T4连接酶、反转录试剂盒和Taq DNA聚合酶均购自

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弗氏完全佐剂与

N. cincticeps，AGO2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in RDV infected N. cincticeps was higher，which indicating that RDV infec-

tion coul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GO2 protein.【Conclusion】The prepared N. cincticeps RNAi pathway key pro-

tein AGO2 polyclonal antibody has high purification and titer，and its specificity is also strong. It can detect the expres-

sion level of AGO2 protein in infected N. cincticeps，and reveal the fuction mechanism of AGO2 protein in insect RNAi

pathway.

Key words：rice dwarf virus（RDV）；Nephotetlix cincticeps；RNAi；AGO2 protein；polyclonal antibody；t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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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氏不完全佐剂购自美国Sigma-Aldrich公司；鼠源

6×His单抗购自美国Proteintech Group公司；HRP标

记羊抗兔免疫球蛋白和TMB底物显色试剂购自天

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聚偏二氟乙烯膜购自

美国Millipore公司。

1. 2 载体构建

根据黑尾叶蝉AGO2基因序列，以Primer Pre-

mier 5.0设计特异性引物（AGO2-F：5'-TTTTGGATC

CATGAACACTCGGCGAATCTAC-3'；AGO2-R：5' -

TTTTGCGGCCGCTTACTCCAAATAGACTCTTCC-

3'）进行RT-PCR。RT反应体系20.0 μL：RNA 0.1 μg，

AGO2-R 2.0 μL，RT Buffer 4.0 μL，M-MLV反转录

酶 1.0 μL，ddH2O 补足至 20.0 μL。反转录程序：

70 ℃ 10 min，42 ℃ 1 h，70 ℃ 10 min。PCR反应体

系50.0 μL：cDNA模板2.0 μL，AGO2-F和AGO2-R各

2.0 μL，dNTPs 5.0 μL，Taq DNA 聚合酶 1.0 μL，

ddH2O补足至50.0 μL。扩增程序：94 ℃预变性3

min；94 ℃ 60 s，54 ℃ 30 s，72 ℃ 90 s，进行35个循

环；72 ℃延伸60 s。RT-PCR产物与表达载体pET-

28a分别用BamH І和Not I进行双酶切，酶切产物凝

胶回收后以T4连接酶连接，然后转化DH5α感受态细

胞。提取重组质粒，以引物AGO2-F/AGO2-R进行

PCR验证并测序，阳性重组质粒命名为pET-AGO2。

1. 3 AGO2基因原核表达、鉴定及纯化

pET-AGO2重组质粒测序正确后转化BL21感受

态细胞并涂布LB培养基上进行培养，挑取单克隆接

种到LB液体培养基（含50 μg/mL Kan）中，28 ℃振荡

培养12 h。第2 d按1%稀释后置于28 ℃摇床扩培至

对数期，OD600为0.6~0.8，添加适量诱导剂IPTG（0、

0.2、0.3、0.4、0.5和0.6 mmol/L），28 ℃振荡培养5 h。

诱导表达产物离心收集菌体，用超声波裂解后进行

SDS-PAGE电泳（分离胶浓度12%，浓缩胶浓度5%），

确定最佳IPTG诱导浓度。

pET-AGO2重组质粒带有6×His标签，因此可用

His抗体鉴定融合蛋白是否表达。pET-AGO2重组质

粒经IPTG诱导表达后离心收集菌体，以超声波破碎

细胞，收集蛋白进行Western blotting检测。Western

blotting检测是以抗6×His抗体为一抗、辣根过氧化物

酶HRP标记抗体为二抗，鉴定AGO2蛋白是否融合组

氨酸标签。诱导表达的融合蛋白经纯化系统AKTA

Prime 100的Ni2+-NTA琼脂糖亲和层析纯化后，采用

SDS-PAGE电泳检测收集蛋白的纯度。

1. 4 抗血清制备、纯化及效价测定

诱导表达的AGO2融合蛋白纯化后以适量弗氏

完全佐剂进行乳化（1.0 mg），蛋白乳化后注射5月龄

雄性新西兰大白兔1次；加强免疫注射时以不完全佐

剂乳化蛋白且蛋白量减半，每隔15 d加强免疫1次，

共加强免疫5次。采集血样室温静置2 h后4 ℃冰箱

保存过夜，待血液凝块收缩，5000 r/min离心15 min，

收集血清，-80 ℃保存备用。

取适量CNBr-activated Sepharase 4B干粉制备

纯化柱后，4 ℃下解冻血清，并将冻存管中的Beads

转移至纯化柱内。按照说明取适量血清，4 ℃下

3500 r/min离心20 min，吸出油脂；将处理好的血清

与对应的蛋白Beads一起孵育，室温孵育2 h或4 ℃孵

育过夜；孵育完成后用PBS洗涤3次；再以预冷的洗

脱液（pH 2.5）洗脱，每次收集1.0 mL，EP管中预先加

入50.0 μL中和液；将收集的低浓度抗体用PrA浓缩；

纯化好的抗体加入10%甘油，-20 ℃保存。

采用ELISA检测纯化前后抗血清的抗体效价。

将抗血清按照 1∶500、1∶2000、1∶5000、1∶104、1∶105

和1∶106进行稀释，室温下一抗孵育1 h、二抗孵育45

min，显色反应20 min，以酶标仪于450 nm处测量吸

光值。其中，阴性对照为AGO2融合蛋白免疫大白

兔前所采血。

1. 5 AGO2蛋白在健康和带毒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情况

取健康和RDV感染的黑尾叶蝉各200头，用液

氮研磨后，添加1.0 mL蛋白提取液；混匀后4 ℃下振

荡提取20 min；然后4 ℃下12000 r/min离心15 min，

收集上清液即获得昆虫总蛋白，分装后-80 ℃保存

备用。提取的昆虫蛋白样品经SDS-PAGE电泳后转

移至PVDF膜，以1∶106倍比稀释的AGO2免疫球蛋白

为一抗、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抗体为二抗，采用

Western blotting检测AGO2蛋白在健康和RDV感染

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黑尾叶蝉AGO2基因扩增及表达载体构建

以黑尾叶蝉总RNA为模板、AGO2-F/AGO2-R

为引物，RT-PCR扩增黑尾叶蝉AGO2基因，经琼脂糖

凝胶电泳检测，结果显示扩增获得的目的片段约

1600 bp（图1），与预期结果一致。RT-PCR产物与表

达载体pET-28a经BamH I和Not I双酶切后重组获得

pET-AGO2重组质粒，以其转化DH5α感受态细胞，随

机挑取PCR鉴定呈阳性的单菌落提取质粒，采用

BamH I和Not I进行双酶切验证，结果显示pET-

AGO2重组质粒可酶切获得与RT-PCR扩增产物大

小一致的目的条带（图1），约1600 bp。pET-AGO2重

组质粒送至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测序，测序

结果表明黑尾叶蝉AGO2基因为1635 bp，进一步验

证表达载体构建成功。

李歌等：黑尾叶蝉RNAi途径关键蛋白AGO2多克隆抗体制备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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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AGO2融合蛋白的表达、鉴定及纯化

预试验结果表明，AGO2融合蛋白在BL21感受

态细胞中表达的适合温度约28 ℃、诱导时间约5 h、

摇床转速220 r/min。为进一步明确AGO2融合蛋白

在BL21感受态细胞中表达的最适IPTG浓度，分别在

0（对照）、0.2、0.3、0.4、0.5和0.6 mmol/L 6个IPTG浓

度下进行诱导表达，结果（图2）显示，IPTG浓度为

0.5 mmol / L时AGO2融合蛋白表达量最高。即

AGO2融合蛋白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的最适条件：温

度28 ℃，IPTG浓度0.5 mmol/L，诱导时间5 h，摇床

转速220 r/min。此外，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

示，鼠源6×His单抗能特异结合His标签（图3），表明

AGO2融合蛋白在BL21感受态细胞中正确表达。

AGO2融合蛋白主要以可溶性的形式进行表

达，经超声波破碎后的上清液经Ni2+-NTA琼脂糖亲

和层析纯化，收集洗脱液进行SDS-PAGE电泳，结果

表明融合蛋白纯度约95%（图4）。纯化AGO2融合蛋

白再经透析袋透析处理，其终浓度为3.0 mg/mL。

以纯化AGO2融合蛋白免疫雄性新西兰大白兔

获得的多克隆抗血清按不同比例稀释后作为一抗进

行ELISA检测，结果显示，阴性对照（免疫前抗血清）

无颜色反应，免疫获得的多克隆抗血清按不同比例

稀释后均有颜色反应（图5），能检测到抗原抗体特异

结合所呈颜色反应的最大稀释比为1∶106，即多克隆

抗体效价为1∶106。

多克隆抗体经亲和配体纯化后，以ELISA检测

其抗体效价，结果显示，阴性对照（纯化后的免疫前

抗血清）无颜色反应，而纯化后按不同比例稀释的多

克隆抗体均有颜色反应，纯化多克隆抗体效价也为

1∶106。多克隆抗体纯化过程中获得的洗脱液颜色

反应较微弱（图5），表明大部分抗体能与亲和配体

结合后得以纯化，经测定多克隆抗体浓度约350

μg/mL。此外，纯化后的多克隆抗体经SDS-PAGE电

泳能检测到抗体免疫球蛋白的单一重链，进一步说

明制备获得的多克隆抗体纯度较高。

图 1 黑尾叶蝉AGO2基因RT-PCR扩增及pET-AGO2重组
质粒双酶切电泳结果

Fig.1 RT-PCR amplification of AGO2 gene from N. cincticeps
and pET-AGO2 r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ed with dou-
ble enzyme

M：DNA Marker；1：AGO2基因RT-PCR产物；2：pET-AGO2重组质粒
双酶切产物
M：DNA Marker；1：RT-PCR product of AGO2 gene；2：Product of pET-
AGO2 r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ed with double enzyme

图 2 IPTG浓度对AGO2融合蛋白诱导表达效果的影响
Fig.2 Induced expression of IPTG concentration on AGO2 fu-

sion protein
M：蛋白分子量标准品；1~6：IPTG浓度分别为0、0.2、0.3、0.4、0.5和
0.6 mmol/L
M：Protein marker standard；1-6：The concentrations of IPTG were 0，
0.2，0.3，0.4，0.5 and 0.6 mmol/L，respectively

图 3 AGO2融合蛋白的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
Fig.3 Western blotting detection of AGO2 fusion protein
M：蛋白分子量标准品；1：经0.5 mmol/L IPTG诱导表达获得的融合
蛋白；2：未经IPTG诱导表达的融合蛋白
M：Protein marker standard；1：Fusion protein obtained by 0.5 mmol/L
IPTG induction；2：Fusion protein without IPTG induction

图 4 AGO2融合蛋白纯化后的SDS-PAGE电泳结果
Fig.4 SDS-PAGE electrophoresis of purified AGO2 fusion

protein
M：蛋白分子量标准品；1：Ni2+-NTA琼脂糖亲和层析纯化后的AGO2
融合蛋白
M：Protein marker standard；1：AGO2 fusion protein after purified with
Ni2+-NTA agarose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M 1 2

5148 bp

1904 bp

1584 bp

M 1 2 3 4 5 6

65 kD

M 1 2

65 kD

M 1

65 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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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多克隆抗体检测黑尾叶蝉AGO2蛋白表达

水平的效果

采用制备的多克隆抗体检测AGO2蛋白在健康

和RDV感染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

tting检测结果表明，AGO2蛋白在健康和RDV感染黑

尾叶蝉中均有表达（图6）；但与健康黑尾叶蝉相比，

AGO2蛋白在RDV感染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水平更

高，即RDV侵染能提高AGO2蛋白的表达水平，也表

明AGO2融合蛋白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后制备获得的

多克隆抗体特异性强，可用于后续研究。

3 讨论

AGO蛋白是RNAi途径中沉默RISC的核心成分

之一（Ding，2010），在RNAi途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Guo et al.，2019）。叶蝉和飞虱都是热带亚

热带地区水稻的主要害虫，但由于受到基因组背景

的限制，叶蝉和飞虱究竟具有几种AGO蛋白尚不清

楚。此外，目前虽已有研究报道黑尾叶蝉、灰飞虱和

白背飞虱RNAi途径中AGO2基因在调控水稻病毒侵

染时发挥重要作用（兰汉红，2015；Lan et al.，2015，

2016），但AGO2的相关作用机制也尚未明确。因

此，制备黑尾叶蝉AGO2抗体有利于进一步探讨

AGO蛋白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RNAi途径中发挥的

作用，为从分子水平揭示其作用机理打下基础。

抗体制备是研究目的基因转录和表达等特性、

蛋白间相互作用、蛋白亚细胞定位及蛋白生物学功

能的基础（Wootla et al.，2014）。目前，利用重组蛋

白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制备多克隆抗体的方法成熟、

过程简单，且制备周期短（贾慧娜和罗海玲，2012），

因此已得到推广应用。成功制备抗体的关键在于选

择合适的蛋白抗原区段，而抗原区段的选择主要以

亲水性、疏水性、可及性、抗原性、可塑性、二级结构

预测和电荷分布等为参考，其中亲水性和可及性是

形成抗原表位的首要条件（Tiller and Tessier，2015）。

本研究通过分析黑尾叶蝉AGO2蛋白分子的抗原指

数、可及性、亲水性和疏水性等特性，选取抗原指数

较高的304~846 aa区段作为抗原，构建原核表达载

体并进行高效表达，获得的AGO2融合蛋白经Ni2+-

NTA琼脂糖亲和层析纯化后作为抗原免疫雄性新西

兰大白兔，成功制备获得黑尾叶蝉AGO2多克隆抗

体，且证实制备获得的AGO2多克隆抗体纯度较高，

其浓度和效价分别为350 μg/mL和1∶106。

叶蝉是目前水稻生产中的重大害虫，但尚缺乏

有效的防治措施（Lan et al.，2016）。在家蚕、血吸

虫、绿僵菌、水稻及拟南芥等物种（杨燕萍等，2010；

汪章勋等，2013；程小玲和杨加伟，2014；朱兵等，

2018）虽有AGO蛋白抗体制备及应用的相关报道，

但很少将其应用于AGO蛋白作用机理研究。本课

题组前期的研究表明，干扰飞虱或叶蝉AGO2基因表

达后，水稻病毒在介体昆虫内的复制增殖水平显著

提高（Xu et al.，2012；Li et al.，2013；兰汉红等，

2015），暗示飞虱或叶蝉AGO2蛋白组分在RNAi抗病

毒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利用制备获得的高

效价AGO2多克隆抗体，通过Western blotting检测得

知AGO2蛋白在健康和RDV感染黑尾叶蝉中均有表

达，但在RDV感染黑尾叶蝉中的表达水平更高，与

RDV感染能提高AGO2转录水平的结论（兰汉红，

图 5 黑尾叶蝉AGO2蛋白多克隆抗体效价ELISA检测结果
Fig.5 ELISA detection of AGO2 protein polyclonal antibody

titer in N. cincticeps
S：纯化前的多克隆抗体；F：多克隆抗体纯化过程中获得的洗脱液；
P：纯化后的多克隆抗体
S：Polyclonal antibody before purification；F：Eluent obtained during pu-
rification of polyclonal antibody；P：Polyclonal antibody after purifica-
tion

图 6 AGO2蛋白在健康和RDV感染黑尾叶蝉中表达水平的
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

Fig.6 Expression detection of AGO2 protein in virus-free and
RDV virus-infected N. cincticeps through Western blo-
tting

M：蛋白分子量标准品；1、2：健康（无毒）黑尾叶蝉；3、4：RDV感染黑
尾叶蝉
M：Protein marker standard；1 and 2：RDV-free N. cincticeps；3 and 4：
RDV-infected N. cincticeps

F PS

1∶500

1∶2000

1∶5000

1∶104

1∶105

1∶106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M 1 2 3 4

65 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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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一致。这也进一步证实黑尾叶蝉RNAi免疫途

径中AGO2蛋白在与RDV的互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此外，利用制备获得的AGO2多克隆抗体将

有助于揭示RNAi途径的具体作用机制，从而找到防

治黑尾叶蝉的有效办法或靶点。

4 结论

制备获得的黑尾叶蝉RNAi途径关键蛋白

AGO2多克隆抗体具有高纯度和高效价，且特异性

强，可用于检测AGO2蛋白在病毒感染黑尾叶蝉中

的表达水平，进而揭示AGO2蛋白在介体昆虫RNAi

途径中的功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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