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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来源的抗病毒基因的构建 

和在植物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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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对病毒感染产生各种娄型的抗病性，包柄高度抗病的免疫性，抗侵染，抗 

扩展和抗增殖的抗病性，过敏性抗病性，耐病性以及对传毒介体的抗性。但是至今我们 

还不能把编码这些抗性的基因分离出来，进行基因转移。所 以在植物基因工程中应用植 

植物来源 的抗病毒基因为时尚早 ，由于病毒分子 物学的发展，已阐明了一些病毒的基 

因组的结构 与功能 ，为利用病毒来源的抗病毒基因开辟 了道路 。随着 DNA重组和克隆 

技术的发展 ，以及双予叶植物基因转化技术的 日趋完善，使植物抗病毒的基因工程得 以 

突破。已由病毒外壳蛋 白基因、病毒卫星 RNA的 eDNA和病毒弱株系的全长 eDNA转 

化植物，获得抗病性的表达。探索病毒来源的反意 RNA和 I1】和抗体基因 作为抗病毒 

因的可能性也在进行 中。 

一

、 由外壳蛋 白基固构麓 的抗痨毒基园 

病毒的感染可诱导寄主 产生 对病毒的免疫性 。对病毒基 因组结构 与功能的深入研 

究 ，启发人们设想 ，能否将病毒诱导免疫性的基因引入寄主，使寄主产生对病毒的抗性 

而又不产生有侵 染性的病毒 ，达到安全的免 疫性 。但病毒的哪个 基因 担负抗性的诱导 

呢?早已知道病毒株系问的交义保护作用可能与外壳蛋白的结构有关 。玎]TMV进行的 

研究 ，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确实证实了这_一点。 

(1)菸花叶病毒(TMV)外壳蛋白(cp)的基因工程 

TMV UI株的基因组由 6395个接苷 酸组成。70～d919编码复制酶；4903--5709编 

码与病毒在 细胞问转移有关的 30K蛋 白 J 5712--6196编码 cp。用引物合成 cp基因的 

dse DNA，在 puc 9质粒 中克隆，从构建 的 PTM 37质粒 中切下 cp序列 ，与 PMON 237 

载体联接。再把编码 。p的序列从构建的 PTM 28中切下，插入表达载体 PMON 31 6，组 

建成 pTM 319质粒(图 1)，组^ Agrobacterium tumefaclens，并用于转化菸叶片。通 

本文于I 987年 I 2月31日收蓟．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 Ji寸毒拳象袁 l·1-I。 

Vi+●le~ie● $11．1t● 

过卡那霉 素抗性 ，选择出 8株转化菸植株 。其中 6株菸 中每个二倍体基因组合有 1—5 

cP栲贝，二 株含有 1 0个 以上的栲贝。转化植栋 中 cp信使 RNA比 T／dV感染 的菸叶 中 

编码 cp的亚基因组低分子量成分(LMC)长200个核苷酸。转化植抹中cp的含量达到叶 

蛋 白的9．1 。大部分转化植株所结种子表达 cp的性状分离符台 3：1分离定律。表达 cp 

植株接种 TMV后，延迟发病 12—3O天 (Abal等，1 986)。Nelson等(1987)进一步比 

较 了 cp表达和不表 达的擅株 接种与ul标有 血请学 关系的 强株系 PV 230。在转化的 

Xanthi NC植株 (对 TMV产生局部斑症状 )上其斑点数只 有未转化植株的 5 以下。 

在转化的 Xanthi植株 (对 TMV产生系统症状 )上，其发病率只有未转化植株的30 。 

作者称这种抗病作为谓基园工程交义保护。 

(2)苜蓿花叶病毒(AMV)外壳蛋 白的基因工程： 

Turner等(1987)用非常不 同于 TMV 的 AMV来验证 TMV—cP的基因工 程交义保 

护作用是否 也适用于其它病毒 的可能性。AMY基因组由 RNA 1、2和 3组成。RN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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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等，l 986) 

Fig 1． Constraction of coat p rotelngene 

是编码 外壳蛋 白的 亚基因组 。由 RNA一4反转录合成的 AMY CP基因 ，插入 pMON 

g8 0O表达载体。以含 PMON 9800的 A．tumefaoiens转化菸和蕃茄叶片，菸和番茄转化 

植株中 cP基因拷贝数 均为 1—5，其转录子的大小为 1．2和 1．9 kb。菸 植株中 cP的量 

达到可提取的叶蛋白的0．1一o．4 ，番茄植株中达 0．1一o．8 。对照植株均无 cP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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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菸转化植株接种 AMV一周 后，每片接种叶上产生 6—55个退绿斑，两周后上部叶 

片产生系统明脉和花叶症状。CP转化植十采接币1 叶上不 表现退绿斑 ，两周后也没有系统 

症状。植株中病毒浓度 ，对照 比 CP转化的高出 l10—8l5倍 。CP转化植株白花授耪前 

后代种子性状分离比例 ，有的为 3，1，说明系单位点插A，有的为 15：1，说明为双位 

点插入。接种后两周 ，表 达 cP植株的发病率为 1S--28 D／，对照植株为 82—10O 。由 

此可见 ，AMV CP的保护效果比 TMV CP还高。 

最新消息表明 ，黄瓜花叶病毒 cP和马铃薯病毒 x CP基因转化的植 物也获得对各 

自病毒的抗病性。看来，各种病毒的 cP基因的转化，都可表 达对该病毒的抗病性 

二、由卫量 RNA 构羹的抗病毒基因 

卫星 RNA是依赖于病毒才能复 J的一类低分子量 RNA。其核苷酸序列 与辅助病毒 

和寄主植物没有同原性。它能干扰辅助病毒的复制，并改变症状的表现，常常引起症状 

的减轻。可以把 卫 星 RNA看做病毒的分子寄生物，我们首先用卫星 RNA组建成黄瓜 

叶病毒的生防翩剂 (田波等，1983，1987")，这一发现立 即引起植物 基因工程学家的注 

意 (Bauleombe等，1986)。 
．  

(1)黄瓜花叶病毒 (CMV)卫星 RNA的基因m程I 

CMY基因组 由 RNA 1，2，3和亚基因组 RNA一4组成。有的栋系中还 含有 RNA一5， 

是一种卫星 RNA。Bauleombe等 (1986)将 CMV 1--17 N株 系 的 卫 星 RNA的 eDNA 

双体插入 Ti质粒 ROK一1的 BamH1切点 。其表达箱包含花椰菜花叶病毒 (CaMV)35s 

RNA的启动子和蓝曙红合成酶终止序列 (NOS-TERM)(图 2)。构建 了含卫星 RNA的 

eDNA的 Ti质粒表达载体。经 A．tumefaeient感染菸叶片 ，以卡那霉素抗 性为选择标 

记，再生成植桔。转化的植株生长正常 ，能开花结果 ，无任何病毒症状 ，经 Southern 

和 Northern杂交证明在 DNA和 RNA,中都有卫星 RNA的全长序列 。为了测定转录的 

卫星 RNA的生物活性 ，在转化植桔上接种 CMV，发现有大量单位长度 的卫星 RNA产 

生而病毒基因组 RNA减少 95％。只在第 1至第 3片叶子上形成斑驳 ，此后形成的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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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2 CMV卫星 RNA eDNA基因构建 (B suleombe，[986) 
F iE 2 Con 9t ru etion 0f CMV s●telIite RNA cDNA gen 

不表现花叶症状，接近正常的植株 。而用对照 DNA转化的植株症状严重，植株矮化。 

葬f『J f是世营粹，1988) cMV卫霉 R玎卓一1 d 耳N 为博板，分别用基3 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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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 端部分序列台成 的寡核苷酸为 引物 ，合成了分 别 复盖卫星 ⅡNA 3 端和 5 一端 

的二个克隆并进行 DNA水平上的操作，建成了垒长的卫星RNA-1的 cDNA克隆。将此 

完整的 cDNA插人到 Ti质粒表 达载体 R0K一2中。与上述例子不同的是，这里用的是完 

整的卫星 RNA单体 已转化菸草 ，并获得抗CMV的基因工程植 。这种植株 当感染CMV 

后能大量表达卫星 RNA， 从而干扰了 CMV RNA基因组的复制， 使症状减轻或消失。 

(2)菸环斑病毒 (TobRV)卫星 RNA的基因工程l 

该病毒 的卫星 RNA(STobRV)由 35 9个核苷酸组成，具有线状和环状结构。它能致 

弱 TobRV引起 的症状 。 Gerlach等 (1987)用克隆的 STobRV的 eDNA 与 i质粒表达 

载体构建成三个基因；ST(+)，出全长 cDNA的三聚体构成，其 列方向可产生 (+)转 

录予 (即(+)STobRV)~ST(一)由全长 cDNA的三聚体椅成 ，其排列方向产生 (一)转 

录子 (即(一)STobRV)J SH(+)由全长 eDNA HaeⅢ酶切 片断 (合57—319序列 )构 

成，其排列方向可产生 (+)转录子 。用上述三个基 因转化菸草。接种 TobRV后 ，ST 

(+)和 ST(一)基因转化的植株 ，转录 出大量的 STobRV，而 SH(+)和未能转 化的植 

株接种 TobRV后一局 则没有 STobRV产生，症 状也有 明显 差剐。SH(+)和未转 化的 

植抹接种 TobRV后一周出现典型 中心坏死的环斑 三周后在新生出的叶片有 明显的症 

状，叶片缩小 ，植棵矮化。ST(+)转 化的植 株接种后一周 只出现中心 不坏死的环斑， 

此后新生叶上几乎没有症状，植株大小 与未接种的相近。sT(+)转化植 株中病 毒 复制 

量 也相应降低 ，转化植株所结的种子，抗病性状分离比例为3：1。 

ST(一)转化植株除接种初期产 生中心 坏死的环斑外 ，其 它表现与 ST(+)相似。 

(一)STo'bRV本来没有生物活性 之所以表现抗病性可能是某一植物本身的启动子起动 

了这一 基因，或者(一)STobRV被植物依赖于 RNA的 RNA聚合酶转录出微量STobRV 

之故 。 

上述两个例子都说明利 用干扰病毒复制的卫星 RNA构建抗病 毒基因是一种有效的 

方法。从植物基因工程学来说，这种方洼不需 基因产物的大量表达，它只需要转人的基 

因产生少量转录产物，当野生病毒感染时转录出的少量 卫星 RNA能利 用病毒的复制酶 

大量地复制，发挥对病毒的干扰作用 从病毒方面看，随着对病毒基因组的深入研究， 

在愈来愈多的擅物病毒 中发现 了卫星 RNA 例如线 虫传多面体病毒 组的六 种 以上的病 

毒，黄瓜花叶病毒组 的所有三个成员，绒毛菸斑驳病毒组的所有四个成员 ，番茄丛矮病 

毒蛆的一 个成员，菸 坏死病毒组的一个成员。最近又在黄症病毒组的大麦黄矮病毒中发 

现 了卫星 RNA。为扩犬 卫星 RNA豹应 用创造了条件。通过卫星 RNA结构与功能的研 

究，自然界巳存在的卫星 RNA还可通过人工点突变改善其功能。另外还有可能 根据病 

毒复制机理的研究， 人工合成可 与病毒核酸复制酶竞争的类似卫星 RNA， 这就将这一 

方法扩大应 用于更多的病毒病的防治。 

但是由于卫星 RNA构建的抗病毒基因可在体内转录出具有生物活性的 卫星 RNA， 

通过介体能传染给其它植物。因此要估计通过卫星 RNA的突变 ，产生加重症状 的潜在 

缺点。 

兰、用弱睛毒垒长 cDNA 导入而产生的抗喷毒的转化擅株 

外壳蛋白基因转化的植物只获得延迟发病的抗病效果。日本东京大学 Ohno(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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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Yamaya等<1988)分剐将 Tlg~一L(番茄株)和其致弱突变体 TNVL—IIA的全长 eDNA 

转化菸草 。他们将全长的 eDNA考贝置于 CaNV 35s RNA启动子的下游，此启动子经 

过改造可使转录恰好从 5 一末端开始，再以 Ti质粒为载体导入菸草。用全长eDNA转化 

的菸植株产生典型的花叶和矮化症状。叶片匀浆液具有侵染性。可见转化植株所产生的 

症状是 由于病毒 eDNA插入植物染色体 DNA，并转录出 TI~IV RNA，由转译的外壳蛋 

白组装成侵染性病毒颗粒之故。 用 LIIA CDNA转化的植株也产生侵染性病毒颗粒 ，但 

病毒量低得多 ，植抹也不表现花叶和矮 化病状。用 TI~IV L作攻击接种后40天仍不表现 

花叶和矮化症状，而未转化的植株接种后 7—1O天 就产生严重的症状。这一结果说明， 

全长的致弱病毒的 eDNA，可产生此外壳蛋白基因强得多的保护作用 但其缺点在于侵 

染性病毒颗粒 的产生 ，也存在与应用弱毒弱 苗相同的问题。 

四、构建抗病毒基因的其它途径 

(1)病毒反 意 RNA 

近年来已证明反意 RNA(或负链 RNA)对原核和 动物细 胞的基因表 达有抑 制作 

用。在细菌中，与转录起始区互补的反意 RNA最为有效 。在真棱系统中与 3 一末端序 

列互补的反意 RNA有抑制作用。如果植物病毒的反意 RNA 也有抑制病毒 基 因组表达 

的作 用，那柬就有可能用于许多病毒的抗病毒基因的构建 。 

Bauleombe等(1987)将菸环斑病毒 ItNA一的四个基因组 的反意 RNA构建成基因插 

入 Ti表达载体，并再生成菸植株。但均未表达任何对病毒的抗性。这可能是：(a)所用 

反意 RNA序列未包括 5 和 3'-端，(b)反意 RNA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抑制病毒的复制； 

(c)病毒 RNA包入蛋 自外壳内，使反意 RNA不能起 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将能澄清这一 

问题。 

(2)中和抗体基因 

Woods等(1985)已报道把小 白鼠 杂交瘤细胞 凫疫球蛋白 和 的 eDNA，通过质 

粒转化到酵母细胞中。酵母细胞能合成、加工和分泌免疫球蛋白轻链和重链，并能形成 

有生物活性的抗体。利用抗体对病毒的中和作 用 ，如能将编 码免疫 r一球蛋 白的基因转 

化到植物中去 ，可 能会在植物体内对病毒产生中和作用而达到抗病的效果。 

综上所述 ，病毒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已开始对病毒病防治产生深远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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