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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于基因工程的兴起，使噬菌体在分子遗传学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环境科 

学的发展使人们不仅认识到噬菌体是自然环境中一类很重要的净化因子，而且也认识到 

许多噬苗体与肠遭病毒在理化特性、分布等方面存在相关性，故被用来作为指示者、追 

踪者，其存在置可充当持定环境 的污染指数。’医学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发现许多具有 强烈 

的毒性作用的细菌毒素是由前噬菌体(prophage)DNA编码，而可采取新的治疗措施。 由 

于噬苗体的应用反过来叉促进了噬菌体本身的发展，这些包括 噬菌体的形态分类，核酸 

序列 ，溶原 转换(]ysogenlc conversion)，成斑理论，甲基化修饰、基因结构与调控，复 

制与装配，启动子与表这载体，噬菌体转座子与插入突变等等。本文有望对这些进展作 

一 扼要的评述，以促进我国科学工作者更好地利用噬菌体有益于人类的一面。 

一

、 疃菌体在分子遗传学中的研究和应用 

1973年以前， 噬̂菌体只能再于大肠杆菌之间的局 限性转导，然 而 1973年 Doy等 

人成功地利用 和̂ 。把 大肠杆菌染邑俸基因转入了Lycopersico esc“ e Ⅱm和Ara— 

bidopsis tltaliama两种植物的单倍体细胞系，他们用这两种细胞系的乳糖j兜陷型，检测 

并证 明了转入的基因获得了表达⋯。当时他们为区 另IJ于细菌中的转化、转导、而 引入了 

“转入 (transgcn sis)的概念。1974年 Thomas等人证明了 ^DNA 在 一定范围丢失 (低 

本文于1987年 l2月 9日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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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5 左右 )和在一定范围内外源 DNA插入 (总 DNA不超过 ^DNA的108 左右 )之 

后． 噬菌体的外壳蛋 白仍能进行正常包装， 并形成有活力的噬菌体颗粒0 。由此开始 

构建了大量的 衍̂生型载体，并不断完善“ 。用 DNA改造来的载体对重 组子筛选有 

两种非常有效 而又方便 的方式 1．^。pi筛选， 这是基于如下现 象而建立的： 野生型 

枷茁苗体不能在 ．coli(F})溶原 菌株中生长，这种现象 即为 ŝFi(z senslt~ve to Pi inter— 

ference)。这是 由 ^噬菌体 DNA左 、 右两臂之间的 red，galnma基因决 定 的 ， 然 而 

的大多数载体都是置换型载体，当 red，gamma基因都被置换掉而使之 由 sFi 表型转 

变为 sFi一表型，并可在 p：溶原化的寄主中正常生长，形成 噬菌斑，如 EMBL3，4和 

，1059就能利用这一筛选方式。2．suF 探针钓取，先在一个 sup 质粒上克隆一段探针 

序列， 然后用这一探针质粒去转化另外已经收集了 重组噬菌体的 sup一受体细胞，如果 

有对应的序列，就会通过同源重组实现 “杂 交” ，并由此使带有琥珀突变的噬菌体裁体 

DNA得以校正，使之产生噬菌斑，所以形成空斑区域的噬菌体就是所要钓 取的重组子 

此法可省去使用同位素， 凡带有琥珀突变 的载体，如 ^charon 4A，^EMBL3等都能 

利用此法筛选 。 

在大量改造 各种载体 中 ，人们发现 ^左右启动子  ̂ 和 比其它 启动子起动能 

力强，而 又比 强，所以现在普遍使用这两个启动子来 构建表达型载体， 而且 

和 P 可同一方 向起动，因此可串联起来以更加强起动能力 。这类表达载体有一 

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易于表达的控制，即3O℃以下，它不表达，因为这肘theirs85 

提供的阻遏物能正常阻遏 P 或 P 的起动，然而如果提高到 3O℃一42℃， 启动子逐步 

开启，当高到 42℃ 时， 启动子开启到最大， 即可带动后面 的结构基因进行最高表达。 

如果象 PUC18那样 ，在 这类表达 载体中也 引入 LacZ基因， 用 Xga]来指示 ，在 28℃ 

呈白斑，同克隆了的重组子一样， 但在 32℃ 就会呈浅蓝色斑，37℃ 呈蓝斑 ，所以这 

类表达载体很好检测和控制。 比一般启动子耍强，是因为在 ^噬菌体基因组中的左 

半臂是编码包括头部和尾部蛋白的所 有结构基因， 在只有几十分钟的蹲蔽期 (eclapse 

phase)内要合成 150个左右的噬菌体颗粒 的外壳蛋 白，这种需求使得 必须高效。这 

同杆状病毒 中的强启动子的需求相似，因为大量的多角体蛋 白都是这一启动子所操纵的 

800bp左右 的多角体蛋 白基因的产物 考察它们的结构都富 含 AT序列， 故容易解链， 

同时它们 的空间结构也非常有利于 DNA聚合酶的结 台或复盖 ’。目前杆 状病毒基因 

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点发展起来的。大肠杆菌 L 噬菌体中的两个启动子 也开始 

应用于表达载体的构建，但 的两个启动子的起动 方向则 刚好相反 ’。在 T 噬菌体 

中也存在强启动子 ，可见璇菌体 DNA中的启动子将 会在基因工程中得 到更多的应 

用。 

丝状噬菌体中的 M13单链克隆载体早已被用来克隆需进行序列分析的 DNA，以获 

得大量的单链 DNA用于双脱 氧法测序。 然而丝状噬菌体也 可参与 某些 穿梭载体 的改 

造．使之能在转入酵母等细胞之前，先在大肠杆菌中克隆。如果对克隆片段需进行测序 

或定 向诱变，此时可用某些助手噬菌体去感染细胞，由于这种穿梭载体中有丝状噬菌体 

的 crl位点 ．一旦助手噬菌体在细胞内台成了全部外壳蛋 白，由于 ori的识别作 用又 能 

包裹穿梭 载体的 ssDNA．形成噬菌体，如 pVT～L本身为 7kb， 能克隆 3kb的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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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从这些噬菌体中抽提出 saDNA，然 后用克隆酶游离出克隆片段进行测 序。还 

由于 MI3已被发展起来用于蛋 白质工程中的点定向诱变，尽管 M13是单链，但在复制 

中也为双链形式。所以如果 引入一 个按设计要求的单链 DNA序列，就能通过双链复制 

形式插入，使子代有～半按照这种引入的序列 而改变成新的子代“”。通过 测序结果和 

表达结果的比较可知克隆位置是否在 阅读框 架内 ，如果不在或偏离都需进行亚克 隆，定 

位后再向酵母细胞中克隆，并进行表达。可见这种载体把克隆、穿梭、坝4序、诱 变、表 

选联系起来，极大地方便了使用。 

我们知道妄使一个结构基因能有效表达，必须使转录和翻译起始点紧位于起始密码 

子之后。但要获得一个与原 来完全相同 的蛋 白质， 则也要考虑转录 的终止位置。用 fd 

噬菌体提供的转录终止子则非 常有效 ，它不仅可在转录水平来提供终止信号，也可在翻 

译水平上提供琥珀突变 (amber mutation)使多肽翻译 终止。如 p／LA501表选型载体的 

多酶位点聚合集头 (polylinker)位于串联的 ， 与 fd转录终止子之间“ 。 

eeDNA噬菌体中大多数都是正链、而可充当 mRNA形式，由于 mRNA是DNA流 

向蛋白质的中间形式，因此用它来 作为研究材料可做如 下几个方面工作：1．筛选抑制 

依赖于 DNA的RNA 聚合酶， 依赖于 RNA 的 RNA聚台酶的药物， 进而可筛选出治癌 

药物 2．可用于 研究寄 主细胞内 的修复系统。3． 由于在短 时 间内可 获大量 RNA拷 

贝 ，可用于 RNA一级、二级三级 结构 的 研 究 ， 从而为植物病毒 RNA 的研究提供模 

式。又如用 Q 噬菌体来研究 大肠杆菌光修 复系统，首先发现当用 紫外线仅 照射噬菌 

体，以后成斑率便下降，表明紫外线能有效 地杀伤噬菌体。但用低剂量紫外线处理 Q 

并感染细胞 ，醢盾用自光处理 ，成斑率会有一定的恢复。如果 Q 感 染寄主 7分钟后 

加利福霉素，噬菌体生长正常，但却抑制了由寄主菌胞提供的修复系统，因为如果再用 

紫外线处理过的 Q 去感染这种细胞，成斑率不会上升。表明光修复系统在应澈条件下 

产 生 。 

近年来分子杂 交中 的探针越来 越多地用 RNA来代替 DNA； 因为在真核和病毒的 

基因组中都存在内含子，而这些内含子并不投影 到氨基酸序列上来 ，故对这些 内含子的 

序列了解较难，如果某些高度保守序列也存在 于这些内含子中，就有可能导致杂交中获 

得不真实的正结果。此外制备 RNA特征序列比较容易。因为大多数蛋白产物在某一阶 

段的某一特化细胞中很易分离到这样 mRNA。可 以预料如果大量地使用 RNA作为探针， 

有关 tuNA噬菌体 的研究会更加深入。 

虽然 Mu噬菌体是 1959年发现的， 然而是在近年内才得到 较大发展。Mu是一种 

温和性噬菌体 ， 但在整个 溶原周期与 有许多差异，首先它 可转座，整台到染色体 

DNA上时也是随机的，在染色体 RNA上能形成一种 G环结构” 。由于它的转 座特性， 

与广 泛性转移质粒 RP4连接起来便可作为普通的转座子使用，．由于 MuDNA的长庸’比 

其它类型的转座子都要长 ，因此它的插入失活作用， 极性作用来得都更猛。D1O8是与 

Mu相似的一种噬菌体，其基因组的同源性也很高，但二者有异源免疫作用 (heteroim— 

mune)， 即不能发生超感染现象“”。 建立一个只包含有 D108左末端 1．7kh和右末端 

8kb翔除 中间区域的微小片段，相当于一个质粒 ，然而在有诱导后的助手噬菌体(如Mu)存 

在时，它仍能进行转廑， 比如检颡j到能 转座到 F因子上“ 。D108cts在溶原周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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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座及 诱变 频率低， 但在 诱导 进入营 养局 期 后 的转 座及诱 变频 率在 1．O6×10 至 

1．9 x 1O一 ( 。 

有关寄主、噬菌体与空斑的关系， 近年来分析了核糖体对成斑率的影响‘ ’．基因 

文 库中 chi序列对成斑的影响⋯】，同一细胞容量所主导的生物合成总量趋于相等的制 

约 ”，使得对噬 菌斑的认识更加深了一步。 

二，噬菌体在环境科学 中的研 究和应甩 

环境申致癌因子或其它诱变剂的筛选，过去主要是利用 Ames测试法。由于用 Ames 

测试法是检查待捡物质诱导凰复突变的能力，比如缺组氨酸的台成培 养基里，加入所要 

测试的物质倒成平板，然后接种上标准的 His一菌株，如果发现平板上有菌落生长，表 

明这种物质有诱 变能力， 而且回复 突变率越高， 则这种 物质 的诱变 能力越强。 然面 

Devoret建立了一种用溶原菌来替代突变 进行诱变物质的分析“”。我们知道溶麻菌中 

的前噬菌体进入营养周期的自然额率很低，A为 1O 一1O一，Mu为l0 ～lO～。尽管这种 

突变越时都可发生，然而在培养后期由于局围细胞停止代谢，就是有噬茵体产生也无法 

彤成肉眼可见的噬斑 这里应指出温和性噬菌体只能形成棍浊斑(turbid plaque)，这一 

方面是 由于噬菌体感染细咆后仍有两种机率。或进入溶娘周期，或进入营养局期 ，另一 

方面虽然噬菌体能感染同型噬菌体溶原细胞，但不能进行复制，而通 常的指示茁并非为 

百分之百的非溶原菌，这样就形成了不十分规则的混浊斑。如果除去了整合所需要的区 

域，如 charon 4A，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已 经成了一 种烈性噬菌体。 所谓 

Devoret测试就是用溶原菌与非溶原菌 以 1 t 10。的比例混台，涂布于含有 掰变物质的普 

通培养上，如果有诱变物质的存在，就能形成噬菌斑，同样根据诱发频率可判断这种物 

质诱变能力的强弱，此法不需要配制台成培养基，而且比 Am $测试法更为灵敏。现在 

这种方法在美国巴普遍地用来测定工业申的化学药品和食物添加剂 ，看它们是否有诱变 

和致癌作用。 

近年来由于城市人口剧增，工业化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使得污染加尉，环境富营努 

化，使得有益人类生存的生物量减少，而可致病的有害生物量增加 为了解决污豢源的 

迁移及其贮量变化 ，有人用噬菌体来作为追踪者(tracer) ，这是 由于大多数噬菌体无 

脂质外套 而且蛋白质外壳包裹所形成的颗粒具有优化的力学结构，因此在环境中的耐 

性比寄主要强得多，通常在污染源投放已知的噬菌体，每间隔一定时间在周围定点取样 

分析， 可获得污染 源分散方向， 污絷源毒性程度，自然净 化程度，移动速率等参考数 

值。由于向环境投放嘴菌体无任何坏处，因此是一种很好的生物追踪物，可用于多种需 

求的投标。 

过去环境病毒污染指标是检测脊髓灰质炎病毒，然而检测脊髓灰质炎浦毒需甍细胞 

培养，故难咀普及，此外由于这种病毒能引起 ，j、儿麻痹症，因此操作起来非常危睑。为 

了安全和 “微生物化”，利用许多噬菌体与肠道病毒等的理化特性、耐性，分布有极好 

的平行关系，而改用噬菌体来作替代检查，有的噬菌体还具体地反映出某一种病毒的存 

在情况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鄢些雄性专一感染的噶菌体，因为蛊然环境旱的水温一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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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超过 30℃，而在 30℃ 以下 ．cMi F 不 能合成其 敦毛，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从环境 

中分离到这类小颗粒的单链核酸噬菌体，就可判断有生活源废水的污染，为了避免用电 

镜观察，制备这类噬菌体的单 克隆抗体，用 ELISA分析方法就可定性定量地测定 。有人 

也用肠道啦菌体的值来反映肠道细菌 的量，并认为此法比直接测定肠道细菌更准确 ，更 

节 省时间0 。 

由于人们在分离动植物病毒时，经常发现噬菌体的踪迹，有时甚至在植物细胞 内也 

会发现。这是由于噬菌体通过根部伤口进入，然后再通过蒸腾作用进入植物的各部。由于 

人们早巳发现人体病毒、动物病毒也存在于植物组织内，给蔬菜等农作物带来一大卫生 

公害。所以现在广 泛地用噬菌体来作替代研究，以寻找阻断途径0 。 

在浓缩、纯化、分析噬菌体方法上 也有许多进展。Logan等人设计了一种便携式仪 

器 ，一次可浓缩 500升水样，这样可方便地分析噬菌体浓度，然后再按浓缩倍数求 出环 

境 的真宴值“ 。此外也引入了气相色谱 分析0 ，完善了 PEG+NaCI浓缩法，建立 了蔗 

糖梯度离心法，两种无拮抗作用的寄主混合滴定法等等。 

三、噬菌体在工、农、医中的研究和应用 

噬菌体在发酵工业中是一大危害，现在 已基本认定造成噬茵体污染主要是以下两个 

原因t 1．生产菌株为溶原菌}2．外界污染。如果为溶原株，尽管 自发转换频率很低， 

但在发酵中，尤其是发酵后期，会产生很多对蛋白质有强烈作用的小分子物质，一旦解 

除了 负控蛋 白的抑制作用，便可使溶原菌迅速释放大量噬菌体。关 于防止噬菌体污染有 

如下主要造径：1．经 常变 换生产菌， 2．筛选抗株J 3．选用专门抑制噬菌体的药物I 

4．使用固定化细胞I 5．如有条件尽可能使用混合菌株发酵。对 于途径 1和 2我国工厂 

是经常采用 ，对于途径 3 ，过去有人在北京捧状杆菌发酵味精时就采用加 CuS 的 方 

法，最近 有人使用六偏磷酸钠于卡那霉素发酵中也收到 良好的效果“”。 

农业上过去主要用噬菌体于种子检疫 ，菌源病测报 ，细菌分类等 ，然而要推广还 

是比较困难的。1 983年有报道用于防冰冻。 因为细菌很容易成为 结冰种子 (即冰桉细 

菌)，如果在越冬前用噬菌体制剂处理越冬作物，能使之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护。有关方 

面认为使用此法能使美国南方作物北移 100—150公里。”。如果我们结合其它防护措施 

进行综合治理就有可能使我 国柑桔等再 向北移一段，也可能使北方有更多的蔬菜在冬季 

越冬。 

医学上愈来愈多地认识到许多对人体有强烈毒性作用的细菌毒素是由于溶原菌存在 

的结果，如认识最早的是白喉毒索 。 现在已经发现与溶原菌中 前噬菌 体有关的毒素 

有肉毒杆菌的 ct毒 素和 D毒素“ ，A 型溶血链球菌的红毒素(引起猩红热 )，葡萄 菌 

的纤维蛋 白溶解酶和肠毒素， 酿脓链球菌的 红斑毒 素， 大肠杆菌中的拟 志贺氏毒素等 

等。过去通常认为如果溶原萤产生毒素，非溶原菌不产毒素 就认为该毒素由噬菌忙基 

因组编码。用分子生物学方 法研究表明有如 下几种清况；1．毒素基因和 调控序列都由 

前噬菌体 DNA编码，2．毒素基因由前噬菌体 DNA编码，调控序列在染色体 DNA上I 

S．毒素基因位于染色体上，而调控序列在前噬茸体 DNA上 ”I 4．某些温和性噬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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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个整合位点 ，由于突变的作用而产生新的潜在的毒素。 

由于温和噬菌体的感染而能产生毒 素或其他性状改变的过程称为溶原转换。除此之 

外，许多毒素是由质粒编码 ，这两者的特点都是不象染色体遗传那样稳定。因为这些表 

型并不是这些细菌生长所必须 的。由于这种可消除的特点 ，可望用消除法作为一种治疗 

途径，而且质粒和溶原菌的消除试剂基本上可相互使用，因为都是作用于蛋白或DHA。 

但在体内使用也是很难的，因为消除剂也是诱变剂。然而如果用消除了的前噬菌体的病 

原菌来制备 疫苗可能是一条可行 的造径。 

以上分析和讨论了近年来噬菌体在应用 上取得的显著进展的最主要方面。但应该看 

到，尽管噬菌体的遗传背景比较清晰，但就总体而言，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还是很微小 

的。不过应当看到无论从它在 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还是对它的开发和利用都是很有 

价值进行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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