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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毒卫星通常是指那些如果没有特定辅助病毒的帮助就不能复制，而它本身对 

于辅助病毒的复制是不必需的，且与辅助病毒的基因组无序列同源性的 一类 RNA分子 

。 到目前为止，已报道有六组共26种植物病毒带有卫星r”。这些植物病毒卫星有的 

具有编码自身外壳蛋自的遗传信 息，称卫星病毒；有的无此编码功能 称 为 病 毒 卫 星 
RNA。 一 一 

病毒卫星 RNA在其发现的早期，其生物学功能尚不为人重视。然而， 七十年代早 

期，在法匿阿尔萨斯爆发的由黄瓜花叶 病 毒 (Cucumber Mosaic Viru s，CMV)侵 染 

引起的番茄作物坏死病被确定与 cMV卫星RNA有关 ”，至此，关于卫星 RNA的生物 

学功能的研究才受到重视。现在一般认为，卫星RNA作为一种寄生于辅助病毒内的生物 

分子，与辅助病毒、寄主相互作用，决定着植物感病症状的表达。具有侵染性的小分子 

RNA(如类病毒 RNA、卫星 RNA)被认 为在生物的起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这些小 

分子RNA的分子生物学——分子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列于了解其复制、转录 及 

加工机制进而揭示生物进化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卫星 RNA不同于类病毒，它能包 被于 

病毒衣壳内，在寄主细胞内，依赖于辅助病毒的复制而复制，反过来又影响后者的生物 

学功能，可作为研究小分子 RNA与较高级的病毒及寄主相互作用的一种非常合适 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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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研究卫星 RNA、 辅 助病毒及寄主之间的关 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还可 

指导实践应用。田波等1983年首先报道了根据卫星 RNA是分子寄生物的观点，用 致弱 

卫星RI',A作为生防制剂防治 CMV癌害获得成功就是·一 成功的例子。就目前的研究进 

展来看，关于卫星 RNA结构与功能表达方面的研究尤为深入，已从各个角度不同 程 度 

地揭示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而介绍 当前这一 身而的 研 究 进 

展l(1)卫星 RNA功能区域的研究，(2)卫星 RNA的重组；(3)卫星 RNA的加工； 

(4)卫星 RNA、辅助病毒及寄主之间的相互关 系的探讨。 ’ 

一

、 卫墨RNA 功镌区域的研究与确定 

cMV卫星RNA目前研究得最为深入。"CMV在 自然界中存在许多株系，其中一些株 

系带有卫星 RNA。到目前为止，已遭报 25种 卫星RNA分离物。这些不同 种 类的卫星 

RNA，一般都能改变辅助病毒的噫病症状表达。根据卫星RNA对寄主症状的 影 响，将 

这些卫星RNA分为三类t一为加重症状，如坏死型卫星 RNA在番茄上引起坏死J二为 

致弱病状的卫星RNA，三为对病状没有影响的卫星 IRNA C 。序列分析结果表明产生 这 

些不同病理效应的卫星 RNA的核苷酸序列可能仅几个核苷酸的差异。 

由CMV中分离得到两种卫星RNAt Y株系 (来 自日本 )；Ra(来自法圉 )。前者在 ． 

番茄上引起坏死，在烟草上产生职亮黄斑，而后者则使 CMV引起症状减轻。 将其反转 

录的eDNA克隆到含P 启动子的转录载体，转录产物分别与CMV共同接种，所 产 生 

的症状与自然界分离到的卫星 RNA相同。为了弄清 Y卫 星 RNA的 致 病 机 理，Baul 

combe领导的实验小组利用嵌合卫星研究 Y卫星 RNA致病的区域，用Y和 Ba构建 成不 

同组台的重组卫星RNA：含有不同长度的Y5，端和Ra3，端区域的重组卫星RNA，含有 

不同的RⅢ5 端区域和 Y3，端区域的重组卫星RNA，将这些不同组台的重组卫星 RNA与 

辅助病毒共同接种植物，实验结果发现在 Y卫星序列中使烟草致病的区域为卜219梭苷 

酸，决定番茄坏死的区域在 3，端第219核苷酸之外 (Devlc等，1987) 。进一步实验 

结果将决定番茄坏死区域确定在Y的3 端区域的第311个核苷酸之外。分析番 茄 坏 死 

株系卫星RNA与致弱株系卫星 RNA第3l1之外的序列则发现，在第318，323，325个核 

苷酸位置上，番茄坏死株系分别为 G、U、C，而致弱株系为A、G、U。为了 确 定这些 

位置上核苷酸在诱导坏死中是否关键，通过点突变舳方法，将Y株系卫星 RNA上述三 

个位置的核苷酸突变为 A、G，u，同于致弱塑卫星 RNA(Ra)。以此突变卫星 (Y1) 

与CMV～起接种，则其对 CMV感病症状的影响同于 Ra，Y1复制子代在上述三个突变 

位置，同于 Y1。这一结果说明了第318，323，325核苷酸位置对于 Y卫星 3f起番茄坏 

死至为关键。然而，对 Ra在第318，323，325位置上 由A、G、U突变为 G、U、C构建 ．‘ 

突变卫星RNA(Ba!)，则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l引起番茄坏死 (Devic等，1990) ． 

本文作者基于以上实验结果， 顿向于同意 Kaper(1991)的观点 ， 印控制卫星 RNA 

生物学功能表 达 (这里Y株系表现 出引起 番茄坏死)是由多个 功能区控制的。另外 

还有人发现3 端一个15个核苷酸的保守序列诱 导番茄坏死。目前，从自然界分离得到 

的导致 番茄坏死的卫星 BNA突变体，其 3 端都存在高度保守的序列区称 3 端坏死决 

定区域 ’“。然而，Kaper认为上面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不能令人信服，以Masut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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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的工作为例，首先，Y株系卫星 RNA所诱导产生的并不是典型的番茄坏死症状， 

以此作为坏死株系卫星 RNA亲 本构建重组卫星结果难 以令人置信 }其次，实验结果表 

明重组卫星 RNA诱导症状表达还取决于 CMV的株系；第三，和其它坏死栋系相 比，Y 

株系卫星RNA尽管存在3 坏死决定区，但显著偏离5 端~1 2-1 4 3~因此，Kaper认 为， 感 

病症状的表达是由卫星 RNA、辅助病毒 和寄主植物共同决定的。 

从卫星的功能区域的划分来看，Kaper等的设想是，卫星RNA的一 结 构 中，存 

在着一些控制卫星 RNA生物学 表达 (Satelllte biologics1 e xpre ssion)的区 域，他称 

为 SBE供体 区， 并设法 用实验 证实这一设想。 他们利用三种卫星 RNA作母本构建嵌 

台卫星 RNA的宴验表明： 尽管 3 端坏死区决定番茄的坏死，但导致坏死症状至 少 需 
一 个以上的功能区。三种卫星RNA母本分别是t坏死型卫星 RNA—D株 系 (DD)，包 

含3，端坏死决定区，非坏死型卫星 RNA-S株系 (SS)，不含3 端坏死 决 定 区，卫 星 

RNA-Y株系 (YY)，它包含3 端坏死决定区但在5 端有较大插入和歃失，所引起的症 

状是非典型的番茄坏死，只能在一些敏感的番茄变种上引起有限形式的坏死。利用这三种 

亲本卫星 eDNA上的限制性位点 Nhel，他们构建了一系列 的重组 卫 星 RNA DS(D在 

前S在后表示其5 端为D株系卫星RNA序列，3 端为 s株系序列，以下同 )，SD，DY， 

YD，SY，YS。以亲本卫星 RNA以及这些重组卫星RNA与CMV—l共同接种分 析它们 

的症状表达，则结果为 SD、DD(典型坏死 )，DY，SY(有限或 部 分 坏 死 )，DS， 

YS，SS，YD，YY(非坏死 )。以上结果表明，虽然3 端存在番茄坏死决 定 区，但并 

非是充分条件。例如，卫星RNA-Y的3 端取代了卫星 RNA·D的3 端之后，引起 10个 

核苷酸的变化，这个改变导致番茄坏死表达被修饰，接着由卫星RNA—Y的 5 端取代卫 

星RNA·D的 5 端之后，坏死症状表达被彻底抑制，这表明在卫星上至少存在两个 SBE 

供体区，这样的序列功能区与卫 星RNA的生物学功能表达密切相关。然而，尽 管 SBE 

供体区是番茄坏死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导致番茄坏死却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例 

如，按照 Kaper的设想，辅助病毒支持卫星RNA的复制，则推测在卫星RNA中存在着 

复制受体区 (Satellite Replication Receptor)，见第四部分。 

= 、卫 墨RN A的I组 

在一些动物病毒 (例如 Picornaviruse s⋯ ”和 Coronaviruse s””)中，存在着基因 

组之间的重组现象。发生重组的RNA可能具有同源性 ，也可能没有同 源 性。前一种情 

况下，交换重组的 RNA发 生 在两者之中的相同位置而不会改变通读框架 (ORF)，后 
一 种情况下，交换重组的位置不确定，因而会影响到 ORF。到目前为止，在 植 物 病毒 

中，仅证明雀麦花叶病毒 (BMV)存在着RNA基因组重组现象 。Simon领导 的 实验 

小组以芜菁皱叶病毒 (Turnip Crikle Viru s，TCV)为材科研究了卫星 RNA的重组现 

象 。 

TCV是单股正链RNA病毒，属于 Carmoviru se s病毒组。TCY不同于其它 动 物 和 

植物病毒之处在于它支持三种不同类型的线状小分子 RNA的复制 ；(a)卫星 RNAj(b) 

缺损干扰 RNA(Defectiv e inte rfering，DI RNA)来源于辅助病毒的 序 列， (e)嵌 

台RNA，其5 端为卫星RNA序列，3 端则为DI RNA的序列。TCV卫星RNA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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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家族，卫星RNA·D(非毒性，194碱基 )，卫星RNA·F(非毒性，231碱 基 )，而 

卫星RNA—c(356碱基 )是一个毒性卫星 RNA，与辅助病毒共同接种则引起许多不同种 

类的寄主产生严重症状。其5 端功能区与非毒性卫星 RNA相似，3 端功能区别与 TCV 

基因组3 末端类似，利用 RNA·F与 RNA—c构建嵌台卫星RNA的研究表明，3 端区决 

定卫星 RNA毒性，尤其是集中在卫星 RNA同源区的AGCAGC重复序列处的小区域对 

卫星RNA的侵染性有关键作用。通过对 TCV相关卫星RNA及缺损干扰 RNA(DI RNA) 

的研究，认为卫星 RNA·C具有卫星 RNA D、F和缺损干扰 RNAs(DIG，DII)双重性 

质的卫星RNA。在实验中，给植物同时接种TCV、卫星 RNA·D及在 5 端区有致死突变 

的RNA—C体外转录产物时，发生卫星 RNA因重组而使毒性恢复的现象，这种毒性恢复 

了的卫星RNA 5 端与卫星RNA-D的5 端相同，3 端与卫星 RNA-C的3 端相同。分析 

了l7个重组分予接头处的序列，发现这些序列是特异的。作者认为是由于植物体内发生 

的不等交换导致短序列的重复而形成的。30 的卫星 RNA重组体 在交换位点处发生非 

模板 编码的 核苷酸插 入。Cas~one提出一种 解释重组卫星 RNA形成的模型，他们设想 

存在一种复制酶，该酶具有模板选择功能，可以在 TCV正链及与病毒相关的RNA合成 

过程中识别特定妁起始信号并与之相结合，开始复制，然后，新台成的链与酶不解离， 

在复制一段或垒长之后，从原模板脱落下来，重新选择模板继续合成。因此，当酶先识 

别 RNA—D上的原始位点，依模板合成一部或全长分予后，酶连同新 生链与 模 板链解 

离，然后识~IJRNA c上起始位点并结台，继续合成，这样便可以形成重组卫星 RNA。 

同样，也可 以解释 DI RNA及卫星 RNA、Dl多聚体的形成。然而，设想中的复制酶尚 

待证实。 

三、卫墨RNA 的捆工 

在具侵染性小分子 RNAs的复制机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RNA的加工，即是在多聚 

体形式与相关的绞状和环状单体之间的切割与连接过程。1986年，P rody等 ”发现烟草 

环斑病毒 (ToRSV)之卫星 RNA正链二聚体 在接点处自我切割，产生具有感染性的线 

状单体。随后，HuteMns等人””发现包含有ASBV的正链与负链的二聚体 的体外转录 

体能够在特殊位点自我切割，产生正链与负链的线状单体。利用烟草环斑病毒卫星 RNA 

的体外转录体也取得同样的结果 “ )。这些 自我切割反应 由二价金属离子 化并产生 

5 -OH与 2 ，3 环 化磷 酸二酯末端。Forster等⋯ 证明包含有 LTSV卫星RIXA部分序 

列的正链与负链 RNA体外转录体能够在 加热 (80~C)变性条件下 自我切割。通过对切 

点附近的序列逃行比较，分析与排列，提出了存在于 RNA分子内在的自 我印割的活性 

位点的结构模式——一种所谓的 “锤头 (Hammer head)结构 1。这种结构包括 
一 个几乎完全相同的17个高度保守核苷酸排列，与此相连的是三个碱基 配 对 组成的茎 

(Stem)与 L oop结构。整个构像看起来象一个锤头。这一锤头结构对于有效的自我切 

割是必需的，它是切割活性的结构基础。据推测在体外，在某些因子的作用下，非活性 

的多聚体便形成具有活性的 “锤头 结构而表现出自我切割功能。此后，Forster等 ” 

进一步证明由55个左右 的核苷酸构成的 “锤头”状活性结构能够充分 完 成 LTSV拟 病 

毒RNA的自我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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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小分子RNA的加工过程的研究则更令人兴奋。Miller等人的实验结果表 

明，卫星RNA分子内产生的 “锤头”结构具有自我切割的功能。然而，其 变 化了的构 

象却有着至今尚不清楚的功能 ”】。大麦黄矮病毒 (BYDV，RPV血清型)卫星RNA的正 

链与负链RNA均能形成 “锤头”结构而发生自我切割反应。然而，正链RNA的自我切 

割反应相当缓慢。分析其锤头结构，则发现这一结构与保守的 “锤头”结构相比，有着 

令人惊奇的偏离之处t推测存在着一个附加的螺旋结构，从而形成一个与 “锤头”绪构 

差别相当大且稳定的三 级结构。 通过点突变的方法破坏附加螺旋结构的形成则极大地 

提高自我切割活性。仞如，单一碱基的改变即可提高正链 RNA分子的自我切割活性400 

倍以上。相反，恢复RNA分子的附加螺旋结构则极大地降低自我 切 割 活 性。因 此， 

Miller等认为，构成自我切 割活性 结构的 序列在 卫星 RNA的复制周 期中具有 多重功 

窟邑。 

Feld stein等人的工作则证明了 Miller等的推测 。烟草环斑病毒卫星RNA(sToRV 

RNA)，其负链分子内含有一段具催化活性的 RNA序列，即能识别特异 位点并加以切 

割的核酶 (Riboz yme)。核酶的存在与功能表达对于 sToRV RNA的复制 相当 关键； 

负链RNA多聚体被切割为单体。但负链单体只有经过环化才能复制正链RNA多聚体， 

后者加工形成成熟的单体形式。那么，负链单体的环化反应是由什么体系介导?FeIds一 

。ein等证明核酶序列介导了这一反应。他们设计了75个碱基长的核酶片段，这一 片 段 

能自发地有效地进行环化反应或逆向切割反应。研究揭示具有连接反应的构象为一种三 

级结构：两个非同轴的螺旋折叠成形如弯曲的回形针。 

以上关于小分子RNA自我加工 (自我切割 与自我 连接 )功能的研究成果，对于完 

善已有的小分子 RNA复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一 般认为这些小分子 RNA以滚 环 模式 

进行复制，根 隹感病植物中发现的小分子 RNA产物不同，它们可能具有 两种不同复制 

循环机制 。其一 以 sToRV RNA为典型代表，在感病的植物中发现卫星RNA的正 

链单体与负链革体，表列其正链与负链都进行加工，且加工后的负链单体连接成环，以 

此为模板复制正链多聚体，后者 自我切割成正链单体 (成熟卫星 RNA)。而 现 在证明 

sToRV RNA正链与负链都能连接成环，则可证实滚环复制机制中的这 些 关 键 步骤。 

另一．漠式的典型代 表为绒毛 烟斑 驳病 毒 (VTMoV)卫星 RNA，在其感 病的植 物中， 

仅发现正链单体与多聚体，但设有发现负链单体，其滚环复制模式中可能 只 包 含正链 

IINA的自身切割，这与其正链I1NA具有锤头状结构而负链 RNA无此结构相吻 。联 

系到已发现RNA分子具有自身复制的功能及转录的功能 0 ，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小 

分子RNA通过自身的催化或其它 RNA分子的催化，经过重组变异及 目前普遍承认 的反 

转录和重排从而进化形成越来越高级的生命物质。 

具有自我切割活性的 RNA锤 头结构 的揭示， 不仅 具有 理论价值，还具有潜在的 

应用前景。人们已利用这一催化切割所需的最小结构单位，提出了切割其它 RNA分 子 

的核酸性化荆结构模式：它催化切割的模式由三部分 组 成；(1)包含与切点相邻的保 

守序列 GUC的底物RNA}(2)高度保守和 具有二缴结构的棱酶保守区}(3)碱基配对 

的汉别区 ”。原则上说，任阿生物，包括致病的病源 RNA都可用作棱酶的底物，只要 

已知某种 RNA的 序列，就可以根据要求设计出用于不同目的的核酶。已发现的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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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植物病毒，它们的基因组都是由RNA组成的。由于序列分析方法的进展，许多病毒基 

因组的全序列已经测定，这就使得可能根据这些病毒基因组的序列要求，设计恰当的核 

酶，用于防治这些病毒gf起的病害。实际上，我们可 将核酶看作为一具有高效特异的 

RNA内 切酶，可以 设计来切割任何已知序列的病源性RNA(例如植物病毒RNA)以达 

到切断病源RNA基因，破坏其生物功能的作用。 

马铃薯纺锤形块茎类病毒 (PSTV)严重危害马铃薯生产，由于未发现 抗PSTV的 

马铃薯材料，又不能用茎尖培养的方法脱去类病毒，至今无有效防治方法。我们 殳想，如 

果把能切割 PSTV的核酶基因转入马铃薯染色体，使其在细胞内表达并有效地切割类病 

毒分子，可以达到防治 PSTV的效果。据此设想，我们设计合成并克隆了特异切割 PSTV 

正链和负链RNA的核酶基因。体外活性实验表 明，当核酶基因转录体与底物 PSTV RNA 

保温时，具有相当高的特异切割活性。目前，巳将核酶基因导入马铃薯正检测其体内切 

割活性 ”。这将给防治类病毒病害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曾报道在细胞内切割爱 滋 病 

毒RNA的核酶 。而 Ge rlach等设计了针对 TMV RNA的Ribozyme序 列转化烟草， 

抗性分析表明，工程植株对 TMV侵染有相当抗住” 。 

四，卫墨RNA，辅助病毒及宿主檀栩之间相互美系 

黄瓜花叶病毒感染引起番茄坏死归结于坏死型卫星RNA的存在。然而辅 助病毒的 

作用与寄主的敏感亦是卫星RNA症状产生的因素。以番茄致死卫星 RNA基因 转 化 番 

茄，其转基因植 株生长正常，而以不合卫星RNA的 CMV接种后引起植株的坏死，这一结 

果说明了辅助病毒在病症发生中的不可忽视作用 。Devie等推测，坏死型卫 星 RNA 

形成一定的结构 (高级结构 )，具有这一 构象的分子同来源寄主或辅助病毒的第二分子 

物质或者同寄主和辅助病毒二者的分子物质发生作用而诱发了症状产生。Kaper等人的 

工作使得他提出卫星SBE供体区的概念，即卫星的生物学表达 (例如引起番茄坏死 )是 

卫星中多个SBE供体区作用的结果 (冕第一部分 )，那么，一 个问题是，这些SBE供体 

区是以何种机制与辅助病毒及寄主相互作用的?这里主要介绍Kaper等提 出 的关于卫 

星、辅助病毒及寄主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设想 。 

既然卫星RNA上存在 SBE供体区，那么在辅助病毒与寄主植物上应 有 相虚的受体 

区，这样就设想有两种可能途径控制卫星 RNA表达。一种是通过寄主植物的 SBE受体 

功能区直接作用或通过其基因产物与辅助病毒的 SBE受体区相互作用，实现 SBE供 体 

区与辅助病毒的 SBE受体区配合，完成表达。分析 Y卫星 RNA移框突变及其它卫星中 

与致死位置相关的开放阅读框架位置，发现坏死症状并不是由于卫星编码的多肽而造成 
¨ 

， 对这两种可能途径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卫星 RNA必须在辅助病毒的支持下复制，因而在 CMV中应有支持卫 星 RNA复制 

的供体功能区 (Satellite Replication Support Donor Dormain，简写为SRS供体 区 )。 

卫星RNA分子上有相应的受体区，二者之间还应有许多中间因子作用，受某些基因(辅 

助病毒或寄主的 )控制。例如；Wu等_| 最近从黄瓜花叶病毒 (CMV)侵染的 植 物 中 

提纯了病毒特异性的依赖于 RNA的 RNA多聚酶 (RdRp)井测定了 涟酶的体外活性， 

实验结果表Ij【5，该酶对卫星RNA具非常强的特异性和亲和性，卫星 RNA能迅速与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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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制。这一 复制酶是由辅助病毒编码，并有寄主成份参与。实验表明：即使 卫 星 的 

SBE供体区是沉默的，SRS功能也能介导卫星 RNA复制，这种卫星RNA的复制产生明 

显的 CMV症状修饰效应。 

寄主植物也影响着卫星RNA的生物功能表达。L yeopersicon属植物 中发现了某些 

品种，感染高度致死的 CMV-D，台／D一卫星RNA，后，尽管病毒与卫星RNA活跃地复制， 

但并不产生相应致死症状，而同时接受试验的垒部 96个L．e sculentum栽培品种都产生 

坏死症状 ”。各品种的坏死反应程度不同，但这种程度差异与坏死卫星 RNA的关系井 

不显著。较为 明显的例子是 Y卫星RNA，其5，端结构因子阻止了3 坏死决定区在 诸 如 

番茄植物 Rutgers品种中的表达，导致大多数番茄生长缓慢而并不致死。由此可见，植 

物对卫星RNA生物功能表达的影响更力复杂，研究起来更加困难。 

许多外部因素影响着卫星RNA、辅助病毒、寄主植物三者构成的精细调控的网络 

CMV—D／D一卫星RNA在24℃诱导致死性坏死，而在32℃则无此作用，同时与这种效应相 

关的是 32'(3时D一卫星 RNA滴度快速下降， 这种效应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而影响 卫星 

RNA的复制造成 另一方面，CMV一1／D卫星 RNA在 32℃诱导致死性坏死都较在24℃ 

时快，目前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否与增强卫星复制有关。然而，上述无 

论哪种情况都不是辅助病毒单独受到温度韵影响，相反，CblV—Y与D或Y一卫星RNA组合 

在32℃接种番茄一周后迅速使番茄致死，而 CMV—Y单独也可产生同样的现象，这种高温 

效应很明显只与辅助病毒有关，而与卫星RNA的存 在关系不大。低温时情况更复杂， 

24℃时，CMV—Y单独可诱导部分坏死，CM'v—Y／D一卫星的植物最初表现症状减弱，然 

后因卫星诱导的环死而死亡，而感染CMV—WY卫星的植物则可以由最初辅助病毒造成 

的坏死中恢复生长。外部因素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个外部因素同对剥密切相关的卫星 

RNA、 辅助病毒和植物起作用，三者及介于三者之间的因子对外部因素的反应 综合起 

来决定植物症状，由此导致了外部因素所引起的生物学效应的复杂性。 

研究卫星 RNA、辅助病毒及寄主之间相互关系，可了解卫星 RNA诸多理论上的问 

题，如复制机制，又可了解这些因子的致病机理。然而这是一个古老的复杂且艰难的课 

题。 Kaper认为 【 ，卫星 ItNA—CMV-番茄系统提供了研究上述三者之间关系的良好模 

式。按照Kaper的设想，一个有希望的步骤是更精确地认识和确证上述那 些 功 能区， 

特刖是 SBE供体区，进而对所设想的两种控制卫星 RNA表达昀可能途径进行研究。鉴 

于植物基因纽比辅助病毒基因姐要复杂得多，先着重于研究卫星 RNA与辅 助病毒的关 

系更为适宜。了解卫星 RNA、辅助病毒及寄主之间关系不仅具有理论 上 的意义，而且 

还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田渡等在世界上首次运用卫星 RNA是病毒的分子寄生物的观点， 

用致弱卫星RIgA作为生防制剂防治CM 引起的病害获得成功⋯ ”，随后又成功地利用 

植物基因工程手段将卫星RNA基因转入烟草、番茄、甜椒等作用，获得抗 CMV的 工程 

植株[{ “)，这是理论结台实际，理论指导实际应用的一个成功范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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