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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ozyme是一类具有酶活性的RNA分子 ，在自然界中较为普遍存在。许多天然的 RNA中 

存 在多种 自我剪切型的 Ribozyme结构 ，通 过特定结构的形成 ，这些 RNA发生 自我剪切 反 

应[ 3。所有这些 自体剪切型的结构都可转化为分子M的剪切反应，而这些催化分子问剪切反应 

的 Ribozyme有可能成为阻断病毒基因和其它有 害基因表达的工具。现简单介绍近年来 Rf 

bozyme在剪切病毒核酸方面的进展 。 

1 可用于剪切病毒核酸的 Ribozyme结构类型 

锤头结构 、发夹结构及斧头结构都是 自然界存在的能白体剪切的 Ribozyme结构类型(图 

1)。但试验证明，只要按照它们的保守序列和结构特征议计引。对特定序列的 Ribozyme，就能在 

异体情况下发生剪切反应 ，因 这些结构均可用于剪切病毒核酸。萁中，由于锤头 Ribozyme结 

构简单 ，设计比较容易 ．因 叮应用得较多 i酊斧头结构是已知的唯一能自然感染人体细胞的 R 

bozyme，因而在对人类病毒核酸的剪切中可能有较大的应用前景。另外，其他一些Ribozyme结 

构如 I型内含子 、RNase P等也能甩于病毒核酸的剪切。 

2 Ribozyme的获得及其进人细胞的途径 

Ribozyme有两种台成途径，即体外台成和体内台成。相应地，Ribozyme进入细胞的方式也 

有两种。 

2．1 体外合成 Ribozyme然后导入细胞 

体外台成 Ribozyme有两种方法 ：一是用 DNA／RNA台成仅直接合成 ；二是先合成双链或 

单链模板 ，然后用 T7 RNA聚台酶台成 Ribozyme。台成的 Ribozyme如何被有效地导人细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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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直被探讨的问题。由于天然存在的受体只能运输小于20个核苷酸的片段，而通常的Ri 

bc~yme分子约为 50个核苷酸 。所以这个途径 只适应于将催化分子分两殷台成 ，每段都小于 

20个核苷酸 ，导入细胞后 ，两段再分别与底物结台形成所需要的二级结构。显然这种途径有很 

大的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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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RNA分子的各种转染技术也可将Rib~zymo导入细胞。如 DOTMA阳离子脂质体 

介导 的转染[ 、电穿孔[ 、显微注射 或磷酸钙 沉淀嘲以及直接将 PJbc~ e注入肌 肉组织 

等[ 。这些方法都是暂时破坏细胞膜 使核酸进入，『 且不能转入足够量的Ribozyme用以发 

挥作用 。显微注射虽不存在吸收问题 ，但所能注射的细胞数量受到了限制 ；DOTMA和电穿孔 

对细胞的损伤太大，特别是那些娇嫩和脆性大的细胞。利用细胞具有的。旋转门”(R~volvir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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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t~)将 Ribozyme导入细胞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利用细胞的 自然内吞作用 

将 Ribozym~输入细胞 J。 

真核细胞需要的大部分铁离子是由转铁蛋白(Tranferrin)运送的。转铁蛋白一旦同细胞表 

面丰富的转铁蛋白受体结合，蛋白质马上就被细胞吞饮。将转铁蛋白的多价阳离子区域经过 

修饰 ，使其转变成核酸结合蛋白，这种修饰后的转铁蛋白即可借助于细胞吞饮的特性将核酸 

转入细胞[9-n]。尽管这种转核酸技术起初仅用来转移大的基困DNA，但初步的试验结果表明， 

它也能传递象 Ribozyme那么小的单链核酸。 

体外合成 Ribc~zyme然后再导入体内的途径具有一明显不足，即 Ribozyme被消耗掉后 ，功 

能就会消失。尽管有许多方法可以延长Ribozyme的半衰期．但仍需要经常不断地向细胞内输 

入以保证剪切病毒核酸所需要的浓度 ，这在实际应用中显然有许多困难[1 。 

2．2 体内合成Ribozyme 

这种途径是合成Ribozyme基因，并借助于一定的载体将其导入细胞，利用胞内的RNA聚 

合酶表达产生 Ribozyme 细胞内源表达 Ribozyme的理想结果是 ：@Ribozyme随细胞分裂能够 

遗传 ；②每个 Ribozyme基因可产生大量的 Ribozyme分子 ，即基因可被连续地转录产生出足够 

量的 Ribozyme，达到应有的剪切效果 。 

已知体内有两种 RIgA聚合酶可用于转录 RNA分子 ：pol、I和 p。1．Ⅲ。Sm'ver等(1 990)借 

助 po1．Ⅱ系统用人肌动蛋白启动子控制Ribozyme表达，在组织培养系统中成功地阻止了HIV一 

1的复制[13]。po1．Ⅱ基因具有较大的编码容量 ，困而可以插入含散在的 自我剪切序列的多聚 R 

bozyme(--个转录子可包含 1 0—20个Ribozyme)，转录后的前体经自我剪切就可获得大量的R 

bozyme。许多生物学家用强的 po1．1I病毒启动子／增强子元件促使 Ribozyme基因高效表达 ，但 

若用于人体则危险性较大 ，因为这些元件特别是病毒的长终端重复序列(LTRS)整合到染色体 

后会激活邻近的细胞基困，导致不当的表达甚至癌变。相反，po1．ill不仅 无顺式增强子活性 ，而 

且还有一很强的转录终止子 ，园而邻近基因异常表达的可能性就较小。此外 ，po1．in表达量也 

比 po1．1高并能在所有组织表达 ，困ili=I有其优越性。 

利用 po1．Ⅱ系统转录的基因包括 tRNA、5sRNA和 U6RNA的基因及腺病毒 VA1基因。将 

Ribozyme的基因插入 tRNA基因的反密码环l墨，让其在体内表达，是一个很好的将Ribozyme 

引入体内的方法。Cotten等(]989)将一段编码锤头Ribozyme的DNA插入源于爪蟾或人的甲硫 

氮酸 tRNA的反密码环基因中 ，转录活性根高 ，产生出 125个棱苷酸的。ribtRNA”分子 ，这个分 

子在体外和体内部具有Ribozyme的活性[1 。po1．Ⅲ合成的ribtRNA分子很小，从而允许在一个 

细菌质粒上构建几个拷贝，困l 增加了基因剂量．由于并非所有的位点都是同样暴露的，因而 

组装含有针对多个位点的 ribtRNA的载体 ，就可提高配对成功的可能性。图 2是 Ribozyme基 

因表达的不同策略。 

依据病毒的感染途径 同，需要对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保护 ，如 HIV主要侵害免疫系统 ， 

因此将Ribozyme引入原始子细胞是至关重要的。病毒载体如腺病毒 痘疹病毒、反转录病毒是 

将基因引入细胞内的理想工具 ，其中反转录病毒载体适宜将基因转入造血系统[1￡。因为许多 

源子造血系统的细胞如单核细胞 、巨噬细胞 T4淋巴细胞(CD4)以及骨髓细胞都对 HⅣ一1易 

感 ，其中一些细胞还能将病毒转移至其他组织 ，困此利用反转录病毒载体将 Ribozyme引入造 

血细胞使其能够抵抗 HIV的感染对 AIDS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86 中 国 病 毒 学 第9卷 

(a) 

500— 2000bp 

n D0汀iD吐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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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 R[bOzylne剪切病毒核酸的因素 

3．1 剪切位点的选择 

除 RIb yJne本身的结构持征需要选择特定的位点外，另外两个与底物有关的因素必须予 

以考虑 ，一方面病毒核酸的二级结构经常会掩盖选定的剪切位点 ，使 Rl"o~zylnc不能到位 ；另一 

方面有些核酸具甫天然的结合蛋白．蛋白质的结台同样使某些位点的利用受到了限制 。正 

确的靶位点应该是暴露在=级结构之外并不被蛋白质结合的，如翻译的起始部位或剪接和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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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酸化位点等 。 

3．2 Ribozyme的稳定性 

RRxJzyme是 RNA分子 ，体 内存在的许多核糖棱酸酶必然会对其进行水解 ，这是限制 R 

bozyme利用的至关重要的障碍。许多学 在提高Ribozyme的稳定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详 见后述。 

3．3 Ritk~zyme进八细胞后的分布 

由于有些病毒核酸分布于细胞校内，而另一些则主要分布于细胞质，所以Ribozyme在被 

表达出后应与相应的病 毒核艘处于细胞内的同一空阿，否则，Ribozyme的作用无从发挥．许多 

自然发生的 RNA修饰如 5 帽式结构和 3 腺苷酸化既可延长 Ribozyme的半衰期 ，叉可使其处 

于细胞的特定位置。如通过 po1．I转录系统表达的 Ribozyme具有 mRNA的典跫 m G G帽 

子，因而存在于细胞浆且稳定性提高。相反sBRNA Rib~zyme转录产物将获得mt- G G帽 

子 ，从而使 Ribozyme存在于细胞棱中，能够与束发生剪接的 mRNA前体相互作用c ：。 

‘ 提高 Ribozyme稳定性及剪切效率的方法 

4，l 修饰核苷酸替代提高Ribozyme的稳定性 

4．1．1 脱氧代 Tay~r等(1992)合成了一个引‘对 HI~-I RNA的 DNA—RNA杂合Ribozyme，叩 

与底物配对部分用脱氧棱苷酸替代 ，其余部分均保留核糖核酸 ，结果其体外的催化活性提高 

了 6倍。将此 Ribozyrae通过阳离子脂质体介导转入细胞内，其稳定性是全RNA Ribozyme的2 

倍c”]。Pieken等(I991)则认为，若用 2 一脱氧-2 氟代尿嘧啶或胞嘧啶、或 2 r一脱氧一2 一氮基脲嘧 

啶替代可使Ril：vozyme对核酸酶的抵抗力提高 1 000倍 ，面其催化效率保持不变c ]。 

4．1．2 2．_0-甲基化 John Goodehild经过试验发现 ，与底物杂交部分的 Rit~cyme．的核苷酸经 

2r一0-甲基他处理 同时使用在Ribozyn~ 端与底物互补的寡聚脱氧核苷酸(促进剂)，能够使 

Ribozyme的剪切活性提高 2O倍 ，稳定性提高 3—4倍c⋯。 

． 1．3 磷硫替代 Bharat等研究了发夹 Ribozyme经磷硫替代后对核酸酶的稳定性及对其活 

性的影响。试验发现 ，Ribozyme广泛的磷硫替代可以使其半衰期延长 1 0倍以上 ，但不同核苷 

酸的磷硫替代对剪切活性的影响不同，以 G、C最好 ，U次之 ，而 A的替代对活性影响较大c哪。 

4．1．4 应用自然修饰的 帽结构和 一poly(A)尾巴，或使其含有一个反向重复序到形成的 

发夹结构可以保护 Ril~ozyme的末端 ，从而 被核酸酶降解 ，提高稳定性吼 。 

4．2 提高 Ribozyme剪切效果的育效方法 

4．2．1 多位点Ril：mzy|ne的使用 对HIv-l env RNA设计的多位点 Ribozyme研究表明，多位 

点 Ribozyme具有单位点Ribozyme的特异性 ，而且其剪切效率大大提高。当它们处于一个大的 

转录产物中时 ，其活性仍能保持 变。将多位点 Ribozyme转染 HIV-I易感的细胞 HeLaT4，能 

有效特异地椰翩HIV-l的复制。若将其与HIV-l elav RNA连接在一起共同表达，则能使e 

RNA转录产物明显减少 ，说明多位点 Ribozyme也能在体内有效地发挥作用。棱酸序列比较分 

析表明 ，HIV所有 30个毒株的 cnv RNA均能被多位点 Ribozyme剪切 ，说明多位点 Ribozyme 

有广岢酎的应用前景 ：。 

． 2．2 缩短 Ribozyme与底物配对区的长度 这种方法提高剪切效率的原因是 ：剪切反应发 

生后 Ribozyme容易同底物分离 ，因i cti Ribozyme可以被反复使用。John Goodchi|d和 Vi#nn Koh|i 

(1991)的试验发现 ，第 1茎区只保留三个碱基对时 ，可陡剪切初速度提高 l0倍。如果只保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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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碱基对，则其剪切速度会变得很慢，这是因为太少的碱基配对不能维系催化中心喳]。 

4．2．3 Rib‘】zyme体外直接进化 Rjbozyn1e的直接进化是一种新的 且是极有希望改善其催 

化活性的方法。B~nudry和 Joyce(1992)按照达尔文的进他步骤对 四膜虫 I型 Ribozyme进行了 

连续 10代突变选择 ，结果使 Rib~zyme在生理条件 r剪切 DNA的效率提高了 100倍。而在通 

常情况 F，Ribozytne剪切DNA的活性很低啡]。 

5 Ribozyme剪切病毒核酸的实例 

5．1 HIV(人免疫缺陷病毒) 

HIV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病原 ，引起的 AIDS目前 尚届不治之症。各国学者在寻找治疗 

AIDS的方法方面已经并在继续付出巨大的努力。基因治疗作为一种途径受到特 Ⅱ的重视 ，除 

反义核酸外 。Rj b‘Jzyll】e已被用于剪切 mVRNA。实际上 ，在利用 Ribozyme剪切病毒核酸方面 

研究得最多的就是对 HfV RNA的剪切。 

Sm：ver等(1990)以 HIV—l的 gag RNA为对象 ，设计了定点切 割的 Ribozyme，合成了 R 

bozyme基因并插入 5，为人肌动蛋白启动子和 3 为SV 0 poly(A)位点的哺乳动物表达载体中。 

将其导入 HeLa CD4细胞后 的实验结果表明，体内能表达扰 HIV一1的 R[bozyme，PCR法证明 ， 

该Ribozyme切割sag RNA位点特异。与对照细胞相比，导入扰HIV-1 Ritx,~zyme基因的细胞能 

明显抵抗病毒的感染 ，其证据为gag RNA及其编码的 P24抗原蛋白均有减少。因此他们指出， 

R|bozyme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治疗 AIDS的试剂LJ3j。 

HIV的 u5是引导 mRNA编码序列与其帽式结构的一段序列 ，u5的缺乏就会使mRNA不 

能翻译戚蛋白质。1992年 ，Dropulie等设计了一个 Ribozyme首先在体外剪切了HⅣ一l的u5序 

列 ，将 Ribo~；yme插入 H1V-1基因组的 nef基因后 ，在一周内能抑制 HIV一1的复制 。为了让 U5 

Rtbozyme能持续表达 ，他们将它插入一个嗜淋巴细胞反转录载体，并导入 HW慢性感染的H9 

细胞后发现 ，含 U5 RNA的裘达受到明显的抑制口 。 

对HIVRNA进行剪切的许多研究中，有两个工作显得与众不同。其一是Chen等(1992)设 

计的针对HIV．1的env RNA区域 9个保守位点的多位点Ribozyme，Ribozyme位点的增多不仅 

避 免了高级结构可能造成的影响 ，而且还能对许多毒株的核酸进行剪切 ，因此应用价值较 

大[24]。另一个值得一据的例子是 John Goodchild(1992)用寡核苷酸(促进剂)提高 Ribozyme的 

剪切活性 ，试验发现 ：①Ribozyme 3，端与底翱配对的促进剂越长 ，剪切速度越快 。②促进剂越 

靠近 Ribozyme剪切位点 ，则剪切效率越高 ，最理想的是促进剂紧邻 Ribozyme与底物配对。@ 

促进剂的作用不是参与化学反应 ，而是对 Ribozyme与底物二级结构的形成发生重要影响 ，包 

括打开底物原有的二级结构 ，促进 Rib~zynlte与底物螺旋区的形成以及剪切反应发生后帮助 RI 

b~zyme与底物分离等EI。|。 

5．2 LCMV(淋巴细胞脉络丛脑炎病毒) 

LCMV是沙粒样病毒科(Arenavirus)f1．~原型，基因组为双节段的单链 RNA。计算机辅助分 

析可知LCMV基因组的太部分都是碱基配对的， 剩下的少世开放区域却缺乏GUC切割位 

点 所以 Zhengxing等(1991)以AUC、CUC和 AUU为切割位点设计了 Ribozyme，有效剪切了 

LCMV基因组。试验得到的启示是 ：①针对 Arenavirus基因组 、反基因组和 mRNA的 Ribozyme 

都能被设计出来。②切割位点不一定是GUC。③计算机辅助分析可以发现底物RNA潜在的二 

级结构 ，从而可以预见 Ribozyme的剪切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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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DV(丁型肝炎病毒) 

Branch等(1991)为了证明斧头结构能够象锤头和发夹 Ribozyme一样异体剪切底物 RNA 

分子 ，按照HDV基因组的序列设计了相应的Ribozyme，结果获得了有效而准确的切割 ，这一试 

验结果为 Ribozyme剪切病毒核酸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结构模型∞]。 

5．d 其他病毒 

除动物病毒外 ，Ribozyme还被用于剪切植物 、昆虫病毒及噬菌体的核酸。如在植物病毒 

中 ，用 Ribozyme剪切成功的有马铃薯卷叶病毒(PLRV)、烟草花叶病毒(TMV)和马铃薯 Y病毒 

(PVY)等。昆虫病毒中的核多角体病毒(AcNPV)的多角体蛋白mRNA也被 Ribozyme高效地剪 

切 。 

B Ribozyme剪切病毒核酸的前景 

如上所述 ，Ribozyme用于剪切病毒核酸最重要的障碍是如何将 Ribozyme引入到细胞内并 

在胞内保持其剪切活性 ，即具有足够量的 Ribozyme抑制病毒的复制。虽然在这两方面都已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离实际应J目还相差很远。最近提出的HDV斧头结构可能会使Ribozyme在 

剪切病毒核酸方面的应用向前跨出一大步。这是 由于 ：①斧头结构的催化效率比锤头结构高。 

②HDV可以自然感染人，人体内的各种细胞成分不会影响Ribozyme发挥作用。~Branch等首 

先证明了斧头结构可在异体情况下呈现 自我剪切活性 ，接着又利用斧头结构剪切了其他 mR— 

NA。除此之外 ．由于 HDV通常是利用 乙型 炎病毒(HBV)fl,O#i"膜蛋白进行包装和传递 ，翻 此 

HBV外膜蛋白可用于包装含有 HDV Ribuzyme的 HDV致弱毒株 RNA，使其到达靶器官肝脏。 

如果将外膜蛋白进行修饰可使它能够识别其他组织，这样斧头结构 Ribozy-me就能被运输到各 

种组织而得到广泛应用咖：。至于基因治疗 ，斧头结构可通过人类反转录病毒载体被引入体内 

发挥作用。虽然难以预料 Ritzy'me用于治疗病毒性疾病还需要多长时问，但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和各种障碍的逐步清除 ，成功之 日也不 会遥遥无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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