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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植物病毒 47个属中。被证实可通过天然生物媒介传播的病毒有 4o个属。植物病毒经空 

气传播(air．bome)的介体是昆虫和螨，而经土壤传播(soibbome)的介体为线虫和真菌。此外， 

植物病毒传播还可通过寄主植物的种子(seed．borne)和花粉(pollen-borne)传播。 

天然传播介体因其各自的生物学特性不同使其传播植物病毒的方式呈现不同的特点，且 

与被携带的病毒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特殊的传播机理。几十年来介体传播的机理和规律一直 

是植物病毒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且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然而，有关介体传播机理的分 

子水平的信息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关于植物病毒与传播介体的分 

子水平的研究报道逐渐增多，现综述如下。 

2 昆虫介体 lInsect vector) 

2．1 非持绩性传播 

马铃薯 Y病毒属(Potyoir“ )在自然界由蚜虫以非持续性方式传播。近年研究发现。两个 

由病毒编码的蛋白与介体传播有关；一个是外壳蛋白(Coat protein。CP)，另一个为辅助因子 

(He1per component protease，HcPro)【l J，见图 1。 

2．1．1 外壳蛋白(CP) 

植物病毒 cP与蚜虫传播的关系早就有推测，直至 Govier和 Kassanis研 究烟草蚀纹病毒 

(Tobacco etch virus，TEV)与马铃薯 Y病毒(Potato virus Y，PVY)~J HC的关系时才得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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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1 马锋薯 Y病毒属基因组(A)和与蚜虫传播有关蚋蛋白(B) 

FiR 1 The genome n1l摹p0t州 rus(A)and the proteins related to the aphid tH 锄  s o∞(B) 

为明显的证据【2】。现 已知道 PvY cP的 N端暴露表 面的氨基酸三联子 Asp-AJa—Gly(DAG 

box)保守区对蚜虫传播是必须的，并推测其为 HC相互作用的功能区。烟草脉斑驳病毒(To— 

bacco vein mottling virus，TVMV) 和西葫 芦黄 花 叶病 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4 的CP基因突变分析，进一步明确DAG三联子在蚜虫传播中的作用。在 TvMVCP 

中，这三个氨基酸任何一个缺失或替换．均能导致蚜虫传播特性 明显下降或完全丧 失。在 

DAG三联子不同位置的氨基酸能影响蚜虫的传播特性，第一位氨基酸是酸性或 中性氨基酸 

(Asp或Asn)而不是碱性氨基酸有传播性。第二位为一个小的非极性残基(Aia)对传播是必须 

的．残基变大或极性增强对传播均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三位的甘氨酸(Gly)是影响传播的关 

键，变为任何其它氨基酸，即使是小残基的氨基酸如Ala．均能导致虫传性的丧失L5】。虽然 P0． 

tyvirus CP DAG下游的氨基酸并不表现为高度保守，但 TvMV DAG下游的 Lys替换为 Glu、 

Arg或 ASp时．也能影响蚜虫的传播功能_6 J。用胰蛋白酶切去TvMV cP N端包括 DAG及下 

游区域的氨基酸，虽然感染的植物蚜虫传播性减弱，但纯化后的病毒其蚜虫传播能力并不受影 

响。因此 DAG下游的近 N 端的残基除了参与蚜虫传播外，还可能与 TVMV的生活周期有 

关 。 

2．1．2 辅助蛋白(HC-Pm) 

体外实验证明：纯化的 TEv病毒粒子只能被那些预先用含有 PVY HC因子的汁液饲养 

过的蚜虫传播．而用健康植物汁液预先饲养的蚜虫．却不能传毒，即使先饲毒而后再获取 HC 

因子也不能传毒【2】。从感染的植物中纯化 HC组分．结果证明 HC为蛋白组分，用部分纯化的 

来源于 TvMv感染的烟草 HC组分制备的抗血清．与 TvMv基因体外翻译产物进行免疫沉 

淀，得到 75 kDa蛋白【7】。这个蛋白相当于 TVMv多聚蛋白的 N端部分，现已知为 Pl和 HC- 

Pro部分．如辣椒斑驳病毒(Peppermottle virus．PMV)体外翻译得到两个较小的蛋白，30 kDa 

(P1)和 51 kDa(HC-Pru)[ 。由不同的病毒纯化的 HC-Pro的分子量为 53 kDa(TVMV)至 58 

kDa(PVY)．在非变性条件下，有生物活性的 HC-Pro蛋 白为 100至 150 kDa，故认为其活性功 

能单位为均一双亚基结构 J。 

将 PvY的一个非蚜虫传播的HC缺陷株(称为PVC)与野生的PVY进行比较后发现，非 

虫传播 PVC并不是缺失 HC蛋白，因为在 PVC感染的植物提取液中也能检测到迁移率与 

PvYHC相同的蛋白。比较二者 HC基因的核苷酸序列有 92％一致．仅相差 24个核苷酸。进 
一 步比较其相应的氨基酸序列，发现只有 2个氨基酸被替换，即 Lys5。一GIu．Il巳2 一V 】．用 

点突变的方法证 明了 TVMV HC N端的 Lys5‘ Glu改变，导致 了蚜虫传播性 的丢失，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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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一val无关系_l 。Lys5 被大部分氨基酸替代后均失去虫传活性，但对 Arg替代却是允许 

的。此外，HCN端的 His、Cys保守残基的改变，也影响虫传活性，有些甚至导致病毒失活_l 。 

其它一些经人工接种数代后失去传播性的病毒株，如 PvY—PTA，ZYMV和 PVY—O，也发现在 

同样的位点(Lys)被其它氨基酸所取代，如 PvY．PTA和 ZYMV被 Glu，PvY—O被 Ash取代。 

在 Cys-rich区，Gly-~Glu变化也会遣成虫传性的丢失_1 ，这些结构特点说 明 Lys5 残基可能参 

与对生物活性二聚体形成所必须的离子相互作用；Cys和 His保 守排列也许有利于形成对虫 

传作用重要的结构或功能区——类锌指结构_l 。在 ZYMV HC的 c端存在一个保守的 Pro- 

Thr—Lys序列(PTK box)．其中 Thr一 a导致蚜虫传毒活性 的完全丧失。在 Lys-Iie-Thr-Cys 

(KITC box)中 Lys也与蚜虫传播有关【1 。这些位点之间要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保持空 

间构象)参与蚜虫传毒过程的完成。 

2．1．3 CP和 HC-Pro相互作用 

早在 1974年 Gorier和 Kajssanjs[2】发现 HC与蚜虫传播有关，从而就提出一种假说来解释 

这一现象，即认为HC作为一个双功能分子，一个功能区与病毒CP结合，另一功能区与蚜虫口 

器类似受体的部分结构。这一假说被称之为成桥学说(Bridge theory)【J 。蚜虫在 非持续性 

方式传播病毒过程中，往往在很短的时19(5～10 s)内完成穿刺表皮和叶肉细胞、分泌唾液、探 

测和吸食汁液的过程。用电穿刺图象(EPG)技术记录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相。 

只有第二时相为真正的胞内期，此时相又可 分为三个不同的亚时相(Ⅱ．1，Ⅱ．2，Ⅱ．3)。唾液 

注入伴随病毒的接种发生在 Ⅱ．1时相(仅 1 s左右)，而吸食汁液伴随着病毒的获得发生在 1I．3 

时相 内(约 4 s之内)̈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存在于汁液中的 HC、病 毒粒子 (cP)和蚜虫 口器 

上皮细胞受体，便发生快速的识别与结合过 程。用透射电镜及免疫胶体金 标记，观察发现 

Ⅳ Mv和 PvY的 HC分子在蚜虫口器的下鄂食道表皮及前肠部位聚集并结合，而无单独的 

病毒粒子 。另外 PvY HC分子能够介导 CP上具有完整的 DAG结构的 TEv粒子在蚜虫 

口针的顶端 113处停留，而带突变 DAG功能区的粒子则不能停留“ 。这些结果均有力地支 

持了成桥学说，但是关于其相互作用的细微机理仍很 少知道，也许 HC组分是通过其 N．端结 

构区的 PTK box特异性，识别病毒粒子 DAG位点或蚜虫口器内的受体。 

但是用玉米矮花叶病毒(Maize dwarf mosaic virus，MDMV)的 CP N端多肽与麦芽糖结合 

蛋白(Ma1tose—binding protein，MBP)在 E．coli表达的融合蛋白预先饲喂蚜虫，能大大降低其 

蚜虫传播性 19】。最近 Blanc等应用蛋白印迹重叠(Protein blotting-overlay)方法分析 TvMV 

的 CP和 HC的体外特异性结合发现 ：HC能够与虫传型的 TvMV的粒子或单个 CP亚基结 

台，但与非虫传型的不反应。TvMv cP(DAG)的一系列突变子的虫传性与其对 HC的结台 

能力呈高度相关，并确定与 HC结合最小的结构域 为包括 DAG在内的 7个 氨基 酸 

(DTVDAGK)，位于 TvMv CP从N端开始的2-8位的氨基酸 J，所以也不能排除病毒 cP 

直接与蚜虫口器内的受体结合的可能性，也许在病毒感染的植物或蚜虫口器中，在 HC蛋 白辅 

助下，病毒 cPN端发生折叠，暴露出N端的结构域 (如 DAG三联子等)，然后再与蚜虫口器内 

的受体结合。 

2．2 持续性传播 

经蚜虫以持续性传播方式传播的病毒，主要有黄化病毒属(Luteovlrus)的大麦黄矮病毒 

(Barlev yellow dwarf virus，BYDV)、马铃薯卷叶病毒(Potato leafroll virus，PLRV)、甜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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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化病毒(Beet western yellow virus． YV)和耳突花叶病毒属(E 口m∞lr“5)的豌豆耳突花 

叶病毒(Pea enation m~aie virus．PEMV)等。BYDV有明显的介体特异性．根据蚜虫传播特 

异性可分为 5个株系：PAV、MAV、RPV、SGV和 RMV。Luteovirus在蚜虫体内以非增殖型循 

环方式存在，蚜虫从寄主韧皮部获得的病毒粒子要穿过蚜虫后肠(Hindgut，HG)上皮细胞进 

入血腔(Hm'nocoe1)．然后穿过副唾液腺(Accessory salivary gland．AS6)细胞进入唾液管，最后 

在取食时从唾液分泌而感染新的寄主(见图 2)_2”。 

图 2 L“teovirt~在蚜虫体内的循环过程(据 Chay、et a ) 

F 2 The eiredation of Luteovieas ia¨ a!~hid(from Chay．d 【 ’1) 

AsG：Accessory~livary ghnd(剐唾藏躲)； 

PSG：Principal salivary g d(主唾液腺)； 

MG：Mid~ut(中脑)~HG：HIndgut(后脑)。 

超微结构研究显示，病毒超过 HG和 ASG的细胞膜是通过一种受体介导的细胞内吞作用 

(Receptor-mediated endocytosis)来实现的，但穿越包裹在 ASG四周的基底膜(basal lemma)的 

机制不甚明了。实验显示传播介体这种作为屏障的基底膜对相应的特异性病毒的通透性，明 

显不同于非特异性病毒，说明不同株系病毒的 CP结构域能特异地与不同蚜虫介体基底膜上 

的相应受体作用_2 。PeifIer等将两株纯化病毒 BYDV-PAV和．RPV注入五种不同的蚜虫体 

内发现，两种病毒只特异性吸附至其相应的蚜虫介体 ASG基底膜上。病毒粒子对基底膜的穿 

透能力和对细胞膜是不一样的，体外实验也证 明 BYDV—MAV只吸附在相应的介体 Sitobion 

wM∞ 的ASG基低膜上，而不与非特异介体 R̂ h “m maidis的 ASG反应。将阴离子 

铁蛋白和阳离子铁蛋白注入蚜虫体内，只有阳离子铁蛋白聚集在ASG基膜表面及质膜内陪的 

凹口处 说明这些位点有净负电荷，并且 ASG基低膜能限制 20 nm 以上的大分子通过，也间接 

说明 25 nm直径的 BYDV粒子必须具有更高的亲和力，这些结果表 明 ASG基底膜和质膜含 

有独自的特异组分参与病毒粒子的识别及转移 。 

BYDV基因组有 6个开读框(Dl s)，其中 ORF3编码一个 22 kDa的 CP，下游紧接着的是 

OR F1．编码一个 50 kDa蛋白。如果 cP基因的琥珀终止子被抑制．产生通读．形成 22 kDa和 

50 kDa融合成的 72 kDa通读蛋白(ReadthmI|gh protein，RT) 】．此蛋自在碡染的组织中和病 

毒粒子上均存在。用缺失重组实验证明 ORF5对虫传性是必须的．但对蚜虫后肠摄取病毒和 

释放至血腔无关。ORF4编码的 17 kDa蛋白与植物的系统性感染有关。比较 6株 Luteovirus 

由ORF5编码的氨基酸序列显示．近 cP端的同源性高于 C端．认为保守的 N端结构 区与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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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有关l2 。三株可被桃蚜(Myzus percicae)传播的 Luteovirus(Group II)．其 RT蛋 白 C 

端的氨基酸序列一致[253。而两株在 M．percicae传播中有差异的PLPV，其 RT蛋白C端也有 

三个氨基酸的差异Ⅲj。此外一个缺失 ORFs BwYv的感染性克隆．能感染植物．但不被蚜虫 

传播 j。这些结果说明，ORF5编码的 50 kDa蛋白 N端与蚜虫传播有关，C端与蚜虫特异性 

有关．这种特异性决定了病毒粒子能否通过蚜虫 ASG的基底膜 

1994年 Johannes等用蛋白印迹重叠法筛选桃蚜体内可能荨PL．Rv结合的分子．结果发现 

有 5个蚜虫蛋白和 PL．Rv有亲和性．其中最容易检测出来的分子量为 63 kDa的共生素(Sym— 

bionin)．是蚜虫体内共生细菌合成的主要蛋白．释放至血淋巴液(Haemolymph)中．进一步研究 

表明 PLRV粒子也能 与天然共生索结合。用抗生索抑制蚜虫体 内原核蛋 白的合成．发现 

PLRV的传播活性下降丁70％，病毒的CP也被降解。由此认为内生细菌及分泌的Symbionin 

对 PLRV在蚜 虫血腔中的持续性循环起稳定作用 。近期研 究发现这种共 生索 由细菌 

Buchneria sp．产生．不同种蚜虫来源的蛋白在结构和功能区的氨基酸序列与 E．mfi GroEL蛋 

白相似．故也将其称为 Buchrera GroEL。E．co／i GruEL是分子伴侣蛋白60(Chaperon 60)家 

族的成员之一。分子伴侣蛋白是一种 ATP依赖性蛋白，能结合稳定新合成的或转移的有聚集 

倾向的多肽，介导其功能折叠与装配．因而是细胞生存必须的蛋白质。Buchnera GroEL并不 

限制于细胞质中．在胞外组织蚜虫血淋巴液 中浓度很高。BYDV、BwYv和 PEMV均能与传 

毒或不传毒蚜虫来源的 GruEL结合，但亲合力不一样．其结合部位位于 RT蛋白的 N端。 

GroEL由 l4个单体构成复合分子．排列成双层环状，与二十面体的病毒粒子结合．从而稳定病 

毒粒子不被破坏．得以在蚜虫血腔中长期存留．故 GroEL似乎与蚜虫的传毒特异无关。 

2．3 增殖型持续性馆播 

番茄斑萎病毒(Tomato spottedwilt virus．Tswv)由多种蓟马(Thrips)以持续方式传播， 

并在介体内增殖 。病毒 RNA分别为 2．9(s RNA)、4．8(M RNA)和 8．9(L RNA)kb。M 

RNA是双义 RNA(Ambisense)．正链编码一个 33．6 kDa非结构蛋白(NSm)，互补链编码一个 

127 4 kDa蛋白，形成糖蛋白G1和 G2。从一些实验推测病毒的糖蛋 白G1和 G2在病 毒的感 

染周期中有双向功能，一是病毒粒子的成熟或组装．二是连接到细胞表面的受体_3“，但在病毒 

复制、致病性及与介体的关系仍不十分清楚。将 Tswv重复机械接种寄主，导致 M RNA编 

码糖蛋白的序列丢失而形成衣壳缺陷突变子，这些突变子感染植物寄主的方式与野生型无差 

异，但却不再被蓟马介体传播．提示糖蛋白可能对病毒的获取是需要的 。糖蛋白基因克隆 

于昆虫杆状病毒中也能表达，加工为Gl和 G2．并在感染的细胞中积累．说明此蛋白不需病毒 

的其他蛋白存在也能表达 。 

最近 Kikke~等 在蓟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和 Thrips tabaci)中发现丁一个 94 

kDa蛋白质，能够与 Tswv粒子结合．结合部位为粒子衣壳上 G2糖蛋白，此蛋 白存在于两种 

介体的整个发育阶段和除了肠道以外的任何部位。其功能类似于 Symbionin。 

3 线虫介体【Nematode vector) 

烟草脆裂病毒属(Tobravirus)有三种病毒：烟草脆裂病毒(Tobacco rattle virus，TRV)、硫 

豆早褐病毒(Pea early—bmwnmg virus，PEBV)和辣椒环斑病毒(Pepper ringspot virus，PRV)。 

不同血清型的病毒，有其特异的传播介体线虫，如 TRV分离株 PpK20由 Paratrichodous 

pachderm“ 传 播；而 PEBV分 离株 TpA56由 Trichodous primitivus传播。Tobraviru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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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2除编码 cP外．根据其核苷酸大小不一，不同的分离株还有一个或更多的基因编码非结 

构蛋白。如 TRVoPpK20的 P~NA2还可编码 29 4 kDa和 32．8 kDa蛋白[ ．PEBV．TpA56或 

SP5的RNA2还可编码 9 kDa、29．6 kDa和 23 kDa三个蛋白[蚓(见图3)，但是 TRV和 PEBV 

的非结构蛋白间无明显的序列上的相似性。 

TRV-PpK20(3856呲) 

TR*4-TCM(3389 nt) 

TR*4-PLB(2196 nt) 

TRV-PSG(1905 nt) 

PEBV-SP5(3374 nt) 

PE -TpA56(3374 nt) 

豳 3 TRV和 PEBV安变株 RNA2基因组 

F 3 The geaeorganization ofRNA2 ofTRY 肌d PEBV ~ohtes 

将线虫传播的 TRV分离株 PpK20和非线虫传播的 TRV分离株 PLB的 RNA1和 RNA2 

进行不同组合的假重组发现，只有含 PpK20 RNA2的病毒能被 P．pachyderm“s传播，从而证 

明线虫传播性是 由 ILNA2决定的 J。用 PLB分离株免疫 Bafb／c小鼠．获得抗 TRV的 5株单 

克隆抗体分别与 PLB和 PpK20进行 ELISA、Western blot、ISEM 和 Pepscan，并未发现 cP抗 

原结构与线虫传播有明显的关系【3 。TRV PpK20 RNA2编码的二个非结构蛋 白(29．4 kDa 

和 32．8kDa)的基因缺失或发生移码突变，并不影响 RNA2的复制及装配．但是 29．4kDa基因 

单独突变或与 32．8 kDa基因同时突变时会导致其线虫传播能力的丧失，而单一的 32．8 kDa 

基因缺失并不影响线虫的传播性。因此认为 29．4 kDa基因是 PpK20分离株的线虫传播的决 

定性因子[州。 

将能够被线虫 T．primitivus和 T．virul rON$传播的 PEBV英国分离株(PEBv．E)sP5， 

经实验室人工接种烟草(N．clevelandii)保存 28年后发现．该病毒及其 RNA构建的全长感染 

性全长 eDNA克隆，均不能被 T．prirnitivus传播 。重新构建一个能被 T．primiti “s传毒 

的分离物 TpA56的全长 eDNA克隆，二者核酸系列分析比较后发现，SP5和 TpA56的 3 374 

个核苷酸中仅有 l1个有差异，而其中只有 3个碱基的变化影响病毒基因产物的氨基酸顺序， 
一 个在外壳蛋白，另两个发生在 29．6 kDa蛋白的非保守区。由此推测这些改变是导致线虫传 

播丧失的因素H 。然而，进一步的突变试验则显示，PEBV RNA2几乎所有基因，包括 CP，29 

kDa、23 kDa和 9 kDa蛋白均对线虫传播有影响【41 J。 

4 真菌介体(Fungus vector) 

以真菌为介体经土壤传播的植物病毒有近三十种。以油壶菌(Chytrid)为传毒介体主要 

是对称球状病毒，如黄瓜坏死病毒(Cucumber necrosis virus，CNV)由黄瓜油壶菌(Of ／di“m 

radicale)传播，烟草坏死病毒(T0bacco necrotic virus，TNv)由芸苔油壶菌(Olpidium brassi— 

cae)传播。以根肿菌(Plasmodiophorid)的禾谷多粘菌(Polymyra graminis)、甜菜多粘菌(P． 

betae)和马铃薯粉痴菌(Spongospora subterraneus)传播的有棒状病毒——真菌传棒状病毒属 

(Furovirus)、线状病毒——大麦黄花叶病毒属(Bymovirus)。油壶菌主要通过表面携带病毒，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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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粒子粘附在游动孢子质膜与孢子一同进入植物根部的细胞。而根肿菌作为传播介体时． 

病毒存在于游动孢子的体内，并认为可能在其原生质中进行增殖。 

4．1 外壳蛋白 

黄瓜坏死病毒(CNV)的CP亚基按 T=3排列。结构类似于 x．线晶体结构已测定的番茄 

丛矮病毒(Tomato bushy s~unt vjru5，TBSV)，其 CP含有三个主要结构域：面向内部的 RNA结 

合区(R)、紧密的包装壳区(s)和面向外部的突出区(P)。R区和 S区由一臂(a)联接，S区与 P 

区由一短的铰链(h)联接。CNV的基因为单一正链 RNA，与 TBSV一样，单个 CP的结构区由 

线状排列的病毒基因顺序编码。早期工作证明，CP与病 毒的胞问运动和 系统运动无关，但 P 

区对粒子组装及稳定是必须的。 

将 CNV CP基因与非真菌传播的 TBSV的 Cberry株互相交换后发现，CNV CP与真菌传 

播特异性有关【 。用人工接种连续传代获得一个 CNV真菌传播缺失突变子 uj，用 LL5 CP 

的基因替代野生型 CNVCP基因构建的感染性 cDNA克隆，获得的病毒粒子不能由 O．radi． 

cale传毒。序列分析表明突变子 LL5 CP仅在两处发生氯基酸替换，一是 a区的 Phe—cys，另 
一 位点为 S区 G1u—Lys。人工突变证明，只有 S区 G1u—Lys导致传播性降低。体外结合实 

验也显示突变子 LL5与游动孢子的结合率明显低于野生型，而非真菌传播的 TBSV几乎不与 

游动孢子结构。这些结果提示：CNV 由 0 m ∞ 传播是通过病 毒粒子的(CP)与罅动孢子 

上的受体特异性识别而发生的 。 

4．2 外壳蛋白通读区(CP-RTl 

土传小麦花叶病毒(Soibborne wheat mosaic virus，SBWMV)，甜菜坏死黄脉病毒(Beet 

necrotic yeUow vein virus，BNYVV)和马铃薯帚顶病毒(Potato mop-top virus，PMTv)分别由 

真菌 P．graminis、P betae和S．~tbterraneus传播。BNYw 有 5个基因组。RNA1和 RNA2 

的基因编码产物与病毒 RNA复制、组装、细胞问运动及机械接种的叶片感染相关；RaNA3和 

RNA4对真菌 P．bata 的根部侵染是必须的，RNA5目前仍不完全清楚，可能与甜菜根茎症状 

发生有关。RNA2共有6个基因，包括一个三基因块(trlple gene block，TGB)与细胞问运动有 

关，近 3 端的基因编码一个蛋白(P14)参与 RNA复制及表达的调控，靠 5 端的 ORF表达 CP 

(P21)，此顺反子的终止子为单一琥珀终止子，抑制后形成一个分子量为 75 kDa的通读蛋白 

(Readthrough domain，RTD)_4 。SBWMV的 RaNA2和 PMTv的 RNA3也有 同样的结 

构【45,461。用免疫金标观察发现 BNYVV和 PMTV的通读蛋 白存在于部分病毒粒子 的一端， 

证明 RTD也与装配有关 L J。 

Bym。 rW 的大麦和性花叶病毒(Barley mild mosaic virus，BaMMV)_| 和 Furavirus的 

BNYVV[5o]
、SBWMV[ I经多次人工接种后导致病毒失去其真菌传播特性，这些突变子的序 

列分析发现其 RNA2 CP-PT区发生缺失，说明 CP．RT区与真菌传播有关。通过筛选得到一 

系列 BNYvv RNA2 CP下游 54 kDa RT功能区的连续的缺失突变子(问隔约 100 bp左右)，进 

行功能测定后发现，RT功能区又可分为两个亚功能区组成，近 N端一半左右的区域与病毒粒 

子的装配有关，而 C端部分与真菌介体传播有关。用丙氨酸扫描突变(Alanine scanning muta． 

genesis)方法进一步证明，位于 C端的 411个核苷酸区域(1417～1827)内有一个 KTER功能 

区，相当于 P75蛋白的第 553至 556个氨基酸，对真菌的传播尤其重要 。同样在 SBWMV 

RNA2 CP—PT区也有这样一个非常相似区域 KTEIR(位于 RT蛋白(P84)的第 643至 6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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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 ，但在 PMTV RNA3中却无此功能区L蚓 。 

5 结束语 

植物病毒及其介体传播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病毒参与传播的基因及产物的确 

定和传播介体内的相当于病毒特异性受体结合蛋白的分析。大部分介体传播的植物病毒经多 

次的人工接种传代后，会逐渐失去其介体传播特性．从而获得非介体传播的突变体。通过分析 

比较突变体和野生型病毒基因或基因产物的差异．能够确定改变 了的基因位点或产物结构域 

与介体传播的关系。再用人工点突变的方法逐步缩小目的基因产物的变化位点与介体传播的 

关系。另一方面从传播介体出发．应用印迹重叠技术，找出传播介体内与病毒有关的蛋白。以 

上都是 目前研究病毒与传播介体关系的较好方法．当然．在研究的方法手段方面还有待改进和 

发展。 

目前关于 Potyvirus的 CP与 HC-Pro的一些氨基酸位点与蚜虫非持续传播的分子间相互 

作用的机理研究较多．但在非持续传播与半持续传播方式间以及增殖型与非增殖型的循环传 

播方式间的分子差异所知甚少。虽然有一些病毒．如伤瘤病 毒(Wound tumor virus．WTV)能 

在介体昆虫来源的体细胞中体外培养成功 ，它与昆虫细胞间相互作用的详细分子机理的研 

究不多。当然，介体对植物病毒的传播作用．有时是相互关联的，如晟近发现黄瓜油壶菌(Ot． 

pidi“m bornovanus)的存在，使甜瓜坏死斑点病毒(Melon necrotic sOOt virus，MNsv)的种子传 

播性提高 】，线虫传播的病毒常常也可经种子传播，说明植物病 毒与其生物介体的相互作用 

的机理是一个生态适应与进化的过程。实际上除此之外，病毒、传播介体和寄主三者的分子水 

平的深入研究和揭示，对于弄清病毒的起源与进化．病毒的生态与分子宏观上的控制，都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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