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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idespread synergism of plant virus is olle of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crop loss．The discove~ of 

synergism in virus—resistant transgenic plants severely constrains the of transgenic plants．The types，characters， 

interactions of virus and virus，x4rus and environment，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mergism are re~iew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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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病毒协生作用分布广，是造成农作物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病毒转基因植物中协生作用的出现，严重 

限制了基因工程植物的商品化生产。本文对植物病毒协生作用的类型和特点、协生作用中病毒与病毒、病毒与环 

境问的相互作用盈其分子机制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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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毒病素有“植物癌症”之称．是农业生产 

中的大敌。由于病毒的侵害，全球每年农作物的损 

失达200亿美元。传统的防治方法仅在一定范围内 

有效，而且有其局限性。近年来，植物病毒基因工程 

的兴起和发展为植物病毒病的防治带来了希 

望_l_ 。利用病毒基因、采用多种策略已经成功地 

培育了一大批抗病毒基因工程植物，具有良好的抗 

病性。目前转外壳蛋白基因的烟草、马铃薯、香瓜等 

转基因植物已经进入了商业化生产，许多抗病毒基 

因工程植物正在进行大田试验，必将创造巨大的经 

济效益。然而利用病毒基因获得对植物病毒的抗病 

性即病原物介导的抗病性(pathogen．derived resis． 

Lance，PDR)存在着潜在的危险L， J，主要表现在可 

能产 生异 源 包壳L3,4,6J、RNA重 组 5,7 J和协生作 

用Is,9J。异源包壳和 RNA重组会产生新的病毒类 

型，前者仅出现在当代的病毒粒子中，后者产生的新 

病毒却能传递给后代l7J。转基因植物中的协生作用 

表现为表达一种病毒基因的转基因植物加重另一种 

病毒的危害l8 ，极大地限制了抗病毒基因工程植 

物的环境释放和商品化生产。因此，通过开展植物 

病毒协生作用分子机理的研究，明确病毒与病毒、病 

毒与寄主之问的相互作用，为植物病毒病的防治和 

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对协 

生作用的发生与分布、协生作用的特点、协生作用中 

病毒的复制、运输以及相关的机制进行了论述。 

1 植物病毒协生作用的发生与分布 

由于植物的不移动性，在整个生长期间植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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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到多种病毒的多次侵染。病毒混合侵染有多 

作用方式，包括干扰作用、交叉保护作用、协生作用 

等。交叉保护作用是指先人侵的病毒保护寄主不受 

另一种病毒的感染，它是 PDR的理论依据。而协生 

作用是指两种异源病毒相互作用，产生比其中任何 
一 种病毒单独侵染更加严重的症状。植物病毒协生 

现象在 自然界广泛存在。早在 1925年，就已经有了 

关于病毒协生作用的报告，但直到 1995年，Roehow 

等通过对马铃薯 x病毒(Potato X potexvirus，PVX)马 

铃薯 Y病毒(Potalo Y ptRyvirus，PVV)(Pvx／P、 )协 

生作用的研究，才对其有了初步的认识 。此后人 

们相继在许多植物病毒中发现了协生作用。 

植物病毒协生作用通常发生在亲缘关系较远的 

两种病毒之间，但最近在同属病毒之间也发现了协 

生现象 “ 。据不完全统计，它已经存在于 16个 

病毒属 34种病毒中【“柏l，其中包括为害玉米、大 

豆、马铃薯、甘薯等主要农作物的病毒(表 1)。在已 

知的协生现象中，马铃薯 Y病毒属(Potyv／n~)介导 

的协生作用占首位，能够与其它8个病毒属的成员 

发生协生作用【 12,16~18,20 J。自1988年以来，类 

病毒[23]、卫星病毒[34J、卫星 RNA[35~37]等亚病毒中 

也发现了协生作用(表 1)。类病毒的病理学特征是 

潜伏期长，不表现出对寄主任何有害的影响。卫星 

病毒不能独立复制，通常严重干扰辅助病毒的复制 

并使症状大大减轻。然而在这些亚病毒所涉及的协 

生作用中，它们作为协生病毒加重了病毒的危害。 

迄今报道的协生现象按其相互作用的对象大致 

可以分为 四类：(i)病毒与病毒【 · 30,38 40]。 

(2)病毒与卫星病毒。如粟花叶病毒(PanicumⅢ c 

sobemovirus，RMv)僳 花叶卫星病毒(Panicum mosaic 

satellivirus，SPMV)【圳。(3)病毒与卫星 RNA[ 。 

芜青皱缩病毒(T~-dlp crinkle cam~virus，TCV)／卫星 

RNA C(TCV-associated satellite RNAC)之间的协生作 

用，使 'ILW 的为害症状加重_3 。病毒甜菜西方黄化 

病毒(Beet western vellows lutcovims，BYv)S'I9株系／ 

辅助 RNA(~socmted—RNA)[ 。(4)病毒与类病毒。 

到目前为止，仅有一例病毒与类病毒问发生协生作 

用即ⅣY／马铃薯纺锤块茎类病毒(Potato spindle tu． 

ber viroid．PSTVd)[z3]。 

2 植物病毒协生作用的表现 

随着种植制度和生态条件的变化，植物病毒协 

生作用的种类和数目日益增加。植物病毒协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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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两种病毒协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1)病害症 

状加重，导致新病害的发生和流行[12． · ’19,~),33,39,40] 

。 大豆花叶病毒( beanⅢ钮ic poLyvirus，SMV)和菜 

豆荚斑驳病毒(Bean rod mottle eorr~vlrus，BPMV)复合 

侵染大豆，造成大豆顶枯病_】 。玉米致死性坏死 

病、马铃薯退化病等病害均由病毒协生作用所 

致[17,~o,39]，而玉米致死性坏死病曾一度制约了美国 

堪萨斯州的玉米生产，使玉米减产了90％【tT,z~,38]。 

近年来，双生病毒对木薯、棉花的危害十分严重， 

1997年由于两种双生病毒的复合感染使非洲木薯 

花叶病在乌干达大流行_1 。(2)使寄 丧失抗病 

性，扩大病毒的寄主范围 ”· 。三；r、品种 5128和 

H84抗小麦线条花叶病毒(Wheat ak mosaic triti— 

movirus，WSMV)，当玉米矮花叶病毒‘̂ aize dwarf 13"10一 

sale pobwims，MDMV)或玉米褪绿斑驳病毒 (Maize 

ctdomtic mottle machlernovirus，MCMV)与 W3MV共J司 

侵染时，WSMV则能够克服寄主的抗性并建立系统 

侵染㈣ 。PvY接种植物 Sdanum brev／den*后，EHSA 

检测不到P、呵；但当有 TMV或 PS1、 存在时，PVY 

不仅能够感染，而且病毒古量很高 ]。(3)改变病 

毒的致病性。协生病毒作为激发病毒提高被协生病 

毒的致病性，而本身的致病性保持不变甚至下 

降[7,10,2~,22]。甘薯品种 Tanzania对甘薯羽状斑驳病 

毒(Sweet potato feathery m0￡de p0￡州ms，SPFM~ )的抗 

病性表现为病毒古量极低 ，无症状；当 SPFMV与甘 

薯褪绿矮化病毒(Sweet potato chlorotic stunt c ivⅫ ， 

SPCSV)同时侵染Tm~zania时，甘薯中SPFMV病毒粒 

子的浓度提高了6OO倍_丑一。烟草蚀纹病毒(qbbacco 

etch p0t州Ⅻ ，TEv)／TMV、TEV／CMV协生作用中， 

TEv提高了 Ⅳ、CMV的致病性，而 TEV的致病性 

却无变化LlOj。 

3 影响植物病毒协生作用的因素 

植物病毒协生作用涉及病毒与寄主、病毒与病 

毒、病毒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其产生具有多元性， 

比病毒单独侵染更加复杂，因而受到多种因素的限 

制。(1)同一协生作用在不同寄主甚至不同品种中 

的协同关系不同。非洲木薯花叶病毒(African cassa— 

va illO~C geminivirus，AcMv)与一种乌干达新重组的 

双生病毒(u )同时感染木薯时，ugv作为协生病 

毒促进 ACMV在寄主中的积累；而它们同时感染本 

明烟时，ACAIV则提高了u 的积累水平[ 。不同 

研究者对大豆花 叶病毒(,Soybeanmosaicpotyv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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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普通烟草外．还有心叶烟、番茄、千H红、曼陀罗、繁缕和佛罗里达酸袋 

SMV)和菜豆荚斑驳病毒(Bean pod mottle eomovirus． 

BPMV)复合感染大豆时，何种病毒作为协生病毒的 

结果不尽相同【 ．2 J，可能与大豆的品种有关。 

(2)同种病毒在不同协生作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P、 作为协生病毒或激发病毒(ErI}m∞-virus)促进 

了pVX在寄主体内的积累：而当 PSrVd／PVY、TMV／ 

P、呵发生协生作用时，P、吖则成为被协生病毒，在寄 

主体内的含量增高 J、。(3)病毒的株系。某些病 

毒协生作用对病毒株系的专化性要求较高，只有特 

定的株系才能介导协生作用【12,17,37]。PVY的不同 

株系对协生作用影响没有明显的差异，但 PVX弱株 

系比强株系更容易与P、rY发生协生作用 。(4)病 

毒侵染次序与浓度。在一些协生作用中，协生病毒 

必须先于被协生病毒侵染寄主，否则不能发生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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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12,L6]。但 CMV和西葫芦黄色花叶病毒(Zue． 

chini yellow IIl0 c po~irus，ZYNV)复合感染黄瓜所 

产生的协生作用与侵染的次序、方式、时间均没有关 

系【2o]。病毒间发生协生作用可能要求寄主中激发 

病毒的浓度必须达到某一临界值，低于此值就不利 

于协生作用的发生L J6,22]。(5)环境因素。春季 PVX 

和 PvY共侵染与PVX单独侵染的植株中PVX病毒 

粒子的浓度比率(Xxy／Xx)最高，而在隆冬或盛夏则 

比率极1氐l12J。低温与高光强有利于MCMV和WS． 

Mv协生症状的形成，高温与中等光强则抑制它们 

问的协生作用 J。 

4 植物病毒协生作用的分子机理 

随着分子生物技术与细胞学的迅速发展，人们 

对协生作用的研究逐渐由表观现象描述深人到细胞 

水平乃至分子机理的探讨。植物病毒建立系统侵染 

有两个关键的步骤：一是病毒在寄主体内的复制；二 

是病毒在寄主体内的运输。下面就协生作用中病毒 

的复制、病毒运输、寄主因子等三方面阐述协生作用 

的分子机理。 

4．1 提高病毒的复制水平 

大多数植物病毒协生作用表现为一种病毒提高 

另一种病毒的复制水平，即激发病毒促进被协生病 

毒的复制【 12,2 L,Z5 _3l， J。目前关于协生作用中 

病毒复制研究最清楚的植物病毒当属 Poty；irus。 

一 常 作 为激 发病 毒 促进 异 源病 毒 的复 

制l【0l · ， ，而 Potyvirua复制水平不变或稍有降 

低I9lI · ～ ·别。例如 PVX／PVY，FVX含量的提高， 

不是由于受侵染细胞数量增多，而是复合侵染时单 

个细胞中病毒复制的增加 ；在发病严重阶段 ， 

PVX在寄主中含量较单独侵染提高约 l0倍，而 P、 

没有明显地变化 j。同时PVX正链和负链 RNA的 

复制水平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增长，其中负链 RNA复 

制水平增加了 l2倍，而正链 RNA提高了 3倍 。 

Potyvirvs并非在所有的协生作用中都作为激发病 

毒，在某些情况下 Potyvims却成为受益者，在寄主中 

滴度比单独侵染时明显增加【 ．丑． 。 

研究表明1E、T和烟草脉斑驳病毒(Tobacco vein 

motile poty~,irus，T、1Mv)的5’端序列 PI．(HC． 0)一P3 

介导 Potyvims与其它 病毒 间的协生作 用- “j。 

PⅢss等人进一步利用 FVX的侵染性克隆分别与 

TvMV的HC．Pro基因、5’端序列构建了三种嵌合体 ， 

然后通过侵染试验证明 0 HC,-Pro蛋白而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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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NA介导协生作用 ⋯̈。由于HC．Pro是一种 A 

结合蛋白[41,42一，可能通过与 PVX A亲合作用，或 

与PYX复合体蛋白相互作用来调节 PYX的复制。 

在植物病毒协生作用中也发现有两种病毒相互 

促进，使它们的复制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如 

MCNV与 WSNV发生协生作用时，两种病毒能够相 

互作用促进对方的复 。 

4，2 促进病毒的运输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表明植物病毒的运动蛋白 

(Novenment protein，MP)虽无序列同源性，却具有相 

似的功能，因而不同种甚至不同属植物病毒的 MP 

可以互补，介导异源病毒的系统运输和协生作 

用 丑． ’剖。花生丛矮 病毒 (Groundnut rosette 

ms，GRV)OP,F3编码的蛋白以反式作用方式促进 

TNV的长距离运输 J。在 自然状态下，CMV和番 

茄不孕病毒(Tomato~mpenny eueumovirus，TAV)共 同 

侵染并不能发生协生现象。但用 TAV2b基因置换 

C／vlV弱毒株系的同源基因得到的嵌合病毒对烟草 

等7种植物的致病性和系统侵染能力比 CMV明显 

提高。而嵌合病毒与CNV在烟草原生质体中的复 

制水平相同，由此推测 TAV2b蛋白促进了嵌合病毒 

在寄主中的系统运输 。 

转基因植物中表达的MP同样能够介导病毒间 

的协生作用 ～L L,46]。转基 因烟草表达缺陷型 的 

TNV MP表现出对多种病毒的抗性，但表达有生物 

活性的 v MP则介导 1Mv与烟草脆裂病毒(To． 

baeeo mttle tobravirus，TRv)等 5种病毒问的协生作 

用L 。已知PvY的Hc．Pro具有 NP的功能，我们对 

P、rY中国株系 HC．Pro中心区域与病毒长距离运输 

密切相关的两个保守区的CCCT和 PTK进行了定点 

突变，发现所得到的 4种突变体均不能介导 P、w  

PVX协生作用。在表达突变体的转基因烟草中PVX 

的长距离运输受阻，但在转野生型 HC．Pm基因烟草 

中却产生了典型的协生症状。从而证明 HC．Pm中 

心区域的 CCCT和 保守区为 HC．Pm介导 PvY／ 

PXO(协生作用所必需，并确定了 HC．Pro具有促进 

PVX长距离运输的功能ⅢJ。由此可见，要培育既抗 

病又安全的抗病毒基因工程植物，目的基因的选择 

和修饰是十分必要的【 。 

4．3 寄主因子 

在病毒与植物长期的共同进化过程中，寄主逐 

渐形成了许多限制病毒侵染的障碍，而病毒也相应 

地产生了各种不同机制来克服这些障碍。目前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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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分离到参与病毒协生作用的寄主因子，但已有 

证据表明寄主因子在病毒与寄主的相互作用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分子病毒学的快速发展， 

人们在植物及转基因植物中发现一种普遍的抗病毒 

机制，它们通过转录后基因沉默(Posl—tⅢ c p【ional 

gene silencing+Pres)来抵抗病毒侵染 川。同时又 

有实验数据表明介导协生作用的病毒编码产物作为 

基因沉 默抑 制 因子，打破 寄主 的这种 基 因沉 

默 圳。攻破寄主的防御系统，为其它病毒的侵 

染打开了通道。在对人巨细胞病毒与人免疫缺陷病 

毒一1混台侵染的研究中，发现前者诱导寄主转录 

因子 NF— B表达，从而激活后者的复制 55,56j。同 

样，卫星病毒与病毒的协生作用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由于卫星病毒既无 kiP，又不能独立复制，它在协生 

作用中促进病毒的系统运输L34j，那么它很可能先作 

用于寄主，诱导寄主表达了某些蛋白或激活了寄主 

中的某些信号分子，导致辅助病毒系统运输能力的 

提高。我们实验室正在利用酵母双杂交技术，从寄 

主中分离与 PvYHC—Pro相互作用的寄主因子，以 

期揭示HC—Pro介导协生作用的分子机理。 

综上所述，植物病毒协生作用所造成的病害症 

状加重，是增加病毒侵染细胞的数量和提高单个细 

胞中病毒含量的结果 。 ， - r · 。关于协生 

作用的分子机理，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协 

生作用中，激发病毒起主导作用。它首先与寄主因 

子或寄主调控元件发生作用，破坏寄主的防御系统， 

然后再与被协生病毒作用，以间接作用方式调控协 

生病毒的复制和运输。需要指出的是，激发病毒的 

编码产物如何作用于寄主因子、寄主因子与激发病 

毒的产物作用后又是如何将信号传递给被协生病毒 

以及激发病毒如何促进被协生病毒的复制与运输等 

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5 结束语 

病毒的干扰作用、协生作用直接影响植物病毒 

病害的发生与流行。在自然界，病毒问的干扰作用 

和协生作用同时并存，相互制约。依据干扰作用，利 

用弱毒株系、卫星病毒、抗病毒工程植物防治植物病 

毒病害时，不应忽视协生作用的存在。强调协生作 

用危害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干扰作用的利用价值。 

转基因植物中病毒协生作用的出现，应引起人们的 

高度重视。因此，我们认为利用PDR培育抗病毒基 

因工程植物，一定要有的放矢，科学合理地选择病毒 

的基因。以免协生作用的发生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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