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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植物病毒的研究进展 

植物病毒是病毒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 

病毒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和基础 

理论研究成果最先是在植物病毒领域里取得的。这 

类病原物给很多重要经济作物造成巨大危害，全世 

界每年农作物的损失达 200亿美元。20世纪初对植 

物病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病理学领域，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植物病毒与生物化 

学、生物物理学、免疫学、医药学等相关学科相互 

影响、相互渗透，尤其是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植物基因工程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的飞速发展， 

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应用，病毒学发展焕然一 

新。我们的研究手段已经从细菌过滤器、电子显微 

镜、X射线衍射法、扫描投射电镜过渡到现代分子 

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如分子克隆、重组、体外表达等； 

这些方法的应用使得研究学者们对植物病毒的研 

究从形态、结构、组成及病毒核酸和蛋白质大分子 

的超微结构的观察，深入到近年来的对植物病毒基 

因组核苷酸序列的分析和氨基酸组成及结构功能 

上，进一步揭示了一些植物病毒的本质特征，使人 

们对植物病毒有了更深刻地认识，无论是在理论上 

还是在应用上都有了很大发展。 

目前世界病毒种类已经达到 909种，我国只报 

道了 100多种。植物病毒的分类随着人们对它们认 

识的深入而不断变 箪，逐渐增设了新科，容纳新种， 

并对以前的设立加以修正。发现了很多不同的病毒 

有着共同的进化祖先。水稻簇矮病毒和 “中国小麦 

花叶病毒”是我国科学家发现的两种新的病毒。我 

国已完成了水稻黄矮弹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分 

析，对芜菁花叶病毒、甜菜坏死黄脉病毒、齿兰环 

斑等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序列进行了分析。植物病 

毒检测技术已从单一的生物学测定发展为生物测 

定与电镜诊断、血清学和分子病毒学相结合的快 

速、灵敏、可靠的检测技术。植物病毒与介体传播 

的分子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确病毒参与 

传播的基因及产物和传播介体的病毒特异性受体 

结合蛋白的分析。明确了外壳蛋白基因和辅助蛋白 

基因与蚜虫非持续性传播有关。植物病毒在细胞间 

的运转过去曾被认为是个被动过程，近十几年积累 

的研究结果表明，病毒在细胞间的运转是由病毒编 

码的运动蛋白和一些寄主因子介导的主动过程。对 

马铃薯 Y 病毒和杆状病毒基因组结构和功能上开 

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自从 McKinney(1929)发现植物病毒株系间存 

在着干扰现象之后，1934年美国学者 Kunkel就提 

出了利用弱毒株系来防治植物病毒病的设想。但直 

到本世纪 50年代，Grit等(1951)才发现柑桔衰退 

病毒病的弱毒系对强毒系有保护作用。1955年 

Pos．nett和Todd用弱毒株保护方法防治在加纳流行 

的可可肿枝病，取得较好效果。1964年 Chamberlain 

发现苹果花叶病的弱毒株对强毒株也有明显的保 

护作用。1976年Zaitlin等以TMV弱毒株系病毒为 

材料，研究交叉保护形成的原因，提出弱毒株系只 

能产生缺损的外壳蛋白CP或根本不产生 CP。1982 

年Sherwood和Fulton的结果表明CP是交叉保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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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础，并提出了交叉保护作用机制的假说：交 

叉保护作用是以外壳蛋白为基础的，很可能预先感 

染弱毒株系的病毒所结合的外壳蛋白阻止了强毒 

株系病毒的脱衣壳，或者通过包装作用将强毒株系 

病毒的基因组又重新包装起来。另外两种病毒之间 

存在着正义链之间的抑制作用，或者是两种病毒的 

复制机制中存在着相互抑制作用。八十年代初，人 

们便利用弱毒株系来防治生产中的某些病毒病，并 

取得了一定的防效。1980年 Haemilton首先提出了 

植物基因工程的思想：转基因植物中表达病毒基因 

组序 列可 能是 一种 防御病 毒侵 入 的途 径 。在 

DeZoeten和 Fulton(1 975)以及 Sherwood和 Fulton 

(1982)提出交叉保护作用机制的基础上，1984年 

Sequeria提出将 CP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表达可能 

会产生保护作用。随后 Beachy 1985年讨论了利用 

病毒反义序列获得保护作用的可能性。同年 Sanford 

和 Jhonston提出设想：具有交叉保护作用的病毒的 

复制酶可能结合到后感染的强毒病 RNA 中的 “复 

制酶结合位点”，但是无复制酶活性，从而阻止了 

强毒株系病毒复制酶的结合。近年来我国周常勇首 

次证明了 CTV 弱毒株系交叉保护效果依赖于保护 

株和攻击株基因组序列的相似程度，在分子水平上 

类似转录后基因沉默机理。正是交叉保护现象及其 

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为植物基因工程开展奠定了 

理论基础。 

防治植物病毒病是农业生产中面临的重要任 

务，这就需要深入研究病毒与植物的相互作用机 

制。80年代后期，随着分子克隆和转基因植物培育 

方法的日趋成熟，植物抗病毒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很大发展。利用病毒本身的一些基因导入植 

物成功获得了一大批抗病毒基因工程植株，已经应 

用和提出的技术路线有导入病毒外壳蛋白基因，利 

用病毒卫星 RNA，利用病毒非结构蛋白基因如复制 

酶基因、运动蛋白基因、核酸结合蛋白基因等。自 

从 1986年美国 Powell首次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的发 

展将烟草花叶病毒 TMV 的外壳蛋白基因转入烟草 

成功获得第一株转基因植株以来，近几年又在多种 

病毒和植物上取得了成功。例如，美国的 Monsanto 

公司 1990年将 PVX和 PVY的外壳蛋白基因转入 

马铃薯，大田实验表明抗性达到 92％；另外比较成 

功的例子还有苜蓿花叶病毒 AMV、黄瓜花叶病毒 

CMV、水稻条纹病毒 RSV、番茄斑萎病毒 ToSWV 

和甜菜坏死黄脉病毒 BNYVV等。我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也取得了可喜进展，1991年中科院微生物所与 

河南农科院合作将 TMV和 CMV 的外壳蛋白基因 

共转化烟草，获得抗 TMV+CMV 的双抗 NC89烟 

草，防治效果达 7O ；1993年中国农科院也研制 

成功了抗大麦黄矮病BYDV GPV株系的转GPV CP 

基因的小麦。白60年代 Kassanis发现有些烟草坏 

死病毒 (TNV)分离物中含有 17 nm 的病毒颗粒并 

将其称为卫星烟草坏死病毒 (STNV)以来，已发 

现 31种植物病毒中含有卫星和类似卫星的分子。 

基于有些卫星能抑制病毒复制因而减轻辅助病毒 

的病状，所以可以把它看作分子寄生物，用于病毒 

病的防治。1986年英国科学家 Baulcombe把 CMV 

的卫星 RNA反转录成 cDNA再转入烟草，首次成 

功获得了抗 CMV的工程植株。CMV卫星 RNA已 

用于田问防治 CMV 危害并取得显著增产效果。 

1987年澳大利亚的 Gerlach等人将烟草环斑病毒 

(TobRV)的卫星 RNA反转录成 cDNA，经体外重 

组转入烟草，转基因植物表现出对侵染病毒的抗 

性。1989年我国学者吴世宣等人由卫星 RNA cDNA 

构建成了抗黄瓜花叶病毒的烟草。抗病毒基因工程 

的另一重大进展是利用 RNA复制酶的一部分基因 

转化植物，Golemboski等人将 TMV复制酶核心组 

成部分导入烟草，其抗性程度明显高于表达 TMV 

外壳蛋白基因的转基因植物。此外，其他一些抗病 

毒基因工程也在研究中，例如病毒的反义 RNA 基 

因、对 目标基因即病毒 RNA起反式剪切作用的核 

酶、以及毒蛋白基因 (如商陆蛋白、蓖麻蛋白、白 

喉毒素)等。上述各种方法所获得的转基因植物对 

病毒侵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抗性。但是抗病毒转基 

因工程绝大部分工作集中于草本的双子叶植物，对 

重要的禾谷类作物以及多年生的果树、树木等木本 

植物研究较少，并且 目前策略中以外壳蛋白基因和 

复制酶基因转化植株比较成功，其它途径还需进一 

步探索和改进。另外，关于导入植物的外源基因如 

何发挥抗病毒作用，是通 RNA还是蛋白质，其最 

终命运如何人们还缺少足够认识。还存在着人们一 

直关注的问题一一转基因植物是否存在潜在的环 

境安全性问题和食品安全性问题?目前所采用的 

分子生物学方法如斑点杂交、Northern 杂交 、 

Western 杂交，抗性筛选和检测手段还无法为这些 

问题提供充分的证据，需要科学家们去探索新的方 

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使人类能够有目的地、高效合 

理地开展抗植物病毒基因工程的研究，培育出更多 

更好的抗病毒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 

利用DNA和RNA植物病毒作为载体表达外源 

蛋白是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遗传转化 

方式，从 8O年代初期提出了可用植物病毒作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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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外源蛋白，至今已发展了多个植物病毒表达载 

体系统。1984年这一技术首先在雀麦草花叶病毒中 

率先实现，Ahlquist等人 1986年用 BMV--Russian 

株系构建 了两种载体表达 了氯霉素 乙酰转移酶 

(CAT)基因。1989年 Wigdororiz等将 FMDVVP1 

结构蛋白基因成功插入到烟草病毒 Ul基因组中或 

置于花椰菜花叶病毒 35S启动子下，重组的 TMV 

和双元载体 pRok1．VPla分别接种本赛姆士烟草和 

苜蓿 ，结果表明能诱导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 

Lomonssoff等 1992年构建了豇豆花叶病毒 CPMV 

表达载体，成功表达了口蹄疫病 FMDV表面蛋白基 

因。1992年 Mason等利用人类乙肝炎表面抗原在 

转基因植物中表达成功。1998年 C．Carrillo等在转 

基因拟南芥中成功表达了口蹄疫病毒 VP1结构蛋 

白。而且狂犬病毒糖蛋白在转基因西红柿中已经成 

功表达。利用植物表达载体生产疫苗和药用蛋白已 

成为众多学者当前以及未来的研究热点，国内有数 

家单位也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所涉及的病毒包括 

烟草花叶病毒、黄瓜花叶病毒和马铃薯 x病毒，主 

要表达口蹄疫 VP1蛋白、霍乱、狂犬和甲肝病毒的 

抗原蛋白等。最终实现以植物作为外源蛋白生物反 

应器，高效表达外源蛋白的目的。但这一方法也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受体植物不理想，抗原表达量偏 

低，较高水平的抗原表达对受体植物有毒性，转基 

因植物疫苗的免疫效果差，口服免疫可能引起 口服 

免疫耐受等，克服这些限制因素，是我们今后研究 

的方向和主要内容。 

回顾过去 5O年我国植物病毒学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植物病毒的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中国和世界一样经历了生物技术的革 

命，未来植物病毒学家们将面临着更严峻的任务和 

挑战，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我们距离国外发达国家 

的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应坚持以基础理论研 

究为依据的前提下，多作开创性而非重复性的研究 

工作。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干出自己的特色。 

2我国科学家的贡献 
f 

裘维蕃 (19l2～2000) 

植物病理学家。江苏无锡人。1935年毕业于金 

陵大学植物病理学系。1948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 

究院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副教 

授、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 

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植物病毒研究室 

研究员兼副主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 (现名 

誉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理事长 (现荣誉理事长)， 

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现顾 问)。1998 

年国际植物病理学会英国爱丁堡大会上，被推选为 

国际上对植物病理学发展有特殊贡献的人之一，授 

予终身荣誉会员奖状。他长期研究植物病原真菌和 

病毒学，曾提出了许多病害诊断的原理和技术。对 

十字花科和茄科蔬菜作物的病理学以及防治基础 

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对北京白菜三大病害、华北 

和西北小麦丛矮病 的病原病毒及其发病和流行规 

律以及防病增产措施进行了研究，做了大面积的防 

治试验。1980年首先提出诱导植物抗病毒性的理 

论，并在 1983年研制成了 “NS．83增抗剂”，用以 

抑制番茄和烟草病毒病有显著抑病增产效果，相继 

获得农业部、国家教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科 

技进步和自然科学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 《植物病 

毒学》专著。 

谢联辉 

1973年以来，系统研究了中国水稻病毒病的病 

原种类、分布、为害、传播、测报与治理，其成果 

被誉为是 “对世界病毒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1984年4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国际热带水稻研 

讨会上作了 “水稻簇矮病，一种新的水稻病毒病” 

的特邀报告；1985年 lO月在日本筑波召开的国际 

热带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学术讨论会上被特邀 

作了 “中国水稻病毒病研究”的大会报告，并被选 

为大会主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水稻病毒 一水稻 

簇矮病毒，受到国际稻病学界的好评。他所报道的 

水稻齿矮病毒和水稻东格鲁病毒均系中国新记录。 

这些病害的发现，及时弄清了病毒的病原性质、传 

播途径和发病因子，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蔓 

延，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外，他 

还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水仙、甘蔗、烟草、番茄 

和香蕉等植物的病毒种类、分布、发生和防治对策， 

报导了 11个中国新纪录和 5个中国大陆新纪录。 

前后发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的论文 130余篇，主编 

全国农业高等院校统编教材 2本，主编、编著 《植 

物病毒名称及其归属》、《水稻病毒》等多部专著。 

曾获我国部、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项、四等奖 1项。 

田 波 

1986年以前田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病 

毒和类病毒，他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地应用病毒卫星 

RNA作为生防制剂防治植物病毒病获得成功。1986 

年以后他的主要研究工作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 

是分子病毒学和抗病毒和类病毒病的基因工程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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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领导的研究组构建成表达黄瓜花叶病 CMV 

的卫星 RNA和外壳蛋白的嵌合载体，并获得高抗 

CMV 转基因烟草和番茄品种。他的研究组还构建 

了对水稻条纹病毒有抗性的转基因水稻。他们的研 

究结果提供了核酶能够完全在转基因马铃薯中能 

抑制类病毒的第一个例子。第二方面他的研究兴趣 

包括应用生物技术生产基因工程制品和基因工程 

药物。在这方面他们应用遗传工程和现代生物，例 

如从九肽库中筛选到一种在细胞系抑制草鱼出病 

病毒复制的特异多肽，并发展了一些抗病毒病人源 

化抗体。最近他们在乙肝病毒 (HBV)引起的肝癌 

组织中发现了与热休克蛋白gp 96结合的一种HBV 

特异的肽，可发展成对乙肝和乙肝引起的肝癌免疫 

治疗剂。他们从真菌中克隆的谷胺酸脱氢酶基因可 

显著提高作物的氮肥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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