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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重组在 RNA 病毒中很常见，但有关重组的许多关键问题目前尚无法解释。本文主要针对 RNA 重组

的发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解释重组频率发生变化的原因，阐述 RNA 重组未来仍需解决的问题。RNA 重组是
RNA 病毒特殊的遗传信息交换方式，其频率在不同的 RNA 病毒中显著不同。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重组发生
的机制可分为复制型、非复制型重组以及重配，并且借助新方法和新技术，逐渐了解了影响该过程的病毒和细
胞因子。有研究表明，RNA 病毒中 RNA 的重组和重配率非常高，这与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RdRp）的保
真性相关。因此，深入了解病毒重组机制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可实现对新型病毒以及新疫情的预警预报，从而
有预见性地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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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ombination is widely observed in RNA viruses，but many key issues therein could not be explained till
now. In the paper，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recombination frequency were explained based on RNA recombination
mechanism and the inﬂuencing factors，and relevant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uture were stated. RNA recombination
was a special way to exchange genetic information by RNA viruses，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in various RNA viruses.
At present，it was generally believed by researchers that，the mechanism of recombination could include replication，
non-replication and reassortment，and the viruses and cytokines that might affect the process were gradually recognized
with the help of new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It was studied that the recombination and reassortment rate of RNA were
extremely high in RNA viruses，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ﬁdelity of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RdRp）. Therefore，
the new virus or outbreak could be early warned and reported through further recognition of the mechanism and rules of
virus recombination，so as to control the occurrence and prevalence of animal diseases in a predictable way.
Key words ：RNA virus ；recombination mechanism ；RNA-dependence ；RNA polymerase

RNA 病毒种群具有的遗传多样性，很大程度

和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库分析发现，RNA 病毒很

上是由其高突变率导致的庞大种群决定的。最初认

多家族之间均可发生重组，这对 RNA 病毒的出现、

为，RNA 病毒仅存在有限的重组，但经试验研究

进化及其流行病学都有重要影响。重组与病毒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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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扩大、毒力增强 [1-3]、逃避宿主免疫 [4] 和耐药 [5]

生在同源序列附近的不相关区域，因此重组后的

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RNA 病毒间存在

RNA 分子会产生序列重复或缺失，有时还可能会

[3，6-7]

，但是重组进化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

有一些未知的核苷酸序列插入。非同源重组，也称

为进一步探索 RNA 病毒重组的原因，本文综述了

Ⅲ型重组，发生这类重组的亲本 RNA 分子间没有

重组类型、重组机制、重组率及重组相关性等方面

序列同源性，重组位点的选择也不清楚，因此这种

的研究进展。

重组可能会导致 RNA 病毒发生基因重排、插入和

1

缺失。此外，根据亲本 RNA 分子来源不同，这种

重组

重组的发生及类型
RNA 病毒的进化、宿主嗜性和致病性依赖于

重组又可分为基因组内重组或重配（重组链属于同

其基因组多样性。造成基因多样性的原因主要有

一 RNA 分子）和基因组间重组（重组链片段来自

两种：一是核苷酸错配，主要因 RNA 病毒的 RNA

于不同的亲本 RNA 分子）[17]。

依赖性 RNA 聚合酶（RdRp）缺乏复制后矫正的活

2

性，导致出现复制的低保真性，从而使 RNA 病毒

2.1

[8]

基因组中的碱基很容易出现突变 。二是 RNA 重
[9]

重组的机制
复制型重组
大多数研究认为，RNA 病毒通过复制型重组

组或重配 ，这需要两个或多个病毒感染同一宿主

机制进行重组。Kirkegaard 等 [16] 对脊髓灰质炎病

细胞才能发生，是病毒基因组 RNA 分子间的核苷

毒重组的研究，是解释复制型重组机制最直接的

[10]

首次

证据。在重组过程中，RNA 聚合酶介导 RNA 病毒

发现了微 RNA 病毒科脊髓灰质炎病毒 I 型的重组

的复制，即合成负链 RNA 时 RNA 聚合酶从一个

现象。1985 年，科学家又发现了冠状病毒的重组

RNA 分子（供体模板）转移到另一个 RNA 分子（受

酸序列互换形成的。1963 年，Ledinko 等

现象

[11]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大多数的正链 RNA

病毒都有重组现象，包括微 RNA 病毒、披膜病毒、
[12-13]

体模板）上，而且新合成的链随 RNA 聚合酶一起
转移到受体模板上继续进行链的合成，进而形成嵌

；RNA 重

合的重组分子。对于大部分 RNA 病毒来说，重组

组也存在于其他一些病毒的形成过程中，如逆转录

是通过 RdRp 或逆转录酶（RT）参与完成的 [18-20]。

病毒、负链 RNA 病毒、双链 RNA 病毒以及缺陷

病毒 RNA 具有不同的选择性遗传标记，例如对温

黄病毒、动脉炎病毒和冠状病毒等

[14]

型干扰 RNA 。

度敏感的突变或对胍的抗性。在选择条件下，只有

根 据 病 毒 RNA 分 子 的 结 构、 功 能 以 及 重

那些发生了重组的基因组才允许生长，因此可以对

组发生的位点，可将 RNA 重组分为三大类：同

其进行分离和分析。类似的技术已用于确定冠状病

源（homologous） 重 组、 不 正 常 同 源（aberrant

毒的重组率 [21-22]。最近，许多研究 [1，23-24] 将标记

homologous）重组和非同源（nonhomologous）重

基因（如 GFP）嵌合入病毒基因组中并进行传代，

[15-16]

。同源重组是指发生在序列相似或相近的两

通过标记基因的稳定表达来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

条亲本 RNA 分子之间的重组，通常情况下，重组

黄病毒以及塞内卡病毒中的重组事件。研究 [25] 还

体不会在 RNA 分子交换区域发生核苷酸的插入、

表明，RNA 重组发生在负链 RNA 合成的过程中。

替换或缺失，即重组体骨架不发生变化，因此病毒

此外，对流感病毒 DI RNA 的结构分析，也间接证

基因组基本结构不变，产生的重组体通常也具有活

明了 RNA 重组的复制型重组机制 [26]。

性。此种类型的重组比较普遍，例如微 RNA 病毒

2.1.1

的重组。不正常同源重组，与同源重组类似，也需

机制，目前已构建了基于细胞的病毒重组检测系

要序列相似的两条亲本 RNA 分子，但不同之处在

统 [23，27-28]，其中一种称之为 CRE-REP 系统。在该

于，重组不发生在序列同源或相似的区域，而是发

系统中，只有重组体的子代病毒才可以存活。该方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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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两个不完整的 RNA 基因组共转染。虽然这些

病毒复制但不易感的单层细胞。例如：对于脊髓灰

基因组不能单独产生具有感染性的病毒粒子，但发

质炎病毒而言，供体和受体 RNA 分子可以共转染

生重组后将产生活的子代病毒。其中，供体分子

缺少病毒受体的鼠或仓鼠细胞，但产生的重组病毒

为病毒亚基因组复制子，病毒基因组中的结构基因

不能继续感染该细胞。这样，就可以在产生的重组

被报告基因（如萤火虫荧光素酶）取代。该 RNA

体开始新一轮复制前，获得病毒重组体，并对其进

具有完全复制能力，但由于衣壳编码区的缺失，

行深度序列分析。研究 [34] 发现，大多数的最初重

因此无法形成具有感染性的病毒颗粒。而受体分

组体基因组长度大于病毒本身，并且在重组位点包

子，将病毒非结构蛋白 2C 编码区内的顺式复制元

含重复序列，而在自然界中发现的重组体并没有这

[29-30]

，从而破坏了 CRE 的

种不精确的重组。这表明自然界存在的重组体并不

功能，抑制了 VPg 的尿苷酰化作用，进而阻止了

是一步形成的，而是先发生重组，而后在自然的选

件（CRE）进行点突变
病毒正链 RNA 的合成

[31]

。因此，尽管受体 RNA

择过程中，删除重复序列从而获得适应性更强的重

可以被翻译并产生负链 RNA，但是它也不能产生

组体。

具有感染性的子代病毒。在 CRE-REP 系统中，形

2.1.2

成重组体需要 RNA 链之间的交换，且重组发生在

型重组机制中模板的转换。由于 RNA 聚合酶的高

亚基因组复制子中的功能性 CRE 与结构性或非结

复制速率且缺乏复制后矫正功能，导致掺入大量错

构性编码区蛋白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重组发生于

误的三磷酸核苷（NTP），而这可能会引起复制复

这些区域之外，形成的基因序列将缺少基因组的基

合物发生解离 [37-39]。此外，在许多 RNA 病毒中，

本组成部分，因而并不具有活性。为了使病毒间重

供体 RNA 分子中的二级结构甚至是三级结构，可

[32]

模板转换影响因素

许多因素会影响复制

表明，对于供体分

能会抑制 RNA 聚合酶在亲本 RNA 分子上的移动，

子，将有功能性 CRE 亚基因组复制子嵌入到基因

促进 RNA 聚合酶和新合成的核酸链转移到另一个

组的 3'UTR 上，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多的重组体。

受体 RNA 分子，从而促进模板的转换 [40-41]。作为

另外，对于肠道病毒和塞内卡病毒的研究，也构建

模板的 RNA 序列之间的同源性，或者作为介导聚

了另外一种病毒重组检测系统。该系统同样包含供

合酶解离或重新结合的特定序列，在重组中的影响

组区域扩大，最近又有研究

。其中：供体分子因缺乏

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已有报道 [42-44]，重组交换

病毒衣壳基因的部分序列，而无法形成具有感染性

的区域偏向于 RNA 模板之间序列同一性的区域。

的病毒粒子；受体分子因缺失病毒聚合酶的活性位

因此，RNA 重组通常是“同源”的，因为这种情

点 GDD，使得聚合酶失活，从而不具备复制能力。

况经常发生于具有高度序列相似性的区域。当然，

单独转染各 RNA 分子均不能产生子代病毒，但将

两个亲本序列之间的序列相似区可能接近交叉点，

二者共转染，如果发生重组，则会产生具有感染性

而不一定是交叉点。对于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研究发

[33-36]

现，型间重组的频率低于型内重组的频率，表明序

构建了第三种病毒重组检测系统。该系统的供体分

列同一性对重组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具有有

子缺乏病毒的聚合酶以及整个 3'UTR，而受体分子

限序列同一性区域的基因型内重组体的序列分析显

缺失基因组的顺式作用元件 IRES，二者共转染后

示，这些区域与重组交换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27]。然

可以在基因组的结构蛋白和非结构蛋白部分发生重

而，基因相异的不同基因组区域或者无关的 RNA

组。随后，通过分离重组病毒，将重组病毒的基因

分子之间交换产生的“非同源”重组现象也时有发

组序列和亲本病毒进行比较，以确定重组位点和结

生。由于发生非同源 RNA 重组的区域之间序列相

构变化。为了能够检测到早期重组体，采用只允许

似性很低，所以经常会产生有害的基因型，这可能

体分子和受体分子

[23，28]

的病毒粒子。利用相同的原理，近期也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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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同源重组并不像同源重组一样常见的原因之

2.3

重配

一。目前，运用直接的试验方法和生物信息学方法

重配是分节段病毒遗传相关 RNA 基因组间发

寻找进化树之间的不一致，已经确定了各种 RNA

生整个 RNA 分子的互换，是 RNA 病毒中基因组

病毒中同源和非同源重组的实例 [27，34，45]。此外，

间交换的另外一种形式。与 RNA 重组一样，重配

在很多病毒家族中，已经观察到包含截短病毒基因

也需要一个以上不同的病毒粒子感染同一个细胞。

[46-48]

。这

尽管在复制过程中重配不需要亲本基因组间存在很

些截短的病毒基因组的产生是 RNA 聚合酶合成能

高的相似性，但导致重配病毒产生的包装过程并不

力下降的结果，并且可能是通过复制型重组机制所

是完全随机的 [59-61]。

组的病毒突变株，也就是缺陷性干扰颗粒

产生 [49]。此外，由断裂导致的模板转换，与上述

分节段病毒可能是两个或者多个病毒共感染

机制明显不同，可能是由于供体 RNA 断裂导致复

同一个细胞产生的，随后通过互补逐步演化，最终

制中止，进而引起模板转换。目前，也有研究发现

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功能性的病毒粒子。例如，分节

宿主和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复制型重组。如对于低毒

段的植物病毒经常以较高的感染复数（MOI）共感

力病毒和番茄丛矮病毒以及黄瓜黄叶病毒，许多细

染一个普通宿主，从而导致混合感染 [62-64]。事实上，

胞通路和因子会影响复制型重组 [50-53]。

许多寄生于植物体内的单股正链 RNA 病毒基因组

2.2

是分节段的。这些基因组分别包裹于不同的颗粒中，

非复制型重组
非复制型 RNA 的重组率较复制型低很多，并

通过试验

[54-56]

得到了证实。在非复制型重组过程中，

也就是所谓的多粒子性病毒，其中包括雀麦花叶病
毒科、豇豆花叶病毒科以及帚状病毒科的一些成

重组 RNA 分子在特定的位点被切割，然后连接形

员。分节段基因组也可直接从不分节段基因组进化

成重组分子。通过对 PV RNA 分子的研究，首次

而来。特别是 RNA 病毒在体外以高 MOI 传代的过

发现了非复制型重组的机制。Gmyl 等 [56] 分别构建

程中经常会产生缺陷型干扰颗粒，而且一些缺陷型

了在基因组 5' 端或 3' 端有缺陷的两组 PV 突变体，

干扰颗粒可以通过互补作用重新获得感染性 [65]，

结果发现将二者分别感染宿主后，在体内均无法进

其核酸代表该病毒早期的基因组片段。
病毒 RNA 的重组和重配，在初期形成有害基

行有效复制，而将二者共感染宿主细胞却可以产生
[57-58]

表明，

因型时可能有区别。但这两个过程可能会在同一个

经过非复制型重组的 5' 或 3' 端均不需要被翻译，

单一基因组中产生不相容的突变 [66]。这种突变不

这也就暗示了非复制型重组不需要病毒蛋白参与。

仅会加大亲本株之间的系统发育距离，而且这个距

而这与复制型重组截然不同，复制型重组需要病毒

离还会根据重组位点相对于基因、蛋白质和蛋白质

聚合酶的参与，而且聚合酶的结构和活性在一定程

结构域的具体位置而发生变化 [67]。此外，重配过

度上影响重组的发生。据推测，基因组 RNA 在复

程可能会破坏共同进化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68-69]，而

制前已在某些位点被剪切，然后交错连接形成新的

且这种作用在节段基因组编码多蛋白复合物时可能

重组体 RNA，这可能与 RNA 分子本身的转酯反应

尤为强烈。

或者宿主细胞中特殊核酸酶和连接酶的作用有关。

3

有活性的重组子代病毒。最近的研究

重组率

而一些发生交叉的区域还可折叠成锤头核酶样结

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准确表明每一个核酸或

构。与序列相似性引起的重组作用相比，RNA 的

者基因组的重组率，但是在 RNA 病毒中 RNA 的

二级结构被认为是介导非复制型重组的主要因素，

重组和重配率还是非常高的。例如，对于肠道病毒

但由于复制和非复制型重组机制的终产物可能相

而言，在共感染试验中，每代每个位点发生重组的

同，因此无法准确确定重组体的来源。

概率为 10-6[70]，且这些重组会发生在同一类型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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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之间、同一病毒的不同型之间，甚至是不同病毒
[71-74]

所有的逆转录病毒都与 HIV 一样发生高比例的重

；而一些逆转录病毒，比如人

组。例如，鼠白血病病毒（MLV）与一般的 γ 逆

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其每代每个位点发生重

转录病毒，尽管二者具有非常相似的复制型重组发

组的概率为 1.38×10-4~1.4×10-5[75-76]；一些单股正

生率，但它们的重组率却比 HIV 少 90%~99%[89-90]。

的 5'UTR 之间

链 RNA 病毒，比如微 RNA 病毒科的肠道病毒以

同样，重配率在病毒间也存在着非常广泛的

及冠状病毒科、雀麦花叶病毒科、马铃薯 Y 病毒

变化。具体来说，分节段病毒（汉坦病毒、拉沙病

科的病毒也具有很高的重组率

[77-80]

。然而，其他一

毒和水稻草状矮化病毒）表现出相对低水平的重

些单股正链 RNA 病毒的重组率却非常低，例如黄

配 [91-93]。而其他一些病毒似乎较为频繁地发生重配，

病毒科病毒只有零星的重组 [24，81]；在共感染试验

例如：甲型流感病毒，每年至少发生 2~3 次重配

中，丙型肝炎病毒（HCV）每个位点每代 RNA 重

事 件； 每 年 有 2.7%~5.4% 的 轮 状 病 毒 发 生 了 重

组率仅为 4×10

-8[82]

。还有一些单股正链 RNA 病毒，

配

[94-95]

。事实上，在甲型流感病毒和 A 型轮状病

比如杆菌状核糖核酸病毒科、光滑病毒科、裸露核

毒中，编码病毒表面蛋白的不同基因节段可发生重

糖核酸病毒科和甜菜坏死黄脉病毒科的成员，并未

配。这些表面蛋白包括甲型流感病毒的血凝素（HA）

观察到重组现象。

和神经氨酸酶（NA）以及 A 型轮状病毒的 VP7 和

尽管负链 RNA 病毒含有分节段基因组，可以
发生重配，但其重组率却低于正链 RNA 病毒

[83-84]

。

例如，对从甲型流感病毒中分离到的上千种基因进
[85]

VP4。重配的后果与病毒逃避宿主免疫以及病毒的
流行相关 [96-98]。
4

RdRp 与病毒重组的相关性

，

突变和重组对于 RNA 病毒的适应和进化至关

。总的来说，负

重要 [99-100]。最近，对于肠道病毒和甲型流感病毒

链 RNA 病毒重组率低可能表现在它们生活周期的

重组的研究 [32，48，101] 表明，两者均主要由 RdRp 介

一些具体方面。

导。实际上，这些最新研究表明 RdRp 保真性也与

行序列分析，发现此病毒存在零星的同源重组
然而这个病毒却经常发生重配

[86-88]

重要的是，RNA 病毒间重组率的不同可能与

病毒重组效率相关。例如，低保真性 RdRp 的辛德

它们之间一些基本的生物学性质差异有关。例如

必斯病毒易于重组，从而导致缺陷干扰颗粒的过度

HIV 会形成持续性感染，在一个单一宿主内发生混

生产 [48]。此外，聚合酶保真性的改变也影响了脊髓

合感染的概率会增大，这可能会产生较高的重组率。

灰质炎病毒的重组率 [32]。另外，对脊髓灰质炎病

同样，在宿主体内是否能有效地而且有规律地发生

毒的研究 [1] 表明，重组是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共感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重组率。基因组结

所必需的，并且重组可以在不改变最佳突变率的情

构的确定，可更清楚地了解重组。例如，逆转录病

况下提高适应性。

毒基因组的构成有利于基因重组的发生。逆转录病

在复制型重组的过程中，正常的延伸停止，

毒基因组含有两个 RNA 分子，可以形成“假二倍

导致部分基因组可以退火到新模板链上，并重新启

体”。其结果是，具有不同祖先、能同时感染一个

动延伸过程，最终产生由两种模板组成的全长基因

宿主细胞的病毒可以被包装在一起，产生“杂合”

组。RNA 合成的重新启动通过 RNA-RNA 双链体

的病毒粒子，进而通过复制以及选择重组产生遗传

发生，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序列同源性及互补性，

，在 HIV-1 逆转

以便正确进入病毒聚合酶 3Dpol 的活性位点。在细

录时，每个复制周期转换模板 2~20 次，从而超过

胞内膜结合的病毒复制中心结构中，发生重组的特

了该病毒每个核苷酸测得的突变率，使其成为所有

定结构和分子机制尚不清楚，但最近鉴定的 3Dpol

RNA 病毒中最易发生重组的病毒。然而，并不是

突变体提供了对该过程的一些见解。

上不同的子代病毒。据估计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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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突变体中，有些是通过有限稀释法分

对于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言，3Dpol D79H 突变既

离能稳定表达绿色荧光蛋白基因的病毒突变体而获

抑制了 RNA 重组，同时对核苷类似物的抵抗力也

得的，其原理可能是，由于重组率下降导致病毒删

不变；而 L420A 突变不仅抑制了 RNA 重组，而且

除外源基因的效率降低 [1，23，41]。筛选得到 PV 3Dpol

对核苷类似物的抵抗力也有所下降。对于塞内卡病

第 79 位的 Asp 突变为组氨酸（D79H），其重组

毒而言，聚合酶重组缺陷毒株对于核苷类似物的抵

pol

抗力也在下降。针对这种发现，最近的研究 [102] 表

S460L 和 I212/S460L 突变株，其重组率较野生型

明，病毒聚合酶具有平衡 RNA 复制保真性和 RNA

毒株分别降低约 82% 和 97%，但均不影响病毒的

重组频率的固有能力，以维持病毒种群的整体适应

率 较 野 生 型 毒 株 降 低 约 90%； 塞 内 卡 病 毒 3D

。D79H 突变位于手掌亚结构域底部的

性。但 RNA 重组的频率如何影响 RNA 复制的保

表面上，并且它远离延伸复合物中的 RNA。

真度、核苷类似物的敏感性和病毒进化，仍然需要

适应性
3D

pol

[23]

从 结 构 的 角 度 来 看， 重 组 效 应 不 太 可 能 是 由 于

进一步探究。

3Dpol-RNA 直接接触的变化导致的，并且长孔有序

5

α- 螺旋的中间位置也没有显示对蛋白质构象动力
pol

未来研究方向
RNA 重组对 RNA 病毒的研究具有实质性意义。

学有影响。因此，难以在单个 3D -RNA 复合物的

一是，RNA 重组是衡量减毒活疫苗的一个重

背景下，确定该重组突变产生的作用机制，并且

要参数。如 PV 减毒活疫苗，重组会发生在疫苗株

Asp79 残基很可能在膜相关病毒复制中心的更高级

之间或者疫苗株与其他病毒之间从而产生新的病

组织中起作用。

毒。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重组的病毒并没
pol

通过寻找延伸复合物中 3D -RNA 界面突变
引起的重组效应，随后进行定点突变，获得的重组

有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然而，产生致命性影响的
案例确实存在 [103]。

突变体是 Leu420 至丙氨酸突变 [28]。Leu420 位于

二是，RNA 重组可用作构建病毒突变株的遗

新合成的 RNA 链离开聚合酶通道中的拇指结构域

传操作工具，尤其是用于尚未获得感染性克隆的病

α- 螺旋上，并且它与产物 RNA 链上的活性位点外

毒。例如，冠状病毒基因组庞大，获得感染性克隆

的第三核苷酸核糖基团直接相互作用。在不同的细

比较困难。构建复制的病毒与转染的 RNA 片段之

胞类型中，带有 L420A 聚合酶突变的病毒，其重

间的重组系统，可规避这一难题，为构建重组病毒

组率降低 93%~98%。体外生化测定显示，L420A

株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聚合酶具有与野生型相同的延伸率，但其起始速率

三是，尽管迄今为止仅在一些 RNA 病毒中证

下降，并且延伸复合物的稳定性也下降。这些观察

实了 RNA 重组的发生，但是重组很可能是普遍存

结果表明，3Dpol 与 RNA 间的相互作用发生了改变，

在的现象。只有利用合适的实验系统和程序，才能

这可能是由于 Leu420 与产物 RNA 链的直接相互

检测到病毒重组的产生。

作用所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是，相邻 Leu419 残基
pol

由于 RNA 重组机制的复杂性，目前仍有很多

与模板 RNA 链发生相似

有关 RNA 重组的问题尚不明确。更深入地了解重

的相互作用，但是并不会影响重组，表明该效应是

组机制，也许能够更好地预测重组病毒发生的方式

链特异性的。在重组过程中，部分产物链成为重新

和位点，并为可能产生的潜在后果做更好准备。例

起始反应的引物链。该研究表明，L420A 突变改

如：RNA 聚合酶的哪种特性会决定 RNA 重组率，

变了形成的引物链结构。这种结构的变化，会改变

以及还有哪些蛋白参与重组。尽管研究已表明，病

活性位点中 3' 羟基的位置和取向，因此也就降低

毒聚合酶可以参与复制型重组，但仍需要进一步对

了重新起始 RNA 链合成的效率和重组率。

聚合酶活性进行研究，尤其是聚合酶保真性、错掺

的类似突变，使得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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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组之间的关系；病毒聚合酶引起的高突变率更

[4]

variation：drift，shift，and attenuation[J]. Cell，2001，

有可能导致模板和酶之间解离后重新结合的速率增
加，从而导致重组的发生。又或者，在准种的产生

MALIM M H，EMERMAN M. HIV-1 sequence
104（4）：469-472.

[5]

NORA T，CHARPENTIER C，TENAILLON O，

过程中，重组和突变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另

et al. Contribution of recombin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外，许多 RNA 病毒的聚合酶寡聚化为更高级的结

human immunodeﬁciency viruses expressing resistance to

构

[103]

RNA 模板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重组中起作用，目前
尚不清楚。此外，其他的 RNA 结构，例如基因组
环化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J]. Journal of virology，2007，81

，而这种高级结构是否会通过影响聚合酶与

[104]

（14）：7620-7628.
[6]

Australia suggest RNA recombination event in the SARSCoV-2 genome[J].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ilia，2020，

等，在病毒重组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尚未确

定。而且其他病毒蛋白或宿主细胞蛋白在重组过程
中的作用也尚不明晰。如果不同病毒间重组所需的

213（1）：44.
[7]

的原因。此前有研究

a novel naturally occurring recombinant[J].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2017，50（6）：

表明，微管聚合反应的抑

制剂——诺考达唑，可减少重组的发生。这表明即
使是两个亲缘关系相近的病毒，若其利用细胞内不

771-780.
[8]

体外重组系统的发展以及深度测序可能有助
于整个 RNA 群体重组过程的探究。此外，通过
RNA 重组还可以进一步了解病毒的生命周期，并

DOMINGO E，SHELDON J，PERALES C. Viral
quasispecies evolution[J]. 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同的膜蛋白形成复制复合物，那么也可能永远不会
产生重组。

LIN C C，LEE C C，LIN S H，et al. RNA
recombination in hepatitis delta virus：identification of

蛋白确实不同，那么这就有可能是病毒间重组限制
[27]

YEH T Y，CONTRERAS G P. Emerging viral mutants in

biology reviews，2012，76（2）：159-216.
[9]

SIMONLORIERE E，HOLMES E C. Why do RNA
viruses recombine?[J].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2011，9（8）：617-626.

[10] LEDINKO N. Genetic recombination with poliovirus
type 1. studies of crosses between a normal horse serum-

通过改造降低病毒的毒力和致病性。通过构建不同

resistant mutant and several guanidine-resistant mutants of

的重组系统和 RNA 病毒的突变株，可以发现用于

the same strain[J]. Virology，1963，20（1）：107-119.

病毒转录的调控元件。因此，深入了解病毒重组机

[11] BUDZILOWICZ C J，WILCZYNSKI S P，WEISS
S R. Three intergenic regions of coronavirus mouse

制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可实现新型病毒以及新疫情的

hepatitis virus strain A59 genome RNA contain a common

预警预报，从而有预见性地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nucleotide sequence that is homologous to the 3' 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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