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  

第 9卷 第 2期 

1994年 6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IRoIJoGICA SINICA 

7 6 f 
v0I．9 No．2 

Jun． 】994 

喹诺酮类药物抗乙型肝炎病毒体外实验研究’ 

范 涛 

dE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北京100034) 7 
摘要 车文以 &&1,5细胞株为模型，以} Ag、mcA巳、HBVDNA，细胞存活率为观察指标，绿台 

评价丁喹诺酮类药物吡哌酸(Pipemidic Acid)、氟哌酸( n咄a )、环丙氟哌酸(Clprotloxac,in)、氟嗥 

酸(Ofloxacin)体外抗 HBV效果。结果表明：吡哌酸、氟哌酸、环丙氟哌酸，氟嗪酸对H AB、HBeAB 

50％脚剖浓度(ID )分别为 I1 、6 ／ 、e3喀／眦、105 ／ 和 199 ／ 、111 ， 、2● 

ml、217 ／m1．细胞存i舌率为 50蚓时的药物浓度(ClXo)分别为 219(tg／ml、00~dml、1 B1峙／||lI、169vg／ 

ml，在所选定的用药浓度范碾内不同程度抑制培养上清藏及细胞内}mV DMA及其复制中间体的产 

由于HBV狭窄的宿主及缺乏体外病毒繁殖培养系统，阻碍了抗HBV药物的研究。随着分子生 

物学的进展，直用分子克隆技术，1986年 ，Sxireau等【2]用电转染法将HBV DNA及抗新霉紊质 

粒(n∞ )同时导^肝癌细胞株 H印Gz，成功地表达了 HBV的全部标志 ，包括 HBsA8和 HBcAg／ 

HBeAg、HBV DNA多聚酶，HBV DNA，培养上清液中可检测到Dane颗粒。其他能长期稳定表 

达HBV基因的转染细胞株也先后建立[ 司。HBV体外转染系统的建克，有力地促进了HBV研 

究，r‘泛地应用于研究病毒与细胞的相互关 系，分析基因的功能 ，药物及免疫因子作用等理论 

和实际课题。本文以Sel1．~等[ 建立的2．2．15细胞株为模型，研究了喹诺酮类药物体外抗HBV 

效果。 

材料和方法 

l 细胞培养及药物选择应甩 

2．2．15细胞为单层贴壁生长细胞 ，用舍 10'／胎牛血精、0．o3 备氨酰胺、l00．g／n~G418(Ge~tticin)． 

100~U／mt青霉紊，lO0峙，眦 链霉索的MEM诚培养。毗哌酸(PipemidicAckt)、氟哌酸(Norftoxae．~a)，环丙氟 酸 

(Ciprofloxacin)、氟嗪酸(Ofloxaein)由北京医科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惠赠。甩前按需要稀释滤菌。 

培养细胞用胰蛋白酶 化成 个细胞，分种于 24孔板(1．0×10 细胞／孔)和 25cm。培养瓶(8．O×l 0 细 

胞／瓶)。24小时后换用含药培养液，每 天换新鲜舍药培养液共3次．1 2夭后收譬2d孔板 清液检涮HBsAg、 

HI~Ag及细胞存活率 ，收集培养瓶 卜清及细胞分别提取HBV DNA。 

2 上清液HBsAg、HI~Ag检测 

奉文 1992年 12月3日收到，1993年 lO月22日修回 

·现在地址 北辑解放军302匿院病毒研究室．姆编 1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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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 ĝ、Hee．~ 固相放免测定试荆盒(中国同位素公司北方免疫试剂研究所)．操作均按说明进行。 

3 细胞存活率测定 

根据M嘲 'am 玎建立的Mrr法测定细胞存活率 ．参jl曩Fv．a,nco~。增 法加以改进：去培养液，加入含 l 1g／咖 

~仃T的无血清培养液 1．5 ／孔 ．培养 4小时．弃上清．用含 阻04mol／L盐酸酸化异丙醇溶解 测 570rim和 

690rim波长下的OD值． 

‘ 细胞内邢 vDNA提取 

参厢林五明[．】方法 收集培养细胞、冷pBS洗细胞2次．以下实验均在 1．5rid Eppen 管内进行：l0倍细 

胞体积 P 曲dr峨 K溶液(200v．~Jml Pror~inaee K#10~moVL Trb pH7．4i|0mmoL／L EIT"L'A 150r,nr,noL／L NaCLl 

0．d S1~)55"C，4小时．酚 氯仿 ：异戊醇(25；2d 1)提 2次，氯仿 {异戊酵(24；I)提 】次．J／10体积 

2．tool，L醋酸钠(pH6．5)和 2倍体积冷无水己醇沉淀DN̂ ，沉淀经乙醇清洗干燥后溶于 rE溶液内，加入P．,．Name 

A至终浓度 100pC／n'd 37℃ 30分钟 ，再经 Pf曲 螂，K溶液处理，酚 {氯仿 异戊醇提取，乙醇沉淀。260rm~和 

280rim紫外光下测定DN̂ 浓度和纯度． 

5 培养上清液 HBVDNA提取 

．
培养上清藏经4000r／ml0分钟离心去沉淀，加 10 (W／V)聚乙二醇( 8000)4"C、l小时．10000r／m 1 0 

分，将沉淀溶于 rE溶液内，其他提取过程如P no∞K溶液处理 ．酚 氯仿 异戊醇提取 ．乙醇沉淀方法同 

上． 

B ．SOLV~'n转真杂交 

’~P-HBVDNA探针用缺口．平移法耐备，探针比活r．2Xl cPM／l|g。10cPM ĴgDNA甩HindI酶切后， 

吼8蟠晾脂锗凝胺电诛 ，经变性、中和 ，s。r吐螂m法转移至硝酸纤维膜．80"C烘烤 2小时，预杂交．杂交，漂洗， 
一 70℃放射自显影． 

结 果 

1 药物对 HBsAg；HBêg的抑制效果 

在初步确定用药浓度范目后，设置 5个倍比稀释浓度，实验设平行组，结果取均值、检测结 

果以 P／N表示 ．P／N≥2．1为阳性 ，抑翻率一(对照组 HBsAg或ⅧkAg P／N值～实验组 HBsAg 

或 HBeAg P／N)／(对照组 HB8Ag或 H]~Ag P／N值～2．1)，Ⅲ50为药物抑翻 HBsAg或 HBeAg达 

50 时的药物浓度。结果见表1，表2。根据我们的实验(资料未显示)，当细胞敬在一定范嗣内 

波动时，对上清裱 HB暑Ag、HBeAg滴度无明显影响 ，因此实验中TTBsk,．g、HBeAg滴度下降主要为 

药物抑制细胞对两者的表达所致。 

衰 1 药物对HBe．~ 抑制牢 

Tat~．e 1 II| fy赶6jc 0f q岫nd∞ ∞ onHB Ag：vecr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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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药-对HHeAg抑捌事 

T扯 2 I岫曲n 。ff∞口 of quinalon~ oⅡFII~A$∞口幽  

2 细胞存活率测定 

MTT法检测存活细胞具有灵敏度高，重复性和稳定性好、特异性强等优点、MTT法适用于 

2．2．15细胞药物评价体系细胞存活率的检测．药物对 2．2．15细胞的细胞毒性表现为细胞形 

态改变，面缩或破碎 ，对MTT的摄入及转化减少 ，比色测定 OD值下降。4种药物的不同浓度细 

胞毒性强度见表 3。CD 为实验组存活细胞为对照组 50 的药物浓度。 

衰 3 细胞存活率嬲定 

TaHe 3 E№ d q ∞ 鲥 1 viabl y 

3 对细胞分泌HBV DNA的抑制效果 

培养 清液可检测到HBVDNA及其复制中间体，如图 1所示。罔中未见到明显的整合的 

HBV DNA区带 ，可p』认定由细胞破碎释放入上清的病毒颗粒对实验无明显影响 ：喹诺酮类药 

物对 清 HBV抑制呈剂量依旗关系。上清 HBVDNA减少可考虑以下二个方面：①抑制转染细 

胞表达复制和分泌 ，从而表现为 DNA减少。⑦直接作用于 已释放入上清的病毒颗粒。主要为 

何种原因所致 ，有特进一步研究。 

4 对细胞内HBV DNA的抑制效果 

Southern吸印杂交检测药物对细胞内HBVDNA复制的抑制 ，见图 2。DNA经 HindⅢ酶切 

后 ，由于HindⅢ在HBV DNA链上无切点，经凝胶电泳后，可分辨出整合型DNA(I)，环状双链 

DNA(Rc)，线状双链 DNA(L)，超螺旋 DNA(SC)，线状单链 DNA(Ss)等区带，结果显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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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DNA呈部分抑制 ，HBV DNA其他复翻成份也相应减少。 

图I 药物对上清液 HBV DNA夏其复树巾问体抑树效果 图2 药物对细胞内HBV DNA及其复制中问体抻制效 景 

F嘻 1 Southern btot analysis on HBV DNA and its replication in— F 2 Southe~ btot a 蛐 椰 HBV DNA extraete4 

Idm 血 ‘蚺 from cullum n叫 um ne ed Ih q n ● 2．2．】5 m  t 州 wlth quinolones 

讨 论 

HBV基因 制、结构和非结构蛋白的表达都依赖于超螺旋HBV DNA(sc DNA)模板『1c”]。 

Moson等[． 在感染实验中发现肝内最先检测到的是作为模板的sc DNA。持续性sc DNA的存 

在是抗病毒治疗停药后反跳的主要原因D 3-~6]。任何对病毒复制中问体超螺旋结构的抑制对整 

个病毒复翻都能产生深刻的影响。寻拽和发现 sc DNA抑制 剂对于根治慢性月千炎具有重要意 

义 。 

喹诺酮类药物作为有效的抗菌药物在临床广泛应用。其作用机理是通过抑制DNA回旋酶 

来抑制 DNA形成 ，进一步造成细菌不可逆损害，对细菌显示选择性毒性 。基于喹诺酮类抑制 

DNA旋转酶与拓朴异构酶从而干扰阻断 DNA生物合成机制 ，提示 、̂们探索开拓抗菌作用以 

外的新瑁途 ，在抗癌和抗病毒作用的研究也 日益受到 、̂们的重概 Civitico等[”：应用原代鸭肝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期 范涛等 体外实验研究 i17 

培养细胞模型研究药物对鸭 乙型肝炎病毒 (DHBV)的作用效果发现萘啶酸能改变病毒 DNA 

复制模式 ，尤其对DHBVDNA超螺旋结构呈不完全抑制作用，同时抑制 HBsA~产生。本文应甩 

转染细胞株模型进一步研究新一代喹诺酮类药物体外抗 HBV效果。 

观察药物对转染细胞株 HBV复制、转录 、翻译和蛋白分泌等环节的影响 ，可以从一定角度 

了解药物的抗HBV活性 ，选择出有希望的抗病毒药物。本实验结果表明4种喹诺酮类药物具 

有一定的抗 HBV活性 ，表现为对 HnsAs和HneAs的表达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效果 。在选定的最 

低浓度即出现抗 HBsAg、HBeAg活性。随着用药浓度增加，抑制效果增强 ，用药剂量与抑制效果 

呈线性相关 转染细胞株与自然感染HBV的肝癌细胞株不同，后者整台 病毒基因常是缺损 

呶，主要转录 S基因 ，很少或不产生 HBcAg／HBeAg，HBVDNA多聚酶和感染性病毒颗粒。而前 

者则较易产生 ~rBeAs。因此在体外抗 HBV药物试验中也表现出和临床不同的特点 ，即 I-IBeAg 

的表达和分泌不易被抑制 ，抑制 HBeAg所需药物剂量较抑制 HI~Ag为大 。从实验结果的各项 

指标中可以看出 ：治疗指数(TDHBsAg较 HI~Ag大 ，表现出明显差异。药物对，卜清及细胞 内 

HBV DNA及其复制中 体亦呈剂量依赖抑制 ，对 宴c DNA呈部分抑制 ，当药物浓度为 40vg／ml 

时，卜清内 HBV DNA明显减少 ，剂量升高到 80pg／ml和 l 80pg／ml时可达到完全抑制。同等剂 

量下，抑制 HBV DNA效果较抑制 HBsAg HBeAg为佳 ，提示药物对病毒颗粒产生的抑制主要 

是在HBV DNA咏甲 ，而不是 mRNA翻译水平 

本研究为喹诺酮类药物抗 HBV研究及动物和人体内应用提供了傲据 ，僵体外研究系统不 

能反映体内所特有的免疫和代谢调节等因素对药物效果的影响，临床单甩或与其他药物联合 

应用效果如何 ，有待深入探讨 目前对喹诺酮类药物的研究比较活跃 ，适合临床应甩的新药相 

继问世，在抗病毒和抗癌等方面的应用也渐露苗头 ，对现有药物的抗 HBV活性评价或进行结 

掏改造，如将喹诺酮类药物基本结掏上联结普通有效抗病毒药物Ara、DHPG等，以期发挥喹 

诺酮类药物抑制超螺旋结构形成的特点 ，发掘出强效低毒的抗HBV药物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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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Quinolones oll Hepatitis B Virus in Vitro 

Fan Tao Fu X ixian Zhang Guoqing Zhang Nail[n 

(Tlw 。 印妇，．脚  f 嘶 ，Be／j~g 1 00034) 

Quinolones were studied for their abtlify to inhibit hepatitis B v Jrtl~DNA replicatlon．HBsA&and 

HBeAg experssion in a HBV—transfeeted cell 1ine(2．2．1 5 cel1)．The surv Jva1 eel1 rate was determined 

by MTT assay．The result shows that ID50(the drug coneentratlon that inhibits HB~Ag or HBeAg s~cr~- 

tion by 50 )were 11 0p&lml and 199pg／ml with Pipemidic Acid，6 4pg／mt and I1 1 vg／ml with Nor- 

floxacin·93pg／ml and 24O~g／ml with Ciprofloxacin．1 0 g／mI and 2I7pg／ml with Ofloxacin．CD50 

(the drug concentration that reduoeS cell growth by 50 )were 2I9pg／ml，90pg／ml，1 8I pg／ml， 

1 6 0Llg／mI，respectively．In the range of dru&concen(rat[on selected ，they partially or completely 

blocked  the production of HBV pa rticles and its replieative intermed iates．especially the generation of 

supercoiled viral DNA (se DNA)． 

Key words HBV DNA，Transfeei：ed cell line，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Quinol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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