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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受体是指能特异性地与病毒结合、介导病毒内化并促进病毒感染的细胞膜组份⋯。 

受体决定病毒的宿主范围、组织及细胞嗜性。研究病毒受体对了解病毒感染机制、病毒病的预 

防与治疗、病毒分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近年来进展很快。本文拟对该领域研究成 

果作一综述，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1 病毒受体的特征 

病毒受体与激素受体有类似之处，应具备特异性、高度亲合性、结合位点的有限性、靶细胞 

部位的局限性及生物学效应_21．此外病毒受体还具有某些特殊性质。 

1．1 特异性 ． 

受体存在于病毒敏感细胞的细胞膜上，与病毒的结台有一定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有时 

非常精确．如鼠白血病病毒异生株(MuLv—E)的受体分子上第 235位酪氨酸被脯氨酸取代 

后．受体将完全失活[ 。但对某些受体而言，这种特异性并不十分严格．如柯萨奇 B3(Cox一 

)与腺病毒2(Adeno一2)、柯萨奇 A2。(Cox一 。)与人鼻病毒 4(HRV4)分别共有相同的受 

体E ，这可能与受体分子上有多个病毒结合位点有关。 

1．2 亲合性 

亲合性反映受体与病毒结合的稳定程度，一般采用放射分析法测定。根据 Scatchard方程 

推算病毒受体结合的动态学参数如结合常数时，应考虑细胞膜上受体的分布及密度。而且病 

毒常常有 1个以上的蛋白结合位点．能与受体多价结合。已测得 Rauscher氏鼠白血病病毒 

(MuLv—R)的细胞结合常数为 3．5×10sM—t Es]．I=I蹄疫病毒(FMDV)为 10 MI1“ 。 

l 3 受体位点的有限性与靶细胞部位的局限性 

受体有限性是影响病毒受体分离纯化的因素之一。据估计 Adeno一2的受体组份约占细 

胞膜总蛋白的 0．015％E6 3。HeLa细胞上约有 3 000个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ovirus)结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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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水泡性 1：3炎病毒(VsV)与相应细胞 37℃作用 5 min后．电镜观察发现病毒仅结合在细 

胞表面的被覆小凹(coaled pit)上．并在这些特定部位被吞饮进入细胞 。 

1．4 受体的生物学效应 ．、 ． 

病毒与受体结合的结果是病毒内化进入细胞．感染靶细胞。虽然其间所发生的信号跨膜 

传导过程尚不清楚，但已经发现病毒入侵引起的一些生物学变化。病毒与受体结合初期．受体 

分子在细胞膜上重排，通过膜脂质双层的流动由受体单位(ce11 receptor unit．CRU)聚集成受体 

结合位点(cell ru~oeptor site。CRS)，从而与病毒多价结舍_4】。 

病毒与受体的初级吸咐(initial binding)可逆，不稳定。次级吸附~semndary binding)是病 

毒感染的限速步骤和必须步骤。此时，病毒受体的亲合力增加．崮结合牢固．超速离心不能去 

除病毒。此外，病毒与靶细胞均发生一系列改变，如病毒沉淀系数变化．表现新的抗原特性，对 

蛋白酶敏感性增加等。受体细胞膜也发生相应改变，如水化、扭曲、紧张等。随后，融合发生， 

病毒被吞饮进入细胞【 。 

上述受体的基本特征对鉴定受体而言仍不够全面，还需要分析受体的生化特征、克隆表达 

受体基因等 如果受体系统能在细胞外(如脂质体)和纽胞内(受体基因在非敏感细胞上表达) 

重建，则 ：j为受体鉴定提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2 病毒受俸的本质 

迄今为止，至少已研究了3O种病毒的受体(表 1)。尽管受体可能是单个分子或多个分子 

的复合体，但从生化角度来说．不外乎蛋白聚糖 脂或糖脂、糖蛋白兰种。 

2．1 蛋白聚糖(proteoglycan) 

动物细胞膜及结缔组织基底物质(ground substanee)具有的蛋白聚糖是由 个蛋白赓核心 

与一个或多个聚葡糖胺共价联系的夫分子物质．，聚糖为受体部分。已证甥硫教艺蔫糊 素蛋白 

聚糖为单纯疱疹病毒的细胞受体iBJ。 

2．2 ~ (1ipid) ． 

细胞膜脂质双层的流动性在壹体聚集时发挥重要作用。：若将缩胞固定，使纽胞膜失去流 

动性，电镜观察时则看不到病毒的聚集吸附现象_4]。有时细胞膜上棵露的脂獒可能是某些病 

毒的受体．如1llf台病毒受体为神经节昔脂I919。 

2．3 糖蛋白(glycoprOtein) - 

迄今发现的病毒受体大部分为糖蛋白，病毒妁结合部分可能是蛋白部分或糖。糖蛋自可 

不同程度地糖基化，并被蛋白酶切割修饰，从而表现出多样性结构，具有作为受体的结构基础。 

事实正是如此．一定的动橱细胞表达一定的糖蛋白，它们决定病毒的组鳃绷胞嘈性。例如． 

CD4为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受悻，在人淋巴细糖及脑细胞表达ll ；人彝病毒(HRV)主要感 

染呼吸道，受体为 ICAM —I(细胞内粘连分手)IJ ；EB病毒结台补体 C 的 Ⅱ型受体 

(CR2)“ ，该受体在人淋巴细胞上表达；人麻疹病毒受体为a ，在灵长类动物及人外分泌管 

与腺体的上皮细胞表达最多l1 14]0 

也有少数糖蛋白受体分子结构高度保守，广泛分布，如辛德毕斯病毒(sindbis vir~)的受 

体高亲合力层粘连蛋白【”]，流感病毒的受体唾{疰酸糖蛋白【J 等，决定病毒可以感染多种宿主 

动物。 

前已提及，病毒受体可能是几个分子组成的复合体 这些分子的化学本质可毙相同(如麻 

‘ 

． ．  
． ■ ： 

—

— 誉 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4期 郭爱珍等：病毒的细胞膜受体 

疹病毒受体 c【 与 Moesin均为糖蛋白)[ ，但也可能不同(如 HIV受体除 CD4外，还有半乳 

糖脑苷脂类[Lg])。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生 
物学角度来说．受体并不是为 衰1病毒受悻举倒 

Table 1 Examp~s 0f virus cep 

病毒受体为无机磷运载体等 肯髓灰质炎病毒 
等。 舳  躺 科 

3 研究受俸的方法 

lg超豪族成员 ’ 

细胞内粘酣分子一1({CAM—1)⋯ 

整合素 VLA一2( B1) ” 

鉴定受体概括地说至少应 

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①确 

定受体存在时病毒能结合和感反转录病毒科 

染靶细胞；缺乏受体时，病毒则 

不能结合或感染靶细胞；②阐 

明自然状态下病毒与所鉴定的 

受体的相互作用【8 J。 

一 艘说来，研究病毒受体 

可分为如下步骤： 

3．1 选用对病毒敏感的细胞． 

并确定病毒与细胞结合的检澳 

方法 

^免痉缺陷席毒 

维士鄢病毒(Visr~) 

鼠白血病病毒 

长臂雅白血病病毒 
猫白血病毒 B 

CD4与半乳糖瞄苷脂类m 

MHC一2[‘ 

阳离子型 L一氨基酸运载体(cAT) 

无机磷运载体 

禽 血病由瘤病i鑫 蓊器 举蒜馔器 母 高度同壕【8o％ 上) 

传代细胞较稳定和均一，故常用于病毒受体的研究。但经长期传代，对某些病毒的受体可 

能丢失或改变。 

病毒的某些特性可直接用于检测病毒受体的结合．而且操作简便。如血凝(正粘、副粘病 

毒 4 )，玫瑰花结形成(EB病毒L4】、麻疹病毒_2 )及病毒假型形成(反转录病毒与水泡性 口炎病 

毒 1)等。此外，电镜技术(透射电镜、扫描电镜 、冰冻蚀刻等)可直接观察到病毒吸附与入侵 

时靶l细胞的形态特征。标记技术结合显微技术可用于受体定位。放射受体标记法可用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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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3．2 受体生化特性分析 

生化特征分析可用完整细胞或细胞裂解液怍材料，取决于受体的稳定性。分析方法包括 

生物化学方法及免疫学方法等。 

3．2．1 蛋白酶酶解 蛋白酶酶解使受体失括，可揭示受体的蛋白质性质。受体对不同蛋白爵 

敏感性不一样。如 鼠成纤维细胞经不同蛋白酶(胰蛋白酶、链霉蛋白酶、菠萝嚣自醇簪，处 

理后与鼠肝炎病毒结合．其结合率分别为对照组的62％、35％、28％[．1。流感病毒受体为含唾 

液酸的糖蛋白，就是用此法确定的[1 。 

3．2．2 抑制蛋白糖基化 放线菌酮、衣霉素(tunicamycin)等可抑徊 N一糖苷健的形成 】。 

利用这些抑制剂可证明受体活性与受体蛋白糖化有关。高碘酸盐可氯化受体中的单糖Ⅲ 

3．2．3 用抗受体抗体分离受体 将完整靶细胞或靶细胞膜免疫d 鼠，筛选出能抑制病毒暖辩 

与感染靶细胞的单克隆抗体即抗受体抗体。因为受体在细胞膜上窘量程步．故能产生抗受体 

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比例很低，筛选工作量很大。麻疹病毒[圳、脊髓灰质炎痛毒[删篆均先获得 

了抗受体抗体，而后用免疫隶和层析分离受体。 

3．2．4 用抗独特型抗体鉴定受体 用病毒中和抗体制备的抗独特型抗体．其性质相当于模拟 

抗原或抗受体抗体．可用于鉴定、分离受体．如用狂犬病病毒抗独特型抗体鉴定其受体同乙酰 

胆碱受体[ ；用辛德比斯病毒抗独特型抗体证明其受体同高亲合力层粘连蛋自受体n 。 

3．2．5 利用受体一痛毒的特异性结合分离、鉴定受体 隶和层析是受体鉴定中最常用的方 

法。将病毒或病毒结合蛋白偶联到Sepharose 4B上，然后与完整细胞溶解液或细胞膜溶解液 

中的受体成份专一性结合，解脱组份即为病毒的细胞膜受体[1 。 

病毒结合胞膜蛋白印迹技术(v overlay protein blot assay)系将细胞膜溶解物经 SDS— 

PAGE分离，蛋白带转印至硝酸纤维膜上；加病毒以便与受体特异性结合；然后通过病毒与标 

记抗体的结合鉴定病毒受体结合带[26】。但受体分子为一种以上多肽组成的复合物对，此法不 

适用。 

使用变性剂对细德增溶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受体系统的稳定性；纯化过程中去污剂可能带 

来的干扰；重建受体系统时是否容易去除去污剂，或者在有去污科时能否控制受体系统 l。 

如受体为碳水化合物，可使用薄层层析或脂质体技术。前者是用薄层层析法分离糖脂后， 

滴加病毒再检测它与病毒的结合情况。如怀疑某糖脂成分为病毒受体，则可将糖脂掺人脂质 

体中．然后检查脂质体与病毒结合的能力⋯。 

3．3 基因工程方法用于受体分析 

基因工程方法常用于研究病毒受体，在受体易变性失活时尤为适用。如脊髓灰质炎病毒， 

生化研究表明其受体为一完整膜蛋白．但因受体不稳定．纯化未获成功，于是分离编码受体的 

基因．分析其核昔酸序列．推测翻脊髓葳质炎病毒受体是免疫球蛋自趣家族成员口l。 

已知序列的受体分子可通过基因突变技术确定受体的病毒结合部位，如将 A亚群禽当血 

病肉癌病毒受体韵第35与50位上的任一半胱氨酸替换为丙氨酸时，受体完全失活啪】。说明 

受体的病毒结合区中少数氨基酸残基对保持受体活性必不可少。 

3．4 受体系统的重建 

重建受体系统是受体鉴定中的最后一步。将受体分子嵌入脂质体中，该脂质#应耘获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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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吸附病毒的能力[9 ；将受体基因转染非敏感细胞，该细胞应能表达受体，结合并感染相 

应病毒 。 

实际上，病毒受体的鉴定往往是多种方法相结合。如鉴定麻疹病毒受体为 CD4 时用了以 

下步骤 】：①证明受体为蛋白蛋性质；②获得抗受体抗体；@用该抗体从细胞膜纯化出分子量 

为57～67kDa的糖蛋白；④N一端氨基酸序列分析证明为 a 6；@用含 CD46 eDNA的重组表 

达载体转染非敏感鼠细胞．使该细胞对麻疹病毒或其H与F蛋白重组病毒敏感。 

此外受体鉴定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 

①病毒受体是细胞膜的跨膜成份，如跨膜蛋白，常与糖类、脂类等膜的其它成分紧密结合． 

不使用 Triton、NP一40、SDS等变性剂很难将受体解离出来．而使用变性剂又易破坏受体的空 

间结构。且溶解后的细胞膜又易形成微球，重新将受体包裹在里面。 

②病毒受体在细胞膜上的含量很少。有时虽然能用敏感的生物学方法检测出其插性．但 

却难以提纯到该组份。 

@就病毒而言，其受体结合蛋白可能为囊膜糖蛋白(有囊膜病毒)或衣壳蛋白(无囊膜病 

毒)。囊膜蛋白在病毒提纯、保存过程中易遭破坏。 

4 研究扁毒星体的意义 

目前的研究主要在致病机理的探讨方面。受体是病毒侵染细胞的门户，决定病毒的宿主 

范围及组织嗜性。越来越多受体分子的鉴定为病毒细胞嗜性奠定了分子基础。如HIV一1感 

染血细胞是因为血液中有大量 CD4 T细胞[30]。CD4与HIV的 gpl20结合介导T细胞凋亡 

(apoptosls)[ 1。 

既然动物或人类细胞的受体有其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病毒与受体的结合是否会影响受 

体的正常功能?受体正常功能受影响后又如何影响病毒的致病作用?膜载体受体的研究成果 

可提供部分答案。膜载体受体作为载体，其氨基酸序列在真核生物中高度保守。但作为受体， 

与病毒结合的表位却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因只涉及到少数几个氨基酸残基．故一般不影响载 

体功能的发挥。如人细胞上的CAT与鼠【 T序列和结构都很相似，但人 cAT无MuLV—E 

受体功能。不过 CAT受体的氨基酸转运功能确因 MuLV—E的结合而抑制【3】。这种抑制对 

病毒致病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讨。 

病毒受体的研究对病毒的诊断、掼防和治疗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已了解病毒的受体结 

合蛋白及细胞的病毒受体即可两面夹攻．一方面可封闭病毒的受体结合位点 】，另一方面则 

可封闭受体，从而阻断受体与病毒的结合。另外还可将药物经受体导向到特定部位．发挥抗病 

毒作用 】。许多抗病毒病(包括艾滋病)的生物制剂将因此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病毒受体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有可能给病毒致病、抗病毒治疗等方面的 

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因而是当前病毒学的热门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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