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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chanism of oncolysis of wcastle disease virus(NDV)CN strain is studied in vitro in 

five carcinoma cells including}玎巳P3B，T24，A549 and Hela cells，The pseudopods of the infected cells 

were retracted after l 6h infected with 1 6HU／mL CN strain，the cells chan ged round an d lost adhesion． 

the survival rates of the infected cells were lower than 1 0％ by l 20h．胍 P3B cells was the most 

subiective to NDV But CN strain seldom killed human normal cells 2BS．At early stage of infection 

(1 6h after infection)virus nucleic acid coding HN was detectable in cytoplasma by RT—PCR．NDV 

an tigen was detectable by immunofluorescent test．At the same time，inspection of electric microscope 

showed NDV CN strain induced apoptosis in HEP3B and T24 cells．And induced necrosis in Hela． 

近 种 瘤 负 病 浆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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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 

人肺腺癌细胞株 A549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沈关心教授惠赠，人神经胶质瘤细胞株 U87、 

人膀胱癌细胞株T24由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口 

野嘉幸博士惠赠，人肝癌细胞株 HEP3B 由德国癌 

症研究中心的 Claus H Schoder博士惠赠，人宫颈癌 

细胞株 Hela、人喉癌细胞 Hep2及人胚肺二倍体细 

胞株 2BS(45代以内)均为我所传代并保存。NDV 

CN 株为实验室分离经鸡胚传代增殖后，超速离心 

纯化所得，血凝滴度 1：640。健康家兔，重 2．5Kg， 

本所动物室提供。细胞培养液为 Gibco产 DMEM， 

小牛血清为杭州四季青公司生产， Trizol、AMV 

逆转录酶及 Taq DNA多聚酶均为 SPromega产。 

1．2 方法 

1．2．1 NDV的体外杀伤肿瘤细胞：将细胞消化分散 

后加入 96孔板，置于 5％CO2的 37℃孵箱中培养。 

待细胞长成单层后，将 NDV按一定稀释度加入其 

中，37℃吸附 30min后，弃培养上清，加入含 3％ 

小牛血清 (BS)的 DMEM 培养液，置于孵箱中继 

续培养。分别于不同的时间抽取样品孔，0．2％曲利 

本兰染色，计数死活细胞数，求得细胞活率。 

1．2．2 家兔抗 NDV 抗体的制备及荧光标记：纯化 

的 NDV 与完全福氏佐剂混合后免疫家兔，待血清 

中抗体的血凝抑制效价达 1：1280时，颈动脉采血收 

集血清，用硫酸氨沉淀法提纯 IgG，并标记异硫氰 

酸荧光素，经柱层析纯化后，分装冻存备用。 

1．2．3 免疫荧光检测感染细胞表面的 NDV抗原： 

单层细胞经每毫升 2个血凝单位 (HU，n )的NDV 

吸附 30min后，用培养液洗涤三次，加入含 3％BS 

的培养液，同上法继续培养，并设正常细胞对照。 

16h后，弃培液，丙酮固定，加入工作浓度的兔抗 

NDV荧光抗体，37~C湿盒孵育30min，PBS洗涤三 

次，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1．2．4 RT—PCR检测感染细胞中的病毒核酸：上述 

细胞经 2HI 7，瑚I，的NDV 37℃吸附30min后，DMEM 

洗涤细胞 3次，用含 3％BS的DMEM 37℃继续培 

养 16h，弃培养上清，细胞加 Trizol处理，提取 RNA， 

以5’端上游引物为模板逆转录成 cDNA后作 PCR， 

引物设计同文献⋯，94℃ lmin；52℃ lmin；72℃ 

90sec，40个循环后，l％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结果， 

同时设 NDV病毒阳性对照。 

1．2．5 透射电镜观察：分别收集 NDV感染 24h的 

上述细胞，同时设未感染的细胞为对照，1000g离 

心 20min后，弃上清，细胞沉淀用 2．5％戊二醛作前 

固定，再用全戊酸作后固定，脱水后包埋，切片染 

色电镜观察。 

2 结果 

2．1 NDV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 

NDV作用于肿瘤细胞后，于不同时间用曲利本 

兰染色，显微镜下可见曲利本兰拒染的为活细胞， 

着兰色的为死细胞，取 4个培养孔视野计数活细胞 

／总细胞数，即活细胞率，取均值，每个视野计数 

200个左右细胞。图 l显示了感染量为2HU的 NDV 

对不同肿瘤细胞及人二倍体细胞 2BS 的杀伤结果 

观察。结果表明NDV对人正常细胞 2BS有一定的 

杀伤作用，第 5天细胞活性保持在 79．5％左右，不 

再死亡；而各种肿瘤细胞，包括人肝癌、肺癌、宫 

颈癌、神经胶质瘤、膀胱癌对 NDV敏感，不同的 

肿瘤细胞对 NDV 的敏感性有所不同， HEP3B及 

HEP2细胞最为敏感，病毒感染 16h，光镜下发现细 

胞开始变圆脱落，至第 3天时细胞活性均低于 30％， 

第 5天时全部死亡，Hela和 A549细胞在 CN株感染 

5d时仍有 3．9％和 8．8％的活细胞。所有感染细胞中 

未见有合胞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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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2HU 的NDV．CN对不同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 

NDV—CN 对六株肿瘤细胞有不同程度的杀伤作用，随着感染时间的延 

长，肿瘤细胞的活性逐日降低，以HEP3B细胞对NDV-CN最敏感，感 

染第 1天细胞活性由 97％7(降到 32．5％，至第三天活性为 O；Hep2和 

T24及 U87较 HEP3B次之，先后于感染后第 4和5天细胞完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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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滴度的NDV对A549细胞的杀伤效果 

图2显示了0．25HU／mL．8HU／mL的不同滴度的 

NDV对 A549细胞的杀伤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感染时间的延续，细胞活性持续下降，但细胞 

活性与 CN的感染滴度相关性不大，感染第 6天时 

细胞活性小于 5％，而未感染的A549细胞活性仍保 

持 在 90％以上 。结果表 明 ，CN 感染 滴 度 为 

4．8HU／mL时，至第 6天可杀死全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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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滴度的 NDV—CN对 A549细胞的杀伤作用 

感染滴度与细胞活性的下降关系不大。随着感染时间的延长，细胞活 

性逐日下降，由感染开始的97％下降至感染第6天的4．2％以下，感染 

滴度范围为4-8HU／mL时，至第 6天细胞全部死亡。而未感染的对照 

组仍保持92％以上的活性。 

Fig．2 The cytolysis of different titres of NDV—CN to A549 

tunlor cells 

The titres of NDV—CN did not related witIl tIle vital rates of cells．The 

vital rates went down by the time of infection．The vital rate of A549 

went downfrom 97％ atthet~gimang ofinfectiontolessthan 4．2％ on 

the sixth day．When the titles ofinfection were 4-8HU／mL，all the cells 

were dead on tIle sixtIl of infection．But山e vital of uninfected cells 

maintained overtIlan 92％． 

2．3 免疫荧光检测感染细胞的 NDV抗原 

人肝癌细胞 HEP3B经 2HU／mL NDV．CN感染 

18h后固定，用抗 NDV荧光抗体染色，细胞膜及胞 

浆中表现出强烈的黄绿色荧光，而未经 NDV感染 

的 HEP3B细胞荧光抗体不着色。表明NDV感染细 

胞 18h后，病毒在细胞中大量增殖，细胞膜上和胞 

浆中有大量的NDV抗原表达。 

2．4 RT．PCR检测感染细胞中的病毒核酸 

RT．PCR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见图 3。 

结果显示，NDV．CN 感染的细胞中均能检出 

NDV病毒编码血凝素．神经氨酸酶 (HA)的核酸， 

在 1207bp处有一明显条带，而未被病毒感染的细 

胞则无此病毒核酸，表明 NDV在感染细胞中进行 

了病毒核酸的复制。 

暑一  
图3 RT—PCR检测细胞样品中NDV—CN-HA编码基因的结 

果 

1．PCR 分子量标准 2．NDV—CN阳性对照 3．NDV-CN感染 2BS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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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NDV．CN诱导 HEP3B和 T24细胞凋亡电镜图 

A显示凋亡的HEP3B细胞核染色质凝结成团向核膜聚集 (箭头所示)；B显示凋亡的T24细胞己形成凋亡小体 (箭头所示)；C显示正常的未被 

感染的HEP3B细胞，其中胞核染色质均匀，细胞器形态正常。标尺表示 llam。 

Fig．4 NDV—CN induced HEP3B and T24 cells apoptosis after 24h of infection 

A shows the nucleolus congregated at the inside of karyotheca of HEP3B cells infected with NDV-CN in apoptosis(see arrowhead)；B shows apoptosis bodies 

in T24 cells infected with NDV·CN(see arrowhead)；C shows the uninfected HEP3B cell in which the c~omatin disⅡibuted in the nucleolus evenly：Bar shows 

llam 

图 5 NDV．cN 诱导 Hela、A549和 Hep2细胞坏死 

A，显示NDV--CN感染Hela细后，细胞核中产生大量空泡 (箭头所示)，染色质固缩；B，显示Hep2细胞胞膜及核膜不完整，胞质丢失 (箭头所示)； 

C显示正常的Hep2细胞，胞质及胞核均匀。标尺表示 llam。 

Fig 5 NDV．CN induced Hela，A549 and Hep2 cells necrosis 

A，shows some bladders in the nucleus，and the chromatin was agglomerated into mass in Hep2 ceils mfected with NDV-CN(see arrowhead)；B
，
shows th e 

membranes of cells and nuclei were not intact and the cell plasma was lost in Hep2 cells infected with NDV-CN(see arrowheM)；C
， shows uninfected Hep2 

cell，in which the plasma an d the nucleolus were evenly：Bar shows llam 

Hep3B 和 T24细胞死亡方式是以凋亡为主，而 

Hela、A549和 Hep2细胞则以坏死为主。Sinkovics 

JG等报道[6]NDV一73T导致肿瘤细胞凋亡，龚伟 报 

道 NDV—CC株诱导 Hela细胞凋亡，NDV—sp株则诱 

导 Hela细胞坏死。由此推论不同株的 NDV对不同 

的肿瘤细胞所引起的死亡方式存在差异，但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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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清楚。电镜观察中发现肿瘤细胞经 NDV—CN感 

染 24h 后在胞 浆 中即有病 毒颗粒 存在 ，表 明 

NDV—CN 病毒进入肿瘤细胞中进行了快速复制并 

产生子代病毒颗粒，在复制过程中引起细胞死亡。 

图6 胞浆中 NDV—CN病毒颗粒照片 

NDV．CN 感染Hep2细胞 24h后，在感染细胞胞浆中一脂质双层的 

病毒颗粒 (箭头所示)，其大小和形态与NDV电镜图一致。标尺表 

示 25nm 

Fig．6 11he virion of NDV—CN in the cytoplasma of infected 

He02 

A double layer of lipid，which was similar to NDV in shape and size，was 

found in the cytoplasma of Hep2 infected with NDV-CN(see arrowhead)． 

Bar shows 25nm． 

本实验 PCR及免疫荧光实验结果表明，NDV 

感染肿瘤细胞的早期，在细胞浆中不仅检测出编码 

病毒血凝素的核酸，而且还检测出病毒蛋白抗原， 

进一步证明了病毒在胞浆中进行了核酸复制并在 

胞浆中和胞膜上有病毒蛋白表达。实验中我们还发 

现感染了NDV 后 16—72h，肿瘤细胞培养上清中均 

未检测出NDV血凝素抗原，表明NDV感染肿瘤细 

胞后仅在其表面表达病毒抗原，而未释放或极少量 

释 放 至 细 胞 外 。Schkm~acher等 【8】曾 报 道 过 

NDV—Ulster株感染肾肿瘤细胞株 NIT16后 6h，细 

胞表面开始出现病毒蛋白，至 20h病毒蛋白大量增 

加。表明病毒吸附进入肿瘤细胞后在胞浆内快速增 

殖，并迅速通过胞膜释放出病毒颗粒，同时还证明， 

这些由感染细胞新生的病毒颗粒无感染性，亦不能 

传播，推测这可能与 NDV 不同毒株的毒力及其减 

毒程度有关。 

实验中还发现，该毒株对其宿主鸡胚成纤维细 

胞无致病性，不引起细胞病变，却仍能在鸡胚尿囊 

液中增殖，但病毒血凝滴度不高 ( l：64o)，表明该 

毒株是一非常弱毒的 NDV 病毒株。本实验表明 

NDV 对高代人二倍体细胞 (45代)也存在部分感 

染性，但病毒感染后细胞活性仍维持在 75％ 以上， 

电镜观察显示其内质网有轻度扩张。Zorn U等【9】报 

道 NDV一73T株不仅对肿瘤细胞有杀伤作用，而且 

对正常人肺纤维原细胞也有相同的杀伤作用，但对 

正常增殖的人白细胞和正常人皮肤纤维原细胞无 

杀伤作用。NDV—CN株对其他正常人组织细胞的杀 

伤作用的机理及免疫毒理作用有待进一步观察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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