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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human endothelial cell line(ECV304)derived from umbilical vein was used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Dengue virus type 2 fDEN2)infection on endothelial cells．VimS growth curve on the 

ECV304 cells showed that the cells were sensitive to DEN2 infection．M embrane preparations from 

ECV304 cells were collected either by mechanical scraping or by trypsin digestion．SDS-PAGE an 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lacks of a protein with a molecular size 43 kDa in the membran e preparation treated 

by trypsin．Virus overlay protein binding assays(VOPBA)w
．

ere performed by binding∞S-M et labeled 

DEN2 with separated membrane proteins of ECV304 cells．Three proteins each of 29．34 an d 43 kDa 

located on the surface of ECV304 were found to bind with the labeled viru s．The virus．binding effects 

of the 34 and 43 kDa proteins could be inhibited when the ECV304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trypsin． 

Preincubation of ECV304 cells with rEgp could inhibit DEN2．binding an d block viru s infection． 

Preincubation of the protein electro—transferred nitrocellulose membran e with the rEgP could alSO block 

DEN2 binding with the three identified proteins on the surface of ECV304 cells in VOPBA．Th 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ree proteins each of 29．34 and 43 kDa on the surface of ECV304 cell might associate 

with the receptor complex for DEN2 binding，and envelope E glycoprotein could mediate initial binding 

of DEN2 to huma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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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ECV304 细胞为对象分析登革病毒感染血管 内皮细胞的机制。2型登革病毒 (DEN2)吸附后微量蚀斑法 

测定 ECV304 细胞上清释放 的病毒滴度 ，证实该细胞对 DEN2感染有一定的敏感性 。机械刮取或胰蛋白酶消化法 

收集 ECV304 细胞分离膜蛋白，SDS—PAGE见胰酶处理样品缺失一 43 kDa的膜蛋 白。将 ECV304 细胞膜 蛋白与 

S-Met标记的 DEN2进行病毒重叠蛋白结合试验 (VOPBA)，有 29、34和 43 kDa的 3种膜蛋 白可与 DV结合 ， 

其中 29 kDa的蛋白对胰酶耐受。培养的 ECV304 细胞中加入重组 E蛋白 (rEgp)对 DEN2吸附进行阻断试验， 

微量蚀斑法与间接免疫荧光表 明 rEgp抑制 DEN2感染该细胞。VOPBA中 rEgp可阻断病毒与细胞膜蛋白的结合。 

结果表明 ECV304 细胞表面可能存在 29、34、43 kDa的 3种与 DEN2结合的相关蛋白，DEN2 E蛋 白可直接介 

导 DV感染血管内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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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37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4．0318—04 

既往 的研究表 明，登革病 毒 (Dengue virus． 

DEN)可与特异性 IgG形成复合物 ，结合于敏感细 

胞的 Fc受体而感染细胞，这种 IgG．Fc受体介导的 

抗体依赖增强效应 (ADE)被认为与 DHF／DS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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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有 ¨，但该学说无法解释 DEN 抗体阴 

性者的原发感染及病毒对无 Fc受体细胞的感染。 

因而提出了 DEN 感染宿主细胞的第二种假设，即 

DEN通过其表面的病毒吸附蛋白 (vAP)直接作用 

于敏感细胞的特异性非 Fc受体而发生感染 ，该方 

式无需特异性 DEN抗体的存在【2】。由于受到近年来 

DEN特异受体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持 ，后一种 DEN 

感染方式途经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本 实 验 以 传 代 的 人 脐 静 脉 内 皮 细 胞 系 

(ECv3o4)为对象，用病毒标记、间接免疫荧光、 

病 毒 重 叠 蛋 白结 合 试 验 (Vii'us overlay protein 

binding assays，VOPBA)等对 2型登革病毒吸附感 

染血管内皮细胞的方式及 E蛋白在 DEN与靶细胞 

相互作用的地位进行初步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材料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系 (ECV3o4，编号 CCTCC 

GDC023)武汉生物制品所赠送，本室传代保存。 

细 胞 标 记 级 L— s】．Met购 自安 玛 西 亚 公 司 。 

RPMI一1640、Eagle’S MEM、胰蛋 白酶为 Gibco公司 

产品，辛基一D一吡喃型葡萄糖苷为 AMRESCO 公司 

产品，FITC标记的羊抗 鼠 IgG 购 自武汉博士德公 

司。纯化的全长 DEN2 E蛋白 (rEgp)由本室制备。 

1．2 DEN的滴定 

用 DEN2(ⅣGC株)按常规方法吸附感染 白纹 

伊蚊 C6／36细胞，待细胞病变明显时，低温离心收 

集上清，采用本室建立的 C6／36单层细胞微量蚀斑 

法测定病毒滴度，低倍显微镜计算蚀斑数与蚀斑形 

成单位 (pfu)。 

1．3 DEN2感染 ECV304细胞 

ECV304细胞株按常规方法用 H一1640培养液传 

代生长，细胞数定量为 5×10 ／瓶，加入感染复数 

(MOI)分别为 10、100 pfu／cell的 DEN2悬液，吸 

附洗涤后继续培养，间隔 24 h取 0．5mL上清用微量 

蚀斑法测定其病毒滴度，绘制生长曲线。 

1．4 rEgp对 DEN2感染 ECV304细胞阻断试验 

以正常生长 的 ECV304 细胞 为对照 组 (无 

rEgp)，3组 (5×10 ／瓶 )ECV304细胞分别预先加 

入 0．1lJg、llJg、lOIJg的 rEgp后 4~C孵育 2h，各组 

均用 10pfu／cell的DEN2感染后间隔24h测定其上 

清的病毒滴度，并在培养 96 h时用细胞刮刮下各组 

ECV304细胞进行间接免疫荧光法 (IFA)检测胞内 

病毒，即离心收集沉淀细胞点片，干燥后用丙酮固 

定，按常规方法与 DEN2单抗和 FITC标记二抗结 

合，低倍荧光显微镜观察结果。通过细胞上清病毒 

滴度测定及胞内 IFA 验证 rEgp是否可抑制 DEN2 

吸附靶细胞。 

1．5 蛋白样品的电泳分析 

机械刮取或胰酶消化培养的正常 ECV304细 

胞，离心收集细胞分别用单去污剂裂解法分离总蛋 

白或 1％吡喃 葡 萄糖 苷 分离膜 蛋 白【3】，变 性后 

SDS—PAGE初步观察胰酶消化对靶细胞膜蛋白的影 

响。 

1．6 DEN2的标记 

用 0．1 pfu／cell的 DEN2吸附 C6／36细胞，弃培 

养液后加入 2％FCS．Eagle’S维持液和 s】一Met 0．5 

mCi后 34℃培养 7d，待细胞病变明显时，低温低 

速离心收集上清后用 PEG6000透析浓缩 ，测定病毒 

滴度与放射性强度。 

1．7 病毒重叠蛋白结合试验 (VOPBA) 

为验证标记的 DEN2是否结合 ECV304细胞膜 

蛋 白 ，将 刮 下 与 胰 酶 消 化 获 得 的靶 细 胞 样 品 

SDS—PAGE电泳、 转印后 NC膜封闭过夜，加入 5 

×10 cpm／cm2的标记 DEN2后 4℃孵育过夜，严格 

漂洗，NC膜干燥后覆盖 x光胶片，密闭暗盒中 4 

℃下作用 24—48 h后进行 自显影。 

1．8 E蛋白阻断 VOPBA 

ECV304细胞蛋白样品 SDS—PAGE电泳、转印 

NC膜 ，封闭后加 rEgplOlag孵育 1 h，漂洗后加入 

标记的 DEN2，孵育、漂洗、自显影条件同上。 

2 结果 

2．1 ECV304细胞对 DEN2的敏感性 

微量蚀斑法测定 DEN2(ⅣGC株)感染后病变 

的 C6／36细胞上清的病毒滴度 ，低倍镜下进行蚀斑 

计数 (见彩版 II图 1)，得 到其滴度 为 4．5×10 

pfu／mL。 

MOI为 100pfu／cell的DE2感染 5×10 ECV304 

细胞，其 24、48、72、96、120 h上清的 DEN2滴 

度分别为 1．04×10 ，1．56×10 ，1．68×10 ，1．46 

×10 ，1．24×10 pfu／mL。而感染 10 pfu／cell后 

24—120 h ECV304细胞上清的病毒滴度分别为 0．83 

× 10 ，1．25× 10 ，1．57× 10 ，1．38× 10 ，1．10× 10 

pfu／mL。结果显示该细胞对 DEN2感染具有一定的 

敏感性，DEN2的释放 72h达到高峰 (见图 2)。 

2．2 rEgp阻断病毒吸附试验 

对照组细胞上清 24—96 h均可检出病毒，其最 

高滴度达 10 pfu／mL，刮下细胞 IFA呈强阳性；试 

验组加入 rEgp后可显著降低 ECV304细胞上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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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胞内的 DEN2滴度，并与 rEgp量呈反比，10lag 

的 rEgp组未测出细胞上清的病毒，其 IFA为阴性； 

(见表 1和彩版 II图 3)。结果表明 rEgp对 DEN2 

吸附 ECV304起阻断作用。 

24h 48h 72h 96h l20h 

Differentperiods 

图 2 病毒感染后不同时间 ECV304细胞上清的 DEN2滴度 

Fig．2 The titer of DEN2 at different periods from the infected 

ECV304 supernatant 

表 1 不同量 rEgp对 DEN2吸附 ECV304细胞的阻断试验 

Table l Th e results of blockage of DEN2 infection ECV304 

cellsby r 

2．3 SDS—I，AGE 

将正常生长的 ECV304细胞用机械刮取及胰酶 

消化的方法处理，获得的 ECV304细胞蛋 白样品进 

行凝胶电泳分析，与机械刮取相比，胰酶消化后的 

膜蛋白样品缺少 43 kDa的蛋白条带 (见图 4)。 

2．4 V0PBA 

M l 2 3 4 5 6 M 

图 4 不同处理 的 ECV304细胞裂解蛋白的电泳分析 

Fig．4 SDS—PAGE of ECV304 cells lysate l~rotein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1，Total proteins from the trypsin treated cells；2，Total proteins from the 

scrape d ECV；5，Membrane proteins from the scraped ECV；6，Membrane 

proteins from the trypsin treated cells；M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kDa)． 

M  

图5 ECV304细胞与标记的DEN2的病毒重叠蛋 白结合试 

验 

Fig．5 VOPBA of ECV304 cells proteins with [35S】methio— 

nine 1abeled DEN2 

1，Membrane proteins from the scrape d cells；2，Membran e proteins from 

the trypsin treated cells；3，Unloaded lan e；M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kDa)． 

收集、浓缩[35s]一Met标记的DEN2，微量蚀斑 

试验测定其滴度为 4．5 X 10 pfu／mL，液闪仪测定其 

放射性强度为 6 X 10 cpm／mL。 

ECV304细胞样品的转印膜与标记的 DEN2进 

行结合后 自显影，刮下 ECV304膜蛋白与总蛋白样 

品均可见 29、34与 43 kDa的病毒结合显影带，而 

胰酶消化后 的膜蛋白与总蛋白样 品仅见一条约 29 

kDa的病毒结合带 (见图 5)，表明该细胞表面存在 

着 3种 DEN2结合蛋 白，其 29 kDa的蛋白可耐受 

胰酶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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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Egp阻断 VOPBA 

转印膜与 rEgp孵育后再加入标记的 DEN2进 

行 自显影，刮下或胰酶消化后 ECV304蛋白样品均 

未见病毒结合显影带，提示 rEgp可结合膜蛋白而 

阻断病毒结合。 

3 讨论 

近年来对 DEN允许性细胞非 Fc受体或病毒结 

合蛋白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证实 C6／36细胞表 

面 45与 40 kDa的膜蛋白质可能是特异的 DEN受 

体I3】，在 Vero细胞及 CHO细胞表面则为硫酸肝素 

(HS)，而神经母细胞瘤细胞表面可能为一种 65 

kDa的蛋白[4-6]。由于上述 DEN表面受体的研究均 

不在其主要靶细胞上进行 ，因此有必要选择 DEN 

感染的主要靶细胞一 血管内皮细胞进行相关受体 

蛋 白及其与病毒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作为 DEN 允许性细胞，江丽芳等 】的研究表 

明，DEN感染人血管内皮细胞是在无特异抗体存在 

时完成的，提示病毒直接与该细胞表面受体结合而 

发生感染。但对该细胞表面的非 Fc受体的本质及 

DV 与细胞相互作用的方式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 

在确定 ECv3o4细胞对 DEN感染敏感性相似于原 

代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基础上，用 s】．Met标记的 

DEN2 与 不 同处 理 方 法 获 得 的 细 胞 蛋 白进 行 

VOPBA试验，结果发现在 29、34、43 kDa位置的 

3种膜蛋白质可结合标记病毒而形成条带，提示它 

们可能为细胞表面的与 DEN结合相关的受体蛋白。 

其中 34和 43 kDa蛋白对胰酶敏感，而 29 kDa的蛋 

白可耐受胰酶消化。虽然本结果初步显示了 DEN 

与靶细胞结合的分子基础，但有必要对这三种蛋白 

质作进一步的分离、纯化和鉴定，确定其特性。 

E蛋白作为 DEN的包膜糖蛋白与主要结构蛋 

白，被认为参与了病毒与靶细胞表面 的特异性非 Fc 

受体 的相互作用 ，直接介导病毒的感染，故有学者 

认为 DEN 的吸附蛋白 (VAP)就是其包膜 E蛋白 
[8-9]

。 本实验结果表明，细胞培养中加入 rEgp可竞 

争性地抑制 DEN2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结合，VOPBA 

中 E 蛋白可直接阻断病毒吸附 ECV304细胞膜蛋 

白，与 Chen等I6】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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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版 Ⅱ 

魏惠永，等．登革 2型病毒结合血管内皮细胞分子机制的初步研究(正文见第318页) 

图 1 DEN2滴度测定的蚀斑计数 (100~) 

Fig．1 Plaque forming from the C6／36 monolayer cells infected by DEN2 

图 3 DEN2感染 ECV3O4细胞的免疫荧光试验 

Fig-3 IFA with ECV304 cells infected by DEN2 

A，Control ECV3~ cells infected by DEN2 without rEgp preincubated；B，ECV304 cells preincubated with l 0 g rEgp followed by DEN2 infection． 

佘应龙，等．HCV核心蛋白诱导 Cos一7细胞凋亡(正文见326页) 

图 3转染的 Cos．7细胞 Hoechst33258染色结果(×6OO) 

Fig-3 Cells stained with Hoechst 33258(~600) 

A，Cell transfected with pCDNA3一Core；B，Cell transfected with pCDN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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