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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 Core Protein Induces Apoptosis in Cos-7 Cell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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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ombinant plasmid pCDNA3一Core was constructed by inserting Hepatitis C virus(HCV一1 1 

core gene into the site between EcoR I and Xba I of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CDNA3．The 

recombinan t plasmid pCDNA3一Core was tran sfected to COS一7 cellline by LipoVec ．Expression of 

core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immunology Dot blot 24h after transfection．Th e nuclear cracks in 

tran sfected cell was observed by Hoechst 3325 8 staining and the 1 80—200bp DNA ladders alSO was 

detected 72h after transfection．Th ese results reveal that HCV Core protein Can  induce apoptosis of 

COS一7 cell and its function nlay play an importan t role in HCV chronic and persistan t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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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丙型肝炎病毒 (HCV)核心蛋 白 (Core)基因的全长序列插入到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 CMV启动子下 

游，构建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Core，用脂质体 LipoVec 。M转染 Cos一7细胞系进行瞬时表达；DNA转染 24h后 

用免疫斑点试验检测在细胞中表达的 Core蛋 白；转染 72h后用 Hoechst染色和 DNA Ladder检测 Cos一7细胞 的凋 

亡情况；荧光染色观察到了细胞凋亡核碎裂，琼脂糖凝胶 电泳也呈现出 180—200bp整数倍的梯形带，呈现典型的 

细胞凋亡特征 。这些结果表明 HCV Core蛋 白的表达能引起 Cos一7细胞凋亡，Core蛋 白的这种功能可能在 HCV 

的持续感染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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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HCV)在初 

次感染后常常转变成慢性持续性感染 ，从而易于导 

致肝硬化和肝癌⋯。HCV没有逆向转录酶，也没有 

发现 HCV的 cDNA整合在细胞染色体中，关于其 

致癌机制迄今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对 HCV 的病毒 

复制以及各个蛋 白功能的研究非常重要，有利于阐 

明病毒复制及其在机体内致病的机理。 

Core蛋白是 HCV的结构蛋白，它通过抑制机 

体免疫防御机制，可导致肿瘤 的发生I2】；转基因小 

鼠实验也证实 Core蛋 白表达能诱导小鼠肝硬化 J； 

Core蛋白可能与 HCV的致病性密切相关。因此对 

Core蛋白功能的研究有利于阐明HCV的致病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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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 HCV的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本实验构建了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一Core，用 

脂质体 LipoVecTM 转染 Cos一7细胞系，免疫斑点检 

测到了 Core蛋 白在细胞中的表达。实验结果表明 

Core蛋白的表达能引起 Cos 7细胞的凋亡 ，Core蛋 

白的这种功能可能在 HCV 的持续感染过程中起着 
一 定的作用。 

l 材料和方法 

1．1 质粒、菌株及载体构建 

含 HCV一1 型 核 心 蛋 白基 因 的 重 组 质 粒 

pRSET—Core、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E．coli D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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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菌株均由本室保存。 

Core蛋白基因克隆到 pCDNA3质粒按照常规 

方法进行。用 EcoR I、Xba I(晶美生物公司)双酶 

消化 pRSET—Core和 pCDNA3质粒，0．7 Agarose 

电泳，DNA回收试剂盒 (晶美生物公司)回收 目的 

片断；将回收的 core和 pCDNA3 DNA进行连接后， 

转化 DH5 Q感受态；通过 EcoR I和 Xba I双酶消 

化和 Kpn I单酶消化鉴定重组质粒 pCDNA3一Core。 

1．2 细胞培养和转染 

Cos一7细胞系由CCTCC提供，在含 10％胎牛血 

清(FBS，杭州四季青公司)的DMEM(GIBCO BRL)培 

养基，5 CO2，37℃培养。 

用脂质体 LipoVecTM (InvivoGen)进行 DNA转 

染，实验操作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pCDNA3载体 

转染的细胞作阴性对照。 

1．3 免疫斑点实验检测 

转染 24h后 ，各取一瓶细胞，胰酶(GIBCO BRL) 

消化，离心收集细胞，加入 501aL预冷的细胞裂解 

液(50mmol／L Tris—HCI(pH=8．0)，150mmol／L NaCl，1 

％NP40，100Iag／mLPMSF)裂解细胞后，4"C 12000g 

离心 5min，收集上清。将上清加到尼龙膜上，室温 

干燥，用 5％脱脂牛奶封闭，一抗为人 HCV 抗体阳 

性血清，以羊抗人 IgG—HRP为第二抗体，DAB一过 

氧化氢系统显色． 

1．4 Hoechst检测 

将转染 48h的细胞传代于盖玻片上培养，24h 

后弃去培养基，用固定液(甲醇 ：冰 乙酸=3：1)固定 

5min，ddH2O洗涤 ，Hoechst 33258(0．1 mg／mL)染色 

15min，ddH2O洗涤 ，荧光显微镜观察。 

1．5 DNALadder试 验 

转染 72h后收集细胞，PBS洗涤，501aLddH20 

重悬，加入 3001aL细胞裂解液 (1mg／mL蛋白酶 K， 

lOmmol／L Tris—HCI(pH=8．0)， 150mmol／L NaCI， 

10mmol／L EDTA，0．4％SDS)，50℃温浴 5h，等体 

积酚：氯仿抽提，51aLRNase 37℃消化 30min，1／10 

体积 3mol／L醋酸钠 (pH=5．2)和 2．5体积无水 乙醇 

沉淀 ，离心干燥。沉淀溶于 201aL TE，1．5 Agarose 

电泳 。 

2 结果 

2．1 HCV核心蛋白基因在 COS一7细胞中的表达 

构建的重组真核表达质粒 pCDNA3一Core DNA 

经过 EcoR I、Xba I和 nI三种内切酶切割分析 

鉴定，结果与预期完全相符 (图 1)，表明 HCV的 

核心 蛋 白基 因 已 正确 克 隆 到 pCDNA3 中。将 

pCDNA3一Core DNA 用脂质体法转染导入 COS一7 

细胞，设 pCDNA3转染的细胞作对照，免疫斑点 

实验结果表明，转染 24hr后的细胞裂解液的斑点能 

和 HCV 阳性血清反应，而对照细胞裂解液的斑点 

不能反应 (图 2)，证实 HCV 核心蛋 白基因 core 

已经在 Cos一7细胞中成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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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 

Fig．1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CDNA3一Core 

M， DNAIHind H1 Marker；1，pCDNA-Core；2，pCDNA-CorelKpnl；3， 

pCDNA—CorelEcoR l-Xba 1． 

2 

图 2 免疫斑点实验 

Fig．2 Immunology Dot blot 

1，Cell lysis of cell transfected with pCDNA3；2，Cell lysis of cell transfected 

with pCDNA3一Core． 

2．2 HCV 核心蛋白引起 Cos一7细胞凋亡 

转染pCDNA3一Core 48h后，开始出现细胞脱落， 

72h后细胞大量脱落，而用 pCDNA3转染的对照细 

胞生长良好。Hoechst 33258荧光染色观察结果显示， 

细胞核浓缩凝聚成几块，有的碎裂成分散状态，这 

都表现为典型的细胞凋亡细胞核形态特征；而对照 

细胞的细胞核为正常的状态 (见彩版 II图 3)。 

转染后 72h收集细胞，提取细胞 DNA，1．5 

Agarose电泳，结果表明转染有 pCDNA3一Core的细 

胞出现了约 180—200bp整数倍的 DNA梯形带，而 

转 pCDNA3的阴性对照却没有变化(图 4)，而 DNA 

梯形带是细胞凋亡的重要生化特征，证明 Core蛋 

白的表达能诱导 Cos一7细胞的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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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转染 的 Cos一7细胞 DNA电泳结果 

Fig．4 Electrophoresis of transfected COS一7 DNA 

M，100 bp DNA ladder；1，DNA from cell transfected with pCDNA3-Core 

2，DNA from cell transfected with pCDNA3 contro1． 

3 讨论 

Core蛋白是一种多功能蛋白，作 为一种 RNA 

病毒核衣壳蛋白，它能与 RNA 结合形成病毒核衣 

壳，还能与膜蛋白El、E2形成异源二二聚体，自身 

也能形成同源二聚体，与病毒 RNA一起组成 HCV 

病毒粒子。 

Core蛋 白还能与多种细胞蛋白相互作用，早期 

许多研究者用酵母双杂交实验证实 Core蛋白能与 

TNFR、LT一13R、14—3—3蛋白、DEADbox蛋 白DD3、 

hnRNP K等细胞蛋白相互作用，可能对细胞的生长 

增殖有一定的影响。 

目前，对 Core蛋白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其对细胞 

的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对细胞转化的 

影响，Core蛋白可 以与 P21WAF、P53、STAT3、MAPK 

(ERK，JNK，P38)等信号分子相互作用，促进细 

胞增殖；另一方面就是其对细胞凋亡的影响。 

细胞凋亡 是受遗传控制 的一种细胞 自主性 死 

亡，是机体进行免疫防御的重要手段。大量研究表 

明，很多病毒感染后能通过自身基因的表达或激活 

宿主细胞凋亡相关基因，来引发或是抑制宿主细胞 

凋亡或改变宿主细胞对凋亡的敏感性，杆状病毒、 

流感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等都能引起宿主细胞凋 

亡；而 EB病毒能抑制宿主细胞凋亡 ；巨细胞病毒 

(CMV)可以提高宿主细胞对凋亡的敏感性。 

关于Core蛋 白对细胞凋亡的影响，有很多报告， 

尚存争议。有的报道认为 Core 蛋白的表达促进 了 

细胞凋亡，Zhu等I4 J认为Core能与TNFR1和FADD 

相互作用，从而促进 TNFR和 FADD诱导的凋亡， 

Ruggieri ，7】也认为Core的表达能够促进Fas介导 

的凋亡 。而有些报道却认为 Core蛋白的表达抑制 

了细胞的凋亡，Marusawa等I8,91的研究表明 Core能 

激活 NF—K B，从而降低细胞对 TNFQ诱导的凋亡 

的敏感性 ，Otsuka等ll UJ的研究表明 Core 能上调 

Bcl—XI 的表达水平，从而抑制细胞的凋亡。也有报 

道认为 Core的表达对细胞的生长和增殖没有影响 
[11,121

。 

造成这些实验结论差异的原因很多。HCV不同 

的基因型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Ray R．B．1l 用 

基因型 la和 lb的 core进行研究，研究 Core蛋 白 

的表达对 NF-K B的影响，得到 了不同的结果 ，la 

型 Core蛋白的表达能抑制 NF-K B的激活，而 lb 

型 Core蛋白的表达却对 NF—K B的表达没有影响。 

而且，在 HCV 感染的不同阶段所获取的样品，其 

实验结果也可能不同。不同的表达载体也可能造成 

实验 结论 的差异 ，Zhu等l4】用 pCDEF作载体对 

HepG2、Hela等细胞系进行研究表明 Core表达能 

促进 TNF诱导的凋亡，而Marusawa等l引用 pCMV 

载体对 同样的细胞系的研究表明 Core 表达能抑制 

TNF 诱导的凋亡 。而且，表达载体的不同会引起 

Core表达水平的差异，而众多研究表明[9,14,15]Core 

对细胞 的各种影响都是随其表达量的增加而变大 

的。凋亡的诱导条件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的结论，目 

前，一般是用 Fas和 TNF进行诱导，也有用血清饥 

饿进行诱导的，用 Fas作诱导条件对 Core的研究均 

为其表达能促进细胞的凋亡I6,71,而用其他两种诱导 

方法的实验结果却是有促进作用 ’ 1，也有抑制 

作用⋯ 。 

不过 以上的研究结论都只是说明Core蛋白能改 

变宿主细胞对凋亡的敏感性，从而促进或是抑制凋 

亡，本实验在 Cos一7细胞系中表达 HCV一1型 Core 

蛋白的结果却表明 Core蛋白能引发凋亡，这个差 

异也可能是上面所分析的几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实 

验中发现，Core 蛋白诱发细胞凋亡是一个比较缓慢 

的过程，其诱发凋亡的能力可能与 Core蛋白的浓 

度有关。 

作者曾尝试用 Western blot检测 Core蛋白在细 

胞中的表达，没有得到预期结果，可能是因为 Core 

蛋白在变性胶中构像发生变化后影响了和 阳性血 

清进行抗原抗体反应的效率，改用点杂交后结果明 

显 。 

本实验构建了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一Core，用 

脂质体 LipoVec 转染 Cos一7细胞，通过免疫斑点 

试验检测了 Core蛋 白在细胞中的表达。转染 48h 

后 ，发现有细胞脱落，Hoechst染色显示为细胞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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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核形态特征，收集细胞进行DNA Ladder实验也 

看到了 180—200bp整数倍的 DNA梯形带，为细胞 

凋亡的主要生化特征，这些结果表明 Core蛋白在 

Cos一7细胞中表达后，引起细胞发生凋亡。Core蛋 

白的这一功能使感染了 HCV 的细胞凋亡，逃避机 

体的免疫监视和防御，从而引起持续性感染，这与 

HCV 感染后病毒难 以清 除是一致 的，这也许是 

HCV感染病毒滴度很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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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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