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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suppression effect of Human cytomegalovirus(HCMV)on multipotential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s(CFU—Mix)in vitro，colony forming unit—assay was applie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CMV—AD169 strain on CFU—Mix of cord blood．1[11e technique of PCR Was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HCM V-DNA in the colony cells of cultured CFU-M ix．The numbers of 

CFU—M ix colonies in the groups infected with HCM V were significan tly les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n d it showed an  increase tendency with the decrease of HCMV concentration．1[11e suppression effect 

showed  a dose—dependent fashion：the higher the HCM V．At)169 conce ntration．the more the CFU—Mix 

colonies decreased ．111e pcak of CFU—M ix colonies in control groups an d groups infected with HCM V 

appeared on the same time(10~12th day)，the lasting time of the CFU—Mix colonies in groups infected 

with HCM V Was significan 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s．HCNⅣ 一DNA Was positively detected  

in the colony cells of viral infected groups by PCR．while negative in the control groups．HC Ⅳ 一AD169 

strain inhibite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CFU—Mix by infec ting the hematopo ietic 

progenitors．HCMV may cause the suppression of hematopoiesis by direct infection，which may be the 

main reason of HCMV 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anemia，neutropenia an d thrombocytope 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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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人巨细胞病毒 (Human cytomegalovirus，HCMV)对脐血多向造血祖细胞 (CFU-Mix)体外增殖的抑制 

作用，采用造血祖细胞体外半固体培养技术，培养、观察、计数 HCMV-ADl69株对脐血 CF -Mix集落产率、抑 

制率、集落峰值时间和集落维持时间；用聚合酶链反应 (PCR)技术检测集落细胞内 HCMV-DNA。 结果发现 

HCMV．AD169株感染的CFU-Mix集落产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1)，集落产率随病毒感染滴度的增高而减少， 

抑制率随病毒滴度的增高而逐渐增加；各组CFU．Mix集落峰值时间为 10~12d(P>0．05)，不同滴度病毒感染组集落 

维持时间(15～l8d)较对照组(22●24d)明显宿短(P<0．01)；经 PCR检测病毒感染组，发现 CFU-Mix集落细胞 内有 

HCMV-ADI69 DNA存在。 因此认为多向造血祖细胞是 HCMV的宿主细胞之一，HCMV-AD169能直接感染多向 

造血祖细胞，抑制多向造血祖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此可能是临床 HCMV感染患儿出现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和 

贫血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巨细胞病毒属；造血干细胞；细胞分化；脐血 

收稿日期：2003．05—14，修回日期：2003-07-15 

+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 (1997-133) 

作者简介：刘斌 (1968．)，男，四JlI资中籍，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小儿血液病。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Tel：13980259012 E-mail：lblyfy@sohu．com 

娶鞋嚣酴黎鬟黎鬟鬟豪饕 戮嫠甏靛 嚣熬 鬟 鬟 繁 羹嚣鬟 鬟 黔蕺 娶嚣嚣爨繁羹鬟豢豢簸 蘩 鬈鬟誊鬈鬟熬 餐鬃嚣 黪嚣鼢 篓鬟鍪鬏蘩羲  懿鎏裁 豁 豢嚣 裁 鬈嚣 羲 蒸蓄嚣 豁 群瓤鬟 豢誊 黔 黔嚣 群鬟蘩黎 m 黔鬟 歌 

l I l I I l l I I I | 量 l l l I l l I } } l l I I I l l ● I I I I l l I I I l  --誓__-星 l 匿 I  I I 1 ．__l ---量 l l -__重  _-- I|_ 嚣l霉l _藿II -__ _-- I 量 E l_|t E里 l  I __-譬_-E tE-I -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20 中 国 病 毒 学 第18卷 

中图分类号：R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6—0519．04 

人巨细胞病毒 (HCMV’)感染在人群中十分普 

遍，儿童是该病毒原发感染的最主要人 ，̈HCMV 

感染抑制造血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一直是近年来的 

研究热点，有研究表明 HCMV 可潜伏于晚期造血 

祖细胞中，并抑制晚期造血祖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2,31

， 但其作用机制还不十分清楚。本文就 HCMV 

对早期造血祖细胞的影响及可能机制进行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脐血标本采自本院妇产科，为正常足月顺产新 

生儿断脐后胎盘断脐带血，其母亲健康，血清抗 

HCMV．IgM 及 PCR检测 HCMV．DNA均为阴性。 

HCMV—ADl69病毒株 由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提 

供，感染浓度为 104 TCID5o，应用前将部分病毒原 

液以单倍 IMDM分别稀释至 1：10、1：100和 1： 

1000三种滴度病毒液，另将部分病毒原液在紫外灯 

下照射 15min作为灭活 HCMV-ADl69原液，于一70℃ 

冰箱中保存备用。主要试剂：甲基纤维素为美国 

Sigma公司产品，粒一单集落刺激因子(GM—CSF)为 

日本 Kirin公司产品，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为山东 

科兴生物制品公司产品，2一巯基乙醇、L．谷氨酰胺 

为上海华舜生物工程公司产品，PCR检测人巨细胞 

病毒试剂盒为上海复星生物工程研究所产品，白介 

素一3(IL-3)、白介素一6(IL-6)、促血小板生成素(TPO) 

为英国PEPRO TECH EC公司产品。 

1．2 脐血单个核细胞(CMNC)分离 

先将脐血标本用 1640培养液 1：1稀释， 

1500r／min离心 10min，弃上清液后再加入等量的 

1640液稀释，混匀后轻轻铺在 3ml淋巴细胞分离液 

(Hypague-Ficol1．比重为 1．077)面上，1 800-2 000 r／min 

离心 20min，吸取浮于淋巴细胞分离液表面上的单 

个核细胞，加入 1640液混匀，1 500 r／min，离心 l0 

min重复冼涤 2次，沉淀用 IMDM 混匀配制成单个 

核细胞悬液并计数。 

l-3 感染方法及实验分组 

病毒感染采用持续性感染方式，即 HCMV直 

接加入培养体系中混合培养。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 

(Blank)，该组不加 HCMV病毒液，代之以同体积 

的IMDM；灭活对照组(Mock)；该组加入同体积灭 

活病毒(Ⅳ)液；感染组，感染组分别加入0．1mL 1： 

lO、l：100、l：1000的HCMV．ADI69株病毒液。 

1．4 CFU—Mix细胞培养 

参照本室建立的方法l4J进行，体系组成为：2．5％ 

甲基纤维素 0．9mL，灭活小牛血清 0．6mL，GM—CSF 

200ng／mL ， EPO 2u／mL ， IL一3 40ng／mL ， IL-6 

40ng／mL，TPO 40ng／mL，2．巯基乙醇 5×10- mol／L， 

L．谷氨酰胺 2mmol／L，细胞液 0．1mL，终浓度 2× 

105／mL，不同浓度 HCMV—AD169病毒液 0．1mL， 

空白对照组以0．1mL IMDM代替，5个组每组总体 

积均配制成 2．2mL，每组设 2个复孔，按 ImI／~L 

加入 24孔培养板中，置 37"C，5％CO2，饱和湿度 

的培养箱中培养 14d。 

1．5 集落辨认，集落计数和统计学分析 

培养第 14d，于倒置显微镜下对含有三系以上 

细胞(红系、粒系、巨噬系和／或巨核系)各克隆细胞 

数在 50个以上的集落进行计数，采用常规Wright- 

Giemsa染色、过氧化物酶染色方法，以确定集落细 

胞成分。各组集落资料属配伍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和 q检验处理各组之间的差异，以了解 HCMV对 

CFU．Mix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1．6 聚合酶联反应检测集落细胞内HCMV—DNA 
‘ 

集落细胞用pri7．2的PBS缓冲液低速离心清冼三 

次，弃上清液，以去除细胞外残留的病毒，按PCR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提取DNA，加入引物，4种dNTP， 

Tail DNA聚合酶，扩增反应，循环参数为 94"C30s， 

55℃30s，72℃60s，扩增35个循环，最后72℃ 延伸 

10min，取 10~tL反应液，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在紫外 

灯下观察结果，出现 420bp特异性扩增带为阳性。为 

排除细胞外残留HCMV所致假阳性，分别对各组最后 
一

次清洗液同时进行P( 检测。 

2 结果 

2．1 集落细胞形态学分析 

培养孔板中 CFU．Mix集落细胞均未见类似受 

HCMV感染后人胚肺成纤维细胞出现的巨大核内、 

核旁包涵体，细胞肿胀等典型改变或其它形态学改 

变。吸取单个 CFU．Mix集落细胞于玻片上，自然 

凉干后常规瑞特一姬姆萨(Wright-Giemsa，W-G)染 

色，油镜下观察，集落中红细胞染色深，可见幼稚 

红细胞，胞体较小；粒．巨噬系细胞胞体较大，细胞 

透明，胞体圆，胞浆有颗粒；巨噬细胞胞体较大， 

胞核小，偏向细胞一极；巨核系细胞胞体一般较大， 

胞膜不完整，胞核大，呈紫红色，折光性强 (彩版 

I图 lA、1B)。CFU．Mix集落细胞过氧化物酶(POX) 

染色，粒细胞呈阳性反应，胞浆中有蓝绿色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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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核系、红系细胞阴性 (彩版 I图IC)。 

2．2 H(MV对 CFU—Mix的影响 

空白对照组 CFU-Mix集落数为(129．3~21．2)， 

灭活病毒对照组为(126．8~18．1)，1：10TCID50感染 

组 为(56．7~11．9)，1：IOOTCID5o感染组为(82．3± 

12．6)，1：1000TCIDso感染组为(101．1~18．7)，经统 

计学分析表明 3个滴度的病毒感染组(1：10，1： 

100，1：1000)CFU—Mix集落产率与空白对照组和 

灭活对照组间的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O1)， 

集落产率随病毒感染滴度的增高而减少，抑制率随 

病毒感染滴度的增高而有加大的趋势。3个病毒感 

染组 CFU—Mix集落产率较灭活病毒对照组减少依 

次为 55．2％、35．1％ 、20。3％(见表 1)。各组 CFU—Mix 

集落峰值时间在第 10～12d，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O．05)，不同滴度病毒感染组集落维持 

时 间 (15—18d)较 对 照 组 (22~24d)明 显 宿 短 

fP<0．01)。 

表 1 HCMV CFU．Mix集落增殖的抑制作用 

Table 1 The suppression effect of HCM V on multipotential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s ( ±s，n=20) 

Note：One Way ANON：F=53．3 (p<0．001)：q-test：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05；compared with infection group~ p<0．05 

2-3 集落细胞内的HCMV—DNA检测 

本实验做了6例普通PCR，以检测集落细胞内 

的 HCMV—DNA，6例 3个滴度病毒感染组均出现 

420bp特异扩增带，空白对照组和灭活对照组无阳 

性扩增带 (图2)。各组集落细胞最后一次清冼液同 

时进行PCR检测，结果感染组、空白对照组和灭活 

对照组均无阳性扩增带出现 (图 3)。 

3 讨论 

大量临床研究发现HCMV感染可引起骨髓抑制、 

血小板减少、粒细胞减少、异常淋巴细胞增多及贫血 

等造血功能异常，但其作用机制不明。体外实验已经 

证实 HCMV 能明显抑制晚期粒一单系造血祖细胞 

(CFU-Gm)、红系祖细胞(CFU-E)、巨核系祖细胞 

(CFU-Mk)集落的形成，且对机体晚期造血亦有抑制作 

用。本课题组刘文君等[51在体外也证实HCMV能明显 

Fig．2 PCR detection ofHCMV-ADIa~DNA in CFU-Mix 

1，DNA1000bp ladder；2，Blank group；3，Positive control；4，Inactive group； 

5，Solution of HCMV—ADf69；6，1：10 HCMV-ADI~a in缸 don g／Imp；7． 

1：100 HCMV—ADI69 infection group ；8，1：1000 HCMV-ADj69 infection 

group- 

6 5 4 3 2 I 

bp 

1000 

400 

Fig．3 PCR detection of HCMV—AD169DNA in solution out of 

cells of CFU—Mix colony 

1，Positive control；2，Solution of HCMV-ADI~；3，Blank group；4'Inactive 

group；5，HCMV-ADI69infectiongroup；6，DNA1000bpladder． 

抑制骨髓粒一单系祖细胞的生长。但 HCMV 感染 

影响早期造血功能的相关研究较少。本实验采用在 

体外造血祖细胞培养体系中培养脐血多向造血祖 

细胞(CFU—Mix)，用不同滴度的HCMV病毒液持续 

感染造血祖细胞，在培养第 14d，倒置显微镜下计 

数 CFU-Mix集落，结果 (n=2O)显示：虽未能直 

接观察到 HCMV 感染组集落细胞特征性的细胞形 

态学改变，但对 CFU-Mix集落的增殖和分化有明 

显抑制作用，且呈剂量依赖关系，集落产率随病毒 

感染滴度的增高而减少，其抑制率随病毒感染滴度 

的增高而逐渐增加，说明 HCMV对 CFU．Mix的生 

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提示 HCMV感染对机体早 

期造血有抑制作用。 

本实验对 3个浓度的病毒感染组 CFU-Mix集落 

细胞中HCMV．DNA进行检测，以确定HCMV能否 

直接感染早期造血祖细胞。用 HCMV．AD169株感染 

脐血单个核细胞后，结果在 1：10、1：100、1：10o0 

感染组集落细胞中均能检测到HCMV．ADl69 DNA， 

而空白对照组和灭活病毒组中均未出现相应阳性扩 

增带。本实验对细胞外液体同时进行 PCR检测，感 

染组、空白对照组和灭活对照组均未出现阳性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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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从而排除了胞外液体中残留病毒所致的假阳性。 

结果表明 HCMV-AD169株能直接感染脐血多向造血 

祖细胞，从而损伤造血功能。 

． 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 HCMV 感染导致造血 

功能损伤的机制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Mizutani等 

认为HCMV能直接感染造血干，祖细胞，使干，祖细 

胞对造血生长因子的反应性下降，从而引起造血抑 

制IoJ。Lagneaux等 J认为 HCMV能直接感染骨髓基 

质细胞导致造血微环境改变如造血生长因子的减 

少和，或抑制因子的增加等，使调控造血祖细胞增殖 

和分化的细胞因子网络失衡，阻断微环境中细胞间 

的相互作用，直接抑制造血祖细胞增殖和分化以及 

干细胞的自我更新。Mori等I8l认为 HCMV感染后 

Fas介导的造血干／祖细胞凋亡增加可能与骨髓抑制 

有关。Mackinosh等l9】发现在培养体系中 T细胞和 

单核细胞的存在可以明显加重 HCMV 对造血祖细 

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去除这些细胞，抑制作用即不 

复存在，说明受 HCMV 感染的早期造血祖细胞可 

能成为免疫细胞(如 T淋巴细胞)攻击的靶细胞，导 

致早期造血祖细胞的破坏。本实验在培养体系中加 

入了多向造血祖细胞生长所需的多种刺激因子包 

括 Ⅱ，3、Ⅱ，6、GM．CSF、EPO、TPO 等，在体外 

营造了一个接近生理条件下的造血微环境，而脐血 

中基质细胞较少，B淋巴细胞发育不够健全，因此， 

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干扰较少。不同滴度HCMV 

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集落产率有明显下降，且在 

3个浓度的病毒感染组CFU．Mix集落细胞中均检测 

到 HCMV．ADl69DNA的存在。表明 CFU．Mix集落 

细胞中有 HCMV 的存在，HCMV．ADl69株直接感 

染了多向造血祖细胞并在其中复制，从而损伤其增 

殖和分化功能。CFU-Mix集落形成受到抑制很可能 

是 HCMV 直接感染了多向造血祖细胞所致，此可 

能与临床HCMV感染后出现贫血、粒细胞减少和 

血小板减少等有关。我们考虑用抗病毒药物(黄芪和 

更昔洛韦)作用于 HCMV感染的多向造血祖细胞， 

观察黄芪和更昔洛韦是否可以干预 HCMv 感染对 

多向造血祖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从而为临床 

HCMV感染后引起贫血、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 

等造血功能紊乱的防止提供线索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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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不同质粒转染 Hela细胞的荧光检测(x200) 

Fig．1 Fluorescentanalysis ofHela cellsthataletransfectedbydifferentpl~mids． 

The molar ratios oftwo pl~mids(vect0fl，sil蜘 r)are 1：3．a，eGFP-N1；b，eGFP-N1+pSilencer-5 UTR；C，eGFP-5 U1 d’eGFP-5 UTR+pSilencer-NC；c' 

eGFP-5 UTR+pSileneer-5 U佩 ￡eGFP-5 UTR+pSilencer-5 UTR and the nucleuses ale stained． 

刘斌，等．巨细胞病毒感染对多向造血祖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正文见第519页) 

图 1集落细胞形态学 

Fig．1 Morpholygy of colonies． 

Gfanul0 钯 豇ylhm 忉andme~km-yoeyteinCFU-Mix(W-G staining)；B，GranuloeyteandmacrophageinC~tJ-Mix(W-6 stainmg)；c，Caaaulocy~ ay- 

throcyteandmcl b -ocyteinCFU-MixO'OX s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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