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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接触是EB病毒自发感染人类上皮细胞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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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to-Cell Contacting Is an Effective Pathway for Epstein-Barr Virus 

t0 Sp0ntane0usly Infect Human Epithelial Cells 

JIANG Pei．zhou ，SHEN Xin—ming，LU Li—chun，HUANG Hua，YAO Kai—tai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ofthe FirstMilitaryMedical Universi~,Guangzhou 510515，China 

Abstract：Human immortal epithelial cell line—Hacat cells without expression of CR2(complement 

receptor 2，CR2)and polymeric immunoglobulin receptor(pIgR)were CO—cultivated with marmoset 

】ymphocyte】ine—B95—8 cells producing EBV f0r infection by cell—to—cel】contacting．Atier a week．al】 

the B95—8 cells were removed to keep only Hacat cells，and an ameliorated method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orlTler was eradicated or not．W hen there were no contaminated B95—8 cells in 

those residua1 Hacat cells．EB V infection was detected and confirm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and n situ Hybridization(ISH)，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meliorated method was 

sensitive，simple and convenient for detecting the contamination of B95—8 cells，and the Hacat cells call 

be effectively infected by EBV when CO—cultivated with B95．8 cells，suggesting that there is a new 

pathway other than cell—to—cell fusing and CR2 or pIgR mediating for EBV to infect epithelial cells． 

This study simplified the method of infection via cell—to—cell contacting．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model with EBV to spontaneously and effectively infect epithelial cells． 

Kev words：Epstein—Barr virus(EBV)；Contact；Infect；Epithelial cel】 

摘要：选用产 EB病毒的绒猴淋巴细胞 B95—8系和补体受体 2犁 (complement receptor 2，CR2)与多聚免疫球蛋白 

受体(polymeric immunoglobulin receptor，plgR)表达[j月性的人永生化上皮细胞 Hacat系共培养，进行细胞接触感染 

实验。一周后去除B95—8细胞，仅留Hacat细胞，并以自行改进的方法鉴定前者是否得以彻底去除。在证实没有 

B95．8残留后，PCR和原位杂交分别检验剩余 Hacat细胞中 EB病毒的感染结果。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方法能 

够灵敏和简便地判断 B95．8细胞的污染与 ，并且 与B95．8细胞接触 培养的 Hacat细胞能被 EB病毒有效地感 

染，后者暗示了EB病毒对 f 皮细胞可能存在细胞融合和 CR2或 plgR介导之外新的感染途径。本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简化了前人的细胞接触感染方法，也为建立天然的EB病毒 自发有效地感染上皮细胞的模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EB病毒；接触；感染；上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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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EB病毒的感染与许多上皮性肿瘤 

如鼻咽癌、胃癌、肺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因此 

研究 EB病毒在上皮细胞的作用机制对阐明与之相 

关的上皮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机理有着重要意义。但 

是长期以来，EB 病毒对上皮细胞的生物学作用的 

研究进展缓慢，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有效的病毒感 

染模型，因为大多数上皮细胞都缺乏 EB病毒的受 

体CR2和 pIgR的表达 ，引，很难感染上 EB病毒。 

有人曾通过转染使某种上皮细胞表达 CR2受体成 

功使该细胞感染 EB病毒 引，但是这种人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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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足以阐明细胞 自然的感染机制及其诱发的 

病理变化。近年来有报道用携带重组 EB病毒的产 

病毒细胞与未感染病毒的细胞相互接触培养的方 

法能使后者感染上 EB病毒，提示了细胞间接触可 

能也是 EB病毒感染上 

皮细胞的途径之一l4，51。然而，这些接触感染 

实验使用的病毒株都经过了人工重组，与天然状态 

的EB病毒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后者才是与上皮性 

肿瘤真正相关的因素，因此建立天然状态的 EB病 

毒自发而有效地感染上皮细胞的模型，将更利于研 

究 EB病毒与上皮性肿瘤的关系。本所保存有绒猴 

淋巴细胞B95—8系和人永生化上皮细胞 Hacat系， 

前者是携带天然 EB病毒的产病毒细胞I6J，后者是 

没有 CR2和 plgR表达的正常上皮细胞。我们选用 

B95—8细胞作为病毒的供体，用 Hacat细胞作为病 

毒的受体细胞，通过细胞接触培养来观察 B95—8病 

毒株是否能有效地感染没有 EB病毒受体的 Hacat 

细胞，为建立天然的 EB病毒自发高效地感染上皮 

细胞的模型奠定基础，也为经典的CR2受体等感染 

学说之外的 EB病毒感染机制做有意义的探索。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试剂和细胞 

培养基 RPMI一1640、TRIzoL Reagent(Life& 

Technologies公 司 )、MasterAmpTM RT—PCR Kit 

(Gene公司)、3 端标记试剂盒 (Roche公司)， 

实验细胞为 EB病毒转化的绒猴淋巴细胞系 B95—8 

细胞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细胞中心提供)，人永 

生化上皮细胞系 Hacat细胞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 

中心提供)。 

1．2 细胞培养 

B95—8细胞和 Hacat细胞均用完全培养基 

RPMI一1640+10％／J~牛血清+1％双抗(100U／mL青霉 

素、100U／mL链霉素)培养，置于 37~C、5％CO2的 

二氧化碳培养箱。其中，B95—8细胞需大规模培养。 

1．3 Hacat细胞 CR2及 plgR受体表达的检测 

收集 106 Hacat细胞，按照试剂 TRJzoL Reagent 

使用说明书进行RNA的抽提。随后以RNA为模板， 

按照MasterAmpTM RT—PCR Kit说明进行RT第一链 

合成。30min后，将体系等分为3份分别加入 CR2 

引物 (上游：5 一TGG AAC CAC GGT CAC TFA 

CA一3 ：下游：5 一ACTGGTACCCATCTTGGC 

AG一3 )、plgR引物 (上游：5 一TAG AGG TGG 

CTG CAT AAC CC一3 ；下游：5 一ATC GCT GAG 

CCT GAG TFG TF一3 )以及看家基因GAPDH引 

物(上游 ：5 一 CCCATCACCATCTICCA一3 ： 

下游：5 一CCT GCT TCA CCA CCT TCT TG一3 1 

各 12．5pmole进行PCR，95℃ 5min、95℃ 30s、55℃ 

60s、72 oC 60s，循环30次，最后72~C 10min延伸。 

阳性对照分别选用本所引进的 CR2以及 plgR 的 

cDNA全长克隆作模板，阴性对照以灭菌水为模板， 

按常规 PCR反应体系，循环步骤同上。l％琼脂糖 

凝胶电泳检测 PCR结果。 

1．4 接触感染及感染后 B95—8细胞的去除 

待 Hacat细胞生长至培养器皿的50％时，开始 

接触感染。将B95—8细胞离心沉淀，然后用新鲜培 

养基重悬，按 5倍以上的数量往 Hacat细胞培养瓶 

内加入，B95—8细胞则由悬浮状逐渐沉积于贴壁的 

Hacat细胞层上，使得两种细胞开始接触共培养。 

其问，每次换液方案如下：弃去变黄且含有悬浮 

B95—8细胞的培养基，重新按上述方法加入新的 

B95—8细胞。当 Hacat细胞满瓶，消化分瓶后继续 

按上述方法共培养。1周后，开始去除B95—8细胞。 

方法如下：弃去含有悬浮 B95—8细胞的培养基，加 

入 D—Hanks液，用吸管吸入液体用力吹打瓶底细胞 

层数十次，弃去旧液 (含脱落的B95—8细胞)换新 

液，反复至少 3遍。将该瓶细胞消化一分为二，待 

完全贴壁后再按上述方法进行吹打，然后继续培养 

至满瓶。准备检测。 

1．5 感染后Hacat$$胞DNA的抽提以及残留B95—8 

细胞检测 

去除 B95—8细胞后，将剩余贴壁的Hacat细胞 

继续培养。满瓶后消化并混合，取其三分之一数量 

的细胞按 《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方法》L7 J抽提基因 

组DNA。为了确保感染后的Hacat细胞没有B95—8 

细胞的污染，选择了高灵敏度的PCR方法，以感染 

后的Hacat细胞基因组为模板，用自行设计的引物 

扩增 B95—8区别于人的特异性基因片段，根据有无 

PCR产物来确定B95—8的去除效果。通过 GenBank 

查询美洲绒猴的基因组序列，寻找绒猴不同于人类 

的特异性基因序列。结果发现 Callithrix jacchus 

MHC class II antigen(CAJA—DRB 1)gene中的一个 

外显子符合要求。该外显子与人类 Homo sapiens 

MHC class II antigen(HLA—DRB 1)gene部分同源但 

是在起始端及末端有显著差异，因此设计引物如 

下：上游5’-CGT TFC TFG GAG TAT AGC一3’；下 

游 5'-CAC TAG GAA CCT CTC TGA一3’，扩增产物 

长度为 258bp。以上述 Hacat基因组为模板，按常 

规 PCR体系进行扩增。扩增程序如下：95~C 5 min、 

94*C 40s、58℃ 40s、72℃ 40s，循环 33次，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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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C延伸 10 min。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 

1．6 PCR检测感染后 Hacat细胞中EB病毒基因组 1 2 

的整合 

按文献 合成扩增 EB 病毒 BamHI W 片段 

(296bp)引物。上游引物为：5 TCG CGT TGC 

TAG GCC ACC TI"一3 ；下游引物为：5 一CTI"GGA 

TGG CGG AGT CAG CG一3 。 以经过接触感染后 

且被验证没有 B95 8细胞污染的Hacat细胞的基因 

组DNA为模板，按常规 PCR反应体系扩增。扩增 

程序如下：95℃ 5 min、94。C 40s、55℃ 40s、72 

℃ 40s，循环 35次，最后 72。C延伸 10 min。琼脂 

糖凝胶电泳观察。 

1．7 原位杂交验证及感染率的计算 

根据文献 设计EBER寡核苷酸探针序列为：5 

一 ( ℃ ( ℃ C( AGC AAA ACC TCT AGG GCA 

GCG-3 ，按 3 端标记试剂盒操作说明对探针进行 

标记。接触感染后 Hacat细胞的消化、滴片、原位 

杂交及显色步骤按 《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方法》[71 

进行。同时用 B95—8细胞做阳性对照，用未经过感 

染的 Hacat细胞做阴性对照，原位杂交步骤同上。 

原位杂交结束后，取显色后的玻片 2O张，分别在 

显微镜下取左上、右上、正中、左下、右下五个视 

野计算感染细胞及未感染细胞数，计算感染率。 

2 结果 

2．1 Hacat细胞的CR2、plgR受体表达检测 

对 CR2及 plgR表达检测的 RT—PCR结果经电 

泳观察，阳性对照 428bp和 462bp准确无误，阴性 

对照未见条带，Hacat细胞 mRNA的RT—PCR结果 

中仅见看家基因 GAPDH (580bp)的表达，未见 

CR2及 pIgR的表达，结果分别见图 1和图2。 

图 1 Hacat细胞 CR2受体表达检测结果 

Fig．1 Detection of expression of CR2 receptor in Hacm cells 

1，PCR marker；2，The positive control(428bp)using CR2 plasmid as 

template；3，Detection of CR2 by RT—PCR with mRNA of Hacat cells；4， 

Detection of GAPDH(580bp)by RT—PCR with mRNA of Hacat cells；5， 

The negative control using water as template． 

图 2 Hacm细胞 plgR受体表达检测结果 

Fig．2 Detection of expression of plgR in Hacat cells 

1， Th e negative control using water as template； 2， De tection of 

GAPDH(580bp)by RT—PCR with mRNA of Hacat cells；3，Detection of 

plgR by RT—PCR with mRNA of Hacat cells；4．Th e po sitive control(462bp) 

using plgR plasmid as template；5，Marker(DL2000)． 

2．2 残留B95—8细胞检测 

用前述设计的绒猴特异性基因引物以感染并 

去除 B95—8后的Hacat细胞基因组 DNA为模板进 

行扩增，如果 Hacat细胞中有 B95—8细胞的残留或 

者与 B95—8细胞发生融合，则能扩增出特异性片断 

(258bp)，否则不会有该特异性产物。检测中阳 

性对照选用 B95—8细胞基因组 DNA为模板，另取 
‘

组未彻底清除B95—8细胞的共培养 Hacat细胞基 

因组 DNA为模板作为污染对照，实验组取经前述 

步骤反复清除 B95—8细胞后的 Hacat细胞基因组 

DNA为模板，结果表明没有 B95．8细胞的融合或残 

留 (见图 3)。 

1 ， 4 

图3 感染后 Hacm细胞中污染的 B95—8细胞检测 

Fig3 Detection of the pollution of B95—8 cells in infected 

Hacm cells by PCR 

1，Marker(DL2000)；2，Positive control using the genomic DNA of B95-8 

cells as template；3／4，Th e result of PCR using the genomic DNA of Hacat 

cells without B95—8 cells remains after infection as template；5，Th e result of 

PCR using the genomic DNA of Hacat cells with B95—8 cells remains after 

infection as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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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触感染后Hacat细胞中有无 EB病毒基因的 

检测 

以上述经过接触感染后且被验证没有B95—8细 

胞污染的 Hacat细胞的基因组 DNA为模板，用 EB 

病毒 BamH1w片段(296bp)的特异引物进行PCR扩 

增，检测 Hacat细胞中有无 EB病毒基因组的存在。 

阳性对照选用B95—8细胞基因组作模板，阴性对照 

以水为模板，结果显示 Hacat细胞中存在 EB病毒 

的基 因(见图 41。 

2．4 原位杂交验证 EB病毒感染 Hacat细胞的结果 

细胞感染 EB病毒后在核内会因表达 EBER而 

与地高辛标记的探针结合，因而被显色 j二细胞核 

内。结果显示，阴性对照即未经感染的Hacat细胞 

核中没有显色，而阳性对照的B95—8细胞与经过共 

培养感染后的部分 Hacat细胞在核内有显色，表明 

这些细胞已经被 EB病毒感染(彩版 I图5)。原位杂 

交结果统计显示感染率为 10．68％(228／21 35)。 

图4 EB病毒感染后的Hacat细胞摹冈组中BamH I W片段检测 

Fig．4 Detection of BamH I W fragments in the genomic DNA 

of infected Hacat cells by PCR 

112，The result of PCR using the infected Hacat cells without B95—8 cells 

remains as template；3，Th e negative control using water as template：4、The 

positive control using the genomic DNA of B95·8 cells as template；5， 

Marker(DL2000)． 

3 讨论 

目前认为 EB病毒进入细胞的途径主要有以下 

几种【J l：1)细胞问融合学说：通过与感染 EB 

病毒的B淋巴细胞的融合进入细胞；2)病毒粒子一 

细胞膜融合学说：游离的病毒粒子粘附f细胞膜上 

并与之融合进入胞内。3)受体学说：经过受体 CR2 

或 plgR介导进入细胞。其中受体学说被认为是 EB 

病毒感染细胞的主要机制。但大多数上皮细胞都缺 

乏 CR2和 plgR的表达I2．3】，很难感染 EB病毒，这 

暗示 EB病毒在上皮细胞的感染可能不同于目前己 

知的机制。因此，寻找有效的感染途径，建立合适 

的感染模型，对研究 EB病毒在上皮细胞的作用机 

制及其与上皮性肿瘤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近年的报道表明，通过已感染 EB病毒的细胞 

与未感染的细胞相互接触能够使后者以较高的效 

率感染 EB病毒，提示了细胞间接触可能也是上皮 

细胞的感染途 ，但报道中未对被感染的上皮细胞 

做受体检测，因此尚不清楚这种感染机制是否有别 

于前述的 种学说。本实验中，人永生化上皮细胞 

Hacat系没有 CR2以及plgR的表达。因此，首先能 

够排除受体介导机制。为了判断接触感染实验是否 

存在细胞融合方式，我们在感染后，去除病毒供体 

B95—8细胞，取剩余 Hacat细胞的三分之一量抽提 

基因组 DNA，并以之为模板，用B95．8细胞特异性 

基因引物进行 PCR检测，结果没有发现特异性扩增 

产物，这一方面表明被感染的 Hacat细胞中没有 

B95．8细胞的残留，另一方面也排除了B95—8细胞 

与 Hacat细胞融合的可能。并且，我们在培养实验 

中没有发现细胞融合形成的多核细胞现象。因此细 

胞融合机制亦可被否定。此外，文献IJ圳中曾报道， 

游离的 EB病毒粒子可以粘附细胞膜表面，并与膜 

发生融合进入胞内。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 EB病毒感染上皮细胞的实验 

大多是采用抽提的单纯病毒粒子与细胞相互作用 

而进行的，而实验结果都显豕感染率非常低I4 】。有 

人 J以纯病毒粒子感染和接触感染两种方式分别对 

多种上皮细胞进行实验，发现后者感染率(0．1％～ 

19．4％)明显高于前者 (0．1％--2．1％)。本实验采用 

接触感染法得到的感染率是 10．68％。总之，我们和 

前人通过细胞间接触进行的感染实验都能获得远 

远高于以往的感染率。这些结果暗示了接触感染中 

可能存在病毒粒子与细胞膜的融合机制，但不是唯 
一 机制，即 EB病毒应该主要是以另 一种未知的机 

制通过细胞接触的方式进入上皮细胞内；另 方面 

也为建立上皮细胞的 EB病毒感染模型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实验支持。结合前人的工作IJ， 制，我们认 

为 B95—8细胞与 Hacat细胞间接触引起 EB病毒感 

染的机制有以下几种可能：1)紧密接触可能瞬时 

产生了一个EB病毒相互传递的桥梁；2)病毒颗粒 

与细胞表面直接接触融合进入上皮细胞；3)细胞 

间接触可能使病毒同靶细胞的 一个新的未知低亲 

和受体结合，引起感染。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深 

入研究。 

此外，前人报道的细胞间接触感染实验采用的 

是人工重组的Akata病毒株，考虑到不同的 EB病 

毒株之间以及人工重组的EB病毒与天然状态的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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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培洲，等．细胞间接触是 EB病毒 自发感染人类上皮细胞的有效途径 5 

病毒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只有天然状态的 

EB 病毒才与上述上皮性肿瘤密切相关，我们选用 

了B95—8病毒株作为研究对象。值得一提的是，前 

人的文献报道 中，为了判断病毒供体细胞是台完 

全被去除，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通过观察剩余细 

胞中是否都有角蛋白显色来鉴定之。这种方法 ‘次 

只能鉴定少量细胞，且要求 ‘定的操作技术和成 

本。而我们所用的方法 (见前述 1．5)能鉴定更多 

数量的细胞，且采用了灵敏度高达 10。～10 的 PCR 

技术，因此是一种更简便、高灵敏度以及低成奉的 

鉴定方法 。 

总之，我们和前人对接触感染的实验结果为建 

立 EB病毒有效感染上皮细胞的模型提供 r新的思 

路和实验支持。此外，鉴于前人在该领域研究的 

足之处，本实验选择了天然EB病毒株，优化 1I，接触 

感染实验的方法，为阐明EB病毒通过细胞问接触而 

感染上皮细胞的机制提供了线索，也为建立更简便 

科学的细胞间接触感染的实验方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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