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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感染细胞整合素受体信号转导相关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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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ignal Transduction-Associated Genes 

of Integrin in Hantavirus Infected Cells 

XU Fang．1ing，YANG Zhan—qiu ，CHENG Li，YANG Chi—Chiang，LIU Han—yan ，XIAO Hong， 

WEN Li，DING Xiao—hua，CHEN Wen—kai 

(Laboratory ofVirology ofMinistry ofEducation，Institute ofVirology,Medical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1， 

China) 

Abstract：To develop the pathogenesis of Hantavirus infection，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ignal trails— 

duction．associated genes of integrin in Hantavirus infected cell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cDNA 

microarray．The primary human embryo pulmonary fibroblasts(HEPFs)were infected wi山 Hantaan 

76．1 18 virus．To tal RNAs were extracted from infected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6h，24h and 96h post 

infection，respectively．During reverse transcription，the cDNAs were labeled by Cy5一dU，rP and 

Cy3．dUTP TIle labeled cDNAs hybridized with the Biostar-II H gene chip．After hybridization，the 

fluorescence signal was analyzed by scanning．It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ost r1 13／150) 

Hantavirus receptor and signal transduction．associated genes was norm al，however,37 genes presented 

obvious change．Among them，expressions of 3 1 genes changed at 6h post infection．1 3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and 1 8 up—regulated．However,5 and 4 genes expressed diversely at 24h and 96h post 

infection respectively．Furtherm ore，some integrin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associated genes such as 

the gene of some related protein kinases were up．regulated at 6h post infection．Th e gene of enhancer of 

filamentation 1 Was down．regulated at 6h and 96h post infection．Th e gene of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A was up．regulated at 6h post infection．but down．regulated at 24h and 96h post infection． 

Th ese indicate that Hantavirus infection is related to integrins． 

Key words：cDNA microarray；Hantavirus；Integrin：Signal Transduction；Human embryo Pulmonary 

fibroblast 

摘要：通过基因芯片技术观察汉坦病毒感染细胞后整合素受体信号转导相关基因的差异表达，以探讨汉坦病毒进 

入细胞的分子机制。用汉滩病毒 76．118株感染原代人胚肺成纤维细胞，同时设立正常对照细胞，于感染后第6h、 

24h和96h同时抽提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细胞总RNA，利用荧光标记 dUTP逆转录制备cDNA探针，与人类受体 

及信号转导类表达谱芯片杂交，并对Cy3、Cy5荧光信号做扫描分析。结果显示有37项基因出现差异表达，其中 

3l项基因在感染后6h出现差异表达，l3项下调、l8项上调；但在感染后24h和96h分别只有 5项和4项基因出 

现表达差异；而且整合素信号转导通路中的重要基因如一些蛋白激酶相关基因在感染6h表达增强，丝化增强子 l 

在感染 6h和96h表达下调，微管相关蛋白1A在感染 6h表达上调、感染 24h和 96h表达下调。这些进一步说明 

汉坦病毒感染细胞与整合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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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70年代末期韩国学者⋯发现汉坦病毒以 

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汉坦病毒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们也对汉坦病毒的形态发生学及其变异情况进 

行了系列研究口1。但是汉坦病毒的致病机理目前尚 

无定论，病毒如何进入细胞亦不明了。虽然有研究 

表明 1整合素可能是汉坦病毒的细胞膜受体，但 

缺乏充分的证据。为此，我们应用基因芯片技术， 

首先对汉坦病毒感染细胞整合素受体信号转导相 

关差异表达基因进行了初步观察与分析，以探讨汉 

坦病毒感染细胞的分子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人胚肺细胞为本室保存。取正常孕妇3 

个月水囊引产胚肺组织，按常规方法I7】分散细胞并培 

养传代。经体外传代，该细胞呈现典型的二倍体成 

纤维细胞特征【7’引，该实验所用细胞为第20．23代。 

汉滩病毒 76．118株由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Huggin教授赠送，经乳鼠脑内传代增殖，并在人胚 

肺细胞中传代适应，待阳性细胞数接近 100％后收 

集细胞悬液，用前保存于．80℃。用时将细胞悬液在 

．80℃反复冻融3次，3000r／min离心 15min后取上 

清接种细胞。 

实验所用人类表达谱芯片(Biostar H II)为上海 

博星基因芯片有限责任公司制备，该芯片主要含有 

细胞受体、细胞信号与传递蛋白类基因，以及离子 

通道和运输蛋白、细胞周期、细胞代谢、细胞骨架 

和运动蛋白类和蛋白翻译合成类常用及正常对照、 

阴性对照、空白对照等质控基因共 2304项，其中与 

整合素及其信号转导通路相关的基因约 150项。 

1．2 病毒接种 

当培养细胞密度达到2 X 10 个／mL时，将细胞 

随机分为两组，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种病 

毒悬液，37~C吸附1．5h后补加维持液继续培养，对 

照组细胞不接种病毒，与实验组同时换上维持液。 

1．3 总 RNA提取 

分别在病毒感染第6h、24h和96h弃去培养液， 

用DEPC处理PBS分别洗涤实验组和对照组细胞， 

然后分别加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 Easyextract总 

RNA提取试剂，并分别用DEPC处理过的刮匙刮下 

细胞，再用一次性注射器反复吹打混匀后一步法【9】 

提取细胞总RNA。紫外和电泳分析总RNA质量。 

1．4 探针制备 

参照 Schena等 m 方法逆转录合成及纯化 

cDNA探针，分别用 Cy3、Cy5荧光标记对照组和 

实验组探针。乙醇沉淀后将Cy3和Cy5标记探针混 

合溶解在20 5 X SSC+0．2％SDS杂交液中。 

1．5 杂交和洗涤 

将表达谱芯片和杂交探针分别做 95~C变性后 

置于杂交舱内，加入混合探针，用杂交密封舱加以 

密闭，不留有气泡。于恒温杂交箱内60℃杂交 16h。 

按顺序用2 X SSC+0．2％SDS、0．1％SSC+0．2％SDS、 

0．1％X SSC洗涤 10min，室温晾干。 

1．6 扫描分析 

用 Scanarray 4000扫描芯片，对照组表达谱 

(Cy3)扫描结果和实验组表达谱 (Cy5)扫描结果 

经计算机数据叠加后，用Gene Pix Pro 3．0软件分 

析Cy3和Cy5两种荧光信号的强度和比值，从而反 

映每个基因在两种样本中表达丰度的比值及有无 

差异。根据软件提供的校正系数对整张芯片的荧光 

信号值进行校正处理 (均一化系数分别为 1．021， 

0．975和 0．969)，以 Cy5／Cy3值>2或<0．5，Cy3、 

Cy5值两者皆大于 200或其一大于 800，Cy5／Cy3 

在0．1．10之间作为判断基因差异表达的条件筛选差 

异表达基因。 

2 结果 

2．1 细胞总RNA质量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细胞数量一致。实验 

组 OD26o／OD28o为 1．983，对照组 OD26o／OD28o为 

1．972，与电泳分析结果共同表明得到了高纯度的 

RNA，完全符合实验要求。 

2．2 整合素及其信号转导相关基因表达分析 

在近 150项整合素、整合素相关基因及整合素 

信号转导相关基因中，筛选出37项Cy5／Cy3大于2 

或小于0．5的基因 (见表 1)，其中31项基因在感染 

后 6h出现差异表达，13项下调、18项上调 (表 1， 

图1中远离45。角线的点)；5项基因在感染后24h 

出现差异表达，4项下调，1项上调 (表 1，图2中 

远离45。角线的点)；4项基因在感染后96h出现差 

异表达，2项下调，2项上调 (表 1，图 3中远离 

45。角线的点)；而且大多数差异表达基因 (31／37) 

在汉坦病毒感染后 6h出现。其中分布于芯片不同 

位置的同一类基因有相同的表达趋势 (图 1，2，3 

中 45。角线附近的点)，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可供 

后续研究及验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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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汉坦病毒感染HEPFs细胞6h整合素及其信号转导相 

关基因杂交信号强度散点图 

Fig．1 The scatter plots of hybridizing signals of integrin and 

signal genes at 6h post infection 

0 20OO0 400oo 6(X)0o 

Cy3-control 

图2 汉坦病毒感染HEPFs细胞24h整合素及其信号转导相 

关基因杂交信号强度散点图 

Fig．2 The scatter plots of hybridizing signals of integrin and 

signal~an sduction··associated genes at 24h post infe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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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汉坦病毒感染HEPFs细胞96h整合素及其信号转导相 

关基因杂交信号强度散点图 

Fig．3 Th e scatter plots of hybridizing signals of integrin an d 

signal 

表 1 汉坦病毒感染后不同时间点人胚肺细胞中整合素受 

体信号转导相关差异表达基因 

Table 1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ignaling transduction asso- 

ciated -genes of integrin at different time po ints in 

HEPFls after hantavirus infection 

Note：一，Normal range(0．5<Ratio<2．o) 

嗍 嗍 嗍 

5  4  3  2  

量 3。 I_n U 

嗍 一 嗍 一 嗍 嗍 0 6 5 4 3 2 l 量 I-n U 

嗍舢嗍嗍嗍嗍 

7 6 5 4  3  2  

量 3。 I-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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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差异表达基因初步分析 

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在汉坦病毒感染 6h出现， 

表达下调的13项基因中有受体类或 G蛋白信号转 

导相关基因7项，蛋白酶类基因4项，脂类激酶基 

因1项，胞外基质蛋白类基因 1项；表达上调的18 

项基因中有受体类或 G 蛋白信号转导相关基因 9 

项，蛋白酶类基因6项，脂类激酶基因 1项，胞外 

基质蛋白类基因2项 (见表 1)；感染24h和96h时 

大多数在感染 6h时出现差异表达的基因恢复到正 

常范围，有 1项G蛋白信号通路基因及 2项蛋白酶 

基因在感染 24h表达下调、1项蛋白激酶基因表达 

上调；1项蛋白酶和 1项G蛋白信号转导相关基因 

在汉坦病毒感染96h表达上调。而且整合素信号转 

导通路中的重要基因丝化增强子 1、即与 Crk关联 

基质 (Crk—associated substrate，Cas)相关的基因或 

Cas样锚蛋白基因在感染 6h和96h表达下调，微管 

关联蛋白1A在感染6h表达上调、感染24h和96h 

表达下调。 

3 讨论 

不同的病毒通过不同的细胞受体感染细胞，而 

且同一种病毒也需要不同的细胞受体来介导其感 

染不同的宿主细胞。Gavrilovskaya ．5 研究表明13 

3整合素介导了HPS和HFRS相关性汉坦病毒的感 

染，而13 1整合素介导了非致病性的PH和Tula汉坦 

病毒进入宿主细胞：韩国学者Sun[6]研究表明Q 5 13 

1可能是汉坦病毒感染成纤维细胞的病毒受体。这 

些说明具有不同型别或致病性的汉坦病毒具有不 

同的宿主范围和细胞趋向性，从而具有不同的整合 

素受体。在董京芳 n】的实验研究中，未检测到13 

3整合素基因在正常汉坦病毒敏感细胞、如VeroE6、 

2BS等中的表达；本研究中所用芯片基因来源于人， 

以能较好模拟人体生理状况的人胚肺 2BS细胞作 

为感染对象，并检测到汉坦病毒感染后13 3整合素 

相关基因的表达，间接说明汉坦病毒感染细胞后引 

起了细胞表面受体基因表达的变化。根据其他学者 

u_z'̈ 的研究，我们采用6h、24h和96h三个时间点 

动态观察汉坦病毒感染细胞基因表达变化，并发现 

大多数整合素信号转导相关基因(表 1中 1—3、5—7、 

9、11、14—15、18—19、21—24、29—30)在感染 6h出 

现差异表达，病毒感染早期出现差异表达说明这些 

基因与汉坦病毒感染密切相关，也进一步间接证实 

了整合素介导病毒感染 (病毒吸附和入胞过程)的 

理论【l引，因为病毒感染细胞的第一步即病毒与细胞 

表面的受体结合，而且病毒一整合素相互作用比较复 

杂，病毒能与独特的整合素区域结合而不需要识别 

序列。本研究只观察到整合素相关基因出现差异表 

达，没有直接观察到整合素基因表达的差异，主要 

原因可能是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细胞表面受体基 

因瞬时表达变化在 6h以内，病毒感染 6h、24h和 

96h时细胞表面受体已恢复初始状态、胞内的相应 

信号转导通路则被激活，为后续第 5d感染细胞活 

力开始下降并逐渐凋亡I 做准备；另一个原因则可 

能是汉坦病毒尚存在其他的细胞受体。 

虽然针对整合素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已比较 

明确，但整合素如何介导汉坦病毒感染细胞研究甚 

少。有鉴于此，本研究从病毒感染 6h开始检测汉 

坦病毒感染细胞基因表达差异，相信会给整合素介 

导汉坦病毒感染细胞的信号通路研究有所启示。细 

胞外基质 (ECM)和整合素以及胞膜内细胞骨架蛋 

白，脚手架蛋白，和大量信号分子组成粘着斑，为 

整合素介导的信号传递提供了上游平台，协助整合 

素激活多种酪氨酸激酶、小G蛋白和下游分子【l制。 

粘着斑激酶(FAK)在整合素介导的信号传导途径中 

起着关键作用，以FAK为中心的整合素信号传导途 

径，除了比较清楚的Ras／MAPK途径，还有磷脂酰 

肌醇一3激酶 (PI一3K)途径。Cas样锚蛋白或丝化增 

强子和微管关联蛋白分别与 FAK 的聚集、激活有 

关，而基质金属蛋白1／间质胶原酶与细胞外基质胶 

原蛋白的分解有关，SH3区域 Grb2样蛋白则可能 

抑制酪氨酸磷酸化；本研究中 (见表 1)丝化增强 

子基因在感染 6h和 96h表达下调，微管蛋白相关 

蛋白在感染 6h表达上调、感染 24h和 96h表达下 

调；细胞外基质胶原蛋白、SH3结合蛋白等基因在 

感染6h表达上调、基质金属蛋白1和SH3区域Grb2 

样蛋白基因在感染 96h时表达上调，而 MAPK、 

PI一3K相关激酶和G蛋白等信号分子基因表达在汉 

坦病毒感染 6h出现不同程度变化，而且大多数呈 

上调趋势；说明在感染 6h时 MAPK通路可能被 

FAK激活，MAPK激活后通过调节基因表达等改变 

细胞行为。而感染24h FAK的活性开始下降，到感 

染 96h时，FAK的锚着、聚集、激活通路可能阻断， 

进而说明汉坦病毒感染与整合素相关，可能通过 

Ras／MAPK途径来调节汉坦病毒感染细胞的活动。 

而且整合素和生长因子受体 (GFRs)在多层次上存 

在信号通路的交叉联系并参与细胞凋亡通路，本研 

究中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在感染 6h表达增强， 

可能与汉坦病毒诱导感染细胞凋亡相关 (另文报 

道)。 

基因芯片已成为研究细胞功能基因表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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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工具，表明它既能成百上千倍地提高实验效 

率，又能显著地降低系统误差。此次实验中不同的 

基因表达以及其他相关研  ̈8J共同说明所采用的 

基因芯片技术是可靠的。病毒与细胞的相互作用非 

常复杂，本研究侧重于观察病毒感染后对细胞的影 

响，相信对汉坦病毒感染后不同时间点基因表达差 

异进行生物信息学的分析和发掘，将为汉坦病毒致 

病机理和有效预防措施的阐明提供新的研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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