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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 5A基因在Hela细胞中的稳定表达及对细胞生长的抑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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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 Expression of N s5A Gene of HCV in Hela Cells and Inhib tion to 

the Growth of Hela CelIs 

YANG Xiao-jun，YE Lin—bai ，GAO Jin—rong，LIU Jing，YANG Fan，YE Li，SHE Ying—long， 

LIAO Qing-jiao，wu Zheng-hui，ZHE NG Yi 

(Institute ofV~rolog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Full—length NS5A gene of Hepatitis C virus(HCV)was amplified by PCR using the plasmid 

pBRTM／HCV l一30 1 l containing HCV full—length open reading fram e(ORF)as template．and cloned 

into the eukaryotic expressing plasmid pcDNA3．1(一)bv DNA recombination technique．The recombin— 

ant vector was identified by digestion with reStriction enzymes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by 

directly sequencing．Then both the recombinant vector pcDNA3．1(一)一NS5A and the control vector 

pcDNA3．1(．)were transfected Hela cells using LipoVec ．Th e cells expressing NS5A stablely were 

selected bv G一4l8 and further proved bv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we found the growth of 

Hela cells expressing NS5Awas slowerthan the cells transfected by pcDNA3．1(．)in the same culture 

condition．and the population doubling time of Hela cells expressing NS5A gene iS increased about 

50％fabout 35—35 hour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ol cells and the cells 

transfected with pcDNA3．1(一)(about 23—24 hour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S5A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Hela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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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PCR技术从含有HCV(Hepatitis C virus)全长开放阅读框的质粒pBRTM／HCV 1-3011中获得NS5A全 

长基因片断，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其克隆至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1(．)中。通过酶切、PCR及测序鉴定NS5A基 

因已正确插入到pcDNA3．1(．)中，再利用脂质体介导转染Hela细胞，48h后传代并利用pcDNA3．1(．)质粒上的neo 

抗性基因加入G一418进行筛选。大约两周后，获得稳定表达的细胞株。经RT-PCR及western blot验证，证实HCV 

的 NS5A基因在 Hela细胞中已经获得了表达。在培养条件完全一致的条件下，表达 NS5A基因的 Hela细胞与 

pcDNA3．1(．)转染的细胞相比，生长速度明显变慢，其倍增时间约为 35．36h，比对照组细胞增加了约 50％，而转 

染pcDNA3．1(．)的细胞的倍增时间与正常Hela细胞则无明显差别，都为 23．24h。从而证明HCV的NS5A蛋白具 

有抑制Hela细胞生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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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属黄病 

毒科的正单链 RNA包膜病毒，是输血后肝炎的主 

要病因，其中约50％的急性患者会转为慢性，进而 

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细胞性肝癌 ̈ 。迄今为止，由于 

HCV在被感染组织和血清中滴度很低，且尚无实用 

的动物模型和缺乏一合适的细胞培养系统，所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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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HCV感染机制仍然不甚明了。HCV基因组为 

长约9．5kb的正链RNA，含有一个大的开放阅读框， 

可以编码大约 3010个氨基酸的聚蛋白，在宿主及 

病毒编码的蛋白酶的作用下，该蛋白可以被切割为 

结构蛋白(Core，E1，E2，p7)及非结构蛋白(NS2， 
NS3，NS4A，NS4B，NS5A，NS5B)[21。 

丙型肝炎病毒非结构蛋白NS5A包含447个氨 

基酸，有磷酸化和超磷酸化两种形式，其中磷酸化 

位点位于 C 末端丝氨酸残基上 ，分子量为 

56／58kDaL3．4J。近几年开展的HCV抗干扰素治疗机 

理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单独的NS5A的表达能 

使IFN敏感病毒对IFN产生抗性，NS5A可通过多 

种机制使细胞对IFN产生耐受【5】。所以目前认为， 

NS5A与病毒的抗干扰素的治疗有很密切的联系， 

并且已经有实验证明，HCV的NS5A蛋白在病毒的 

转录、复制及细胞信号转导中都有一定的作用【6】。 

本研究利用重组真核表达载体pcDNA3．1(一)一NS5A， 

导入Hela细胞中建立稳定表达HCV NS5A的细胞 

系。并研究 NS5A 蛋白对细胞生长的影响，发现 

NS5A对细胞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质粒与菌种：含有HCV-lb型全长开放阅读框 

cDNA重组质粒pBRTM／HCV 1-3011由华盛顿大学 

Rice教授惠赠，真核细胞表达载体 pcDNA3．1(一)为 

本室保存，E．coli JM109为本室保存。 

工具酶与试剂：Taq酶为 TaKaRa公司产品， 

DNA限制性内切酶及T4 DNA连接酶为MBI公司 

产品，总RNA提取试剂盒 TRIzol Reagent及细胞 

转染试剂盒 LipoVecTM 为 InvivoGen公司产品。 

RT-PCR 试剂盒 由 Clonetech公司提供。DNA 

Extraction Kit为MBI公司产品。 

NS5A 多克隆兔抗血清由本室制备，羊抗兔 

IgG／HRP为华美公司产品，实验用细胞由中国典型 

培养物保藏中心提供，所用培养基 DMEM 购白 

Hyclone公司，胎牛血清购白四季青公司。G一418 

购 自Promaga公司。 

1．2 全长NS5A基因的PCR扩增 

根据HCV-lb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正向引物： 

5’AGATCTGCTAGCATGGCTrCCGGCTCCTGG3’ 

反向引物：5’TGGTAC CAAGCTTCATGAGCAGCA3， 

以质粒pBRTM／HCV 1-3011为模板，PCR解链 

温度 94℃，退火温度 58℃，延伸温度 72℃共重复 35 

个循环。PCR产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1．3 pcDNA3．1(一)一NS5A克隆的构建 

PCR产物经NheI，HindIII双酶切，DNA回收 

试剂盒回收NS5A片断，真核表达载体pcDNA3．1(一) 

同样经过Nhe I，Hind III双酶切、回收后，与回收 

后的NS5A片断以1：5摩尔比混合，16℃经T4连 

接酶连接过夜，以常规CaC12法转化JM109感受态 

细胞，在含氨苄青霉素的LB平板上37℃培养过夜， 

筛选 阳性菌落 ，酶切及 PCR 鉴定重组质粒 

pcDNA3．1(一)一NS5A，然后进行克隆片断全长测序。 

1．4 细胞转染及稳定表达5A蛋白的细胞系的建立 

将 Hela细胞接种于24孔板中，37℃，5％CO2 

条件下培养，24h后用DNA转染。按LipoVecTM使 

用说明书将脂质体分别与经 ZⅡ酶切、回收、纯 

化后的重组质粒pcDNA3．1(一)一NS5A及pcDNA3．1(一) 

混合，室温下放置30min后，加入到细胞培养基中， 

6h后更换培养基，待细胞长满以后按 1：8传代， 

传代24h后加入500gg／mL的G-418进行筛选，每 

次传代时都加入G-418，大约两周后，细胞在 G-418 

的作用下死亡，少量的细胞克隆产生以后，将G一418 

的浓度降为 200~g／mL。扩增培养后，一部分细胞 

用液氮保存，其余细胞继续实验。 

1．5 RT-PCR检测NS5A在细胞中的表达 

将持续传代的抗 G一418的 Hela细胞及对照组 

细胞培养至 80％汇片，按照 InvivoGen公司的总 

RNA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提取细胞总 RNA。 

利用Clonetech公司的RT-PCR试剂盒，以提取的细 

胞总 RNA 作为 RT-PCR模板，加入随机引物，进行 

RT-PCR反应。反应结束后，以获得的 cDNA为模 

板，加入NS5A引物进行PCR反应，反应产物用的 

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 

1．6 western blot检测 NS5A蛋白在细胞中的表达 

我们先将 NS5A 基因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PQE32中，在JM109工程菌株中表达NS5A蛋白， 

并做了血清学检测【7】。利用制备电泳分离 NS5A 

蛋白，将含有 NS5A蛋白的胶挖出，碾碎后注射 

兔子。一周后加强免疫一次，数周后取血清，血 

清在一70℃保存。 

将接近长满的细胞用胰酶消化以后，离心除去 

胰酶收集细胞。经SDS—PAGE上样液处理以后，进 

行 SDS—PAGE电泳，并进行 western blot分析，首 

先把蛋白转移到硝酸纤维素滤膜上，用 4％脱脂牛 

奶封闭后，再以NS5A多克隆兔抗血清直接作为一 

抗，以羊抗兔／IgG／HRP作为二抗分别反应，最后用 

辣根过氧化物酶显色。 

1．7 细胞生长曲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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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稳定表达 NS5A 蛋白的 Hela细胞、转染 

pcDNA3．If一)的Hela细胞、 及正常Hela细胞培养 

至8O％汇片，胰酶消化后，用培养液悬浮成细胞悬 

液，血球计数板中进行计数。计数=三次取平均值， 

通过计算接种一定体积的细胞悬液至 l2孔板中， 

三组细胞每组分别接种4孔，使每孔细胞的数目约 

为4×l 04个，接种时间计为Oh 从接种时间算起， 

每隔 24h计数 l孔内的细胞数量，啵出培养液，加 

少量胰酶消化后，加入无血清培养液，用吸管嘘打 

结合镜检确认细胞已基本悬浮，吸出用血球计数扳 

计数，缚个样品计数三次取平均值。以培养时问为 

横坐标，细胞数日为纵坐标，得到细胞生长曲线 

2 结果 

2．1 pcDNA3．1(一)一NS5A的构建与鉴定 

PCR获得的HCV NS5A片断在5’和3’端的引 

物上分别设计有针对 pcDNA3．1(．)载体多克隆位点 

上的 Nhe I和 Hind III酶切位点，将 PCR产物与 

pcDNA3．1(一)载体分别以Nhe I和Hind HI消化，连 

接得到正确插入的 pcDNA3．1(_1-NS5A重组质粒， 

利 H#td II1单酶切可以获得 条 6 8kb的带，由 

于pcDNA3 l(一)上有一个BgllI酶切位点，所以利用 

BglII单酶切液可以获得～条6．8kb的带，利用NS5A 

片断荫端的Nhe I和Hind III酶匕玎位点，可以得到 

大小分别为 5 4kb和 1．4kb的两条带，以重组质粒 

为模板，加入NS5A引物进行PCR反应，得到单一 

的 l_4kb的带 (图 1)。通过测序，进 步证实了 

NS5A 基 片断已经正确插入到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一)巾 并日征实 DNA序列正确 (测序结 

果朱发表) 

kb 

23 l 

g a 
4 4 

2 3 

【 pcDNA3．【卜 一NS5A的酶四分析 

Fig．1 Electrophoretic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vector pcDNA 

3．I[一】-NS5A 

M -L-HindlIIMarker；1．pcDNA3 

HindIll 3
， p~DNA3 II一 S5A／,V,k~。 

l_I-NS5PdBgl I1 2，pcDNA3 Il_}_NS5A) 

+H#ld硼 4，pcDNA3 l(_1-NS5A，PCR 

2．2 重组载体pcDNA3 l(_)．NS5A在Hela中的表达 

2．2．1 RT-PCR捡测NS5A的mRNA：按照CIonetech 

公司的RT-PCR使用说明书，加入实验组技对照组 

细胞的总RNA已及随机引物，RT-PCR反应结束后， 

以RT-PCR产物为模板．加入NS5A引物进行PCR 

反应 反应结束后 0．7％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实验组出现 1．4kb的特异性的带+而对照组未见特 

异性的带出现 (图 2)，结果表明转化的 Hela细胞 

中 NS5A基因已被转录产生 mRNA 

kh 

图2 RTW R持删转化 Hela细胞巾的HCV NS5AmRNA 

Fig．2 Detect HCV NS5A mRNA in Hela cells by RT-PCR 

analysis 

M - -Hind『l『MarkerI Hela／pcDNA3 I()2．Hela／pcDNA 3I卜】·NS5A 

2．2．2 westelTl bolt检测：将 NS5A转化的Hela细 

胞及对照组细胞用胰酶消化后收集，SDS—PAGE电 

泳，利用NS5A多克隆抗免血清作为一抗进行west— 

em blot反应，根据分子量大小的推测，这条带的分 

子量与目的蛋白的分 量夫小 一致，而对照组无任 

何特异性的带出现，从而证明 NS5A 蛋白在 Hela 

细胞中已获得表达。【图3) 

3 Western blot榆测 NS5A蛋白 

Fig 3 Det~ t NS5A proteiII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I Hela／pcDNA3 1[-~-NSSA 2．Hela／pcDNA3 lf-) 

2．3 NS5A的表达对于 Hela细胞生长的影响 

分刖转染pcDNA3．1f．)、pcDNA3．1c．)．NSSA以 

及 常 Hela细胞的生长 线测定结果如图4所示， 

表达NS5A蛋白的Hela细胞的牛长速率明显比只转 

染 pcDNA3 1(．)的对照组细胞的生长速率要慢，而 

对照组细胞与正常 Hela细胞的生长速度无明显差 

异 由于细胞接触抑制以及培养液的原因，到细胞 

汁数的第 天，转染pcDNA3．If．】的Hela细胞教正 

常细胞由于已经基本长满，生}乏速度有所减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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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在计算这三种细胞的倍增时间的时候，只 

取前三天的数据进行统计。(图4) 

0 1 2 3 4 

图4 细胞的生长曲线 

Fig．4 Cell growth analysis between Hela／pcDNA3．1(一)一NS5A 

and Hela／pcDNA3．1(一)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稳定表达 NS5A的Hela 

细胞的倍增时间约为 36h，而对照组和正常细胞的 

倍增时间约为23—24h，实验组细胞相对与转化pcD 

NA3．1(．)的Hela细胞及正常细胞的倍增时间增加了 

约 50％。与此同时，我们通过 MTT法对细胞生长 

速率也进行了测定，并且得到了同样的实验结果 

(结果略)。由此可见，HCVNS5A蛋白明显的抑 

制了Hela细胞的生长。 

3 讨论 

丙型肝炎病毒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 

染病，由于目前尚未找到敏感的细胞培养系统和合 

适的动物模型，因此，目前对于 HCV蛋白的功能 

研究多依赖于体外实验。 

为了在真核细胞中稳定表达丙型肝炎病毒 

NS5A蛋白，我们将全长的NS5A基因上 5’端加上 
一 个翻译起始位点ATG和 Kozak序列并克隆到真 

核表达载体 pcDNA3．1(一)中的 AMV启动子下游， 

测序结果充分证明 HCV NS5A基因序列正确插入 

到pcDNA3．1(一)中，保证了HCV NS5A基因能有效 

的进行表达。 

由于线性化的 DNA比闭合环状 DNA更容易 

与真核细胞基因组发生重组，从而整合到细胞染色 

体上形成稳定的遗传状态，更加容易获得能够稳定 

持续表达目的基因的细胞株。因此我们利用真核表 

达载体 pcDNA3．1(一)CMV启动子上游的鲰Ⅲ 酶切 

位点，先将重组质粒线性化，经回收纯化后的DNA 

通过脂质体转染法对细胞进行转染，利用该载体上 

的neo抗性基因进行筛选，不能稳定表达NS5A蛋 

白的细胞在 G一418的存在下都无法正常生长，最终 

获得了能持续稳定表达NS5A基因的细胞株。该细 

胞株可以在G一418的存在下连续传代，并可以持续 

表达 NS5A蛋白。 

细胞生长的调节机制是多种基因表达产物相 

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已有实验表明，NS5A蛋白具 

有一个核定位信号(NLS)，可以进入细胞核中，并 

且可以与宿主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在转录水平上影 

响宿主细胞。文献表明，HCV NS5A蛋白通常位于 

靠近细胞核的细胞质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 

Caspase—like蛋白酶切割，其切割产物可以进入细胞 

核中，与细胞核内的因子相互作用，参与了转录的 

调节L8】。Gong等通过EMSA的方法证实，NS5A可 

调节细胞内Ca2 浓度，从而影响转录因子NF—kB 。 

Gsosh等利用酵母双杂交的方法，通过用NS5A蛋 

白作为诱饵，研究细胞蛋白与NS5A蛋白的相互作 

用，结果发现NS5A可以与一种新的细胞转录因子 

SRCAP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宿主细胞的机能u川。 

HCV NS5A除了能在转录水平上影响宿主细胞外， 

同时也影响宿主细胞的翻译。NS5A 蛋白还可以通 

过与PKR激酶结合，阻止细胞翻译起始因子eIF2一 

a的磷酸化，使某些基因的翻译水平升高或者降 

低，从而使病毒 mRNA翻译得以顺利进行【l“。同 

时，有文献报道，NS5A与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 

2(Grb2)以及 p53蛋白均有相互作用，可以抑制 

这两种细胞因子的活性u ̈ j。 

NS5A蛋白抑制细胞生长的作用，能够对HCV 

病毒在细胞内的转录、复制产生较为有利的影响。 

尽管NS5A在细胞中的转录及翻译过程中均产生一 

定的作用，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NS5A在这些 

过程中显著的抑制了细胞的生长。我们认为，这种 

结果有可能是因为NS5A参与了细胞生长调控的某 

些途径，并与某些细胞生长因子发生了直接或者间 

接的相互作用，从而对宿主细胞的生长产生了较为 

显著的影响。但由于细胞生长相关因素很多而且很 

复杂，目前尚不能断定NS5A显著降低细胞生长速 

率的直接原因，其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要做进一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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