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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BTV．HbC3 to infect tumor cells including human lung cancer SPC．A．1 cells．human 

cervical carcinoma HeLa cells，human aLs仃ocytoma U25 1 cells，mouse．derived astrocytoma C6 cells and 

human embryonic lung cells and observe the cytopathic effects(CPE)；then us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 croscope and double immunodiffusing test to compare the infectivity of BTv．HbC1 to these cells．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ropagations of BTV．HbC1 in these cell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Tv．HbC3 does not infect normal human embryonic lung cells．but it can selectively 

replicate in tumor cells and produces different degree of cytopathic effects and Can induce apoptosis． 

Tumor cells were killed in the end．Among all the cells．human lung cancer SPC ．A．1 cells have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to BTV．HbC3．BTv．HbC3 Can targetedly ki11 some kinds of tumor cells．Th ese data 

provide the laboratory basis for approaching the possib—ility of BTV-HbC3 as an oncolytic virus． 

Key words：Bluetongue virus—nbC3；Oncolytic Vires；Cytopathic Effect(CPE)；Apoptosis 

摘要：用 BTV-HbC3感染人肺癌 SPC．A．1细胞，人宫颈癌 HeLa细胞，人星型胶质瘤 U251细胞，小鼠星形胶质 

瘤C6细胞及人胚肺 HEL细胞后，观察细胞病变效应(cPE)；运用透射电镜技术及琼脂双扩散试验检测BTV-HbC 

对各种不同肿瘤细胞及人胚肺 HEL细胞的感染性；并用 RT-PCR技术检测蓝舌病毒的增殖情况。结果显示， 

BTV-HbC3对正常 HEL不感染，但能在不同来源的某些肿瘤细胞中选择性增殖，产生不同程度的细胞病变效应 

(CPE)及调亡现象，终致肿瘤细胞死亡。其中以人肺癌SPC．A．1细胞对其最为敏感。因此，初步认为BTV-HbC 

株能靶向性杀死某些肿瘤细胞，从而为深入开展BTV-HbC3靶向性抗肿瘤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验室依据。 

关键词：蓝舌病毒中国湖北株 3(BTV-HbC3)；溶癌病毒；细胞病变效应 (CPE)；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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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舌病毒 (Bluetongue virus，BTv)是呼肠孤病 

毒科环状病毒属的原型病毒，无包膜，具双层衣壳， 

其基因组由10个双链RNA(dsRNA)分子组成。 

中国蓝舌病毒湖北株．3(BTV-HbC3)是本实验室 

1994年从湖北襄樊分离到的一株蓝舌病毒，体外增 

殖与基因组特征的研究已明确【l 。BTv感染牛羊 

及野生反刍动物，未见感染人类而引起疾病的报 

道。然而，本研究室在对蓝舌病毒长期的研究中却 

发现 BⅣ HbC3能感染人宫颈癌 HeLa细胞。为了 

探讨该株 BTV是否具有潜在的靶向感染其他肿瘤 

细胞的特性，本研究选择了几株肿瘤细胞及人胚肺 

正常细胞以研究 BⅣ HbC3与它们相互作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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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 细胞和病毒的制备 

Veto细胞、人胚肺HEL细胞、人宫颈癌HeLa 

细胞及人肺癌SPC．A-l细胞为本室保存的常规细胞 

株：人星形胶质瘸U251细胞，小鼠星形胶质瘤C6 

细胞引自武汉大学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 Veto 

细胞用含 lO％小牛血清的 DMEM培养，并用以增 

殖BTV-HbC 

1．2 被感培养细胞的CPE观察 

阁含I5％小牛血清的DMEM培养各种用于病毒 

感染性测定的细胞。每株细胞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按0 5MO!接种病毒 每6h观察 次，拍照记录。 

l_3 被感培养细胞的电镜观察 

不同受试细胞接种f】oomL培养瓶，细胞}r：合 

成 层后，按0．5MO1接种BTV-HbC3，24h后以2．5％ 

戊二醛溶液同定，4℃，4．00Of／rain离心 I5rain．作 

超簿叫片，透射电镜 (TEM)观察细胞内病毒颗粒 

和细胞超微结构变化。 

I．4 不同细胞增殖子代病毒分析 

同受试细胞分别培养于 5块 96孔扳 E，接 

种 BTV-HbC 37℃．5％CO!培养，用于测定 

TC1D5 c} 

1 5 琼脂糖双向扩散试验检测培养物病毒抗原 

用 Veto细胞增殖的 BTV-HbC 悬液诈抗埙 免 

疫隶兔．常规技术制蔷抗 BTV-HbC 免疫血清 用 

pH7．2的 PBS配制含双执f由0．8％琼H日糖凝胶，铺] 

Ⅱ 凝 后常规梅花状打扎 ·}I问一孔加免抗 

BTV—HbC 免疫血清． 周6孔舒刖n̈感染BTV—Hb 

C 36h的 HEL．gll地币钉4种肿瘤细胞裂解后的悬液， 

纯化的BTV-HbC 病毒悬液 I孔作为阳性对照， 

1 6 RT-PCR检测 BTV基因序列 

门感染病 毒的培养细胞中提取 BTv基闽组ds— 

RNA l。采11】本事常规BTV RT-PCR系统检测备实 

验组编毒核陵 所用引物l}{{据 报道的 BTv_10越 

组S7H 段l~#lJ设计 义引物P1：5’AGCCAT 

ATGTTGAGTATA 3’，反义引物 P，：5’TAGAGA 

TGG ACACTATCG C 3’ 取感染BTv_HbC 36h 

后的细胞裂解被 】mL，提取 dsRNA并扩增备受试 

肿瘤纲咆【I】病毒的特异性核酸序列，_产物经 1％琼 

脂糖凝胶电冰解析 扩增产物大小预计为277bp 

2 结果 

2 l BTV-HbC 对各株细胞的致病变效应及半数感 

染量 (TCIDso) 

5株细胞培养按种 BTV-HbC3株病毒后连续观 

察．于24h和36h拍照 记录结果。正常人胚肺细 

胞连续观察直至细胞老化未出现cPE 其余4株肿 

瘤细胞却呈现不同程度 CPE，表现为细胞收缩变 

圆，间隔变大，轮廓增强，胞内有粗大折光颗粒； 

然后细胞逐渐脱落，漂浮，直至破碎死亡。观察发 

现，4抹肿增细胞出现CPE的时间和程度是不一样 

的，其中SPC—A—l细胞最敏感，接种病毒36h死亡 

细胞即达9o％；而 C6细胞的敏感性最差 TCID∞ 

结果如表l示。 

表 I BTV-HbC 埘 同肿璃 眦的半数感染萤 ，TCID ) 

Table I TCID l of BTV-HbC3 on different tumor ceII lines 

SPC．A．1 HeLa I)25I C6 HEL 

TCID 【0 10’ 10= 10 

2．2 细胞超微结构变化 

在透射电镜下可见4株肿痛细胞胞浆内均含不 

同数量、不同发育阶段的病毒颗粒。细胞核未见明 

显异常 t黑色箭头示核膜)：细胞浆中可见大量病 

毒颗粒，完整的病毒粒子为约 70nm 直径的球状颗 

粒，病毒人小一致，有些排列成品格状：除完整病 

毒耗子外，尚可见较多的病毒空农壳和核物质 (图 

1一A)。感染 BTV-HbC1的 C6自ll胞在电镜 日J。见到 

州甚的超微结掏变化 ( 1一B) 表现为：细胞密度 

增大，坎染包质边聚，高度凝集 胞浆中出现人量 

空泡，是鲕l胞稠 特征。取染病毒后同一时间(36h) 

的培养细胞作电镜观察可II,y显发现不同的瘸细胞 

株含有小同数量的稿毒颗粒及发 1 同程度的细 

胞超微结构变化 

幽 1 感染BTV-HbC 36h 的细胞超微结构 

Fig 1 UItrastruclums of cells 36hours after infected wifh 

BTV HbC 

A show~the uRra~lruclure SPC．A．I cell lines The character~a intact 

nuclear and cytoplasm；Ru[~rous virus particles atTanged like crystals； 

V~cHum vires capsids(while shows vacuum viaus，black T。w shows 

nuclear ml2mbrlille i B shows the ultrastruelltre of C6 cell【⋯ The 

character~a ~mdensed chmmatin n￡the nuclear rat~rgm with many large 

cytoplasmic vacuoles(White arrow shnw~nuc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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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琼脂糖双向免疫扩散实验 

结果显示：BTV-HbC 导致CPE的各肿瘤细胞 

株裂解上清和Vero细胞制备的BTV-HbC3悬液均与 

抗 BTV-HL~ 血清之间出现强弱不等的免疫沉淀 

带，且这些沉淀弗彼此相连，而接种 BTV-HbC3后 

观察相同时问的 常人 肺 HEL细胞裂解上清与 

抗BTV-HbC3血清间未见免疫沉淀带(图2) 

2 琼脂糖职向免{芟扩敞实验结果 

Fig 2 Result of double imrnunodiffusiort 

SPC-A·1．2．HeLa；3 U25I．4，C6：5．Po．,itiue contrul：6 HEL 

2 4 接种 BTV-HbC3的各细胞株中BTV-RNA序列 

扩增产物成为277bp HEL细胞核酸提取物中 

来见特异性扩增的BTV-HbC 核酸序列：相形之 F． 

感染 BTV-HbC 的备受试肿瘤细胞枝酸提取物中却 

}l_{m与阳性 ·J照 一敛的扩增产物 结果『川圈3示． 

3 备细胞林·{，BTV-RNA率 {r增结果 

Fig 3 Results of RT-PCR detecting BTV-HbC gene in differ— 

enl cell li【les 

I D__l X)Mzrker；2 P~Jsitive~ontmk j．SPf"一A—I：4 HE[⋯5 C1． 6．HeLa； 

． U25l Negative control 

3 讨论 

近几年研究发现，某些病毒能够靶 陆地在肿 

瘤细胞rp大量增殖进而裂解肿瘤细胞 利用这些病 

毒治疗恶性肿憎形成了抗肿瘤领域fl勺一个新研究 

热点。这是分子病毒学、癌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及 

基 治疗等迅速发展而 生的全新抗癌思维，人们 

欲借此实现癌的靶向性治疗，并将这种靶向性抗癌 

的病毒称为溶癌病毒 (Oncolytic Virus) ’⋯J，包括 

天然病毒和工程病毒。具靶向性溶癌潜能的天然病 

毒中．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的是呼肠孤病毒(Reovirus) 

本实验以BTV-HbC]感染不同细胞株，以研究 

BTV-HbC3是否有靶向抗癌之潜能 结果显示． 

BTV-HbC 可引起4株肿瘤细胞出现明显 CPE，但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二倍体 HEL细胞对 BTv_ 

HbC3不敏感，没有出现CPE。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琼脂糖双向免疫扩散试验证实除了人二倍体 HEL 

细胞外，所有感染BTV-HbCl】的受试细胞裂解液中 

都能检出病毒抗原；随后的 RT-PCR也证实在受试 

的肿瘤细胞中榆 病毒核酸，而在HEL中 能。 

透射电镜观察结果则为以上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 

解释：实验组肿瘤细胞胞浆内均有病毒颗粒，其中 

以 SPC．A．1细胞中最多，C6细胞最少 由此可以 

推论，肿瘤细胞的裂解是flj丁 BTV-HbC 在细胞内 

大量增殖而导致肼-瘤细胞裂解死亡。 

所以，从我们的工作可以得到两个初步结论： 

1 BTV-HbC u_以在肿瘤细胞 }I大量增殖， 此导 

致肿瘤细胞的死 ：；2．BTV-HbC 埘I 常人=：倍体 

HEL细胞 感染 

但是，研究中观察到的其他现缘提示我"J事’隋 

町能不是如此简单：阿先，BTV-HbC 对不同肿瘤 

细胞n0杀伤 同 这表明 BTV-HbC 会足一利r 

“万能”溶癌病毒 l有满足某种条件的细胞才会 

导致 BTV-HbC n：其中的大量增咱 也许，这刮以 

用与BTV-HbC 科而不同属的dstLNA痫毒Reov． 

irus靶向性抗癌的分子机理米解释 l 其次，虽然 

可以观察到炳毒存宿幸细胞-ll犬阜=增晴．但部分肿 

憎细胞电m啦 J 鞍典型的捌I ：特征，这还需要进 

步验证 以上两方面的问趣郝很值得继续探讨。 

BTV-HbC 对八是安争的，其 感染凡正常细 

胞而有效地感染某些癌细胞并最终杀死返 癌细 

胞的摹本事实为我们胜示了本研究工作不仪具有 

研究该病毒与细胞相互作用的基础理沦意义，而且 

继续深入系统地在体内外研究该 I 毒与人肿痈细 

胞相互作用后果和机理，有叫能涛 BTV—HbC 发展 

成为々r{ 杀死某些人类肿瘤细胞的异源溶痛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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