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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丙型肝炎病毒基因１ｂ型Ｆ蛋白对人肝细胞癌
细胞株ＨｅｐＧ２凋亡的影响
杨静静

张云邓小昭许可王忠灿王洁

【摘要】

冯乐

丁伟良

目的研究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基因ｌｂ型Ｆ蛋白对人肝细胞癌细胞株ＨｅｐＧ：凋亡的影

响。方法构建真核表达重组质粒ｐｃＤＮＡ３．０．Ｆ－ＥＧＦＰ，并利用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２０００转染人肝细胞癌细

胞系ＨｅｐＧｚ，同时设ｐｃＤＮＡ３．０．Ｃ－ＥＧＦＰ－ＨｅｐＧ：阳性对照、ｐｃＤＮＡ３．０．ＨｃｐＧ：为阴性对照及未转染ＨｅｐＧｚ
为空白对照，以Ａｃｔ．Ｄ、ＴＮＦａｉ秀导四组细胞系发生凋亡。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ＦＩＴＣ／ＰＩ双染检测肿瘤细胞凋亡率，
并使用细胞凋亡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检测，进一步验证ＨＣＶ ｌｂ型Ｆ蛋自在肝细胞凋产的生物学功能效应。
结果ｐｃＤＮＡ３．０．Ｆ－ＥＧＦＰ－ＨｅｐＧ：细胞系在发生凋亡的时间上比ｐｃＤＮＡ３．０．Ｃ－ＥＧＦＰ－ＨｅｐＧ：快，但相对

空白质粒转染组及未转染ＨｅｐＧ：细胞系有明显延迟，凋亡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阴性对照及空白对照细
胞系（Ｐ＜０．００１）。结论外源性基因ＨＣＶ ｌｂ型Ｆ的引入及表达，对ＨｅｐＧ：细胞的凋亡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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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是世界范同内慢性肝炎

率以及基因序列的突变率均显著升高，提示Ｆ蛋白

的主要病原之一，约有１．８亿人被感染，常导致严重

可能与ＨＣＣ有关№Ｊ。ＨＣＶ基因型分为６型，其中又

肝病，包括肝硬化和肝细胞癌（ＨＣＣ）…。在非洲和

可分很多亚型。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流行的ＨＣＶ

南美一些国家／地区的ＨＣＶ感染率高达ｌＯ％以上，

型别为基凶ｌｂ型［２】。基因ｌｂ型在慢性肝炎、肝硬化

我国ＨＣＶ感染率近３％并呈上升趋势拉】。有研究表

和肝癌中占绝大多数，而国内外关于ＨＣＶ ｌｂ型Ｆ蛋

明，ＨＣＶＣ、ＮＳ３和ＮＳ５Ａ蛋白与肝癌的发生发展有

白对肝癌细胞凋亡影响的研究甚少。本研究利用真

关ｆ３一】。其中，作为ＨＣＶ惟一能够编码两种蛋白的

核表达载体ｐｃＤＮＡ３．０将ＨＣＶ ｌｂ型的Ｃ基因、Ｆ基

ｃ基因，其编码的Ｆ蛋白的功能，尚未十分明确。在

因转染至ＨｅｐＧ：细胞，对照ＨＣＶ Ｃ蛋白研究Ｆ蛋白

ＨＣＶ所致ＨＣＣ患者体内，Ｆ蛋白的数量、抗体阳性

的存在对肝癌细胞的凋亡是否有抑制作用。
材料与方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０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０３ｌ∞３３０１“）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南京跃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杨静静、张云、王

一、材料

洁）；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邓小昭、王忠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

１．标本来源：含有ｌｂ型ＨＣＶ全长基因重组质

制中心（许可）；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冯乐、丁伟良）
通信作者：张云，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ｌｌｌ＠ｓｏｈｕ．ｐＭ３ｑ＇ｎ

粒ＰＵＣｌｌ９．ＨＣＶ、ＨｅｐＧ２细胞、大肠埃希菌Ｅ．ｃｏ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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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ＧＩ及ｐｃＤＮＡ３．０均为本实验室提供。

表１目的基因ＰｃＲ引物

２．试剂：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ＤＮＡ限制性内切酶
ＢａｍＨ Ｉ、ＸＢａ Ｉ、ＥｅｏＲ Ｉ、ｐＭＤｌ８一Ｔ Ｖｅｃｔｏｒ、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和蛋白质Ｍａｒｋｅｒ为ＴａＫａＲａ公司产品。细胞
转染试剂盒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为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产
品。Ｔａｑ酶为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胶切回收试剂盒
购自上海申能博彩公司。鼠抗ＨＣＶ－Ｆ ｍＡｂ购自北

限制性片段

序列（５’一３’）

引物
Ｆｌ

ＧＯＧＣＡＡＣＴＧＴＴ．Ｃ蕊ＡＡＧＧＧＯＧＡＴＣ：ＣＫ订．｛ＣＫ）（袷

Ｆ２

Ｃ！（ＫＸＸ）ＧＣＡＣＡＣｏＣＡ ＡＣＣｌ℃Ｋ×３ＣＣＣＣｌ℃ＫＸ×）ＧＧＣ

Ｆ３

ＧＧＧＧＣＣＣＡＧＧＴＴＧＧＧＴＧＴＧＣＧＣＧＣＧＡ（玎ＡＧ

Ｆ４

ＡＣＧｏ¨Ｚ了．ｃ ＴＣＣＴＡＧＧＧＧＧＧＣＧＣＣＧＡＣＧＡＧＣＥｃｏＲ Ｉ

Ｃｌ

ＡＣＧ０甜７℃ＣＡｒＧＡＧＣＡＣＧＡＡＴＣＣＴＡＡＡＣＣ

ＢａｍＨ Ｉ

Ｃ２

ＡｒＡ翻４７ＴＣ ＧＧＡＡＧＣＴＧＧＧＡＴＧＧＴＣＡＡＡＣ

Ｆ．ｅｏＲ

１

ＧＩ

ＧＣＧＣ鱼丝呈塑笪丛美丛签丛簋塑曼笪

ＥｅｏＲ

Ｉ血ｋ冒

ＡｒＧＧＴＧＡＧＣＡＡＧＧＧＣＧＡＧＧＡＧＣＴ

京博菲康公司，兔抗人ＨＣＶ Ｃ单克隆抗体、鼠抗

Ｇ２ ＴＧＧ ＣＴＧ

Ａ＝ｒⅨｒＧＡ陀ｍ６诅ＧＴＣＧＣＧ

Ｘｂａ Ｉ

ＥＧＦＰ单克隆抗体、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ｎ师旺购自
北京博奥森公司。羊抗鼠ＨＲＰ．ＩｇＧ、羊抗兔ＨＲＰ．

心。。三：乏二。。州。，—百”

１１肿三一…一一
Ｉ

Ｇ－４１８购自ＧＩＢＣＯ公司，去内毒素提质粒试剂盒、
Ａｎｎｅｘｉｎ

日竺灾竺酬印晰Ｔ－Ｃ

旦一

ｋＧ为博士德公司产品。培养基ＤＭＥＭ、胎牛血清、

－－·－。●Ｈ……¨
… －＿＿＿＿＿－·＿’●’……一－
…

Ｖ－ＦＩＴＣ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凯基

一……一。·＿－＿一

一●■■１●■·＿－■■＿一

生物公司，细胞凋亡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检测试剂盒购自上

ｌ偿ｍ。＂，ｎｍ懵，ａｅｎ枷陀ａｎａ～ｎｎｅａ·

海美季生物公司。
二、方法

—￡！．一一』学盆曼．一，．

１．ＰＣＲ引物设计、扩增产物及载体构建：根据

Ｈ

Ｉ：喇嗽

Ｐｕｂｍｅｄ上标准序列设计引物，并人为加上酶切位点
和保护碱基及柔性ｌｉｎｋｅｒ，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上ＨＣＶ

Ｆ下游片段

９

ＥｃｏＲＩ；’融
：＝．；＝：＝：：Ｃ＝：：：：＝＝：
ｉ

ｌｂ

型Ｆ蛋白４２位密码子一２／＋１框移位及１４４位密码子

ＢａｍＨＩ

图１

ＳＯＥＰＣＲ扩增Ｆ蛋白

终止以ＨＣＶ ｌｂ型ｃ基因序列设引物。所需ＰＣＲ引

物见表１，以ＨＣＶ全基因质粒ＰＵＣｌｌ９一ｆｕｌｌ为模板

接种于１２孔板，２×１０讯，７０％。８０％细胞融合后，分

应用ＰＣＲ方法扩出Ｃ基因序列，扩增参数：９４℃预

别用ｐｅＤＮＡ３．０－Ｂ嬲卯ｌ、ｐｃＤＮＡ３．Ｏ－Ｃ－ＥＧＦＰ（阳性对

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 ｓ、５５ｃＣ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

照）、ｐｅＤＮＡ３．０质粒（阴性对照）２“ｇ和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ｌ

ｍｉｎ，扩增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１％琼脂糖凝

胶电泳分析ＰＣＲ产物。将ＰＣＲ取得的基因片段Ｃ

８

ｕｌ进行转染，转染４８ ｈ的ｐｅＤＮＡ３．Ｏ－Ｆ－ＥＧＦＰ－ＨｅｐＧ２、

ＴＧｌ。

ｐｃＤＮＡ３．０．Ｃ－ＥＧＦＰ－ＨｅｐＧ２及ｐｃＤＮＡ３．０．ＨｅｐＧ２分别
在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计数ＥＧＦＰ阳性细胞并拍

挑选阳性克隆菌落，提取质粒经ＰＣＲ、双酶切及测序

照。利用Ｇ４１８（４００ Ｉ＿ｔｇ／ｍ１）对转染４８ ｈ的三组细胞

鉴定Ｔ－Ｃ。测序鉴定正确后分别以Ｔ－Ｃ为模板，重叠

进行稳定表达的筛选，收集细胞，分别加入０．５ ｍｌ蛋

延伸ＰＣＲ技术（ｇｅｎｅ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ｂ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白裂解液，按蛋白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总蛋

ＰＣＲ）扩增Ｆ上下游片段，退火温度为

白，一２０％保存。检测前测样品蛋白浓度，按比例与

６０℃，其余扩增参数同上；再以Ｆ１、Ｆ４引物，Ｆ上下游

５×上样缓冲液混合，置１００℃沸水中煮５ ｍｉｎ，待

片段（分别插入Ｔ载体测序验证正确）等浓度混合作

测。取等量蛋白样品及蛋白Ｍａｒｋｅｒ上样进行

为模板ＰＣＲ扩增Ｆ融片段，退火温度为５８℃，其余扩

ＳＤＳ．ＰＡＧＥ凝胶电泳，电泳后进行电转移，将凝胶转

增参数同上（图１）。将ＰＣＲ取得的基因片段Ｆ融及

移至硝酸纤维素膜上，置于含ｌ％脱脂奶粉的ＴＢＳＴ

质粒Ｔ－Ｃ双酶切分别装人ｐｃＤＮＡ３．０，提取质粒经

中封闭过夜。将硝酸纤维素膜与１：２００稀释的鼠抗

ＰＣＲ、双酶切及测序鉴定。从ｐＥＧＦＰ．ＮＩ质粒上用

ＨＣＶ－ＦⅡＡｂ一抗溶液及１：５０００稀释的抗兔ＩｇＧ二抗

ＥＧＦＰ引物Ｇ１、Ｇ２ ＰＣＲ扩增ＥＧＦＰ产物，退火温度

溶液作用，ＨＲＰ．ＤＡＢ底物显色试剂盒内的各溶液混

为５４℃，其余反应条件同上，ＰＣＲ产物双酶切连接

合，滴于膜上，室温染色１０ ｍｉｌｌ，显色后拍照。同上步

人真核载体ｐｃＤＮＡ３．０．Ｆ和ｐｃＤＮＡ３．０一Ｃ，转化大肠
埃希菌Ｅ．ｃｏｌｉ ＴＧｌ，挑选阳性克隆菌落，用去内毒素

骤再进行ＨＣＶ－Ｃ、ＥＧＦＰ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结果拍照。

提质粒试剂盒纯化质粒ｐｃＤＮＡ３．０．Ｆ－ＥＧＦＰ和

（１）Ａｃｔ—Ｄ及ＴＮＦｏ，诱导细胞凋亡：将转染的

装入Ｔ载体（刊ＫａＲａ），转化大肠埃希菌Ｅ．ｃｏｌｉ

ＰＣＲ，ＳＯＥ

ｐｅＤＮＡ３．０．Ｃ－ＥＧＦＰ并测序验证。
２．细胞转染及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将ＨｅｐＧ２细胞

３．细胞凋亡检测：
ｐｃＤＮＡ３．Ｏ－Ｆ－ＥＧＦＰ－ＨｅｐＧ（Ｆ组）、ｐｃＤＮＡ３．Ｏ－Ｃ－ＥＧＦＰ－
ＨｅｐＧ２（Ｃ组）、空白质粒组及未转染ＨｅｐＧ２组四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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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系以每孑Ｌ ｌ×１０６接种在６孑Ｌ板中，待细胞生长贴

壁良好时，吸弁培养Ｉ：清，ＰＢＳ冲洗孔内细胞２次，
冲洗去贴壁生长不良和悬浮细胞，参照文献［７］各加
入终浓度３３３ ｎｍｏｌ／Ｌ Ａｃｔ—Ｄ的ＤＭＥＭ培养基２ ｍｌ，

诱导刺激３０ ｍｉｎ，再加入２０¨ｌ ＴＮＦａ（１０ ｍｇ／Ｌ），开
始汁时诱导凋亡刺激时间。
（２）流式细胞仪检测：按上述（１）方法以Ａｃｔ—Ｄ、
ｎ师０【诱导细胞发生凋亡，每组细胞各３复孔分别处
理０、８、１６、２４、３２、４０、４８ ｈ。每孔用０．２５ ｍｌ胰酶消化
液消化收集细胞。每孔收集细胞用３

ＰＢＳ洗涤１

ｍｌ

次。ＲＣＦ为９５×ｇ离心去ＰＢＳ后按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ＦＩＴＣ
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说明处理，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注：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２０００；ｐｃＤＮＡ３．０一Ｆ－ＥＧＦＰ重组质粒酶
切鉴定结果：ｌ：ＢａｍＨ Ｉ、ＥｅｏＲ ｌ双酶切ＨＣＶＦ基凶片段．４３２ｂｐ；２：
ＥｃｏＲ ｌ、Ｘｂａ Ｔ双酶切ＥＧＦＰ基因片段，７２０ ｂｐ。ｐｃＤＮＡ３．０一Ｃ—ＥＧＦＰ

重组质粒酶切答定结果：３：ＢａｍＨ

Ｉ、ＥｃｏＲ

Ｉ双酶切ＨＣＶＣ基因片

段，５７３ｂｐ；４：ＥｃｏＲＩ、ＸｂａＩ双酶切ＥＧＦＰ基因片段，７２０ｂｐ
图２

（３）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凋产检测：按上述（１）方法以

ｐｃＤＮＡ３．０．ＢＥＧｆＰ、ｐｃＤＮＡ３．０．Ｃ－ＥＧＦＰ酶切鉴定

Ａｃｔ—Ｄ、ｎ盯０【ｉ秀导细胞发生凋亡，每组细胞各３复孔分

ｂｌｏｔ，Ｆ组细胞表达出相对分子质量（Ｍ）为１６×１０３

别处理８、１６、２４、３２、４０、４８ ｈ用细胞刮收集，细胞ＤＮＡ

蛋白，其他两组未有表达。抗ＨＣＶ－Ｃ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的收集处理步骤参照上海美季生物公司的细胞凋亡

Ｃ组细胞表达…肛为２２×１０３蛋白，其他未有表达。

Ｌａｄｄｅｒ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取上述各组细

而抗ＥＧＦＰ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Ｆ组及ｃ组都表达出一条耽

ＤＮＡ

胞不同处理时间的ＤＮＡ样品１５¨ｌ加入３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 ｌ

ｂｕｆｆｅｒ，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凝胶和电泳缓

为２７×１０３的蛋白条带，而空白质粒转染组阴性表达
（图３、４）。

冲液ＴＢＥ均加入０．５¨∥ｍｌ的溴化乙锭）；
Ｖ／ｃｍ电泳１ ｈ，紫外灯下观察并拍照。

５

结

果

１．扩增目的片段及晕组克隆质粒的
酶切鉴定：分别用ＰＣＲ及ＳＯＥ ＰＣＲ扩增
ｌｂ型Ｃ基因、Ｆ基因片段及绿色荧

ＨＣＶ

光蛋白ＥＧＦＰ基因片段，并分别插入真
核载体ｐｃＤＮＡ３．０，载体重组后的
ｐｃＤＮＡ３．０－Ｆ－ＥＧＦＰ、ｐｃＤＮＡ３．０一Ｃ－ＥＧＦＰ

阳性克隆质粒分别进行双酶切后电泳，
结果见图２：ｐｃＤＮＡ３．０．Ｆ－ＥＧＦＰ、
ｐｃＤＮＡ３．０．Ｃ．ＥＧＦＰ分别用ＢａｍＨ
ＥｃｏＲ
４３２

Ｉ／

Ｉ和ＥｃｏＲ Ｉ／Ｘｂａ Ｉ双酶切可见

ｂｐ的Ｆ片段、５７３ ｂｐ的Ｃ片段及７２０

ｂｐ

的ＥＧＦＰ片段；其酶切带与预期结果一
致，证明了所有捅人的基冈片段正确。
２．转染细胞蛋白的表达：转染４８ ｈ
后的Ｆ、Ｃ组及空白质粒分别在倒置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计数绿色荧光细胞数目，
并计算得出Ｆ、Ｃ组转染率分别为３９．７％
和５０．８％。拍照结果：Ｆ组及Ｃ组两组细
胞有绿色荧光表达，而ｐｃＤＮＡ３．０空白质
粒在细胞内阴性表达（图２）。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结果表明，抗ＨＣＶ－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注：Ａ：Ｆ身：［：ｐｃＤＮＡ３．０－Ｆ－ＥＧＦＰ质粒转染ＨｅｐＧ：４８ ｈ后ＥＧ胛表达（×ｌｏｏ）；
４８ ｈ后ＥＧＦＰ表达（×１００）；ｃ：

髡粼嚣豁冕嚣茹兽篙糍嘉煮蒜００ｈ各转染组左侧为荧
Ｂ：Ｃ组：ｐｃＤＮＡ３．０一Ｃ－ＥＧＦＰ质粒转染ＨｅｐＧｚ

１ｔｔ

３荧光显微镜观察ＥＧ胛在ＨｅｐＧ：内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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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Ｆ．Ｃ、ＥＧＦＰ在ＨｅｐＧ２细胞内表达

３．细胞凋亡检测：流式细胞术检测以Ａｃｔ．Ｄ、
ＴＮｅｏｔ诱导的Ｆ组、ｃ组及空白质粒组、未转染ＨｅｐＧ：
细胞组发生凋亡的情况，图５Ａ为上述四组细胞
Ａｃｔ－Ｄ、ＴＮＦａ作用４８ ｈ检测结果。Ｆ组和空白质粒
转染组及未转染组相比，细胞凋亡率趋势较低，但相
对ｃ组凋亡率却较高。而空质粒转染组和未转染组
细胞之间无明显差异（图５Ｂ）。经处理主效应方差
分析结果硅示在０和８ ｈ时问点四组细胞系凋亡率

比较及各组间ＳＮＫ法两两比较，Ｐ＞０．０５，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在１６、２４、３２、４０、４８ ｈ各时间点，四组
细胞系凋亡率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且ＳＮＫ法两两比较中，Ｆ组与其他三组细胞
系凋亡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空质粒转染组和
未转染组细胞之间无明硅差异。同时用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凋亡检测验证上述结果，结果见图６，Ｆ组
ＤＮＡ碎片含鼍相对同一时间点的空质粒转染组和
未转染组细胞少，却比同一时问点Ｃ组ＤＮＡ碎片含
量多，提示ＨＣＶ ｌｂ型的Ｆ蛋白对ＨｅｐＧ：细胞的凋亡

注：Ａ：流式细胞术榆测以Ａｃｔ－Ｄ、ＴＮＦａ诱导４８ ｈ的Ｆ组、Ｃ组、

ｐｃＤＮＡ３．０空白质粒组和未转染ＨｅｐＧ，细胞组发生凋ｆ的情况。
（Ｉ）Ｆ组ｔｔｅｐＧ：细胞凋亡率为６２．４４％；（１１）Ｃ组ＨｅｐＧ：细胞凋亡率
为４８．７％：（Ⅲ）ｐｃＤＮＡ３．０李白质粒组ＨｅｐＧ：细胞凋亡率为９５．３％；
（Ⅳ）未转染ＨｅｐＧ：细胞组凋亡率为９４．５２％。Ｂ：四组细胞在Ａｃｔ－Ｄ、
ＴＮＦａ诱导０、１６、２４、３２、４０、４８ ｈ时的凋ＴＬ＝率（平均值及标准差图中已

标注）变化趋势

可能有抑制凋亡的作用。

图５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时间变化

讨
ＨＣＶ

论

Ｆ蛋白是近年发现的由Ｃ基网编码的，在

病毒自然感染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结构蛋白。不同基
因型ＨＣＶ均能产生Ｆ蛋白，但其长度不同，ｌａ制的Ｆ
蛋白为１６ｌａａ，ｌｂ型的Ｆ蛋白则为１３４ａａｆ３圳。国内外
研究表明Ｆ抗体在ＨＣＶ慢性患者和ＨＣＶ所致ＨＣＣ
患者体内的检出，以及在ＨＣＶ所致肝癌患者肿瘤组
织内Ｆ蛋白准种的检出，提示Ｆ蛋白和ＨＣＶ慢性化
和肝癌形成有关№，１２ｊ。Ｂｏｕｌａｎｔ等【１０１研究发现ｌｂ型Ｆ
蛋白的产生是南ｃ蛋白的第４２位密码子的＋１位移

注：Ｍ：１００ｂｐ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ｒ；ｉ：Ｆ组；２：Ｃ组；
３：ｐｅＤＮＡ３．Ｏ窄白质粒组；４：未转染组
图６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凋亡检测验证

框和第１４４位的一１位移框的两次移框产生的。因此

与ｃ蛋白功能相似，能引起肝癌细胞凋亡异常，本研

它包含与Ｃ蛋白相同的Ｎ端４２个氨基酸、Ｃ末端以

究为探究上述问题，将表达的ＨＣＶ ｌｂ型Ｆ蛋白的质

及完全不同的中间１０１个氨基酸。ＨＣＶ Ｆ蛋白的编

粒转染ＨｅｐＧｚ细胞，再用Ｇ４１８筛选稳定表达Ｆ蛋白
的细胞克隆，然后用Ａｃｔ．Ｄ、ＴＮＦｏｔ处理以期观察细胞

码区与Ｃ基凶区的重叠是否提示Ｆ蛋白的功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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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情况。用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ＦＩＴＣ／ＰＩ双标记流式细胞

［２］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

术检测结果表明，Ａｃｔ－Ｄ、ＴＮＦａ作用２４ ｈ和３２ ｈ后，

会．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４，１２（２）：１９４－－１９８．

Ｆ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３０．２３±１．７１）％和（４８．０３±
０．４１）％，空白质粒转染细胞凋亡率分别为（４４．４３±
２．０３）％和（８６．２０±３．３７）％，前者显著低于后者。以
上结果提示稳定转染Ｆ基因的ＨｅｐＧ：细胞的凋亡率
明显低于空白质粒组及未转染ＨｃｐＧ：组。ＨｅｐＧ：细
胞在３２ ｈ时凋亡率达到８６．２０％，而ｃ组和Ｆ组细胞
在４８ ｈ时分别约４８．７０％和６２．４４％的细胞被检测到

凋亡，不仅是细胞凋亡的发生被延迟，且凋亡发生率

［３］Ｃｈａｎｇ Ｊ，Ｙａｎｇ

ａ１．ｅｐａｔｉｆｉｓ Ｃ ｖｉｒｕｓ ｏＤｒｅ ｆｉ＇ｏｍ

ＳＨ，Ｃｈｏ ＹＧ，ｅｔ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ｈａｓ

ｏｎｅｏｇｅｎｉｅ

ａｌ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ｕ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ｄｍ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ｒａｓ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Ｊ Ｖｉｒｏｌ，１９９８，７２（４）：

ｒａｔ

ｅｍｂｒｙｏ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ｉｎ

３０６０－３０６５．

［４］Ｋｗｕｎ

ＩＬｌ，Ｊｕｎｇ ＥＹ，Ａｈｎ ＪＹ。ｅｔ ａ１．ｐ５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２１（ｗａｎ）ｂｙ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ｖｉｒｕｓ ＮＳ３．Ｊ Ｇｅｎ Ｖｉｒｏｌ。

２００１。８２（Ｐｔ ９）：２２３５—２２４１。

［５］Ｇｏｎｇ Ｇ，Ｗａｄｓ Ｇ，Ｔｅｎｖｅｅｒ Ｒ，ｅｔ

ａ１．Ｈｕｍａｎ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ｖｉｒｕｓ

亦明显降低。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凋亡检测结果也表明，Ｆ

ＮＳ５Ａ

组细胞在诱导刺激２４ ｈ时，ＤＮＡｄｘ分子量碎片明显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ｕ＇ｅｓｓ．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ＳＴＡＴ－３ ａｎｄ ＮＦ－ｋａｐｐａ Ｂ．Ｐｒｏｃ

低于空白质粒及未转染ＨｅｐＧ：细胞系，但高于Ｃ
组。与流式细胞术的检测结果基本相符，从而提
示。外源性基因１ｂ型Ｆ的引入及表达对细胞的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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