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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感染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激活炎症因子

表达及诱导细胞凋亡和焦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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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寨卡病毒感染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后引起炎症因子的变化，以及诱导细胞死亡的方式。　方法

　用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在不同时间点收集细胞培养上清并提取细胞总ＲＮＡ和细胞总蛋白。采用

ＬｕｍｉｎｅｘｘＭＡＰ技术检测上清中 ＧＭＣＳＦ、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ＣＣＬ２、ＭＤＣ、ＣＣＬ５、ＩＮＦα、ＭＤＣ、ＩＬ１２ｐ７０细胞因子含

量；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目的基因在 ｍＲＮＡ水平的相对表达量；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目的基因在蛋白水平的相对

表达量；采用ＣＣＫ８检测细胞活力；采用ＬＤＨ释放试验检测细胞膜损伤程度；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

ＦＩＴＣ／ＰＩ双标染色细胞分群。　结果　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后引起ＧＭＣＳＦ、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ＣＣＬ

２、ＣＣＬ５分泌增加，荧光定量ＰＣＲ结果与ＬｕｍｉｎｅｘｘＭＡＰ检测结果一致；寨卡病毒感染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７２ｈ后

焦亡相关基因在 ｍＲＮＡ水平表达增加，焦亡相关蛋白被激活，细胞活力下降５０％，细胞膜完整性丧失，转染ｓｉＲＮＡＮＬ

ＲＰ３或加入ＮＬＲＰ３抑制剂 ＭＣＣ９５０、Ｃａｓｐａｓｅ１抑制剂ＶＸ７６５后再感染寨卡病毒焦亡相关蛋白活性降低；寨卡病毒感

染 ＨＵＶＥＣｓ后凋亡相关蛋白表达增加，流式检测凋亡细胞群占比增加。　结论　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

ＳＹ５Ｙｓ后引起ＧＭＣＳＦ、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ＣＣＬ２、ＣＣＬ５表达增加，可能与寨卡病毒引起的炎症因子风暴相关；寨卡病

毒感染两种细胞后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引起的细胞焦亡部分依赖于 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途径；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同时引

起依赖于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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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寨卡病毒是一种蚊媒传播的黄病毒，最早于１９４７

年分离自乌干达寨卡森林的非人灵长类动物［１］。截至

２０１６年，寨卡病毒先后在非洲、南太平洋地区、美洲地

区等多地出现不同规模的疫情爆发，已成为严重的世

界公共卫生问题［２－３］。寨卡病毒感染后表现为不明显

的发热症状，但其嗜神经性可引起胎儿小头畸形、格林

巴利综合征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４－５］。有证据表

明，在孕妇的羊水以及小头畸形胎儿的脑组织中检测

到寨卡病毒，提示寨卡病毒可以穿过胎盘屏障进而感

染胎儿［６－７］。寨卡病毒可感染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ｍａｎ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ＶｅｉｎＥｎｄｏｔｈｅ

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ＨＵＶＥＣ）、ＳＫＮＳＨ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的亚

系 ＳＨＳＹ５Ｙ 等 人 体 重 要 的 屏 障 细 胞 和 神 经 细

胞［８－１０］，并能够在这些细胞内持续复制，引起细胞死

亡，但寨卡病毒引起细胞死亡的方式仍不明确。

细胞死亡包括细胞凋亡、坏死、焦亡。凋亡是目前

研究较深入的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其经典途径

以激活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３（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１１］为特点；焦

亡是一种新发现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近年来备受

关注，其以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１为特征，有活性的Ｃａｓｐａｓｅ

１可进一步剪切白介素１β（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β，ＩＬ１β）前体

和白介素１８（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８，ＩＬ１８）前体，形成成熟的

ＩＬ１β和ＩＬ１８，释放到细胞外，引起细胞严重的炎症

反应，从而导致细胞迅速死亡［１２－１３］。有研究表明寨卡

病毒感染免疫细胞、胶质细胞和单核细胞后可激活

ＮＬＲＰ３（Ｎｏｄ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３，ＮＬＲＰ３）炎性小

体，继而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１，促进ＩＬ１β成熟与分泌，从而

引起细胞免疫反应［１４－１８］。ＮＬＲＰ３是目前研究较多的

炎症小体，许多病原体可以激活ＮＬＲＰ３，形成有活性

的ＮＬＲＰ３炎性小体，从而切割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形成有活性

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Ｐ２０）片段，进而活化ｐｒｏＩＬ１β和ｐｒｏ

ＩＬ１８，之后引起细胞焦亡
［１２］［１９］，许多病毒比如流感病

毒、脑心肌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型病毒Ｉ型、肠道病

毒７１型都可激活ＮＬＲＰ３小体，引起炎症反应
［２０－２３］。

此外，寨卡病毒感染可引起ＩＬ６、ＩＬ８、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趋化因子配体２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ｌｉｇａｎｄ２，ＣＣＬ２）、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ＴＧＦβ）等炎性因子分泌增

加，引起细胞因子风暴［２４－２６］。本研究通过观察寨卡病

毒感染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细胞后引起炎症因子

水平的改变和诱导的细胞焦亡或凋亡情况；以明确寨

卡病毒诱导的细胞死亡方式。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病毒和细胞　寨卡病毒Ｚ１６００６引自广东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用Ｖｅｒｏ细胞进行扩大培养并保种；

ＨＵＶＥＣ为本实验室保存；ＳＨＳＹ５Ｙ购自江苏凯基

生物有限公司；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分别用含有

１０％胎牛血清的ＤＭＥＭ 高糖培养基和 ＭＥＭＦ１２培

养基在５％ＣＯ２、３７℃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１．２　主要试剂　ＤＭＥＭ高糖培养基和胎牛血清购自

美国Ｇｉｂｃｏ公司；ＭＥＭＦ１２购自江苏凯基生物公司；

引物与探针及转染试剂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３０００为美国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产品；细胞内总 ＲＮＡ 提取试剂

ＲＮＡｉｓｏ，逆转录试剂盒及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染料法实时荧

光定量ＰＣＲ试剂盒购自日本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Ｔａｑｍａｎ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试剂盒购自德国 ＤＢＩ公司；

ＣＣＫ８试剂盒购自日本同仁公司；兔抗人Ｃａｓｐａｓｅ１、

ＩＬ１β、ＮＬＲＰ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３抗体购自美国ＣＳＴ公司；鼠

抗人βａｃｔｉｎ和 ＢＡＸ抗体购自 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ｅｃｈ公司（中

国）；ＨＲＰ山羊抗鼠和山羊抗兔抗体以及ＥＣＬ显色液

购自美国Ｂｉｏｗｏｒｌｄ公司；ＰＶＤＦ膜和多因子检测试剂

盒购自德国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ＬＤＨ 释放检测试剂盒购

自碧云天公司（中国）；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ＦＩＴＣ／ＰＩ凋亡检测

试剂盒购自联科生物公司；ＭＣＣ９５０和 ＶＸ７６５均购

自Ｓｅｌｌｅｃｋ公司（中国）。

２　方法

２．１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目的基因　用苯酚－氯

仿抽提法提取细胞内总 ＲＮＡ，测浓度后取１μｇ的

ＲＮＡ逆转录成ｃＤＮＡ，采用Ｔａｑｍａｎ探针法检测寨卡

病毒Ｅ基因的相对表达量，采用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染料法

检测ＧＡＰＤＨ和其它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结果用

２？ΔΔＣｔ计算各目的基因相对于 ＧＡＰＤＨ 增加或减

少的倍数。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使用的引物和探针序

列如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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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探针和引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犪狀犱狆狉狅犫犲狌狊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狊狋狌犱犻犲狊

引物名称

Ｐｒｉｍｅｒ

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ＺｉｋａＥ基因Ｆ ＣＶＧＡＣＡＴＧＧＣＴＴＣＧＧＡＣＡＧＹ

ＺｉｋａＥ基因 Ｒ ＣＣＣＡＲＣＣＴＣＴＧＴＣＣＡＣＹＡＡＹＧ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Ｆ ＴＣＣＡＡＴＡＡＴＧＣＡＡＧＴＣＡＡＧＣＣ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Ｒ ＧＣＴＧＴＡＣＣＣＣＡＧＡＴＴＴＴＧＴＡＧＣＡ

ＮＬＲＰ３Ｆ ＡＡＧＧＧＣＣＡＴＧＧＡＣＴＡＴＴＴＣＣ

ＮＬＲＰ３Ｒ ＧＡＣＴＣＣＡＣＣＣＧＡＴＧＡＣＡＧＴＴ

ＩＬ１βＦ ＣＡＣＧＡＴＧＣＡＣＣＴＧＴＡＣＧＡＴＣＡ

ＩＬ１βＲ ＧＴＴＧＣＴＣＣＡＴＡＴＣＣＴＧＴＣＣＣＴ

ＧＡＰＤＨＦ ＧＴＣＡＡＧＧＣＴＧＡＧＡＡＣＧＧＧＡＡ

ＧＡＰＤＨＲ ＡＡＡＴＧＡＧＣＣＣＣＡＧＣＣＴＴＣＴＣ

ＧＭＣＳＦＦ ＡＧＴＴＣＴＣＴＧＧＡＧＧＡＴＧＴＧＧＣ

ＧＡＰＤＨＲ ＣＴＣＡＧＧＴＴＣＡＧＧＡＧＡＣＧＣＣ

ＩＬ６Ｆ ＡＴＧＡＡＣＴＣＣＴＴＣＴＣＣＡＣＡＡＧＣＧ

ＩＬ６Ｒ ＴＧＴＧＧＧＧＣＧＧＣＴＡＣＡＴＣＴＴ

ＩＬ８Ｆ ＡＧＡＡＡＣＣＡＣＣＧＧＡＡＧＧＡＡＣＣ

ＩＬ８Ｒ ＴＣＣＴＴＧＧＣＡＡＡＡＣＴＧＣＡＣＣＴ

ＣＣＬ５Ｆ ＣＣＧＡＡＡＧＡＡＣＣＧＣＣＡＡＧＴＧＴ

ＣＣＬ５Ｒ ＣＣＣＡＡＧＣＴＡＧＧＡＣＡＡＧＡＧＣＡＡ

ＣＣＬ２Ｆ ＡＡＴＣＡＡＴＧＣＣＣＣＡＧＴＣＡＣＣＴ

ＣＣＬ２Ｒ ＧＧＧＴＣＡＧＣＡＣＡＧＡＴＣＴＣＣＴＴ

ＴＮＦαＦ ＣＴＧＧＧＧＣＣＴＡＣＡＧＣＴＴＴＧＡＴ

ＴＮＦαＲ ＧＧＣＣＴＡＡＧＧＴＣＣＡＣＴＴＧＴＧＴ

ＺｉｋａＥ基因探针 ＡＧＧＴＧＡＡＧＣＣＴＡＣＣＴＴＧＡＣＡＡＧＣＡＲＴＣＡ

２．２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目的蛋白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

ＳＹ５Ｙｓ分别铺于细胞培养皿中，进行不同的处理，培

养结束后弃去上清，用４℃预冷的ＰＢＳ润洗细胞３

次，加入ＲＩＰＡ强裂解液，冰上裂解１０ｍｉｎ，１４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３．５ｃｍ）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清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然后电转至ＰＶＤＦ膜上，用５％的脱

脂奶粉室温封闭２ｈ；加入１％ ＢＳＡ稀释的一抗，４℃

摇床过夜，ＴＢＳＴ洗膜３次，每次５ｍｉｎ，加入ＴＢＳＴ稀

释的相应二抗（１∶１００００）后１ｈ，洗膜３次，显影，拍

照保存。

２．３　流式细胞检测细胞凋亡　将细胞接种于６孔板，

做不同的处理后弃去上清，用ＰＢＳ洗一次，用不含

ＥＤＴＡ的胰酶将细胞消化收集到１．５ＥＰ管中，１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３．５ｃｍ）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用ＰＢＳ

洗一次，离心洗涤１次弃上清，用３００μＬ结合缓冲液

重悬细胞，加入１０μＬＦＩＴＣ染料，５μＬＰＩ染料，染色

１５ｍｉｎ后用ＢＤＦＡＣＳＤｒｉａ流式细胞仪检测，分析细

胞凋亡情况。

２．４　ＣＣＫ８检测细胞活力　将 ＨＵＶＥＣｓ和 ＳＨ

ＳＹ５Ｙｓ接种于９６孔板，加入２００μＬ完全培养基，进

行不同的处理；到检测时间前２ｈ加入１／１０体积的

ＣＣＫ８溶液，混匀，继续培养２～４ｈ，用酶标仪检测各

孔Ａ４５０ 值。

２．５　细胞 ＬＤＨ 释放检测　将 ＨＵＶＥＣｓ和 ＳＨ

ＳＹ５Ｙｓ接种于９６孔板，加入２００μＬ完全培养基，进

行不同的处理，检测前１ｈ在ＬＤＨ释放最大处理组中

加入２０μＬＬＤＨ释放试剂，用平板离心机离心，２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３．５ｃｍ）离心５ｍｉｎ。按照说明书方

法配制检测液，取新的９６孔板每孔加入６０μＬ检测

液，再依次加入各孔上清１２０μＬ。常温孵育３０ｍｉｎ，

用酶标仪检测各孔Ａ４９０ 值。

２．６　ｓｉＲＮＡ转染　将 ＨＵＶＥＣｓ接种于６孔板中，１２

ｈ后进行转染。将４μＬ２５ｎｍｏＬ／Ｌ的ｓｉＲＮＡＮＣ和

ｓｉＲＮＡＮＬＲＰ３分别与１００μＬＤＭＥＭ 混匀配成 Ａ

液，６μＬ的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３０００与１００μＬＤＭＥＭ混

匀配成Ｂ液，将 Ａ液与Ｂ液充分混匀，常温静置５～

１０ｍｉｎ，加入对应的孔内，孵育６ｈ，换维持液。用荧光

定量ＰＣＲ检测ｓｉＲＮＡ转染效率。

２．７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采用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ｍ

５软件作图。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寨卡病毒感染 犎犝犞犈犆狊和犛犎犛犢５犢狊炎症因子表

达水平

将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接种到６孔板中，用

不同 ＭＯＩ的病毒感染细胞，每个处理组做３个复孔。

分别在感染后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收集培养上清和细胞，

通过ＬｕｍｉｎｅｘｘＭＡＰ多因子检测试验，采用默克多因

子检测试剂盒，检测 ＧＭＣＳＦ、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

ＣＣＬ２、ＣＣＬ５、ＭＤＣ、ＩＮＦα、ＩＬ１２ｐ７０含量。结果显

示，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感染寨卡病毒后随着时

间的延长，ＭＯＩ越大，培养上清中ＧＭＣＳＦ、ＩＬ６、ＩＬ

８、ＴＮＦα含量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ＭＤＣ、ＩＮＦα、

ＩＬ１２Ｐ７０含量未发生明显变化（图１Ａ，Ｃ）。在 ＨＵ

ＶＥＣｓ培养上清中，随时间的延长，ＭＯＩ越大，ＣＣＬ２

含量逐渐增加，而在ＳＨＳＹ５Ｙｓ培养上清中ＣＣＬ５含

量逐渐增加。同时收集细胞，提取细胞内总ＲＮＡ，逆

转录后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细胞内炎症因子的水

平变化，结果与上清检测的结果趋势基本一致（犘＜０．

０５）（图１Ｂ，Ｄ）。

２　寨卡病毒感染 犎犝犞犈犆狊和犛犎犛犢５犢狊引起的细胞

死亡

２．１　寨卡病毒感染ＨＵＶＥＣ引起细胞的凋亡和焦亡

将ＨＵＶＥＣｓ接种于９６板中，用不同 ＭＯＩ的寨卡病

毒感染细胞，分别在感染后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用ＣＣＫ８

检测细胞活力，用 ＬＤＨ 释放检测试剂盒检测各组

ＬＤＨ释放程度，评估细胞膜完整性。结果显示，在病

毒感染７２ｈ，ＭＯＩ分别为１和１０时细胞活力下降至

５６％、５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图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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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４８～７２ｈ，ＭＯＩ为１和１０实验组的ＬＤＨ释

放量相对于对照组增加１０％～１３％，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１）（图２Ｂ），说明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

后细胞膜完整性丧失。因此将寨卡病毒感染后４８ｈ

和７２ｈ作为凋亡和焦亡研究的时间点。

　　

图１　寨卡病毒感染 犎犝犞犈犆狊和犛犎犛犢５犢狊后细胞培养上清和细胞内炎症因子水平变化

犉犻犵．１　犣犻犽犪狏犻狉狌狊犻狀犱狌犮犲狊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犮狔狋狅犽犻狀犲狊犻狀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犎犝犞犈犆狊犪狀犱犛犎犛犢５犢狊

　　将 ＨＵＶＥＣｓ接种于６孔板中，处理方法同前，用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寨细胞内焦亡相关基因 ＮＬＲＰ３、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ＩＬ１β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寨卡病毒感

染７２ｈ后，当 ＭＯＩ分别是０．１、１、１０时，ＮＬＲＰ３相对

表达量依次为对照组的６．２５、８．９４、５．９倍，Ｃａｓｐａｓｅ１

的相对表达量依次为对照组的２．０８、２．３６、２．３５倍，

ＩＬ１β相对表达量依次为对照组的４．５、５．５８、３．６７

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寨卡病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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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ＶＥＣｓ中可持续复制，随着时间的增加，ＭＯＩ越

大，病毒的相对表达量越高（图２Ｃ）。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检测焦亡相关基因在蛋白水平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

寨卡病毒感染７２ｈ后，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活性片段的

条带明显加深（图２Ｄ），表明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

后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被激活。初步说明寨卡病毒感

染 ＨＵＶＥＣｓ后发生了焦亡。

　　

图２　寨卡病毒感染犎犝犆犈犆狊诱导细胞焦亡和凋亡

犉犻犵．２　犎犝犞犈犆狊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狑犻狋犺犣犻犽犪狏犻狉狌狊犻狀犱狌犮犲狊狆狔狉狅狆狋狅狊犻狊犪狀犱犪狆狅狆狋狅狊犻狊

　　将 ＨＵＶＥＣｓ接种于６孔板中，处理方法同前，用

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不同时间点、不同ＭＯＩ凋亡细胞

群的分布情况。结果显示，处于Ｑ２即ＰＩ阴性而Ａｎ

ｎｅｘｉｎＶＦＩＴＣ阳性的早期凋亡细胞群和处于 Ｑ３即

ＰＩ和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ＦＩＴＣ双阳性的晚期凋亡细胞群着

时间的延长，ＭＯＩ越大，这两部分细胞越多。感染７２

ｈ后，ＭＯＩ为１０的Ｑ２＋Ｑ３细胞比例达１８％，是对照

组的４倍，初步判断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后发生

了凋亡（图２Ｆ）。同时，提取细胞内总蛋白，检测凋亡

相关基因蛋白含量的变化，结果显示寨卡病毒感染７２

ｈ后，细胞内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活性片段和ＢＡＸ的蛋白表

达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加，说明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后发生了依赖于Ｃａｓｐａｓｅ３激活的细胞凋

亡，与流式结果相互印证（图２Ｅ）。

２．２　寨卡病毒感染ＳＨＳＹ５Ｙｓ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及诱

导细胞死亡情况　用ＣＣＫ８检测细胞活力，结果显示

在病毒感染７２ｈ，ＭＯＩ分别为１和１０时，细胞活力下

降至７７％、４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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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Ａ）。ＬＤＨ释放检测显示，随着时间的延长，ＭＯＩ越

大，ＬＤＨ释放越多，在７２ｈ、ＭＯＩ分别为１和１０时

ＬＤＨ释放达４９％和２４％，是对照组的９．８和４．８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图３Ｂ）。由于 ＭＯＩ

为１０的实验组细胞数量在４８～７２ｈ时基本没有增

殖，且有大量死亡，所以相对ＬＤＨ 释放量不及 ＭＯＩ

为１的实验组高。

　　

图３　寨卡病毒感染犛犎犛犢５犢狊引起的细胞焦亡

犉犻犵．３　犛犎犛犢５犢狊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狑犻狋犺犣犻犽犪狏犻狉狌狊犻狀犱狌犮犲狊狆狔狉狅狆狋狅狊犻狊

　　荧光定量ＰＣＲ显示，寨卡病毒感染ＳＨＳＹ５Ｙｓ

７２ｈ后细胞内焦亡相关基因 ＮＬＲＰ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ＩＬ

１β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当 ＭＯＩ为１、１０时，

ＮＬＲＰ３的相对表达量是未感染病毒对照的３．１、３．７

倍，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相对表达量是对照组的３．１，３．５倍，ＩＬ

１β相对表达量是对照的１．５、１．７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犘＜０．０５），寨卡病毒在ＳＨＳＹ５Ｙｓ中可持续

复制，随着时间的增加，ＭＯＩ越大，病毒的相对表达量

越高（图３Ｃ）。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焦亡相关基因在蛋

白水平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寨卡病毒感染细胞７２ｈ

后，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活性片段条带明显加深，说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被激活（图３Ｄ）。初步说明寨卡病

毒感染ＳＨＳＹ５Ｙｓ后发生了焦亡。

流式检测显示，处于Ｑ２即ＰＩ阴性而ＡｎｎｅｘｉｎＶ

ＦＩＴＣ阳性的早期凋亡细胞群无明显变化，说明细胞

未发生早期凋亡。处于Ｑ３即ＰＩ和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ＦＩ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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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性的晚期凋亡细胞群随着时间的延长，ＭＯＩ越

大，这部分细胞越多，在感染７２ｈ后，ＭＯＩ为１和１０

的实验组中这部分细胞比例达１４％和２１．６％，说明寨

卡病毒感染ＳＨＳＹ５Ｙｓ后细胞膜受损（图３Ｅ），是晚

期凋亡和焦亡的共同特点。同时，收集细胞内总蛋白，

检测凋亡相关基因蛋白含量的变化，结果显示寨卡病

毒感染７２ｈ后，细胞内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和ＢＡＸ的蛋白表达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变化（图３Ｆ）。说明寨卡病

毒感染ＳＨＳＹ５Ｙｓ后细胞未发生凋亡。

２．３　寨卡病毒诱导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１依赖的细胞焦亡及

其依赖的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途径

２．３．１　寨卡病毒诱导的细胞焦亡依赖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

激活　将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接种于细胞培养皿

中，应用特异性Ｃａｓｐａｓｅ１活性抑制剂ＶＸ７６５预处理

细胞１２ｈ，然后用 ＭＯＩ为１的寨卡病毒感染，７２ｈ后

提取细胞内总蛋白，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

和ＩＬ１β蛋白激活水平。结果显示，在两种细胞中，加

入２５μｍｏＬ／Ｌ 和 ５０μｍｏＬ／Ｌ ＶＸ７６５ 预处理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活性片段条带与只感染病毒组相

比明显减弱。说明寨卡病毒诱导的细胞焦亡依赖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激活，（图４Ａ，Ｂ）。

　　

图４　犆犪狊狆犪狊犲１激活依赖的犖犔犚犘３炎症小体途径

犉犻犵．４　犜犺犲犪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犪狊狆犪狊犲１犱犲狆犲狀犱狅狀狋犺犲犪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犖犔犚犘３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狊狅犿犲

２．３．２　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途径　ＨＵＶＥＣｓ转染ｓｉＲ

ＮＡＮＬＲＰ３后４８ｈ和７２ｈ提细胞内总ＲＮＡ，荧光定

量ＰＣＲ检测ＮＬＲＰ３的沉默效果。结果显示，转染后

４８ｈ和７２ｈ，ｓｉＲＮＡＮＬＲＰ３组 ＮＬＲＰ３的相对表达

量是ｓｉＲＮＡＮＣ组的３０％，说明ｓｉＲＮＡ沉默效果明

显（图４Ｃ）。将 ＨＵＶＥＣｓ接种到细胞培养皿中，１２ｈ

后转染ｓｉＲＮＡＮＬＲＰ３，转染２４ｈ后以ＭＯＩ为１的寨

卡病毒感染细胞，４８ｈ后提细胞内总蛋白，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分析蛋白表达水平。结果显示，转染ｓｉＲＮＡＮＬ

ＲＰ３组与ｓｉＮＣ组相比，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活性片段

条带明显减弱，提示寨卡病毒诱导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１依赖

的细胞焦亡部分依赖于 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途径（图

４Ｄ）。

将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接种于细胞培养皿

中，应用ＮＬＲＰ３抑制剂 ＭＣＣ９５０预处理细胞１２ｈ，然

后以 ＭＯＩ为１感染寨卡病毒，感染７２ｈ后提取细胞

内总蛋白，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蛋

白表达水平。结果显示，在两种细胞中，加入 ４０

μｍｏＬ／Ｌ和６０μｍｏＬ／Ｌ ＭＣＣ９５０预处理后 ＮＬＲＰ３

的表达量无明显变化，而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活性片段

表达量与只感染病毒组相比明显减弱，但未恢复到不

加病毒组的水平（图４Ｅ，Ｆ）。进一步说明寨卡病毒诱

导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１依赖的细胞焦亡部分依赖于 ＮＬＲＰ３

炎症小体途径。

讨　论

由于寨卡病毒的嗜神经性，感染了寨卡病毒的孕

妇有一定的几率引起胎儿小头畸形、格林巴利综合

征［４－５］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而血管内皮细胞是胎

盘屏障的结构之一，因此本研究以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

ＳＹ５Ｙｓ为对象观察寨卡病毒感染后可引起的炎症因

子的改变，了解细胞的死亡方式，为寨卡病毒病的防治

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细胞因子是一组由细胞分泌的小分子蛋白，可以

调节细胞间信号传导和通讯。在健康人体中，这些细

胞因子维持平衡状态；当免疫系统因病原体感染、药

物、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因素过度激活时，可能会分泌大

量促炎因子，从而激活和招募其它免疫细胞，免疫细胞

分泌出更多细胞因子，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当细胞因

子的量突破某个阈值而失控导致炎症反应过度放大，

就会形成炎症风暴，即细胞因子风暴［２７－２８］。细胞因子

风暴在ＳＡＲＳ、ＭＥＲＳ和流感中都是导致患者死亡的

重要原因［２９－３１］。已有研究显示，与健康人群相比，被

寨卡病毒感染的病人血清中，某些促炎性因子如ＩＬ

１β、ＩＦＮγ、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ＣＣＬ２、ＴＧＦβ等细胞炎

性因子表达增加。本研究发现，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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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ＭＣＳＦ在寨卡病毒感染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后

均表达上调，分泌增加，说明这几种细胞因子在寨卡病

毒引起的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意义，而炎症反应与寨

卡病毒致病机制密切相关。

已有研究显示，寨卡病毒感染细胞后ＮＳ５参与并

激活ＮＬＲＰ３炎性小体，促进ＩＬ１β的分泌，引起炎症

反应［１４，１８］，ＮＬＲＰ３的释放同时又是新的危险信号，进

一步扩大炎症反应［３２］。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寨卡病毒

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和ＳＨＳＹ５Ｙｓ后焦亡相关基因 ＮＬ

ＲＰ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ＩＬ１β表达上调，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ＩＬ１β蛋

白被激活，而当加Ｃａｓｐａｓｅ１活性抑制剂后Ｃａｓｐａｓｅ１

和ＩＬ１β的活性被抑制，加入 ＮＬＲＰ３抑制剂后 ＮＬ

ＲＰ３本身没有变化，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和ＩＬ１β的活性被抑制

说明寨卡病毒感染这两种细胞后诱导了Ｃａｓｐａｓｅ１激

活的细胞焦亡，且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激活依赖于 ＮＬＲＰ３。

ＩＬ１β是引起炎症的细胞因子中的重要一员，其在焦

亡中的中心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而 ＮＬＲＰ３除了在

焦亡信号通路的上游，其本身的释放也可能加剧了炎

症反应。另外大部分研究用的细胞是单核细胞、巨噬

细胞等免疫细胞，本研究中的观察对象为与寨卡病毒

关系更为密切的内皮细胞和神经细胞，这对于寨卡病

毒的防治更有意义。

流式的结果显示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后早期

凋亡细胞群比例增加，早期和晚期凋亡细胞群总比例

增加，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显示Ｃａｓｐａｓｅ３活性片段和

ＢＡＸ在蛋白水平表达增加，说明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

ＶＥＣｓ后还发生了依赖于Ｃａｓｐａｓｅ３激活的细胞凋亡，

与文献［８］研究结果一致。在ＳＨＳＹ５Ｙｓ中，早期凋

亡细胞比例未增加，晚期凋亡细胞比例大幅增加，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显示Ｃａｓｐａｓｅ３活性片段和ＢＡＸ在

蛋白水平无明显变化。当细胞发生焦亡时，细胞细胞

肿胀、溶解破碎、ＡｎｎｅｘｉｎＶ和ＴＵＮＥＬ染色阳性，染

色质凝集［３３－３５］，凋亡晚期和焦亡的细胞都有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染色阳性这一特点，所以进一步验证了ＳＨＳＹ５Ｙｓ

感染寨卡病毒后发生了焦亡，这可能也是ＬＤＨ 释放

实验中ＳＨＳＹ５Ｙｓ比 ＨＵＶＥＣｓ的ＬＤＨ 释放比例更

高原因。

综上 所 述，寨 卡 病 毒 感 染 ＨＵＶＥＣｓ 和 ＳＨ

ＳＹ５Ｙｓ后引起 ＧＭＣＳＦ、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ＣＣＬ２、

ＣＣＬ５表达上调，分泌增加可能与寨卡病毒引起的炎

症因子风暴相关；寨卡病毒感染两种细胞后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引起的细胞焦亡部分依赖于 ＮＬＲＰ３炎症

小体途径；寨卡病毒感染 ＨＵＶＥＣｓ同时引起依赖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细胞凋亡。这为寨卡病毒的防治提供了

新的思路与线索。抗炎药物可以应用于寨卡病毒相关

疾病的治疗中，而ＮＬＲＰ３也可能成为新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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