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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人疱疹病毒 8 K6基因编码的产物病毒巨噬细胞炎性蛋白(v iral m acrophage inflamm a to ry prote in, vM IP)是否

具有结合趋化因子受体以及趋化作用。方法:受体配体交联试验检测 vM IP与受体结合能力。趋化实验及细胞内钙流检测判

断 vM IP的生物学活性。结果:vM IP可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 C s)膜上的趋化因子受体结合 , 抑制 hM IP-1α对 PBM C的趋

化能力 , EC50为 3. 39 ng /m l。其本身只有较弱的趋化能力。钙流实验证实 vM IP轻度升高胞内钙离子浓度 , 但可明显抑制

hM IP-1α所引起的胞内钙离子高峰。结论:重组 vM IP与 hM IP-1α受体(CCR5)结合后 , 可有效的阻断人源性趋化因子的结合

与信号传导 , 但其本身对细胞未有明显的激活作用 , 因此可作为趋化因子受体的天然阻断剂 , 可用于免疫移植中的排斥反应

或 H IV-1病毒感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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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bio log ical activ ities of vira l m acrophage inflamm atory prote in(vM IP) encoded by K6 gene of

hum an he rpe svirus 8. M ethods:Com bined ability o f vM IP to receptors w as measured by C ross-link ing assay s. B io log ica l activ ity of

vM IP w ere m easured w ith C ellu la r chem otaxis assay s and calcium mobiliza tion. R esu lts:Cross-link ing a ssays show ed tha t vM IP bound

w ith receptors o f peripheral blood m ononuc lea r, and vM IP suppressed by chem o tac itic ac tiv ity of PBM C s to hum an mac rophage

inflamm atory pro te in(hM IP-1α) and EC50 =3. 39 ng /m .l Bu t itself w as no t rem a rkably assoc iated w ith the no rm a l, rapid mobiliza tion of

ca lcium from intrace llular stores. Instead, it b lo cked ca lcium mobiliza tion induced by endogenous chem ok ines. C onclusions:The study

has dem onstrated tha t vM IP can bind to recepto r of hM IP-1(CCR5) and stop it from hM IP-1 and conduction o fm essage s. Bu t itself did

not induce cellu la r chem otaxis, m eaning tha t vM IP has ab ility o f bind ing to CCR5 sim ilar hM IP-1α and absent of func tion activa ting

receptor like hM IP-1α, so vM IP on ly has sea ling e ffect on CCR5. Th is a lso suggests tha t only of e ffects o f vM IP is to seal CCR5 of host

ce lls, vM IP is the na tural sealing fac to r for CCR5 and re su lt in inhib iting inflamm a to ry reac tion media ted by in te rac tion between CCR5

and human M IPs, so po ssib ly it is important va lue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 ent o f inflamm ation, transplan tion immunity and H IV

infection.

[ Keyw ords] chem o tac tic fac to r, m acrophage;v iral m acrophage in flamma tory pro te in;chem ok ine recepto r;chem otax is a ssays;ca lcium

m ob ilization

　　自 1988年发现第一个趋化因子单核细胞趋化

蛋白-1(m onocyte chem oattractant pro te in, MCP-1)以

来 ,趋化因子及其受体的结构与功能已经成为众多

学者研究的热点 ,在多种生理 、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如炎症过程中淋巴细胞的迁移 、H IV感染 、移

植排斥 、类风湿疾病等
[ 1]

。造成器官移植失败的原

因包括移植创伤和急慢性排斥反应 ,整个过程都伴

随着急性和慢性炎症
[ 2, 3]

,炎症局部以单核 /巨噬细

胞及 T淋巴细胞的广泛浸润为特征。而趋化因子

对免疫细胞向移植物内浸润起主导作用 。近几年国

内外很多研究报道人疱疹病毒 8 K6基因所编码的

病毒趋化因子 vM IP (viral m ac rophage in flamm atory

prote in , vM IP)与 CC趋化因子的同源性为 41%
[ 4]

。

可结合多个人趋化因子受体
[ 5, 6]

。趋化因子的作用

受控于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 ,因此与人趋化因子高

度同源的 vM IP在体内就可能干扰免疫效应细胞的

选择性迁移和局部募集能力 。本研究在单个细胞水

平探讨 vM IP与人趋化因子单核细胞炎性蛋白-1α

(hM IP-1α)在细胞活性及信号传导间的关系 ,从而

阐明趋化因子及其类似物的作用机制 , 初步研究

vM IP在机体免疫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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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vM IP (R＆D System );hM IP-1α

(Pepartech公司 );24孔 Tansw ell(美国 Co rning公

司 );流 式 细 胞 仪 ( FACSC alibu r BECTON

DICK INSON);Fluo-3-AM (美国 B io tium公司);DSS

(B io techno logy );羊 M IP 的单 克隆抗体 (R＆D

System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羊 IgG (北京

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 2　方法　
1. 2. 1　淋巴细胞的分离　按蔗聚糖 泛影葡胺液离

心法进行。取静脉血 ,肝素抗凝 (20 u /m l),加 2倍

体积的 PBS液稀释混匀 ,缓慢注入铺有等体积的淋

巴细胞分离液的刻度离心管中 , 400 r /m in离心 30

m in,缓慢吸出淋巴细胞层 , 再用 PBS缓冲液洗 2

遍 ,即可得到较为纯净的淋巴细胞。调整细胞浓度

至 (5 ～ 10) ×10
6

/m l,重悬于完全培养基 (含 10%小

牛血清 , 100 u /m l青霉素 , 100 μg /m l链霉素和

RPM I-1640培养液)。

1. 2. 2　细胞膜受体配体交联试验 (改良的 C ross-

link ing试验 )　调整细胞密度每毫升约 1 ×10
7
个 ,

取细胞悬液 ,分别与 hM IP、vM IP和 D-H anks液孵育

2 h,加入 1 mm o l /L的 DSS, D-H anks悬起细胞单层

涂片 ,甲醛固定 ,水洗 ,再用 H2O 2阻断内源性 H RP。

滴加兔抗 M IP(0. 2 μg /m l)室温 2 h;滴加 1∶500稀

释的羊抗兔 IgG , DAB显色 ,封片后观察结果 。

1. 2. 3　体外趋化性分析　调整细胞密度为每毫升

1 ×10
6
个 , 24孔 Transw e ll趋化小室上室加 100 μl

细胞悬液 ,下室加 250 μl趋化缓冲液 (0. 5% BSA、

100 u /m l青霉素 、 100 μg /m l链霉素和 RPM I-1640

培养液 ),在趋化孔下室加入 vM IP(100 ng /m l), 以

hM IP-1α为阳性对照。 37℃, 5%CO 2培养箱孵育

2 h,去膜 ,收集迁移到下室的细胞 ,并用血球计数板

计数。

1. 2. 4　对 hM IP-1α的趋化抑制实验　细胞处理同

上趋化性分析 ,预先用不同浓度 vM IP在 4℃条件下

处理 30 m in。 24孔 Transw e ll下层小室加 250 μl趋

化缓冲液 (含 10 ng /m l hM IP-1α), 上层小室加

100 μl处理的细胞悬液 ,余处理同上。

1. 2. 5　vM IP对淋巴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影响　调

整细胞密度为 2 ×10
6

/m l, 细胞悬液与 vM IP及

hM IP-1α在 4℃处理 30 m in后 ,加于 24孔培养板

中 ,在 37℃, 5%CO2温箱中培养 24 h。调整 PBMC s

以 1 ×10
7

/m l浓度与终浓度为 5 μm o l /L的 F luo-3 /

AM分子探针孵育 60 m in。 0. 5 m l H epe s缓冲液重

悬细胞沉淀 ,流式细胞仪检测 。激发光为氙离子激

光 ,波长 448 nm ,检测 530 nm的荧光。经 Chronys

软件分析 。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果

2. 1　细胞膜受体配体交联实验　阴性对照细胞基

本无着色 ,用 hM IP-1α的阳性对照细胞的胞膜成深

褐色 ,实验组 vM IP组细胞的胞膜着色也较深 (见图

1)。由此可见 , vM IP与 PBM C胞膜上的趋化因子受

体相结合 。

2. 2 　体外趋化性分析 　相对于培养基对照组 ,
hM IP-1α对 PBM Cs有明显趋化作用 (P <0. 05), 100

ng /m l的 vM IP对 PBMC s亦有趋化作用 (P <0. 01)

(见表 1)。

表 1　 vM IP对人 PBM Cs的趋化效应比较(n i =3;x±s)

分组 趋化细胞数(个) F P MS组内

对照组 10 833 ±1 443　

hM IP-1α组 62 500 ±7 500** 90. 38 <0. 01 22 222 339. 330

vM IP组 34 167 ±2 887**
##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 <0. 01;与 hM IP-1α组比较##P <0. 01

2. 3　对 hM IP-1α的趋化抑制实验　vM IP-Ⅱ在 0. 1

～ 1 000 ng /m l浓度间能明显抑制 hM IP-1α对

PBMC s的趋化性迁移 (P <0. 01),并呈剂量依赖性 ,

抑制率达 19. 78% ～ 81. 54%。 EC50为 3. 39 ng /m l

(见表 2)。

2. 4　细胞内钙流检测结果　hM IP-1α可明显诱导

细胞钙离子浓度升高(P <0. 01),而 vM IP亦可诱导

胞内钙离子浓度增高 (P <0. 05);同时 , vM IP预处

理的细胞可使 hM IP-1α诱导的细胞内钙离子浓度

明显下降 (P <0. 01)(见表 3)。

3　讨论

　　病毒侵染靶细胞后 ,均可编码一些病毒性因子

或受体 ,以干扰靶细胞的正常生命活动 ,人类疱疹病

毒 8(hum an herpes v irus 8, HHV 8)编码的趋化因子

类似物 vM IP可能与病毒的靶向性或抑制宿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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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炎性反应有关。大多数趋化因子在炎症反应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吸引特定的炎症细胞于炎症部位参

与炎症反应 ,其作用的发挥通过与其受体的结合来

完成
[ 7]

。作为广谱的趋化因子受体拮抗剂 ,显示出

vM IP可作为一个潜在的免疫调控器 ,通过阻断趋化

因子对炎症细胞的趋化作用而达到抗炎的目的 。其

和趋化因子结合蛋白作为有效的抗炎剂在动物模型

中已经被证明。郑红等
[ 8]
发现 vM IP对小鼠异体皮

肤移植免疫排斥反应有抑制作用;Chen等
[ 9]
利用

W istar-Kyo to鼠建立肾炎模型 ,每天注射一定浓度的

vM IP,可有效减少白细胞浸润 ,明显降低肾的炎性

损伤。

表 2　 vM IP趋化抑制实验(n i =4;x ±s)

分组
vM IP /hM IP
(ng /m l)

下室细胞数
抑制

细胞数

趋化

抑制率(%)

对照组

0 /0 11 250 ±3 227　　 — —

0 /10 99 375 ±8 750　　 — —

实验组

0. 1 /10 81 875 ±6 250* *△△##
★ ★☆☆ 17 500 ±2 887 19. 78

1. 0 /10 59 375 ±8 260**△ △
##★★ 40 000 ±2 041 45. 48

10. 0 /10 40 625 ±9 437**
△ 58 750 ±3 227 66. 87

100. 0 /10 30 000 ±7 360** 69 375 ±5 154 78. 81

1 000. 0 /10 27 500 ±4 564** 71 875 ±5 543 81. 54

F 77. 88 — —

P <0. 01 — —

MS组内 51 681 527. 710 — —

　　q检验:与阳性对照组 (0 /10)比较* *P <0. 01;与实验组

(1 000. 0 /10)比较△P <0. 05, △△P <0. 01;与实验组(100. 0 /10)

比较##P <0. 01;与实验组(10. 0 /10)比较★ ★P <0. 01;与实验组

(1. 0 /10)比较☆☆P <0. 01

　表 3　 vM IP及 LPS对 PBM C s细胞质内游离钙离子浓度的

影响(ni =3;x ±s)

分组 Fluo-3峰值 F P MS组内

对照组 14. 95 ±1. 17

vM IP组 18. 53 ±1. 78* 41. 21 <0. 01 1. 978

hM IP-1α组 36. 79 ±0. 92* *
△ △

vM IP /hM IP-1α组 26. 12 ±1. 59* *##
△ △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 <0. 05, **P <0. 01;与 vM IP组比较

△△P <0. 01;与 hM IP-1α组比较 ##P <0. 01

　　但受体与配体结合存在 “多对一 ”和 “一对多 ”

的关系 ,即多种因子与同一受体结合 、一种因子可与

多种受体结合
[ 10]

。目前 ,仍未澄清所有趋化因子受

体的功能和表达形式及各种受体在不同细胞中的信

号传递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剖析作为广谱受体结合

能力的 vM IP在局部炎症及免疫反应的调控中所担

任的角色 。

本研究在体外趋化性实验中 ,分别探讨了 vM IP

对人源性趋化因子的趋化抑制作用及其对 PBMC s

的趋化作用 。在趋化抑制实验中 ,发现经 vM IP预

处理的 PBMC s细胞相对于未处理组呈剂量依赖性

的降低了对 hM IP-α的趋化性迁移。在 0. 1 ～ 1 000

ng /m l浓度间抑制率达 19. 78% ～ 81. 54%, EC50的

有效浓度为 3. 39 ng /m l。证明 vM IP-Ⅱ可高亲和力

的结合 PBMC s膜上趋化因子受体 ,并阻断人源性趋

化因子在人 PBM C s上的作用。由于趋化因子的功
能是使白细胞选择性的向特定组织移行 , 因此 ,

vM IP的这一阻断作用有效地干扰了趋化因子对膜

上趋化因子受体的作用 。可见在动物模型中观察到

的 vM IP降低炎症的能力可能与其抑制效应细胞向

局部的迁移有关。

将 vM IP加在趋化小室的下室 , 可观察其对

PBMC s的趋化作用。发现 vM IP相对阴性对照组

(培养基组 ),对 PBMC s的趋化反应差异亦有显著

性。根据 N akano等
[ 11]
的数据显示 , vM IPs相对于阴

性对照能引起 THP-1细胞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

胞)的趋化 ,其最大趋化活性在 10 nm o l /L,并呈剂

量依赖性下降 。我们实验的 vM IP浓度是 13 nm o l /L

(100 ng /m l),推测因 PBMC s表达多种趋化因子受

体 ,而构建的细胞株高表达某几种趋化因子受体有

关。如单核细胞高表达 CCR8 ,而 vM IP对单核细胞

据报道
[ 12]
有趋化能力 。因此我们将进一步研究

vM IP所趋化的细胞类型 ,从而阐明其对局部浸润的

细胞类型的影响。
vM IP抑制趋化因子诱导活化 PBM Cs细胞的趋

化 ,但对非特异性刺激物植物血凝素 (PHA )刺激无

抑制作用 ,同时我们已经检测到 vM IP对细胞因子

的释放无抑制作用 。即 vM IP对正常机体的细胞免

疫功能无降低作用 。这与 Luttichau等
[ 13]
的发现一

致。细胞内游离钙离子浓度能反映细胞的状态 、药

物和环境等对细胞的影响。 B acon等
[ 14]
证明了趋化

因子的生物效应相对于缓慢的 、延长的钙流反应 ,所

引起的快速的钙流有关。研究发现 , vM IP与受体结

合后并不能引起细胞内快速的钙流 ,而是阻止了内

源性趋化因子诱导的钙流 ,从而对内源性趋化因子

起到一个抑制剂的作用 ,改变炎症局部的免疫状态。

其胞内钙离子浓度增高可能与引起的缓慢钙离子流

相关 ,而胞内钙离子浓度快速或缓慢增高可引起细

胞不同的活性功能 。我们以后将进一步观察不同时

相胞内钙离子浓度峰值的变化。

本研究证明了 vM IP可结合受体 ,抑制 hM IP-1α

对细胞的激活和趋化活性 ,但不引起细胞的趋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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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信号 ,即具有 hM IP-1α结合受体的能力 ,但不

具备引起细胞功能的性能 。由此提示了 vM IP的作

用之一是封闭受体如 CCR5,抑制 CCR5与正常人源

性 M IP-1α结合而发生炎性反应 。

趋化因子及其受体的相互作用对淋巴细胞的影

响是多方面的 ,而且是十分复杂的 ,目前还没有完全

弄清楚 。但是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将为治疗人类

的某些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 、器官移植和免疫缺

陷病开辟新的途径。趋化因子拮抗剂和干扰趋化因

子受体介导的信号传递的分子发现以及趋化因子及

其受体的基因疗法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vM IP利用其与人源性趋化因子的高度同源性

及广泛的受体结合特性 ,推测他们天然的或修饰成

分在人类中将成为一个有用的治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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