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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KSHV)屬γ型人類皰疹病毒(human 
herpesvirus)，亦可稱為 HHV-8，與卡巴西斯肉瘤(Kaposi’s sarcoma)有關，常見於

AIDS 病人身上。KSHV 在宿主體內有潛伏(latency)與溶裂(lytic)兩種生命週期，

在溶裂期，病毒會採用許多不同策略調整細胞內環境，以便大量複製基因，組裝

並釋放病毒顆粒。先前的研究中指出，KSHV 會表現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vGPCR)，此訊息分子可促進細胞生長與增殖，但對於 vGPCR 的負向調控機制

並不清楚。本研究發現在 KSHV 中的一個小分子膜蛋白 K7，可以降解 vGPCR，
並抑制 vGPCR 的訊息傳導。首先，作者在轉染人類細胞中，偵測到 K7 可與 KSHV
作用。接著利用突變分析，證明 K7 的穿膜區塊(transmembrane domain)對與

vGPCR 的交互作用非常重要。另外藉由共軛焦顯微鏡發現，K7 會將 vGPCR 留

於內質網，並促進 vGPCR 進行 proteasomeal degradation。利用 shRNA 將 K7 
knockdown 後，則會使 vGPCR 蛋白質表現量增加，也促使 KSHV 進入溶裂期。

最後作者證實，K7 的表現會抑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新生(tumorige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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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研究發現 KSHV 會引起卡巴西斯肉瘤，常發現於 AIDS 的病患身上(Chang, 
Cesarman et al. 1994)，其感染也與 Primary effusion lymphoma(PEL)和
multicentric Castleman’s disease (MCD)有關。KSHV 基因組可製造超過 80 種

的病毒蛋白質，大多數之蛋白質會促使細胞增生和調控宿主內部環境

(Damania 2004)。而 vGPCR 則是其中一種，常發現於卡巴西斯肉瘤之中。

K7 能抑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新生，而減輕 KSHV 所導致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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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做過的研究 
vGPCR 會活化許多下游的訊息傳導，且會往上調控許多細胞與病毒基因的

轉錄活性，這些基因與細胞增生和管道內皮形成有關。另外，在轉殖 vGPCR
基因的老鼠中，會形成與人類的卡巴西斯肉瘤非常相似的腫瘤(Bais, Van 
Geelen et al. 2003)。當過度表現 vGPCR，會造成 COS-1 細胞死亡(Kirshner, 
Staskus et al. 1999)，因此 vGPCR 的表現和訊息傳導對 KSHV 的感染即為重

要。細胞的 GPCR 可以藉由 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UPS)或 lysosome 被

降解，lysosome 是藉由蛋白酶將蛋白質分解，而 UPS 則是在目標蛋白上加

上 ubiquitn 後，經由內質網將蛋白質移除(endoplasmic reticulum-associated 
degradation, ERAD)，病毒常常盜用此路徑中的物質，以躲避被宿主細胞的

辨認，並藉此調控宿主反應(Pickart 2001)。K7 為一小型穿膜蛋白，會與

ubiquitin-associated domain 作用，而促使蛋白質降解(Feng, Scott et al. 2004)。
另外，K7 能抑制細胞凋亡，使病毒易於在細胞體內複製。 

 作者為何要做本研究 
KSHV 與人類許多惡性腫瘤的疾病相關，其中 vGPCR 能促使腫瘤形成與血

管新生，並造成細胞死亡。另一蛋白質 K7，能使蛋白質降解，且抑制細胞

凋亡。在本研究中，作者想探討 K7 與 vGPCR 之間的關係，希望証實 vGPCR
能被 K7 降解，並抑制腫瘤形成。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作者首先證明 K7 會與 vGPCR 作用。接著用 shRNA 將 K7 抑制，證明 K7
會抑制 vGPCR 蛋白質表現。由共軛交顯微鏡發現，K7 會將 vGPCR 留於內

質網，並促使 vGPCR proteasomeal degradation。最後，K7 能有效抑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新生。作者證明，K7 對 vGPCR 有 negative regulation，且會抑

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形成。 
 

材料與方法 

 免疫沉澱與免疫墨點法(immnoprecipitation and immunoblot) 
轉染後的細胞以 NP-40 buffers 內含 0.1 mM Na2VO3、1 mM  NaF 和 protease 
inhibitor cocktail 打破，離心取出上清，以 protein A-protein G agarose beads
處理，加入抗體進行沉澱。以SDS-PAGE分離蛋白質，並轉印至polyvinylidene 
difluoride membrane，利用抗體進行偵測。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質體中之報導基因(report cocktail)會表現 luciferase 和 β-galactosidase。
β-galactosidase 是由一 housekeeping promoter 表現，而 luciferase 的表現量則

由 NF-κB、NF-AT 和 AP-1 轉錄因子所控制。將轉染細胞打破，偵測其

luciferase 和 β-galactosidase 活性。 
 Rverse transcriptase (RT)-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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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SHV 感染的 BCBL-1 和 JSC-1 細胞中加入 TPA，使 KSHV 行溶裂循環，

在作用不同時間後收下細胞，抽取 RNA，將此 RNA 合成 cDNA 後，經 PCR
放大，利用 agarose gel 與 photograph 分析產物，將目標 cDNA 稀釋，其 PCR
所跑的循環數與其濃度會成線性關係。 

 免疫螢光顯微鏡(immunofluorescence microscopy) 
利用 paraformaldehyde 將 BJAB、Hela 或 BCBL-1 細胞固定，以一級抗體和

二級抗體進行染色後，用免疫螢光顯微鏡觀察。 
 

結果與討論 

 K7 藉由穿膜區塊(TM domain)與 vGPCR 作用 
在 293T 細胞中，分別轉染入 vGPCR-Flag 與 K7-V5 質體，利用免疫沉澱法

與免疫墨點法，可發現 K7 可與 vGPCR 互相作用(圖一 A)。若將 K7 中的穿

膜區塊用 Saimiri transforming protein (Stp C)取代，稱之為 K7TMStp C，則無

法與 vGPCR 互相作用，證明 K7 藉由 TM domain 與 vGPCR 互相作用(圖一

B)。 
 K7 促進 vGPCR 行 proteasomeal degradation 而減少 vGPCR 蛋白質表現量 

在人類內皮 ECV 細胞中，分別轉染入 vGPCR-Flag 與 K7-V5，當 K7 在細胞

內表現量越多時，vGPCR 蛋白質表現量越少，而當 K7 與 vGPCR 作用的 TM 
domain 突變後，vGPCR 蛋白質的表現量則沒有改變。另外，利用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測基因的表現量，vGPCR 可以活化 NF-AT、NF-κB 和 AP-1，
但加入 K7 後會使此活化現象減少。因此，證明 K7 可以抑制 vGPCR 蛋白質

表現(圖二)。蛋白質可經由兩種不同路徑被降解，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UPS)或 lysosome，在轉染後之 ECT 細胞中，加入 proteosom 抑制子

(MG、Lac)和 lysosome 抑制子(Ch)，只有在加入 Ch 的細胞中 vGPCR 表現

量才會減少，而加入 MG 與 Lac 的則不變，代表 K7 是經由 proteasomeal 
degradation 將 vGPCR 降解。 

 K7 與 vGPCR 共同表現時，可增加細胞在 KSHV 行溶裂循環時的存活率 
在 NIH3T3 細胞中表現 K7 與 vGPCR，皆會使細胞的 doubling time 上升，抑

制細胞生長，doubling time : vGPCR > vGPCR+K7 > K7，表現 vGPCR 的細

胞 doubling time 最長，細胞生長最緩慢，因此隨細胞的增殖，vGPCR 的含

量會下降，失去 vGPCR 對細胞的生長是有利的。在同時表現 K7 的細胞，

可減少細胞轉錄時 vGPCR 的損失，並同時增加細胞的存活率，加強 K7 抑

制細胞凋亡的能力。 
 K7 會抑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形成 

在老鼠病原模型中發現，vGPCR 能有效的誘發腫瘤形成，且與人類的卡巴

西斯肉瘤(Kaposi’s sarcoma)有關。在 NIH3T3 細胞中表現 vGPCR，會使細胞

產生 anchorage-independent 的生長情形，而在老鼠體內表現，則會引起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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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若使細胞同時表現 vGPCR 與 K7，則會減少 anchorage-independent
的生長情形，且會減少老鼠產生腫瘤的數量及大小。因此，證明 K7 會抑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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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K7 藉由穿麼區塊(TM domain)與 vGPCR 作用 
(A) 在 293T 細胞中分別轉染入 vGPCR-Flag 與 K7-V5 質體，將細胞打破，分別

用 anti-Flag 與 anti-V5 抗體沉澱蛋白質，利用免疫墨點法，偵測 V5 及 Flag，證

明 vGPCR 與 K7 會有交互作用。(B) 將 K7 中之 TM domain 用 Stp C TM 取代，

形成 TMStpc，將上述轉染細胞打破，以 anti-V5 抗體沉澱，偵測 Flag，當 K7 TM 
domain 被突變後，無法與 vGPCR 作用，證明 K7 藉由 TM domain 與 vGPCR 互

相作用。 
 
 

 
圖二、K7 會減少 vGPCR 蛋白質的表現量 
(A) 在人類內皮細胞 ECV cell 中，轉染 vGPCR-Flag 與 K7-V5 質體，將細胞打破，

利用 anti-Flag 抗體偵測，當 K7 量越多時，vGPCR 蛋白質表現量越少。(B) 將上

述細胞打破，利用免疫墨點法偵測，當 K7 TM domain 突變後，則不會使 vGPCR
蛋白質表現量改變。(C) 在 293T 細胞中轉染報導基因、vGPCR-Flag 和 K7-V5
質體，利用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分別偵測 NF-AT、NF-κB 和 AP-1 的轉錄活

性，vGPCR 可以活化這些轉錄因子，但當加入 K7 後，會使此現象明顯減少，因

此 K7 會抑制 vGPCR 對這些轉錄因子的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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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K7 會促進 vGPCR 行 proteasomeal degradation 
在 ECV 細胞中，分別轉染入 vGPCR-Flag 與 K7-V5，並加入 proteosom 抑制子

(MG、Lac)和 lysosome 抑制子(Ch)，利用免疫沉澱法，偵測 vGPCR 的表現量，

當加入 Ch 時，會使 vGPCR 表現量下降，而加入 MG 與 Lac 則不影響，因此，

K7 使 vGPCR 表現量下降需透過 proteosome。 
 

 
圖四、K7 與 vGPCR 共同表現時，可增加細胞在 KSHV 行溶裂循環時的存活率

(A) 在 NIH3T3 細胞中表現 K7 與 vGPCR，皆會使細胞的 doubling time 增加，抑

制細胞生長，doubling time : vGPCR > vGPCR+K7 > K7。(B)(C) 利用 RT-PCR 分

析，當 vGPCR 與 K7 共同表現時，會使 vGPCR 較不容易被細胞排除。(D) 利用

PCR 分析，K7 會使細胞存活率增加 20%，若與 vGPCR 共同表現，會使細胞從

活率增加至 30%，因此 vGPCR 可增強 K7 抑制細胞凋亡的現象。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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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K7 會抑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新生 
(A) 在 NIH3T3 細胞中分別表現 K7 及 vGPCR，利用 soft agar assay 偵測，vGPCR
會引起 anchorage-independent 的細胞生長，而加入 K7 則會降低此現象。(B) 在
細胞體內的實驗中，表現 vGPCR 的老鼠在六週後會產生腫瘤，而加入 K7 則會

使產生腫瘤的數量下降，重量也減少，因此，K7 會抑制 vGPCR 所引起的腫瘤形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