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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是一種正向單股的 RNA 病毒，一旦感染後即會

引發急性與慢性肝炎（acute and chronic hepatitis）、猛爆性肝炎（fulminant hepatitis）、肝硬化

（cirrhosis），甚至是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的病徵出現。目前在全球已有 1 億 2 千

多萬的人口遭受感染；然而面對如此高盛行率的疾病，卻因為缺乏一套穩定又有效的體外感

染模式作為 HCV 在生活史或是病毒與宿主之間的交互作用之基礎，使得其在抗病毒藥物、疫

苗的研發窒礙難行。因此，本研究累積過去的研究經驗，不斷地進行改良，最終以結合 HCV 

JFH-1 的複製子（replicon）以及 Huh-7.5.1 細胞株的形式，藉由病毒轉染細胞後來偵測病毒的

核酸含量、效價（titer）與生物特性，同時以間接免疫螢光染色觀察細胞內病毒位置及感染程

度。研究結果皆顯示 HCV 可大量地在體外複製、感染並穩定地繁衍後代，也象徵著本研究成

功地建構出一套有效的 HCV 體外感染模式，無疑地對未來在病毒與宿主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

抗病毒藥物、疫苗的發展上有極大的實質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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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 型肝炎病毒自從 1989 年被發現至 2005 年之間，因為受到其宿主只有人類及黑猩猩的

人道限制，加上一直沒有一套有效的體外感染模式與動物模式，所以對於 HCV 的複製過程、

感染途徑等生活史都沒有很明確的解釋[1]。雖然缺乏一套有效的 HCV 體外感染模式，科學

家們仍嘗試探討 HCV 的生活史及致病機制。其中，最主要的是複製子（replicon）表達系統

的運用[2]。這一系統主要是由 HCV 的 5’ UTR、NS2/3 到 3’ UTR，另再外加 neo gene（作為

neomycin selection）、IRES of encephalomyocarditis virus (E-I)（提升轉譯效率）所構成，可作

為 HCV 在病毒複製上的基因模板，然而有研究卻抨擊其複製效率不高[3]。另外，在細胞株

方面，Huh-7 細胞是最常用來進行肝病變相關研究的材料[4]，可惜其感染的效率不高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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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觀察。因此，Huh-7 細胞再經 IFN-處理以提升感染的效率，同時於 NS5A 片段接上 GFP

來增加觀察之便利，並將此改良株命名為 Huh-7.5[5]，然而卻又有研究指出其感染的效率提

升得不夠高[6]。因此，本研究在不斷改良的結果之下，最終選用 HCV JFH-1 的複製子[7]以

及 Huh-7.5.1 細胞株為基礎，進行一連串的病毒感染試驗，以建構出一套穩定又具有高度感染

效率的 HCV 體外感染模式，有俾於日後對 HCV 的深入研究。 

 

材料與方法 

 病毒株與其複製子（replicon）系統 

首先，從一位日本的猛爆性肝炎（fulminant hepatitis）患者身上分離出 HCV 病毒株—JFH-1，

接著將其 cDNA 以基因選殖（gene cloning）的方式建構出 pJFH-1 的質體表達系統，再進

一步經體外轉錄作用（in vitro transcription）產生病毒的 genomic RNA，作為病毒的基因複

製子。另外，將病毒基因上的 NS5B 片段進行突變，產生複製功能不全的 JFH-1/GND 複製

子，作為研究上的控制組（negative control）。 

 

 細胞株 

Huh-7.5.1 是由 Huh-7.5（源於人類肝癌細胞，Huh-7）以 IFN-去除掉 I/5A-GFP-6 複製子後

的細胞株，對 HCV 具有高度的感染效率。另外，也以其他肝細胞 HepG2（人類肝癌細胞），

非肝細胞 HeLa（人類子宮頸癌細胞）、HEK293（人類胚胎腎細胞）、HL-60（人類血癌細

胞）、U-937（人類單核球細胞）以及 EBV-transformed B cell，作為研究上的控制組。 

 

 細胞轉染方法（Transfection） 

(1) 電穿孔法（electroporation）：將細胞以 0.27 kV、100 ohms 及 960 F 的條件瞬間於細胞

表面產生孔洞，使病毒的 genomic RNA 得以進入細胞。 

(2) 微脂體法（liposome-mediated）：將病毒的 genomic RNA 包覆在 lipofectamin 之中，再

利用 lipofectamin 帶正電的特性，進而與帶負電的細胞膜相結合，並進入細胞。 

 

 核酸含量分析 

以異硫氰酸胍（guanidine thiocyanate）方法萃取出細胞的 total RNA，再以 RT-QPCR 測定

細胞內 HCV 與 GAPDH 的表現量（genome equivalents (GE)/g total RNA）。 

 

 間接免疫螢光染色（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首先以一抗 polyclonal anti-NS5A rabbit antibody MS5 與 HCV 的 NS5A 蛋白進行專一性結

合，再與二抗帶有螢光染劑 Alexa555 耦合的 goat anti-rabbit IgG 結合，以觀察細胞內病毒

的位置及感染程度。同時，以 Hoechst 染劑進行細胞核的染色。 

 

 病毒效價（titer）測定 

將培養細胞的上清液（supernatant）進行 10 倍系列稀釋後，與 10
4 個原態細胞培養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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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病毒感染的動作。感染後三天進行間接免疫螢光染色，以可測得的最高稀釋倍數之

NS5A-positive 的平均細胞數作為上清液的病毒效價（focus forming units/mL supernatant）。 

 

 病毒純化 

利用蔗糖密度梯度離心（sucrose density-gradient ultracentrifugation）的方式，先將培養細胞

的上清液注入到 20-60%的蔗糖梯度中（總體積為 12.5 mL），再於 4
o
C 以 120,000 g 離心

16 小時，接著以每 1.3 mL 作一個分劃（fraction）進行 RNA 含量的分析以及病毒效價的測

定。 

 

 感染阻斷試驗 

以 human monoclonal (IgG1) anti-E2 antibody或Mouse monoclonal anti-human CD81 antibody 

5A6 先與病毒共同作用 1 小時，再進行病毒對原態細胞的感染。感染後三天進行 RNA 含

量分析與免疫螢光染色，測定感染之效率。 

 

結果與討論 

 HCV 可大量地在 Huh-7.5.1 細胞中複製並從細胞中釋放出來 

JFH-1 HCV 轉染到 Huh-7.5.1.細胞後兩天，即可在細胞內測得大量的病毒核酸（1.3 x 10
7
 

GE/g total RNA）並且能維持一段時間；然而複製功能不全的 JFH-1/GND 卻不行。另外，

在免疫螢光染色也有相同的結果，正反映了 HCV 可大量地在 Huh-7.5.1 細胞中複製。另一

方面，HCV 轉染到細胞後三天，即可在培養細胞的上清液中測得病毒效價並且持續增加，

顯示 HCV 能夠從細胞中釋放出來。 

 

 從細胞中所釋放出來的 HCV 與病患血清中分離出來的 HCV 具有一致的生物特性 

將培養細胞的上清液以蔗糖密度梯度離心的方式進行分劃，結果可發現不管是 RNA 含量

還是病毒效價的，兩者的高峰（peak）皆出現在 1.105 g/mL 密度的位置，並且與病患血清

中分離出來的HCV之結果一致，說明了此套體外培養出的HCV可以代表體內感染的HCV。 

 

 轉染到細胞所產生的 HCV 具有高度感染性並且能夠穩定地繁衍後代 

為了驗證轉染到細胞所產生的病毒是否具有感染性，將先前病毒感染細胞後的上清液以

0.01 moi 的條件，再次感染原態的 Huh-7.5.1 細胞（primary infection）。感染後一天的上清

液無法測得任何的病毒效價，表示病毒都已感染至細胞當中也暗示了病毒進入細胞的時間

點，之後病毒效價即呈現指數倍的上升。接著，再以 primary infection 的上清液感染另一批

原態的 Huh-7.5.1 細胞（secondary infection）來重複這一項實驗，結果也確定了病毒感染力

可恆久維持且具有穩定的感染動力學（infection kinetics）。 

 

 HCV 的感染可被 anti-E2 抗體或 anti-CD81 抗體所抑制 

先前有研究顯示，HCV 的表面醣蛋白 E2 會與細胞表面的受器結合，促使病毒完成對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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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附（adsorption），另外 CD81 又會與 E2 作用，促使病毒的進入（entry）。為了證明這

樣的交互作用是否真的為 HCV 感染所需，故先以 anti-E2 抗體或 anti-CD81 抗體與病毒共

同作用，再進行細胞感染。結果顯示兩抗體加入後，細胞內的病毒核酸量大幅下降，正反

映了 E2 與 CD81 為 HCV 感染宿主過程所必須之重要因子。 

 

 HCV 的感染對 Huh-7 相關之細胞具有高度專一性 

為了驗證 HCV 的感染是否只限制在 Huh-7.5.1 細胞，因此又以其他肝細胞（Huh-7、

HepG2），非肝細胞（HeLa、HEK293、HL-60、U-937 及 EBV-transformed B cell）進行感

染。結果發現只有 Huh-7 相關之細胞才能被 HCV 感染，當中 Huh-7.5.1 細胞又比 Huh-7 具

有更快的 HCV 複製能力以及感染效率，原因是 Huh-7.5.1 細胞缺乏 Huh-7 當中可偵測雙股

RNA 抗病毒防禦路徑（double-stranded RNA antiviral defense pathway）的 RIG-1。因此，藉

由 HCV 在 Huh-7.5.1 細胞的感染模式，可以對 HCV 的感染途徑、顆粒組裝、成熟釋放等

生活史有更深的了解，也能加速抗病毒藥物的發現及促進 HCV 疫苗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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