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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細胞自噬(autophagy)是真核細胞進行降解的路徑之一，可分解胞內蛋白質及受損胞

器，亦可移除入侵的病原體。然而，進來研究發現，有些病毒可以逃脫、甚至反過來利

用細胞自噬來促進自身複製。先前研究發現 KSHV 能利用宿主機轉調控潛伏期和溶裂期

的轉換，另一方面，已知細胞自噬被某些病毒用來調控自身複製，因此本篇研究希望探

討 KSHV 是否也會利用自噬作用再活化進入溶裂期。本研究目的證實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KSHV)能利用細胞自噬，促進病毒溶裂複製 (lytic 
replication) 。 作 者 利 用 自 噬 過 程 中 ， 會 聚 集 在 autophagosome 表 面 的 LC3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蛋白質作為偵測自噬作用的指標，發現自噬

作用被抑制時，KSHV 再活化進入溶裂期的能力降低，且病毒的溶裂複製同時，自噬作

用也被促進。此外，KSHV 複製與轉錄活化因子 RTA (replication and transcription activator)
可引發自噬，而此作用被抑制時，RTA 主導的溶裂複製能力則會降低。本篇研究證實細

胞自噬參與 KSHV 溶裂複製，為目前自噬作用在皰疹病毒感染機制仍未知的角色提供一

絲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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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細胞自噬(autophagy)是真核細胞進行降解的兩大系統之一，主要用來分解胞內蛋白

質及受損胞器，維持生合成平衡，或因應外來壓力如飢餓、UV 等。細胞自噬的過程中，

細胞質中會先形成雙層膜的自噬小胞(autophagosome)，包裹胞器或蛋白質後與溶酶體

(lysosome)融合，產生單層膜的自噬溶小體(autolysosome)進行降解[1]。除了用來維持胞

內代謝外，細胞也可利用自噬作用移除入侵病原體。然而，進來研究發現，某些病毒可

以倒過來利用細胞自噬來促進自身複製[2]。本研究首度證實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KSHV)能利用細胞自噬，促進病毒溶裂複製(lytic replication)。 

KSHV 屬γ型人類皰疹病毒(gammaherpesvirus)，被發現於 HIV-1 患者身上常見的卡氏

肉瘤(Kaposi＇s sarcoma)，其生活史可分潛伏期(latency)和溶裂期(lytic cycle)。先前研



究指出，KSHV 可利用泛素–蛋白酶降解路徑(ubiquitin-proteasome pathway)，促進抑制蛋

白質(repressor protein)降解，使潛伏的病毒再活化進入溶裂期[3]，由此可知，KSHV 能利

用宿主機轉調控潛伏期和溶裂期的轉換。又，前人研究發現，某些病毒可利用細胞自噬

調控自身複製，因此，KSHV 是否也會利用此宿主機轉是值得探討的。本篇研究利用自噬

過程中，會聚集在 autophagosome表面的LC3-II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蛋白質作為偵測自噬作用的指標[4]，首度證實 KSHV 能利用宿主自噬機轉促進自身溶

裂複製。 
 

材料與方法 

細胞株  
293T 為人類腎臟上皮細胞；BCBL-1 細胞株由有 KSHV 感染的原發性積液淋巴瘤(primary 

effusion lymphoma)分離出來。BJAB 細胞則源於巴氏淋巴瘤(Burkitt＇s lymphoma)。

TRExBCBL1-RTA 和 TRExBJAB-RTA 分別為帶有可經四環黴素誘導表現

(tetracycline-inducible)的 RTA 基因之 BCBL-1 和 BJAB 細胞；作者利用 doxycycline

誘導 RTA 表現。本研究所用的 Vero 細胞經被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red 

fluorescent protein (RFP) 雙重標識之 rKSHV.219 感染，在 KSHV 仍在潛伏期期間，會

持續地表現 GFP；經重組、可表現 KSHV RTA 之 Bac50 病毒感染，或以 NaB、TPA 處理後，

會再活化進入溶裂期，表現受 lytic PAN promoter 調控的 RFP，細胞發出紅色螢光。 

病毒株和藥劑 

Bac50 為重組桿狀病毒(recombinant baculovirus)，可表現 KSHV RTA，以誘導病毒進入

溶裂複製。Bafilomycin A1 可防止 LC3-II 被降解以利偵測及觀察 autophagosome 的形

成；3-methyladenine (3-MA)則為細胞自噬作用的抑制劑；sodium butyrate (NaB)、

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 (TPA)可誘導病毒進入溶裂期。 

流式細胞及細胞活性分析 
經 rKSHV.219 感染的 Vero 細胞用 Bac50 病毒感染 4小時，用 NaB、TPA 誘導進入溶裂期

或加 3-MA 抑制細胞自噬後，用 FACSCalibur flow cytometer 作流式細胞儀(BD 

Biosciences)以及活性(Vi-cell；Beckman)分析。 

LysoTracker Red 及 DAPI(4＇,6＇-diamidino-s-phenylindole)染色 

細胞以 1μM LysoTracker Red DND-99 (Invitrogen)於 37°C 染色 30 分鐘，接著以 3.7% 

formaldehyde 固著，再用 DAPI(Calbiochem)染核 10 分鐘 。 

 

結果與討論 

1. 自噬作用受抑制時，KSHV 進入溶裂期能力降低 
為探討細胞自噬是否會影響病毒再活化能力，作者以細胞自噬抑制劑 3-MA 處理經

rKSHV. 219 病毒感染的 Vero 細胞。顯微鏡下觀察發現。以 3-MA 處理 24、40 小時之後，

表現 RFP 的細胞數下降，意即進入溶裂期的 KSHV 減少。因 GFP 表現於 3-MA 處理後表現

依然與控制組無異，又經細胞活性測試 3-MA 對細胞無毒殺性，顯示 KSHV 進入溶裂期的



能力的降低，不是因細胞被毒殺，而是直接受自噬作用被抑制的影響。 

2. KSHV 溶裂複製促進細胞自噬 
作者以 autophagosome 膜上蛋白 LC3 為細胞進行自噬作用的偵測指標，發現以 TPA

和 NaB 處理、使 BCBL-1 細胞進入溶裂期後，LC3 蛋白質及另一細胞自噬時內生的蛋白質

Beclin1 表現量都增加。此外，以 doxycycline 誘導 TRExBCBL1-RTA 表現 RTA 時，也可

觀察到 LC3 和 Beclin1 的表現量增加，說明，以化學物質或大量表現 RTA 引發 KSHV 進行

溶裂複製，都可以促進自噬作用。 

3. RTA 能促進 293T 細胞自噬作用  
為進一步確認 RTA 是否直接引起細胞自噬，作者同時轉染 RTA 和具 GFP 標定的 LC3

質體進入 293T 細胞。因原本存在細胞質的 LC3-I 蛋白在自噬過程中，會被轉譯後修飾成

LC3-II 蛋白質，聚集在 autophagosome 膜上，作者利用 GFP-LC 的綠色螢光信號會從質內

擴散成點狀分布，作為 autophagosome 形成的指標。結果發現，經轉染 RTA 的細胞，點

狀分布情形增加，並且加入 3-MA 抑制自噬後，點狀螢光數遽然下降，證明此點狀螢光的

確由細胞自噬造成，並且，RTA 足以直接引發細胞自噬。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下，也

觀察到 autolyphagosome 在轉染 RTA 後，數目增加。 

4. RTA 能誘導整個自噬機轉 
為探討 RTA 在引發 autophagosome 之後，成熟的 autolysosome 是否能繼續形成，以

致整個自噬機轉都為病毒所利用，作者利用 LC3-II 蛋白質分布位置會跑到 autolysosome

內膜作為偵測指標，為抑制 LC3-II 被 autolysosome 降解以利觀察，細胞以可抑制 LC3-II

被降解的 bafilomycin A1 處理。結果發現，以 bafilomycin A1 處理後，經轉染 RTA 之

細胞中 LC3-II 表現量大於控制組。作者接著利用 GFP-LC3 及可染 lysosome 之

LysoTracker red 作螢光顯微鏡觀察，發現在飢餓、或經轉染 RTA 的細胞中，LC3 蛋白質

與 LysoTracker red 共位(colocalize)，表示的確有 autolysosome 形成，證實 RTA 能夠

誘導整個自噬機轉，並且在 TRExBCBL1-RTA 細胞也有相同結果。 

5. 抑制細胞自噬時，由 RTA 主導的溶裂複製能力也下降 
證實 RTA 主導的溶裂複製可促進細胞自噬後，為了進一步探討當自噬路徑被抑制時，

病毒溶裂複製會不會受到影響，作者測定病毒早期和晚期基因(ORF57、K8.1)的 mRNA 量

在細胞以 3-MA 處理下之變化。結果發現，有 RTA 表現的 TRExBCBL1-RTA 細胞中，以 3-MA

處理後，兩者 mRNA 量都下降。並且，以 shRNA knockdown 引起自噬作用所必須的 Beclin 

1 基因後，ORF57 和 K8.1 的 mRNA 量亦下降。此外，因為 RTA 會活化溶裂期下游基因表現

和病毒複製，作者測定以 3-MA 處理後之 viral DNA copy number，確實發現有下降的情

形。由以上實驗結果證明，細胞自噬對於 RTA 主導之病毒溶裂複製，有正向調控的關係。 

 

參考文獻 

1. Levine, B., and D. J. Klionsky. (2004). Development by self-digestion: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autophagy. Dev. Cell 6:463-477 

2. Kirkegaard, K., M. P. Taylor, and W. T. Jackson. (2004). Cellular autophagy: surrender, 
avoidance and subversion by microorganisms. Nat. Rev. Microbiol. 2:301-314. 



3. Yang, Z., Z. Yan, and C. Wood. (2008). Kar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transactivator RTA promotes degradation of the repressors to regulate viral lytic 
replication. J. Viorl. 82:3590-3603. 

4. Kirisako, T., Y. Ichimura, H. Okada, Y. Kabeya, N. Mizushima, T. Ypshimori, M. 
Ohsumi, T. Takao, T. Noda, and Y. Ohsumi. (2000) The reversible modification 
regulates the membrane-binding state of Apg8/Aut7 essential for autophagy and the 
cytoplasm to vacuole targeting pathway. J. Cell Biol. 151:263-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