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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JAK-STAT 信号通路是阐明细胞因子生物学功能及病毒如何发挥作用的分子基础，但对于猪圆环病毒

2 型（PCV2）感染及病毒复制的作用机制，目前尚无报道。本研究采用 PCR 列阵方法，建立 PK-15 细胞 JAKSTAT 信号通路的功能分类芯片，分析 JAK-STAT 信号通路中所有已知的 Jak 和 Stat 家族成员、激活 JAK-STAT
信号通路的受体，以及与 Stat 蛋白相关的核辅助因子及共同活化因子、Stat 诱导蛋白及该通路的负反馈调节蛋
白等基因在 PCV2 感染后的差异表达情况，为进一步明确 PK-15 细胞 JAK-STAT 信号通路对病毒复制力和复制
机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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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could help us to expound biological function of cytokines and how
viruses work，but the infection with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PCV2）and virus replication mechanism have not been
reported so far. In this study，PCR array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functional taxonomic chip of the JAK-STAT pathway
in PK-15 cells，then the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of the pathway after PCV2 infection were analyzed，including
all known Jak and Stat family members，receptors activating the pathway，nuclear cofactors and coactivators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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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at protein，Stat-inducible protein and negative regulatory proteins，which would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dentifying how the pathway inﬂuence virus replication and replic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PCV2）；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PCR array；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猪圆环病毒 2 型（PCV2）可引起断奶仔猪多
[1]

PK-15 细胞 PCR-Array 分类芯片、RNA 提取

系统衰弱综合征（PMWS）等多种疾病 ，是当前

试剂盒、反转录试剂盒及荧光定量试剂盒：购自

严重危害世界养猪业的重要病原之一。猪圆环病毒

QIAGEN 公司；Roche480 II 荧光定量 PCR 仪：购

毒株一直在不断地变异，其中由 PCV2 引发的疾病

自德国罗氏公司。其他试剂均为进口或国产分析

引起了研究人员更为广泛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

纯品。

其致病机制尚未被完全阐明。

1.2

病毒感染和 RNA 提取

信号通路在病毒感染细胞后的复制和致病力

无 PCV1 污染的 PK-15 细胞培养于含有 10%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PCV2 感染后引发的细胞

新生牛血清的 DMEM 培养基（GIBCO）中，6 孔

信号转导研究将有助于阐明 PCV2 的致病机理。

板 长 到 80% 时 接 种 滴 度 为 10

TLR/MyD88/NF-κB、JNK/p38MAPK、PI3K/Akt

SD 株（GenBank：DQ478947）1 mL， 分 别 培 养

以 及 AMPK/ERK/TSC2/mTOR 等 信 号 通 路， 在

24、48、60 和 72 h，弃上清液；采用 QIAGEN 公

PCV2 感染过程中发挥着促进感染细胞凋亡、促进

司的 RNA 提取试剂盒提取 RNA，具体步骤按照说

或增强病毒本身复制能力等作用

[2-9]

，基因描述见

表 1。JAK-STAT 途径是多数细胞因子的信号传导

6.0

TCID50/mL PCV2

明书进行。
1.3

反转录和 PCR-Array 反应

途径，在 α-IFN 信号转导途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采 用 QIAGEN 公 司 的 RT2 First Strand 试 剂

α-IFN 与 细 胞 膜 上 α-IFN 受 体 结 合， 激 活 JAK-

盒进行 cDNA 合成，操作步骤按照说明书进行。

STAT 信号转导途径，控制包括免疫应答、细胞生

PCR-Array 反应在 96 孔板中进行，取反转录后的

长、细胞分化和血细胞生成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学功

cDNA 102 μL，QIAGEN 公 司 2×RT2SYBR Green

能。截至目前，JAK-STAT 信号通路在 PCV2 感染

Mastermix 1 350 μL， 再 加 入 无 RNase 的 水 至

PK-15 细胞时的作用机制及其与病毒复制的相关性

2 700 μL；将其加入 96 孔板中，25 μL/ 孔，按照

尚无报道。

以下程序进行荧光定量反应：95 ℃ 10 min、95 ℃

本研究采用 PCR 列阵方法，建立 PK-15 细胞

15 s、60 ℃ 1 min，并收集荧光信号，72 ℃ 15 s，

JAK-STAT 信号通路的功能分类芯片，通过分析

40 个循环。采用 QIAGEN 公司的线上数椐库进行

JAK-STAT 信号通路中 Jak 和 Stat 家族成员、激活

统计分析。

JAK-STAT 信号通路的受体、与 Stat 蛋白相关的核

1.4

相对定量 PCR 验证

辅助因子及共同活化因子、Stat 诱导蛋白及该通路

根据 PCR-Array 统计结果，选择接种病毒后

的负反馈调节蛋白等基因在 PCV2 感染前后的差异

上调、下调明显的基因，应用荧光定量 PCR 重新

表达情况，为进一步研究 JAK-STAT 信号通路在

验证，以 GAPDH 为内参基因，进行相对定量检测。

PCV2 感染时起作用的关键基因、影响 PCV2 复制

选择基因及其引物设计如下：

的分子机制、提高病毒滴度及宿主抗病毒免疫反应

应用以下程序进行荧光定量反应，扩增曲线：

机制奠定基础。

95 ℃ 30 s，循环 1 次；95 ℃ 5 s、60 ℃ 20 s，循环

1

40 次，72 ℃单点检测信号。溶解曲线：95 ℃ 0 s、

1.1

材料与方法
主要试验材料与仪器

65 ℃ 15 s、95 ℃ 0 s，连续检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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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引物名称

相对定量 PCR 试验中的基因名称及引物序列

引物序列（5'—3'）

JAK2-F

GAAGTGGCTAAACAGTTGG

JAK2-R

AGTTTGATGAAGGGAGGA

IL10RA-F

GGGAGTATGAGATTGAGGTTCG

IL10RA-R

CGTTCGGGAGATGATGGAC

SOCS3-F

TCGGACCAGCGACACTTCTTC

SOCS3-R

AGGAGGGTTCAGTCGGAGGC

GRB2-F

TTAGCAAACAGCGGCACG

GRB2-R

GAACTTCACCACCCAGAGGA

IRF1-F

GAAGGACCAGAGCAGGAACA

IRF1-R

GGTGACAGTGCTGGAGTAAGG

INSR-F

GCGATGTATTTCCATGTTCTGT

INSR-R

CACCCTTGACGATGTCCCT

JUN-F

AAAGATGGAAACGACCTTCTACGAC

JUN-R

GGTGATGTGCCCGTTACTGGAC

STAT5A-F

ACGAGTCCAGCGGCGAGAT

STAT5A-R

CGGTGGCGGTAGCATTGTG

LRG1-F

GCCTGCCTGGTATTCCACTCG

LRG1-R

TCAGGGCGTTGCGGGTC

CEBPB-F

GGCGTGAGCGCAACAAC

CEBPB-R

GAACAAGTTCCGCAGGGTG

SRC-F

CCTTCTTAGTGCGAGAAAGCG

SRC-R

CTGTTGAACTGGGTGCGTGA

ISG15-F

GAAGGTGAAGATGCTGGGAGG

ISG15-R

CCAGGATGCTCAGTGGGTCTC

IL2RG-F

GTTGAAGCCACCATTGCC

IL2RG-R

CCCACTGTGCGTGAGGA

PIAS3-F

CCAAATGCGATTATACCATACAG

PIAS3-R

AGATGACCAGTTGACCACGAT

SMAD4-F

TGGATATGTAGACCCTTCTGG

SMAD4-R

CGATGACACTGACGCAAA

B2M-F

TGTATCTGGGTTCCATCCG

B2M-R

AAAGACAGGTCTGACTGCTCC

采用 2- △△ Ct 法，对数据进行相对定量分析。
2
2.1

结果与分析
PCR-Array 反应

基因描述

片段大小 /bp

Janus 激酶 2（Janus kinase 2）

137

白细胞介素 10 受体（Interleukin 10 receptor，
alpha）

143

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剂 3（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3）

214

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 2（Growth factor
receptor-bound protein 2）

155

干扰素调节因子 1（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1）

276

胰岛素受体（Insulin receptor）

138

Jun 原癌基因（Jun proto-oncogene）

259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 5A（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5A）

276

富亮氨酸样糖蛋白（Leucine-rich alpha-2glycoprotein-like）

262

增强子结合蛋白（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164

病毒癌基因同源性恶性毒瘤基因（V-src
sarcomaviral oncogene homolog）

154

泛素样调节器（Ubiquitin-like modiﬁer）

239

白细胞介素 2 受体（Interleukin 2 receptor，
gamma）

94

活化 STAT 蛋白抑制剂（Protein inhibitor of
activated STAT）

248

β 细胞因子超家族信号转导分子 4（SMAD
family member 4）

282

微球蛋白（Beta-2-microglobulin）

87

信 号 通 路 相 关 基 因， 在 PCV2 接 种 PK-15 细 胞
24 h 后，提取样品中有 39 个基因为下调基因，
16 个为上调基因；48 h 后，提取样品中有 36 个

通过 QIAGEN 公司的线上数椐库，对 PCR-

基因为下调基因，21 个为上调基因；60 h 后，提

Array 的反应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除去应

取样品中有 51 个基因为下调基因，9 个为上调基

用 的 6 个 对 照 基 因 后， 选 择 的 90 个 JAK-STAT

因；72 h 后，提取样品有 53 个基因为下调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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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为上调基因。此结果也进一步证明，细胞中

控，而且不同时间点的部分基因表达有显著性差

JAK-STAT 信号通路对病毒感染后的调控是一个

异，从而尽可能维持细胞平衡。基因差异表达情

动态变化过程，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基因参与调

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JAK-STAT 信号通路在不同时间点提取样品后的差异基因表达情况

2.2

相对定量 PCR 检测

3

讨论

根据 PCR-Array 检测结果，重新选取在 4 个

PCV2 1991 年在加拿大首次暴发，随后在世

时间点都有明显差异表达的 16 个基因合成引物，

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流行。目前我国大部分猪群中存

以 GAPDH 为内参基因进行相对定量检测。结果

在 PCV2 感染，且常与多种病原混合感染，造成形

显示：在选择的 16 个基因中，和 PK-15 细胞对照

式多样、病理复杂的临床症状，尤其是断乳仔猪，

组 相 比， 基 因 IL2RG、PIAS3、ISG15、SOCS3 和

同时表现腹泻、呼吸困难、严重消瘦、贫血，偶尔

IL10RA 基因上调表达明显，与 PK-15 细胞对照组

伴有黄疸，随着共感染病原的不同，死亡率也有很

差 异 显 著；B2M、IRF1、GRB2、LRG1 和 GRB2

大差异，给养猪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0]。

基 因 的 上 调 表 达， 与 PK-15 细 胞 对 照 组 相 比 差

细胞因子 IL-2 不仅在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

异 不 显 著；SMAD4、CEBPB、JAK2、STAT5A、

用， 而 且 能 够 促 进 细 胞 增 殖。Teng 等 [11] 发 现，

INSR、JUN 和 SRC 基因的下调表达，与 PK-15 细

PK-15 细胞转染 IL-2 基因并稳定表达后，能够显

胞对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和 PCR-Array 检测结

著提高 PCV2 的增值能力，在 PCV2 增值中发挥

果基本一致（图 2）。

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也发现，在 PK-15 细胞接种

图2

荧光定量 PCR 检测基因差异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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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V2 后，IL-2 受体基因（IL2RG）表达明显上调，

抑制因子 3（SOCS3）作为 SOCS 家族的重要成员

IL-2 受体与 IL-2 特异性结合后，可活化细胞内信

之一，是在细胞因子和生长相关因子信号转导通

号转导通路，从而发挥生物学效应。主要发挥作用

路中起负性调节的蛋白质因子。大量研究证明，

的 3 条信号通路转导通路为：JAK/STAT5 通路、

SOCS3 基因可被多种炎症因子诱导表达，并且可

P13K/Akt/mTOR 通路以及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

抑制多种免疫分子的信号转导（图 3）。最近的

（MAPK）通路。不同类型的细胞可以通过激活不

报道显示，SOCS3 基因的过表达能够抑制肿瘤细

同的分子进行信号转导，3 条通路既相互联系，又

胞的生长，促进其凋亡，并且降低 AKT 磷酸化水

相互影响。本研究还发现，活化 Stat 的蛋白抑制

平，说明 SOCS3 基因能够抑制 AKT 激活，从而调

物 3（PIAS3）、 干 扰 素 刺 激 基 因 15（ISG15） 等

控细胞生长。Zhu 等 [14] 研究发现，PCV2 感染后，

在 PCV2 感染后也有明显的上调表达，提示其在病

SOCS3 基因在没有临床症状仔猪的 PBM 细胞中出

毒刺激机体产出先天性免疫反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现上调表达，在 PK-15 细胞中也是上调表达，被

用。对于 IL-2 及其受体基因在 PCV2 感染 PK-15

小干扰 RNA 抑制后，IL-6 和 TNF-α 的表达量明显

细胞中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细胞信号转导

上调，因此 SOCS3 基因可抑制原代免疫细胞的炎

图 3 Jak-stat 信号通路发挥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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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反应，在 PCV 2 亚临床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circovirus type 2 infection[J]. Journal of virology，

本研究也证实，PCV2 感染后 SOCS3 基因出现上

2009，83（12）：6039-6047.

调表达，但对 JAK/STAT 信号通路及其在 PCV2 感

[6]

the TLR/MyD88/NF-κB signal pathway contributes

染 PK-15 细胞中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4

to changes in IL-4 and IL-12 production in piglet

结论

lymphocytes infected with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in

本 研 究 发 现：PCV2 感 染 PK-15 细 胞 后，
JAK-STAT 信号通路所有已知的 Jak 和 Stat 家族成

DUAN D，ZHANG S，LI X，et al. Activation of

vitro[J]. Plos one，2014，9（5）：e97653.
[7]

WEI L，ZHU S，WANG J，et al. Activation of the

员、激活 JAK-STAT 信号通路的受体、与 Stat 蛋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Akt signaling pathway

白相关的核辅助因子及共同活化因子、Stat 诱导蛋

during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infection facilitates cell

白及该通路的负反馈调节蛋白等基因均发生差异表

survival and viral replication[J]. Journal of virology，

达；信号通路对病毒感染后的调控是一个动态变化
过程，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基因参与调控，从而尽

2012，86（24）：13589-13597.
[8]

2 induces autophagy via the AMPK/ERK/TSC2/mTOR

可能维持细胞平衡。

signaling pathway in PK-15 cells[J]. Journal of virology，
2012，86（22）：12003-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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