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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前S蛋白与HBV复制关系的初步研究 

张永源 鄢 璞 汪由坤 喻植群 郝连杰 

(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临床免疫研究室，武汉4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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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HBV)前S基因及其产物的发现有助 于认识 HBV复制 规 律【1】。 一 

些研究提示：前 s，蛋白是完整病毒颗粒表面的必要成分，其存在与HBV复制密切相关， 

前S 检测能敏感和特异地反映 HBV复制状态 】。另一些研究则认为t前S 蛋白含有人 

多聚 白蛋 白的结台位点，并提出前S：蛋白为HBV复制的新标志f{ 。 为探讨HBV复制与 

两种前S蛋 白之 间的联系，本研究应用原位分子杂交分析一组慢性肝炎患 者 肝 细 胞 内 

HBV DNA，同时检测肝细胞内 HBsAg，HBcAg与两种前S蛋白，综台分析两种前S蛋白 

在HBV复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赢例：计20例肝活捡标本， 均获自住院肝炎患者。 根据国际殛全国病毒性肝炎病理诊断 

标准，其中慢性活动性肝炎 (CAH)14铡；慢性小叶性肝炎 (CLH)6例。 

=、方法 ： 

I． 血清HBs／抗HBs、HBe／抗HBe、抗HBo／IgM抗HBe捡查均用EHISA法； 

2． 肝内HBsAg、HBcAg厦前SJ、前 s 2蛋 白检测均 用亲和素一生物素一过氧化物酶复 古 物 法 

(ABC浩 )。兔抗HBs，兔抗HBo分别为西德Behrlng公司及丹麦Dako公司产品；鼠抗前 S J与 S 2 

(批号：MAI8j qI9／10)两种 单克隆 抗体均为 西德Gerlleh教授馈赠。 

3． 肝细胞内 HBV DNA原位杂交采用 美国 Enzo Bioehem 公司 生产生物素标记 HBV DNA 

作探 针，探 针浓度为 5#g／ml，试 剂盒 批号： Hepstiti s B Virus Pathogene Ⅱ EBP 7D—W12， 

方 法详见报道 ¨】。 

结 果 

一

， 患者血清 HBV标志及肝内 HBsAg，HBeAg、HBV DNA，前 S 蛋白及前S：蛋 

白捡出特点 (表 1) 

20例患者肝细胞内 HBV DNA，前S．及前 S 蛋白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75 (15／20)， 

75％ (15／2o)及35 (7／2o)。前 S 检出率高于前 S z捡出率有显著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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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患者血清HBV标志殛肝内HBV DNA、HB sAg．HB~Ag、前s-与信s 2的植出 

Tsble 1． IⅡcidⅢ c of HBV msrkerB iⅡ Berum and iⅡtr4b psiic 日BV DNA- HB·Ag 

日BcAE， Pre- l 4Ⅱd Pre· 2 

毫 2 肝内两种前s蛋白与HBV DNA、HBcAg植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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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前 S蛋 白检出与HBVDNA、HBcAg检出比较 (表 2) 

比较肝内两种前 S蛋 白与 HBV DNA、HBcAg检出率，前 S 与旰细胞 F~HBV DNA、 

HBcAg平行，检出率无显著性差异 (P>O．75)J而肝内前S：蛋白检出率低于HBV DNA 

检出有极显著差别 (p<O．01)I低于肝内 HBcAg检出有显著差别 (P<0．05)。 

讨 论 

随着对 HBV前 S基因及其产物两种 前 S蛋 白的深入研究，发现其生物学功能并非 

完全一致。目前对两种前 S蛋白研究最关注问题是哪一种前 S产物与HBV复制关系 密 

切或是反映 HBV复制的新标志。本研究通过检查肝细胞内HBV DNA、HBeAg，前 s 与 

s：蛋 白，并比较两种前S蛋白与肝细胞内 HBV DNA、HBcAg检出率的关系，发现前S 蛋白 

检出率显著高于前S 蛋白检出率I肝内 HBV DNA和 HBcAg阳性大多伴有肝内前S 蛋白 

的表达 ，三者检出率相似 }而前 S 蛋白检出率显著低于肝内 HBVDNA与HBcAg检出率 

这些证据提示。在两种前S基因产物中，前S。与HBV复制关系更密切，就反映HBV复制 

而言，前 S 蛋 白可能较前 S 蛋 白更敏感，特异性更好一 些 这一观察受到下列证据支 

持：1．前 S 蛋 白主要为成熟病毒颗粒 (Dane颗粒 )表面的必要成分，圆形和管形颗粒 

目 1 前s】蛋白在肝缩胞浆中表达，多靠近膜下 (ABC浩 )(×200) 

Fi 1
．

Pre一 l prot*in express e d in topla sm．e sp e cially in the suhmemhrat~c s。r 

hepat0c，tes．dam⋯ lrflt e d bY ABC metbO d(×200 J 

图 2 前s 2蛋白在肝细胞浆中表达，表现为胞浆均质型 (ABC涪 )(×200) 

F i 
．

2 Pre· 2 protein vi sualized 日 cytoplasmic homogen eou s pattern ia tha 

yt0 Plt日m 。f b pato cyte b y ABc method(×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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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含量很少}而前s：主要存在22am圆形和管状颗粒上，尤其是这些颗粒在非病毒血症时 

前s z含量比病毒血症时高【1]。2．Theilmann等观察到血清和肝内前 S 蛋白与血清 HBV 

DNA、HBeAg有良好相关佳Ⅲ。 

本研究观察到。肝内两种前S蛋白检出率并不相似。其主要原因 为： 1．研究表明。 

两种前S基因虽位于同一开读框架 (ORF)，由于前S 的起动信号两侧缺乏碱基，因此， 

前S。起动信号比前S：起动信号强得多，且前S 蛋 白可独立表达[5】，并不与前 S：蛋白或 S 

蛋白表达偶联。因此，两种前S蛋白表达速率和含量并不相同；2．由于前S，蛋白与 HBV 

复制关系密切，本组研究对象大多处于HBV活动性复制阶段，故前S．蛋白检出率显著高 

于前S 蛋白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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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wo Pre S Proteins in Hepatocytes with HBV 

Replication Status by in situ HBV DNA Hybridization Assay 

Zhang Yon—yuan Yah Pu Wang You—kun Yu Ahi qun Hao Lian—·jie 

(CHnical fmmu no~ogy Re sea rch Unit，Tong~'i Hospita 

Tongii M edical University，W uhan 4300 99) 

To com pare re]ationshlp between tWO pre 

DNA ia situ hvbridizat$on w。s applied to 

proteins and HBV replication HBV 

a group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ltis by blo—probe， in con junction of detection of intrahepatie HBsAg， 

HBcAg， pro—sl and pro—s2 antigens． It was fo un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for 

口re sl was up to 75％(15／2o)，be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re—s2 

(35％)in the same group．More importantly the presence of pre。sl，rather 

than pre s2， was in parallel with the presence of intrahepatie HBV DNA 

and HB Ag．AII findings suggest that pre—sl was main】Y expressed during HBV 

replicatlon， indicating HBV replication． So detection of pro‘sl m ight subs— 

titute or complem ent HBe syste m and HBV DNA tests． 

Key w ords． Pro一。gone Pre一 proteins HBV replication HBV mar— 

kers In situ hybri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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