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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酸A3 73-~1 
采用 PAGE—We stern Blot技术对血嚣性 Dane颗粒的多肽组份进行了分析。井结合 

HBV感染的其它血请学指标，初步探讨了HBV感染者对这些多肽的抗体应答情况及意义。 

结果显示 ：D ane颗粒在 PAGE图谱上有 12条多肽表登；weBtern Blot证实除 s区的 6条 

多肽 和来 自C区的具有eAg和 eAg两种抗原 位点的同一多肽 P21外 ，还有 与抗 Pol结合曲 

I~24-25多肽以及与抗人免症球蛋自结合的多脑 (P45-IgG， P76-IgM)，推 测血 源 性 

l~ane颗粒 上可能存在有 Pol基 因表达的产物和结台在表面的人免疫球蛋 自或相似的 抗原 

决定麓。调查29例臆_性 HBV感染 自限后人群和185例HBV现症感染者对这些多肽的应蒈 

情况发现：P24、 P2 7、P39、 P42是引起免疫应苔的多肢， 两蛆对它们的应答存在羞差 

异 (P<0．01)。表明对它们的有效应答可能有利于HBV感染的清除。 

若键词：乙肝病毒 病毒多瞧 免疫应管 免疫转印技术 抗多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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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源性 Dane颗粒抗原多肽在体内应答情况过去报道较少， 成多肽及其基因来源 

和它们的意义尚不清楚。 我们应用 PAGE—Western B】ot方法对该颗粒的多肽组份进行 

了分析，并采用多种针对不同基因来源的多克隆和单克隆抗体对组成多肽进 行免 疫识 

别，并结合 HBV感染的其它血清学指标，初步探讨了不同 HBV感染者对这些多肽的抗 

体应答情况及意义 ，现将结果简报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
、 血环性 Dano囊被：系卫生部武汉生物制 研究所采用四步超离心法从I-／B sAg(+)血浆中 

纯化而来。 

= 、抗体 ：HRP一马抗 HB 5、HBc，B-马抗 HBs、 HBe、HBe血请 (武汉生物剖品所 )；兔抗 

HBs(西德 、Behrlng)，兔抗HBe(丹麦Dako)，免抗 pre$1(西 德Shall~r教授 )；兔抗HBx， 

兔抗 Pol(H．W111)11I。单抗：抗 HB s C20／02~抗 PreS1 MAl18／7~ 抗 PreSx Q,19／10为西德 

Gerllelt教授提供 ，抗 HBx 227，抗 PQ1 335—2为 H．Will惠赠 ，抗E为南京军区总医院提供；单 

抗 All、A 6 WHBSl(抗 HBs)，WHBE1(抗 HBe)，WHBC4(抗 HBe)腹水为武汉生物制是所 

林学颜先生提供。 

三、HBV感染者血清：共收集单纯HBBAg携带者血请2O份；住院乙肝赢人血请165份 (AH 34 

倒 ．CAH 69例 ，CPH 11例 ，LC 2l例 ，肝癌l8例 ，重肝 I2例 )；HBV隐性感 染白服后人群血 清 

29份 ．台计214份 ，诊断按1984年南宁会议标准l 1~1979年 上海肝癌会议标准。 

四、其它试剂：低分子蛋自质分子量标准品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产品， PtBC试剂 盘 为 

19g0年11月26日收到，1991年7月6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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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公司出 品，苹抗人，抗兔 ，抗鼠为北京生物 制品研究所产品。 

五、SD$一PAGE—Weste rn Blot技术：SDS—PAGE和转移电诛按LaemmIil 1及 Towbln‘4l的 

方法进行。 We ster n Blot的基本步骤 为： 将转印有 HBV多肽的 硝酸纤维 素膜 (NC)与适当稀释 

的一抗／血清温育， 洗涤后加褶应的酶标二抗反应， 洗涤后置 DAB-H 2O z底物液内显色， 出现棕 

黄色条带者 为阳性。 

六、分子量测定：将低分子量蛋白质标准品按要求处理， 与待捡样品一同电辣和／或转印，染 

色。以蛋白质标 准品分 子量的对数对其相对 迁移率作标准 曲线 ，然后根据阳性条带的相对迁移率 ， 

从标准曲线上查 出其分子量数 值。 

结 果 

一

、 不同结果的方法学原困 

1． 分析16组不同样品处理发现，单纯的去垢剂或单纯的蛋白酶组结果表现为条带 

少，前者条带的分子量高，后者分子量低，不合蛋白酶的2-ME各组条带多，分子量范 

!!! ％ 一 p68 l7。 《 

> P4 5 9．B“ 
． P42 8．i 

一 P39 B．2 7 

P36 4．9 

P32 3．6 ％ 

二至一 P27 17。1T 

P24 14．6 

P21 2．1“ 

P19 5。3 

P17 2。4 

图 1 Dane颗粒PAOE~诛后银染色结果 图 2 Dane颗粒结构多肽的扫描结果 

A：为低分子量标准蛋白条带。 Fig．2 The m‘p。f eonstitutlve 

B：为Dane颗粒PAGE后的显色条带 polypeptldes Dane Partleles 

Fig．1 The staini。g resalts pol~peptldes de rlved by thin-laye r sesnuer(C$·910) 

fr口Ⅲ Dane Partieles bY sll e r stainizl 

The 1 B of A， B tnd C wetc the P0Iyp pIi0 

phenotyl0~ of Dane partieles separated hr SDS。 

PAGE．1ane D B} the marke rs of low mole~alat 

weight prGteins． 

●  ● 

^_： 1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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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广 ； 

2． 16组不 同浓度 2一ME在不 同作 用条件下的结果提示：随着 2一ME增加 ，处 理条 

件 (温度 )增强时， (5 2一ME，1 00℃ 5 )，部分高分子条带消失，识别效果增强； 

3。 相同条件下不同浓度的抗原保护剂 (蔗糖 )对结果也有影响，浓度高者 高分 

条带多，低者高分子条带消失。表明结果差异的原因主要与选用的样品处 剂的性质和 

变性是否完全有关。因此，我们认为浓度为2．5 SDS、5％ 2一ME、1 0％蔗糖、0．05 

NP一40 1 00℃ 水裕 5分钟为最佳样品处理条件。 

二、血源性 Dane颗粒的多肽组成图谱 

采用 SDS—PAGE及岛津 930一薄层扫描仪对电泳纯度的血源性 Dane颗 粒 的 多 隙 

组成进行了分析， 发现 SDS—PAGE银染凝胶上 (图 1)和考马斯亮兰染 色的扫描图谱 

上 (图 2)均可见 12条条带，分子量分别为 l7、 l9、21、24、27、32、36、3 9、42、 

45、68、76kd。其中 P24、P27、P68约占整个多肽的 60 、 P32、 P36占9％，P39、 

P42占14 ，而百分含量低的主要为小分子多肽。 

三、DaⅡ 颗粒多肽的 Western BJot识别 

采用多种针对不同基因产物的单克隆和多克隆抗体识 g《发 现 (I 3)，抗 HBs在 

圉 3 Dane轼粒多肽Weste rD Blot识别结果 

A．多克隆抗体识别结果 B．单克隆抗体识别结果 

Fig．3 Al The hlottlng 0f ?olypeptides g⋯ H d f rom Dane P~rtieles by poly clonal 

antibodies again st the dlfferent produ cts 0f HBV genome 

B．The blofting of Polypeptid如 generited ftom D¨ e Parti~1eg h7 mono 10日· 

Ⅱtiboddies ●E●inst th* diff$~ent pr0dnets 0f 丑BV 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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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T1 P PIH1 P4渡E，抗 pros】在 P P{2处， 抗 pros2在 P P 9 a、 P 4z处， 抗 

HBc、抗 HBe两者均可在 P ．处出现特异性阳性条带， 抗 Po]在 P z 4-~ 处 出现一较宽的 

棕色条带。在单克隆抗体识删中，仅针对 S区不同结构域产物的单抗出现反应条带，其 

它各株 (包括其它抗 S区产物的单抗 )均为阴性反应， 延 反应时间后在 Pt s处 出现一 

非特异的浅黄色条带。而抗人免疫球蛋白的抗体能与 P (IgM )、P ；(IgG)结台呈色 

(圈 4)。表明 Dane颗粒上除 S区多肽和来自C区的具有 tAg和 eAg两种抗原位点的 

图4 D呲 颗粒多肽与羊抗凡免疫 球蛋白反 

应的结果 ^．酶标羊抗人IgG．B．酶标 

羊抗人I暑M．C．酶标羊抗兔IgG；D．酶标 

羊抗兔IgM；E．酶标羊 鼠Igc；F．酶标 

羊抗鼠IgM。 

Fig．4 The immu~e re cognil⋯ of human 

eD ponent⋯ d ired f rem DⅢ  

P●rti e】es 

同一多肽 P。 处，还具有 po]区的产物多肽P：。一 及与抗人 Ig相结合的多肽P 。、P 

四、不同 HBV感染者对 Dane多肽应答情况的调查，我们调查了214例不同 HBV感 

染者对 Dane颗粒多肽的抗体应答，结果见表 1。 表明 HBV感染者对 Dane颗粒多肽产 

生有限的抗体应答，两组对P： P。 和PsgP．。多肽的应答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P<O．01)。 

表 1 不同HBV寤染者封Dane曩杖每肚应善结果 

Table I The re㈣ it 0f ⅡtjbedY respe~se abitity to P lypeptide日 de rlyed f rem 

Dan pa rtic】ee by diff⋯ 口t HBV i口f t d ub{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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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用 Western Blot技术分析病毒抗原性多肽具有特 性强、稳定性好以及能 同 时 检 

测不同抗原亚基抗体等特点 。我舸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分析样品处理对结果的影 

响发现：选用的样品处理剂的性质和样品处理是否完全是造戎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蛋 

白酶能破坏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单纯的去垢荆又不能解除链间二硫键 】。困此，采用2一 

ME(二硫基乙醇 )配以相应的去垢剂才能满足上述要求。进一步研究证实；2-ME的浓 

度、处理条件和抗原保护荆的含量都与样品处理程度有关。因此，我们推荐 终浓 度为 

2．5％SDS、5％2，ME、0．05 NP40、10％蔗糖、100~C 5分钟水浴为较理想的样品处理 

条件。 

血源性 Dane颗粒在 PAGE图谱和扫描图谱上均有1 2条多肽表型，P。IP P 含量较 

高，表明它们为 HBV的主要多肽成分，proS-和 proS：分别 占整个多肽的 14％和 9％， 

Gerber最近描述的相应含量相一致” 。有学者证实，pros器白含最与PHSA受体含量 

呈正相关 ， 而 Gerber则明确指出 pres蛋白含量与感染颗粒的含量是一致的 。 提示 

Pros蛋白含量可能代表了HBV的感染能力。 

Western Blot结果提示，P 2．P2T，Ps2P36，PsgP．2在结构上密切相关，分别来源于S区的 

三个不同结构域即 s区 pro S2 4-S区，loresJ+sz4-S区f Pztp来源于 c区，具有 tAg和 eAg 

两种抗原位点。P： 可能含有 pol区的基因产物，当然这种结合不能排除poI与s基因的 

重叠而引起的交叉反应[1】。此外 P P． 具有人免疫球蛋白相似的抗原性。这些多肽是以 

免疫复台物的形式结合到 Dane颗粒表面上的，还是该颗粒固有的， 尚不清楚。 进一步 

对其研究将有利于阐明HBV的感染能力，免疫发病机理和慢性化过程。 

部分抗体识别呈阴性反应表明了该方法的敏感性有限，我们用LAB-ELISA和 Wes— 

tern B1 ot同时检测214例标本中的抗HBs发现前者的检出率为22．9％，后者为5。6％，差 

别有极显著性意义，这可能与实验本身及固相因素的影响有关，另外，更主要的是与所 

选用抗体所针对的抗原位点特性、特别是构型依赖性位点有关 。因此，要 客观 评 价 

Western Blot的敏感性，充分利用它的特异性稳定性等优点。 

调查不同HBV感染者血清中针对Dane颗粒多肽的抗体发现。现症感染者同HBV隐性 

感染 自限后人群对P。。P P： P 多肽的抗体应答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实质上反映了机 

体对这些多肽的免疫应答能力。由于这两组病例刚好代表了HBV感染后两种不同的预后 

状态，因而认为机体对它的免疫应答状态与 HBV感染的转归密切相关 ”，推测对这组 

多肽的有效应答对于清除HBV感染，促进病情恢复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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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Antigenic Polypeptides 

of Dane Part icles 

Guo Lin—sheng Li Fen-h 

Yang Dong—-Iiang Song Pei_hui 

(Clinical rm “no’ogv R esearch U i ，Tongii Hospital。Tong~i Medics 

U i rsity，W “ha 430D30) 

W e have demonst rated the constitutive polypeptides (PP) of Dane parti— 

cl es employing SDS—PAGE W estern BIot assay， investigated the antibody res— 

ponse ahility to those PP in the HBV infected subject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ffBV serum markers
．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e may he 12 bands in 

the PAGE—graph of Dane particles． The W estern M ot confirmed that 6 PPs 

(P24 P27 PI2 Pa8 P$9 P42) derived from S—ORF and 1(P2I) bearing core and 

e determinants was associated with C-ORF P24
—

2 5 could be visualized with 

rabbit anti—pol serum and P45 P76 visualized with only Peroxidase-1shell ed 

goat anti—human IgG and IgM as probe respectively．This observation leads to 

speculation that P24—25 would possess some epitopes of Pol protein， P d5 P B 

would express 8 similar epitopes to human IgG and lgM． The p revalanee of 

anti—P 2● P 2 7 PI9 P●2 was different between the group of health person follow— 

ing latent HBV iufeetion and the HB V infected patients．It s the msior PPs 

to induce immune response This implied that the effective immune reponse 

to those PPs may help to elim inate the hepatitis B virus
．  

Key w ords：Hepatitis B virus Antigenic polypeptides immune 

response Western Blot AⅡti—p0Iypeptides ant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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