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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非结构 3区基因 

片段的克隆表达及抗原纯化鉴定 

李越希 壁 1／陶开华 乔仁良 李先富 潘秀珍 

(南枰区军 医学研究所，~(2]0o02) ’卫I，、 ；9z 、， ’ 。 ／ 
提要 通过逆转录 PcR技术，从巾国江苏酋丙型肝毙病人血清IfI扩增克隆了丙型肝炎病毒(HCV) 

的非结构 3区的部分基日片段(c”)．DNA序列分析证实，该片段生长842bp。在台戚的一对逆转录 

PCR引物上．上辩 f物增加了 o I酶切位点(内含起始密码子 ATG)，下游弓f衡上增加了 j f酵 

切位点及终止密码子 TAA，将克隆的 馐 日片段克隆至表达载体pBV221内，获得了表达 c≈抗原 

的工程菌，表达岛 抗原分子量为3OkD．经尿素裂解纯化、分子筛分离纯化技复吐后进行离子交换和 

反相求和层忻纯化 ，获得的重组蛋白经ELISA和免嫂印进等证实育较好的抗原性和特异性． 

美 

自 

毒CHcv)的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进行了很多研究 美国 日本【 等囡家均已克隆分析了几株 

HCV的全长棱苷酸序列，并将不同部位的基囡片段在不同宿主细胞内表达成功，将提取纯化 

的重组抗原用于装配抗一HCV试剂盒 继克隆表达了丙型肝炎病毒核心蛋白之后 ，我们又用逆 

转录 PCR技术克隆了非结构 3区的基因片段(Css)，并在大肠杆菌内表达成功 ，表达的蛋白有 

较好的抗原性和特异性。 

材料和方法 

1 材料 

1．1 血清标车 由江 宦卫生防疫站提供．采臼江 献血员，血清~-ncv强阳姓，用RT-PCR扩增HCV的5 r 

非翻开区棱酸片段为阳性。其它抗一HcV科、阳性血清来自 京 l：十字·I1心血站菩争位。检测抗-HCV质控血清 

购自-f，吲药品生物制品楹定所． 

1．2 试剂与工县酶 各种限制性 切酶、连接酶为菱国 ]~ ncga或Biola~公司产品，逆转录试剂盒为美国 

GIP~CO公司产品 ．PCR试荆盒为PE公司产品 ．T~DNA序列分析试剂盘、Scphactyl s-206凝腔、Septmr,~ 侣 及 

DEAE Scphar~ Fast Flow凝胶均为Phamacia公司产品。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或酶缎． 

1．3 菌种与质粒 大脯杆茁RR]驶DH -由军事医学科学抗三所强八所赠送。表达载体 pBV221由奉所朱敏 

生提供。 

2 宴验方法 

2·1 日r物设计与台成 将 日奉株 I型HCV的eDNA序列输入计葬饥，利用FCR引物建择l被件(购自军事医学 

科学院情报所)捡索台适的引物 -经坎对造出一对其问含Ga基 的引物，经变换碱基增加酶切位点后(见表 

J)-将该对日f物输入PCRDENN程序和PCFOLD程序检验证实弓I物符台PCR要求．该对引物由-I， 科学院 卜海 

本文于 1993年 9月 29 H收到 ．]99 4年 3月 21 H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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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所帮助台成． 

裘 l 选择台成的逆转录 p 暑I物 

Tab,1 口cI- B l瞄 缸 RT-PCR 

2．2 Hcv RNA提取 采用异硫能酸胍／酚／氯仿m法从抗-HcV满度较高的阳性血清叶|提取。 

2．3 逆转录及PCR反应 以提取的HCV RNA为模扳．甩F锵引物进行逆转录 ，37'C30min后再 42℃i煎转录 

1h。逆转录反应接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将逆转录产物 99C变性5 n后，按PcR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PCR扩增． 

PCR条件为 96℃变性 抽曲．57℃ 2山、，72℃ 5 n；然后 q5℃ imin．57℃ l叫n，72℃ 2耐n扩增 Ô个循环 -最 

后一个循环72℃延长至 7 取 1捉PcR产物 1 进行第=捉PCR扩增．倪复性温度改为60℃．其亲条件与 

第 t次P 相同。 

2．4 分子克隆的一般方法 参照_义献 进行。 

2、5 DNA序列分析 用T~DNA序列分析试剂盒．用双脱氧终止法进行序列分析。 

2．6 表达非结构3区蛋白的纯化 阳性重组茁30℃大量培养后 ．̂2℃迅建升温诱导 4h，冷却后离心收菌，用 

pBS洗苗体二遍后悬浮于裂解液 ．加少量溶菌酶( mg／叫)．冰潜超声破直唇离心一齐上清，沉淀用 3r~．,l／L尿 

素洗—遍，再用8mol／L尿索裂解沉淀 包涵体，离心收集 卜清直接上样至 phn口 s-2oo矬胶柱·紫外监i卿I收 

集各峰蛋白．测定各峰蛋白分子量。将分于量为30kD的蛋白峰蛋白置复性液内放置 2h，然后上样至DEAE 

s印h凸r‘舯F妇 Fkw离于交换矬胶柱(或直接与l史联有正常人I 的 曲ar嘲：4B反复混台，吸附非特异组分)。 

分部收集各峰蛋白．测定抗原性．将抗原性较好的蛋白再上样至交联有正常人I 的ScplIar似：̂B桂 -收集穿 

过峰蛋白．EL]．SA测定抗原性 ．将抗原性最好的蛋白榷缩至原始苗液的 I／1O。 

&7 纯化表达蛋白SDS．pAGE：及wcstcm B tt 1g分析 取纯化蛋白进行SD~-pACE电泳．在蛋白质标准两侧 

各加—孔 ．电泳后一孔用于免疫印迹．另一孔和标准蛋白用于考马靳亮蓝染色。从聚俦烯酰胺凝胶上将蛋白转 

移至硝酸鲁f维索膜( 德sd1 chcr aIld bueu产品)．采用 Phanuda公司生产的MuIliph I Nova B̈ 电转移 

系统。转移后的硝酸纤维膜用脱脂奶粉封闭．酶杯抗^I蜩 为鼠抗^单克隆抗体，底物 DAB为s m公司产 

品．具体反应条件参照文献 进行。 

2．8 抗原的ELISA；91I定 同稀释度抗原 100 包披酶联反应扳．4"C过 。PI~-T洗三遍后用含20 小牛血 

清的封闭醢封cf1(每孔 12 【)． ℃封闭过嵌或 d2℃封闭 Ib p~S-T拽i近后空干。以后按常规万法检测持测血 

清。 

结 果 

I PCR扩增结果 

取第二玖 PCR产物用 1．5 琼脂糖电泳检测 ，结果(罔 1)表明，扩增产物为一条约 0．8kb 

(842bp)的 DNA片段。这与预期扩增的 DNA片段大小一致 ，初步证实此片段即为目的 eDNA 

片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4期 李越希等；丙型肝炎病毒非结构3区基因片段的克隆表达及抗原纯化鉴定 299 

I． 

i． 

2． 

3． 

4． 

图 】 P姐 扩增产物 l廿】，5 琼脂糖电泳检测 

(I】DtNA标准分于量．【2)～‘5]静瑚加J l 8 uIl ．4 产物 

FiS．1 A．a[ysL~of P【 。d 1_5 i矾 d唧 r rc出- 

(】)DNA nml kcrs，【2)～ (5)̂ ‘kIl l8 uI_吼 l|uI ofFCR pr。d }Ⅻ p I y 

2 将扩增基因片段克隆至表达载体pBV221 

将 PCR扩增产物用低融点琼脂糖从 1，5 的琼脂糖内回收。溶于 5plTE(10mmollL Tris- 

HCI、lmol／L EDTA、pH8．0)内，取 2pl用 NcoI和 SalI双酶切，电泳回收酶切基因片段。取质粒 

载体 pBV221约 1．5 g用Nco I和 Sal I双酶切 ，电泳回收酶切载体。将回收酶切基因片段和回 

收酶切载体按约 l l的 比例用 T4DNA连接 酶连接 (1 6℃6it)，将连接 产物转化大肠杆菌 

DH ，涂布含氨苄青霉索(60pg／m1)的 LB平板 ，30C过夜生长 次日，挑取 25个转化子提取质 

粒电泳检测 ，有 21个质粒较对照质粒载体大 ，另外 d个质粒与对照质粒载体一样大。从 21个 

较大质粒中挑取两个大小约 1，dkb的质粒(根据 DNA标准分子量位置确定)，用Nco I和 Sal I 

酶切鉴定(罔 2)。结果两个质粒均为单个基因与单个裁体的连接 ，相应的两个重组子编 号为 

Ns3—6和 NS．~-21 

3 克隆基因片段的DNA序列分析 

以 Ns3—6质粒为模板 ，用合j戊的 PCR引物从两端进行序列分析。将分析结果与 日本株 I 

型的相应区域 cDNA序列进行比较证实 ，克隆的基困片段确为HCV的非结构 3区基困片段 ， 

与 日本株(Ⅱ型)的 DNA序列同源达 92，9 ，变异主要位于密码子的第三位碱基上 ，多数是 T 

与 C的互换或 A与 G的互换 ，前 概率更高。 

4 重组子的诱导表达及表达蛋白的纯化 

将重组子 NS3—6及NS3—21按种LB培养基(含氪苄青霉索 6 g／m1)30℃培养至0D = 

0．4～0．5，迅速升温至 42'C诱导培养。于诱导后 l、2、3、1、5．6h时取样(]m1)收集菌体进行 

sD§．PAGE检测重组蛋白表达茁，结果表明，两个重组子均表达一条分子量约 30kD的蛋白带， 

诱导 dh时表达世已达高峰 ，延长诱导时川表达量变化 大 ，薄层扫描分析表明表达的蛋白约 

占菌体蛋白总量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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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8mol／L尿 素裂解获得的表达蛋白粗品上样 Svphacryl S-200凝胶分离，0 01mol／L PBS 

(pH7．2)洗脱 ，将分子量为 30kD蛋白峰反复用正常人 IsG—Sepharos~吸附 ，复性后再上正常人 

IgG—Sepharos~dB柱(或先用 DEAE阴离子交换柱纯化)，洗脱后穿过蛋白，有一个主峰(图 3)即 

为表达的NS 蛋白。 

0。 

i． 

2． 

3 

4+ 

弼下 的 NS,蒜困片段 
N gone fragmem 

图 2 重组于 NS,一6和 Ns3—2I的质粒电诛和酶切鉴定 

(J)DNA标准分子世 (2)对照鞍体 pHV221(3)重组干 NS3—6质粒 (4)重组干N岛一21质粒 (5)质粒p|；V221用NcoI和 

s 』烈酵切 (6)嗡 一6质粒川N∞I和轴lI 酶}刀(7)Ns —21质柱坩Nc。‘和s I烈酶切 

F ．2 idctnLfk-ati~n rccoadm~ant pb蝴 出 NS*一 and Ns3—2I by cl峨 rc 础 and cl1zyl c山山 g 

(1)DN̂ rtwrkcw~(2)‘ nnⅡr n pBV221(3)R Il ml1‘plasmk[Nsr6(4)Rc‘Ⅻ bit 11l pl l··̈ Ns 一21‘5)Plash埘 

pHV21 J cul wi【hN~oI nd鼬 l (6)NS3—6 潮  Ⅲ whhNcoI and SalI ‘7)N 一21I山s r州 o,ltwilb Ncol and S 1 

0 

0 TlJne[h) 

图 3 经 Scpbacryl S-200凝薮挂分离的 NSa蛋白再上样 

sc血 n瑚 4F,-IB0凝脏柱 ．I}lJ n Olax~／L P"S(pH7．2)一0．i 

nl~IL N~7_l洗脱 l【lJ线。层析 柱为 XKI 6／20．流 逮为 0．】叫／ 

min。 

F ．3 E【uci 1 curw of NSs p~otcin from Scp r0辨 4B- 

l8a Sa,,lplc；NS protcbl cluted from Scpaacr~t S-200． 

Elution buyer；0_uln101 d／L pBS‘pH7．2)一0 1md／1 Naa． 

【 lu⋯·l：xKJB／20．Row Talc：0．】n1l／ll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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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纯化 NS，蛋 白纯度及抗原性 

纯化NS，蛋白SDS~PAGE分析显示(图 )，为单一条蛋白带，分子量约 30kD。纯化蛋白电 

泳后免疫印迹检诵亦仅在S0kD处显示单一阳性斑(图d)。 

t 强l墨惜 
3 k 

圉 4 纯 化 s 墨自SD~-PAGE分析(1． 和 免疫【”谴分析(2．3) 

F 4 SDS-PAGE at W ~ ern Blot~lg anaIy妇 of puttied Ns ~otcin 

将纯化的NS3蛋白 l l0梯度稀释后包被酶联反应板，F-LISA测定抗一HCV阴、阳性血清 

结果(表 2)表明，表达NS,蛋白 l：10000稀释后仍青较好的抗原性，并且有较好的特异性。 

表 2 纯化的Ns 蛋aYeS,性鉴定(EL1SA) 

Tab．2 14enfifieatical‘)f puei~ia]N sj州 曲l ami~,i(EL]SA) 

讨 论 

用逆转录 PCR方法克隆扩增基因，最重要的一环是引物的设计和选择。根据PCR引物选 

择软件选出一对其 含 。抗原的引枷，在改变碱基组成加入酶切位点后．必须重新进行验证， 

将g【物对重新输入引物检验程序后发现，该对引物处在合格引物的边缘．1：，最令人担忧的问 

题是下游引物 青 5个碱基反向重复可形成发克结构(如果超过 5个碱基即必须重新设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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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5个碱基对 中有三个是 GC对 ，更增强了结台力，如使用谈对引物必需掌握好“退火”温度， 

“退火”温度不能太低，以尽量减少引物之州的互相结合。rh于逆转录时温度为 42"C，为防止引 

物本身已形成发兜结构或引物之间“退火”，在进行逆转录前先将模板和引物混合变性以增加 

引物和模板结合的概率。 

回外文献报道 NS 区基因片段的检出率远较核心区基因片段的检出率低，在抗一HCV阳性 

血清中NS 基 因片段的检出率仅在 50 左右。因此 ，选择血清也是关键的困索。我们首先选用 

抗一HCV滴度较高的血清 ，然后再用逆转录 PCR方法检测其 5 非翻译区基因片段 ，将扩增 5 

非翻泽区基因片段阳性血清用于提取扩增 NS3区基因片段模板 。 

将扩增克隆的 NS 区基因片段核苷酸序列与 日本株(I型)相应区域核苷酸序列相比 ，同 

源性达 92．9 ，变异的碱基主要位于密码子的第三个碱基上 ，变异方式多数是 T与 C的互换 

或A与 G的互换 ，前肯概率更高。由于密码子的第三位碱基变异是在同类碱基之间的互换 ，因 

此其编码的氮基酸很少发生变化 ，遗就是不同株问Ns 区编码蛋白变异相对较小的原因。Nss 

区基因编码蛋白变异小尤其适台作为抗原装配抗一HCV检测试剂盒 ，以便有较高的检出率 ，另 

外也提示该区蛋白对病毒的生长繁殖起重要的作用。 

克隆的NSa 基因片段在大肠杆菌内表达成功 ，表达的蛋白没有融合其它蛋白成份．这大 

大减小了非特异性反应的可能性。表达的蛋白以包涵体的形式存在 ，分离纯化更方便。 

囡内外的研究已表明，单独使用核心蛋白抗原或非结构区抗原检测抗-HCV，均会产生假 

阳性 ，两者台并起米应甩会增加 C—HCV的检出翠和灵敏度。 

致谢 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王槐春同志提供引物设计选择和检验程序，中国科学院上 

海细胞所王应魁同志帮助台成了PCR引物，在此一并致谢。特别感谢军事 学科学院基础医 

学研究所马贤凯教授在基囡克隆方面提供 了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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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NSs Gene Fragment of HCV 

and IdentlficatlOil of the PLlrm ed Products 

LiYucxi Tang Jiaqi TaoKaihua eZ at 

( 蜘 Re．x~rch 幽 oyMililaryM~li,．．me．Nan蜘 210002) 

The NS3 gone fragment of HCV was cloned from tile serum of hcpatit~ C patients in Jiangshu 

province by RT—PeR．DNA sequencing shows the cloned NS3 cDNA ~ontair~ 842bp．NcoI site and sal- 

I site were added respectively to tile upstream and dowas tream primers．The eDNA was cut with Non I 

and SalI．an d then cloned into the NcoI an d SalI sites in plasmid pBV221．The re,combinant plasmid 

was transformed  into DH for gaining the ．co／i expressing NSa protein． Expressed NS3 pr otein 

(30kD)was about 1 7 of total proteins of the ．co／／，and the purified NS3 protein by Sephacryl S- 

200 and IgG—Seph~1．rose 4B chronlatography(or DEAE Scpharoze Fast Flow)has good antigcnleity and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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