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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HBsAg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的筛选与可溶性抗体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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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三0二医院传染病研究所基因治疗研究中心．北亩 100039) 

Identifi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Human ScFv Against Surface Antigen 

of Hepatitis B Virus in E ．coil 

ZHONG Yan wei，CHENG Jun．SHI Shuang-shuang，el 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as，The 302 Hospital P ，Beifing 100039，China) 

Abstract：Using HBsAg antigen purified from }ⅢsAg positive$ar~Ii1 as the coating antigen，the sin— 

gle—chain variable fragment(ScFv)antibodv to HBsAg has been screened and idemiffed from a semi 

synthetic phage library by phage display technique The SfiI／NotI scFv DNA fragment was harvested 

from PHENI—ScFv and inserted into pCANTAB5E．and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DNA was used to 

transf0rm competent host XL1 Blue．After induction with IP，rG fnr 20 hrs，the expressed }Ⅲ sAg 

ScFv in the supernantant of XL1一B1He was precipitated with 50％ ammonium sulfated and demonstrat 

ed the molecular weight is about 28kDa bv SD PAGE The reactivity and spedficity have been con— 

firmed by enzyme—linked irnmuno-sorbent assay f ELISA)．The identifi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HB— 

sAg ScFv from E coli were successfully achie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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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噬菌体表面展示技术，以从乙型肝炎病毒(HBV)表面抗原( Ag)阳性血清超速离心纯化的 HBsAg为 

圃相抗原．趴噬菌体单链可变区半合成抗体库中经过 5轮“吸附 洗脱一扩增 筛选过程．获得特异性较强的 [-IB~Ag 

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ScFv)克隆并提取质粒，经 s I／,NbtI酶切鉴定后．亚克隆到pCANTAB5E表达载体中，转 

化大肠杆菌 XL1一Blue。经 IPTG诱导后，表达的可溶性 HBsAg特异性ScFv以50％硫酸胺沉淀．经SDS—PAGE电泳 

表明，XL1．Blue中表达的 HBsAg可溶性 ScFv的分子量约 28 kD。免疫活性检测结果表明，该单链抗体具有鞍强的 

抗原结合活性和特异性 HmAg人源单链抗体的筛选和表达成功，为今后 HBsAg人源抗体的研究和应用奠定 厂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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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病毒性肝炎是 由乙型肝炎病毒(HBV)感 

染引起的世界性传染病，严重地危害人民健康。目 

前除了部分病人对于干扰素 (IFN )以及核苷类似 

物拉米夫定有一定的疗效应答之外，还没有更为有 

效而可靠的治疗方法⋯。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噬菌 

体抗体库筛选技术，能不经人体免疫可直接获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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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化抗体，在新一代抗病毒药物设计领域中具有巨 

大发展潜力[ 。本实验利用该技术成功筛选并表 

达了 HBsAg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ScFv)，旨在为人 

源单链抗体用于 HBV治疗和预防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宴验材料 

HBsAg抗原购于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肝病 

研究所，是从 HBsAg阳性血清经氯化铯超速离心纯 

化的抗原成分，纯度在 95％ 上。人噬菌体抗体文 

库为轻链 可变区和重链 可变 区经甘氨酸接头 

(Gly4Ser) 连接的抗体文库 · 。M13K07辅助噬 

菌体购于Pharmacia公司，Wizard质粒 DNA提取纯 

化试剂盒购于 Promega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 

析纯。 

1．2 特异性ItBsAg人源单链可变区噬菌体抗体的 

筛选与鉴定 

将单链可变区噬菌体抗体库扩增活化，浓缩噬 

菌体。用 Hl3sAg抗原(50 g／mL)包被 Nunc细胞 

培养板，包被液为 0．05mol／L NaHCC6，pH9．6缓冲 

液， 1％小牛血清蛋白(BsA)37℃封闭2 h后加入 

浓缩的噬菌体并进行 吸附，以0．1 mol／L三乙胺洗 

脱已吸附在平皿上的噬菌体．然后用 1 tool／L Tris 

(pH7 4)中和，中和后的噬菌体再感染对数生长期 

的大畅杆菌TG．，培养扩增使表达单链可变区抗体 

的噬菌粒得到富集。继续重复 5次上述“吸附、洗 

脱、扩增”过程 ’ 。将最后一轮筛选得到的重组菌 

涂平皿，从中挑选 60株单克隆菌体，置于 2×TY 

(氨苄青霉素 100 mg／L)中，将加入辅助噬菌体侵染 

后的培养上清液用于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 

澳『 对A值较高的克隆重复ELISA检测过程，并进 

行与 BSA的交叉反应实验(由于纯化的 HBsAg蛋 

白保存于含有牛血清自蛋白中，因而从理论上来讲 

有可能筛选到牛血清自蛋自特异性的单链噬菌体抗 

体)：以牛血清白蛋白作为包被抗原，结合交叉反应 

情况最后确定一株阳性克隆。对筛选得到的阳性克 

隆菌株按照Wizard质粒 DNA纯化试剂盒方法提取 

质粒，进行 s{iI／NotI酶切和DNA序列测定。 

1．3 抗 ItBsAg单链抗体基因亚克隆到 pcANTAB． 

5E载体 

提取阳性克隆质粒，加入 Not I 37℃酶切 2h， 

再加入 靳 I 5O℃酶切 2 h；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分 

析，按照 BIO101公司的 DNA质粒回收试剂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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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单链抗体基因片段，同样方法 Sf I／~Nrot l酶 

切 pCANTAB5E质粒，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回 

收载体片段 ；在L DNA连接酶催化下，连接基因片 

段及载体片段，将连接物转化大肠秆菌 XL Blue感 

受态细胞；提取质粒，Not l／s l酶切鉴定 

1．4 可溶性抗体的表达 

表达可溶性 HBsAg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的载 

体为pCANTABSE：将筛选得到的 HBsAg噬菌体 

抗体阳性克隆重组质粒转化至大肠杆菌 XL1～Blue 

中．加 入 l retool／L IPTG，30℃ 诱 导 表 达 20 h， 

10 000 r／rtlin离心，部分上清经 50％硫酸胺沉淀后， 

用于 sDs—PAGE电泳。 

l 5 表达产物的酶联免疫吸附法鉴定 

用HBsAg抗原包被酶联免疫板 (1 ug／~L)，以 

含2％牛血清白蛋白的PBS 37℃封闭2 h，加入诱导 

及未诱导的单链抗体上清，3TC温育 2 h，用 PBST 

洗板后，加八l00 L用1％牛血清白蛋自／PBS稀释 

的 HRP／Anti—E Tag抗体，37℃温育 1 h后，加入显 

色底物显色，测450m 波长的A值 

2 结果 

2．1 具有免疫活性的噬菌体抗体的筛选 

抗体库经 5轮筛选后，对经 ELISA证实A值较 

高的克隆，进行与 BSA的交叉反应 选定一株活性 

较高、与 BSA交叉反应较弱的克隆(ELISA 50Ⅲn值 

两次平均为 2 48，与 BSA的交叉反应值为 0 138) 

并提取质粒，酶切后亚克隆到 pCANTAB5E上。对亚 

克隆到 pCANTABSE载体的阳性克隆菌株提取质粒 

进行 Sfi 1／Abt I双酶切鉴定，并由北京赛百盛生物工 

程公司进行 DNA序列测定，证实符合 Sc 的序列特 

点。酶切鉴定结果如图 l所示。 

图 1 pCANTAB5E-I-msag—ScFv的 syi I／NrJt I酶切鉴定结果 

1．2．3是三十不同的 pCANTAB5E HB~Ag ScF~．质 粒．M 是 DNA 

分子量标准 

I-'ig 1 SJi cI r~trlctlon~ iysis the a咖 d pCANTAB5E bib 

sAg-ScFv 

1．2 and j are three different asmid~ 0f ；ANT,aA35E—HBsAg 

S⋯F ，M i DNA Im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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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可溶性抗体的表达与鉴定 

为了表达可溶性的单链抗体，提取 pCANTAB一 

5E—ScFv阳性克隆质粒转化大肠杆菌 XL Blue，重 

组表达载体 pCANTAB5E—SeFv上具有 PlacZ启动 

子，使外源基因的表达可用 IPTG诱导，在 IPTG诱 

导下表达的ScFv带有 pCANTAB5E载体上 PelB序 

列编码的短肽．使单链抗体可以分泌到细胞外．同时 

pCANTAB5E Not I位点后有一编码 E—tag小肽的 

基因．表达可溶性的单链抗体可通过结合此短肽的 

抗体进行检测。以 SDS-PAGE检测表达的可溶性 

HBsAg-ScFv蛋白，可见在 28 ld3处有蛋白表达带． 

如图 2所示。 

图2 ScFvl-I~Ag的SDS，PAGE电诛结果 

1是来诱导上清经 50％硫酸铵沉淀的蛋白成分．2是诱导后上清 

经 50％硫酸铵沉淀的蛋白成分(281<d)．M是蛋白分子量标准 

Fig 2 SDS-PAGE analysis expressed H13sAg SeF~-from super 

呻 tanb of t~nsformed XL1．blue 

1 is the pratetn州  itated from sup咖  ts [10 ．indue XL1 

blue，2 the protein precip[tated from supe~ tants of induced XL1 

blue．M is proteinweight rk 

2．3 可溶性抗体的特异性测定 

对诱导表达 的可溶性 单链抗体进行了三次 

ELISA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诱导表达上清液与抗 

l1 

l 0 8 

鲁。．2 

0 

a b c d 

田3 HBsAg SeFv酶联免疰吸附法检蔼结果 

a 诱导上清 b阳性对照 c束诱导上清 d阴性对照 

F 3 Detecti~ of HIk,Ag-SeFv by ELISA 

a．Sup⋯ 【口b fmm induced XL1-h[ue expressing ScFv；h．Positive 

c0ntto1：C， Supematants from rL∞ induced XL1一blue expr~sing 

Fv；d．Negative control 

原结合呈阳性反应．未诱导的上清液与抗原结合的 

反应呈阴性，如图3所示。 

3 讨论 

抗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治疗，目前除了 

部分病人对重组干扰素a(IFNa)及核苷类似物具有 

一 定的治疗反应以外，还没有更为确切的抗病毒治 

疗方法⋯。单链可变区抗体(single chain variable 

fragment antibody，SeFv)是具有抗原结合位 点的最 

小抗体片段，由连接肽把抗体重链可变区和轻链可 

变区连接起来的抗体片段 J 由于 ScFv具有分子 

小，易于穿入组织细胞，没有 Fc片段，免疫原性小， 

能通过基圜工程技术大量生产等特点，具有较好的 

应用前景。近年来单克隆抗体在抗 HBV、HCV感 

染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所用单克隆抗 

体多由杂交瘤生产，用于治疗存在异源蛋白反应等 

问题。噬菌体抗体库能在体外通过相应筛选而获得 

特异性的人单链抗体，解决了杂交瘤技术不易生产 

人单抗的问题，以 HBsAg包被为固相抗原从噬菌 

体抗体库中筛选出的HBsAg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 

具有较强的 HBsA4g抗原结合活性，且该方法具有简 

便、快速、经济等特点，避免了利用杂交瘤技术制备 

该抗体周期长、尤其是存在鼠源性蛋白反应的问题。 

ELISA和免疫组化鉴定，筛选得到的Ⅷ g单克隆 

抗体具有较高的抗原结合活性和较好的特异性。将 

该抗体基因与干扰素偶联，是十分有希望的抗乙型 

肝炎病毒基因治疗方案，我们的结果为进行该方面 

研究奠定了基础 

HBV Ht3sAg特异性单链可变区抗体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在我国HBV感染的主要途径是母婴 

垂直传播，HBsAg特异性抗体和乙肝疫苗的联合应 

用对于阻断HBV的母婴传播具有显著的效果。但 

是，既往 tlBsAg特异性免疫球蛋 白都是从抗．HBs 

阳性血清中纯化的血液制品。其来源受到了很大的 

限制，同时，其生产工艺要求很高．否则易有发生经 

血传播疾病的危险 应用血液制品而传播传染性疾 

病时有报道。为了满足阻断 ／-IBV感染母婴传播的 

需要，必须具备大量生产人源特异性强的抗体制品。 

噬菌体表面展示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 

希望l8 J。因为噬菌体单链抗体的体外筛选过程，模 

拟了体内抗体成熟的过程，因而能够筛选到高亲和 

力的抗体。而这种基因工程抗体表达的研究，又为 

这种基因工程抗体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其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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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抗体的筛选与表达，对于日益广泛开展的肝脏 

器官移植，阻断移植肝 HBV感染和复发，也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此外，随着基因治疗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成熟．利用腺病毒载体和逆转录病毒载体将编 

码HI3~Ag—ScFv的基因导入到肝细胞中，单链抗体 

的表达与 ／-IBV病毒的表面抗原结合以后．可以有 

效干扰或阻断 I-IBV的复制表达。从而为 I-IBV感 

染的基因治疗开辟新的途径 ]。关于病毒载体介 

导的 HBsA —ScFv的基因及表达，并进行抗 I-IBV的 

细胞内免疫的基因治疗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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