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l6卷 3期 

2001年 9月 

中 国 病 毒 学 

}四 0 ( SIN／CA 

l6(3)：215—219 

September 2001 

丙型肝炎病毒准种在 NS2区的变异状况初探 

冷彦 ，陈秀珠 ，杜勇 ，毛春生 ，杜桂鑫 ，王海涛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分子医学中心．湖北武汉 43／}030；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病毒学研究室，湖北武汉430030； 3．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北京 100071) 

Preliminary Study of Hepatitis C Viral Quasispecies in 

NS2 Region in Patients wiUl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LENG Yml ，c皿 N Xiu．7JllaI
,
DU Y0I ，blAO Chen-sheng2

，

Du Gui．7j．n2
，
WANG Ha1．tao2 

(1_MolecularMedicine Center，乃 涮 ，Wuhaa 43003O，Ott'na； 2．￡ or帅ry0， 如 V~-dogy，Department of 

Mic,~idogy，7"o,,aiiMedical College，Wuhan 430030 China： 3．Department of忉 f MolecularBiology，trtsg,tute 

ofMkrob／d~gy andEphLmukdogy，Ch／nese血 of埘m Med／ca／ ， 100071，Off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genetic variation of nonstmetural(NS)2 region and its gen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hepatitis C vims quasispecies，NS2 genes ofHCV from a HCV as)~nptomatie~[Tier and apatien twith ab． 

nomud ALT level t&teile amphfied by RT-nested-PCR respectively and cloned into T Yector．5 positive clones 

form each of them were selected~ domly for sequencing．Eve~-clone WaS unique in nuclectide sequence and 

amino acid sequence．A 0Bt all the NS2 gene clones from the asymptomatic carrier had complete ORF ex。ept 

OIle done had a stop codon at 835aain HCV polypmtein．Butwhenit ean3~tothepatientwith abnorm al ALT 

level，3 clones of them had stop cadom．at 835aa and 1 clone had a stop ced on at 887aa in polypretein
． 0nly 1 

clone had complete ORF．Comparing this ORF with the s~ ence of the as)~lptomatic carrier，most of the~aino 

acid changes were confined to the N-termlnai．Simulating the so。ondarv strucRu~s of Ns2 proteins with intact 

openreadingframe demomUated thatthe structure ofthe HCV patientwith abnormalA levelwas similart0 

the dominant structure ofthe asymptomatic carrier．It could beseenfrom thetwopatientswith HCVinfection 

thatHepatitis C viral quasispeciesin NS2 r 0nhadan obvious diversity between HCv as)~lptoraatic p~riier 

and HCV patient with abnomaal A leve1．The diversity suggested that the stale of HCV qua~species in NS2 

region WSSlikelyto correlatewith the progression ofliver disease
．  

Key words：Hepatitis C virus；NS2；Quasispecies；Variation 

摘要：探讨 HCV准种在NS2区的基因结构特征及变异状况。利用逆转录一巢式PcR从 1份Hcv慢性携带者的阳性 

血清及 1份丙肝患者的血清中获得HCV NS2全长 eDNA，将其克隆于T载体，各随机挑取5个阳性克隆进行序列测 

定。结果显示克隆到HCV．NS2全长基因，所测克隆在核苷酸水平和氪基酸水平互不相同。该慢性携带者HCV NS2 

区序列以完整读码框架(0RF)为主，一个于HCV多聚蛋白第8 位氪基酸的位置出现终止信号，而该丙型肝炎患者 

以NS2 N端发现终止信号的序列为主，其中三个于第835位氪基酸的位置出现终止信号，一个于第887位氪基酸的 

位置出现终止信号，仅一个克隆的序列为完整ORF。对ORF竞整的序列进行比较，发现丙型肝炎患者氮基酸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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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于N端，蛋白二级结构模拟显示丙肝患者 NS2与慢性携带者的优势二级结构类似。研究表明从我们选择 

的两倒感染者的HCV 盟序列看，不同临床类型的Hcv病人体内的HCV准种在N啦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 

病毒存在于机体的状态有一定的一致性。 

关键词：丙型肝炎病毒；准种；NS2；变异 

中国分类号：R512．6 文葡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5124(2oo1)03—0215．05 

丙型肝炎(丙肝)病毒(Hcv)是一种 RNA病毒， 

需要依赖 RNA的 RNA聚合酶进行复制，由于该酶 

对RNA产物无校读功能，易导致病毒以准种(qua 

sispeeies)的方式在体内存在，即在同一个体内同时 

存在含大量相关突变株的病毒基因组l1 J。随着“准 

种”概念的提出，HCV准种变化的某些特点逐渐为 

人们所认识，然而 HCV NS2区却鲜为人关注，部分 

原因是由于NS2蛋白是一个强疏水性的蛋白，人们 

对它的功能还不甚了解一2。我们从准种在 NS2区 

的变异人手，直接反映 NS2基因群体在体内的存在 

和变异状况，以期对 HCV NS2有进一步的认识。我 

们选用了 HCV慢性携带者和丙型肝炎患者的阳性 

血清各一份，设计了包含整个 NS2区的特异引物对 

其进行扩增和 cDNA克隆，随机各挑取 5个阳性克 

隆进行了序列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 HCV慢性携带者的血清标本采白河北一献血 

员，男，57岁 ，自1992年检出有 HCV感染以来一直 

无自觉肝炎症状，AIJT正常，抗 Hey(+)，HCV RNA 

(+)；丙型肝炎患者来 自河北地区，男，48岁，患病 

前有多次献血史，因轻度肝炎症状而初次就诊 ，查 

AI．T420U／L，抗 HCV(+)，HCV RNA(+)，无肝硬 

化、肝癌等。两人均未经任何治疗即采血。 

1．2 菌种、质粒及试剂 

大肠杆菌州109为本室保存，总RNA提取试剂 

盒、T载体购自 promaga公司，逆转录酶 M．MLV、T4 

DNA连接酶购自Gibco公司，玻璃奶 DNA回收试剂 

盒购 自博大生物公司，Taq DNA聚合酶购自华美公 

司，质粒纯化试剂盒为 Q1AGEN公司产品．耵 测序试 

剂盒购白?znersham公司。 

1．3 HCV RNA提取、反转录及 cDNA扩增 

异硫氰酸胍法提取 HCV KNA、反转录 eDNA参 

见有关文献-一。HCV NS2片段 PCR中所用寡核苷 

酸引物参照Hc—HB_4 等HCV株核苷酸序列，借助计 

算机 Ofigo核酸分析软件设计并包含简并位点： 

外引物 F1：5’ 口℃crcc crG(A／G)C(A／G)2T(A／ 

G)CC一3’ 

Rl：5’．CGAGC IDc1BG ACATIC一3’ 

内引物 F2：5’，TAGGTAC~4TC-G(A／C)(C／T)CGCGA— 

CA|r-3’ 

R2：5’．ACH AGCn℃A从 ccACTCGCCACC一3’ 

PCR扩增条件如下：第一轮 PCR：模板 cDNA 

5 ，10×PCR buffer 5 ，2．5arnd／L dNTPs 0 5 ， 

Taq DNA聚合酶 l ，20t*mol／L外引物 Fl、Rl各 

l止，，94~E 60s，72~E 90s，30个循环，第二轮 PCR取第 
一

轮 PCR产物5 山作为模板，用内引物 F2、R2进行 

扩增。 

1．4 PCR产物的纯化．连续及克隆 

PCR扩增产物用玻璃奶法回收，与 ％v~mr经 

T4 DNA连接酶连接，TSS法转化 JM109感受态细 

胞，挑取白色菌落进行 PCR鉴定和酶切鉴定。 

1．5 PCR产物克隆的序列测定 

序列测定用 BigD 试剂盒在 ABI PRISMTM~,,U 

序仪上进行，部分配合采用耵 测序试剂盒手工完 

成。 

1．6 序列分析 

序列分析采用Goldkey软件(军事医学科学院吴 

加金编)和 MSI软件进行。 

2 结果 

通过逆转录巢式 PCR扩增克隆获得 HCV NS2 

全长基因。HCV慢性携带者 NS2区核苷酸序列见 

GeneBank登记号为 AF175468、AF175469、AF175470、 

AF175470、AFt75471和 AF175472(我们分 别称为 

H1、H2、H3、H4和 H5克隆)，不同克隆间有 37个位 

点存在碱基差异，其中 H5克隆含一个终止突变。 

丙肝病人 NS2区核苷酸序列见 C_mneBank登记号为 

AF207995、 A2o7996、 A聊 997、 AF207998 和 

．~207999(我们分别称为 PI、P2、P3、P4和 P5克隆)， 

不同克隆间有36个位点存在碱基差异，占全长的 

5．5％，其中P2和 P3各有 3个缺失突变位点，P4号 

克隆有2个缺失突变位点，P=5号克隆有 1个插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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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位点。 

根据不同核苷酸序列推导出氨基酸序列，HCV 

慢性携带者的5个克隆中有4个是完整ORF的序 

列，一个终止于第835位氨基酸的位置；丙肝病人所 

测5个克隆中有一个是完整 ORF的序列，余4个由 

于发生插入或缺失突变而出现终止密码，其中3个 

序列终止于第 835位氨基酸的位置，一个终止于第 

887位氨基酸的位置。由此可见，二者在 NS2区的 

序列存在较为明显差异，体现在慢性携带者以完整 

ORF为主，病人以含终止突变的序列为主，并且二者 

的终止突变均发生于 NS2的 N端，尤以第 835位氨 

基酸的位置为主。 

HCV慢性携带者与丙肝病人 HCV NS2蛋白的 

氨基酸序列比较和蛋白二级结构分析进行氨基酸比 

较后发现，病人的变异位点主要集中于NS2蛋白的 

N端(见表 1)。 

表 1 HCV慢性携带者与丙肝痔人Hcv 蛋白主要的氨基酸变异比轻 

T~!be 1 C叽p 孵I of w,lmo oeid vm'inlJon of}ICV NS2 protein be|w钟n HCV nayrapttv：maie cⅢ cr ned HCV lmliemt 山 obnomu,d AⅡ le~'el 

由于氨基酸序列 的差异，用 MSI软件对 NS2 

ORF完整的序列进行蛋白二级结构的模拟，并将丙 

肝病人与慢性携带者 NS2蛋白二级结构进行比较， 

发现虽然各克隆在不同位点存在不同程度的氨基酸 

变异，但从二级结构上看，由氨基酸变异所造成的结 

构改变主要集中在第 960位和第 920位氨基酸附 

近。结果显示，在第920位氨基酸附近，H4克隆无 

规则卷曲结构减弱，换以B折叠为主(图 1)，在第 

960位氨基酸附近，m 克隆和 H1克隆以B折叠为 

主的结构换之以n螺旋(图2，3)。其中H2克隆的 

结构改变主要是由于第 958位和 987位氨基酸突 

变，由非极性氨基酸变成极性氨基酸所致，HI克隆 

的构象改变可能是由于其线性表位区第966位氨基 

酸的变异造成。而丙肝病人 NS2蛋白二级结构与 

慢性携带者 NS2蛋白的优势二级结构类似，在第 

9920位氨基酸附近的位置以无规则卷曲的结构为 

主，第 960位氨基酸附近的位置以B折叠的结构为 

主(图4)一 

q20 aa f f 960∞ Io26 aa 

囝 1 144克隆 蛋白二级结构预攫I 

F 1 Seeorxta~．s ch肝 血 帆 0fNS2 protein t}LH4 d 

图2 HI克隆 NS2蛋白二级结构预测 

Fig 1 sec。n structm'e sinmlafion ofNS2 prelein HI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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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u 1026aa 

图3 I-[2克隆 NS2蛋白二级结构预测 

Filz 1 ‘h d⋯ n11m si r~ lali r~1 r,f NS2'pT~eJn 【h H2 clime 

图4 丙肝病^(P1克隆)的5ts2蛋白二级结构模拟图 

Fig l ‰ d fltXl~ slmdatlon orNS2 protein m P1 else 

HCV以准种方式在体内存在，这种病毒群体的 

共存可通过优势株与野生株之间的消长而赋予病毒 

快速逃逸免疫系统中和的能力，准种的存在形式和 

微小变化反映着病毒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种动态平 

衡状况，代表着病毒适应和逃逸机体免疫机制的一 

种获胜策略_5J。为进一步阐明 HCV慢性携带者和 

丙肝患者的病毒学差异，我们从准种的角度对NS2 

这一鲜为人关注的区域作了一些研究，从我们克隆 

到的两例 HCV感染者的 NS2区基因可以看到．慢性 

携带者和丙型肝炎患者在该区的序列存在差异 ．具 

体体现在前者以完整序列为主，而后者虽有完整序 

列，但以含终止突变的序列为主(达80％)。 

HCV慢性携带者准种在NS2区表现为多态性， 

即不同克隆在核苷酸水平、氨基酸水平乃至蛋白的 

二级结构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多态性可能与病毒的 

低水平复制和免疫逃逸相适应_6J。而丙肝患者在 

NS2区以N端终止突变株为主的准种形式可能与病 

毒在体内增殖较为旺盛 ，激发的免疫反应较强的状 

态相关．表现在：①与病毒的增殖状态是相适应的。 

有研究显示 C／E1、El／E2的信号肽酶切割位点及 

NS2／'3自动催化切割位点的切割过程发生快，随后 

El和 E2折叠形成一个稳定 的异源二聚体，这一过 

程发生慢，限制着 HCV的复制进程 一。从我们克 

隆的NS2区基因的N端终止突变株看，这种突变恰 

好将结构区和非结构区基 因割裂开来，由于只含 

HCV结构蛋白的 eDNA即可形成病毒样颗粒 J，那 

么大量NS2 N端终止的病毒株的存在就有可能增加 

结构基因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促进 HCV颗粒 

的装配和释放。②准种在 NS2区的变异状况与机 

体的免疫损伤存在一致性。NS2 N端可能存在一个 

CTL表位_l⋯，Marten也曾发现肝移植后有 NS2 N端 

终止突变序列出现．认为 NS2 N端的终止突变有可 

能是病毒受到CTL免疫压力的一种反映l】 ，与我们 

的实验结果有一致性。同时，我们发现该丙肝病人 

HCV NS2完整ORF的氨基酸序列与慢性携带者的 

序列比较，变异集中于 NS2的N端，也在一定程度 

上提示 N端可能存在 CTL表位。结合我们的 NS2 

蛋白二级结构的分析结果．HCV慢性携带者在用合 

成肽探测到的表位区附近存在结构改变 J，而该丙 

肝患者的结构改变不明显．进一步提示丙肝患者受 

到的免疫压力更多来自细胞免疫．而细胞免疫对肝 

细胞的损害是明显的。③HCV携带者以完整序列 

为主，其糖蛋白的非有效折叠能下调颗粒的形成和 

加强的同时，暴露于免疫系统的抗原亦相应增多，有 

可能造成较为明显的免疫病理反应。病毒与机体是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慢性携带者状态即病毒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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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达到的一种和谐状态，丽丙肝患者此时的病毒与 

机体的免疫系统处于激烈交锋的动态平衡中。 

另外，从我们的两例感染者测序结果看，HeY 

NS2 N端终止突变株多数选择终止于第835位氨基 

酸，丽第 835位氨基酸正好是 NS2蛋白第一个跨膜 

区终止的位置 13J。NS2的第一个跨膜区紧靠E2的 

c端，而 F2的 c端(包括 P7)亦大多为疏水的跨膜 

区域。体内HeY序列通过变异将 NS2的 N端划归 

到了结构区，由此分析，NS2 N端跨膜区有可能与结 

构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通过测序的方法直接反映 HCV准种存在 

于机体的优势基因组，发现存在多个NS2 N端终止 

的列，并且多数选择终止第 835位氨基酸的位置，从 

我们选择的两例感染者的Hcv NS2序列看，慢性携 

带者与患者在终止突变株的量上存在较为明显差 

异，其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自1992年 Martell 

首次将“准种”概念引入 HeY，虽然已开展许多有关 

准种变异的研究工作，但NS2区迄今仅有极少数人 

关注。我们对 HeY准种在 NS2区的变异进行了初 

步探讨并认为，NS2作为上连结柯区下接非结构医 

的部分，尤其在其功能尚不太清楚的情况下，结合不 

同的临床转归对它继续展开有关变异的研究是很有 

必要的。了解其准种变异规律，对研究NS2区的生 

物学功能、HC~的复制机制、免疫应答、致病机理、 

诊断及疫苗研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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