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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slraet：To ecmstxuet expressive veeR)／"for human SeFv agairIsI E2 protein of hepatitis C rims(HCV—E2一 

scFv)，and soluble HCV·E2·ScFv in E．coil JM109，u8iI1g phage display technique，the recombinant 

phageswem Im by reemnbinant E2 antigen which w舾 coated in a mierofiter plate，after five rounds of 

biopanning．46 dorms weIe identified specific to E2 antigen．750 bp fragment could be released from the plas— 

mid ofpasiti~e phage colones．and the sequenl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we have got the ScFv BNA fragment． 

And tllell DNA fragment was inserted into expressive Vector 0 ‘AB5E and E．col hast JM109 w舾 traHs— 

formed and induced by ltq'G．The specificity of ScFv in the cultureⅡledim was evaluated by en~qla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The molecular weight of expressed HCV—E2一ScFv is 28kD by SDS—polyacrymide 

gel dectrophoresis(PAGE)．The expressed HCV-E2-SeFv will be useful in the immmlohistochemieal study of 

livertissueand genetherapy against HCV infeefi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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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构建表达丙型肝炎病毒(HCV)包膜蛋白卫的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scFv)的原核表达 

载体，并在太肠杆菌JM109中表达可溶性的HCV-E2一scFv。以重组的HCV E2蛋白为包被抗原，利用噬苗体抗体库 

的表面展示技术，筛选到含有HCV-E2-ScFv基因的噬苗体克隆．从噬菌体抗体阳性克隆中提取质粒，经 l̂m】／ ￡I 

酶切鉴定后，该 SeFv基因由750bp组成，将其亚克隆到~ ITAB5E载体中，转化太肠杆菌 ．UMI~，提取质粒进行 

DNA序列测定，符合ScFv的基因结构特点。IPIG诱导转化的大脑杆苗JM109，在其培养上清中获得了可溶性HCV 

单链可变区抗体的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法(ⅡJsA)证实表达的HCV-E2一ScFv具有与重组HCV E2蛋白的反应活 

性和特异性，对转化的J／vll09大脑杆菌上清中表述的HCV．E2-ScFv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证实表达的 

HCV-E2-sc 的分子量为28kn。为应用HCV．E2．ScFv进行肝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和细胞内免疫基因治疗研究奠定了 

基础。 ‘ 

关键词：丙型肝炎病毒；包膜蛋白；单链可变区抗体；表达 

中国分类号：R335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1) 唧 o4 

收稿日期：．200O-07．17，謦回日期：2000-10-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9900130) 

作者简介：成军(19 一)，男，山东省高青县籍，剐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病的基因 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3期 成军等：丙型肝炎病毒包膜蛋白E2可溶性单链可变区抗体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 

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抗病毒治疗，目前 

除了部分病人对重组干扰素a(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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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抗人免疫缺陷病毒．1(Hrv-1)治疗研究进展中可 

以看出，利用基因工程人源化单链可变区抗体 

(ScFv)的细胞内表达进行细胞内免疫的基因治疗， 

可发挥一定的抗病毒治疗作用_2J。HCV髓 是HCV 

包膜糖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HCV g2蛋白与靶细胞膜上的CD81分子之间的结 

合，可能是 HCV感染靶细胞的重要机制_3'4 。HCV 

蛋白分子结构中的高变区(m喂)是 HCV诱发中 

和性抗体的重要抗原结构域，因而HLNE2蛋白HVR 

区的变异，与 HCV的免疫逃逸机制和形成慢性感染 

的机制有关 J。除此之外 ，不同结构的 HCV E2蛋 

白与干扰素诱导的抗病毒蛋白，如双链 RNA激酶 

PICR等结合形成二聚体形式，影响HCV感染者对干 

扰素的疗效 ]。因而推测寻找 HCV E2蛋白的抑制 

剂可能是一个探索抗 HCV治疗方法的重要研究方 

向。单克隆抗体虽然具有识别和结合病毒抗原的特 

异性，但其鼠源蛋白的抗原性以及具有较大分子量， 

难以进人病毒感染的细胞，因而很难用于细胞内感 

染的抗病毒的治疗。ScFv是具有抗原结合位点的 

最小抗体片段nI8]，由连接肽把抗体重链可变区和 

轻链可变区连接起来，由于没有 Fc片段，免疫原性 

小，能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大量生产等特点，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我们利用噬菌体抗体库筛选表达 

了人源 HCV．E2．ScFv，并对其免疫活性和特异性进 

行了鉴定，为进行抗 HCV的细胞内免疫的基因治疗 

研究奠定了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翱 

HCV E2抗原为大肠杆菌表达的全长重组纯化 

抗原蛋白，纯度在 95％以上，购于美国Virc~stat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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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aSer) 连接的抗体文库【 。Wizard 

DNA质粒提取纯化试剂盒购于美国Promega公司； 

DNA质粒回收试剂盒购于美国B10 101公司。酶标 

羊抗鼠E tag k,G抗体购于瑞典Phairaacia公司；大肠 

杆菌JM109为本研究中心保藏菌株。 

1 2 特异性 HCV E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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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V E2抗原(80 g／InL)包被 Nunc培养 

板，包被液为0．05mol／L NaHCO，，pI-I9．6缓冲液，以 

2％小牛血清蛋白(BSA)37~C封闭2h后加入浓缩的 

噬菌体，以0．1mol／L三乙胺洗脱已吸附在平皿上的 

噬菌体，然后用 1 moL／L~lfis(pI-17．4)中和，再感染对 

数生长期的大肠杆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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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株单克隆菌株，置 

2×TY(氨苄青霉素 10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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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监A)检测。对吸光度(A值)较高的克隆重复 

ELISA检测过程，并进行与牛血清白蛋白(BSA)的交 

叉反应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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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o L／Not l酶切和 DNA序列测定。 

1．3 E2单链抗体表达载体 pCANTABSE的构建 

由大肠杆菌 ．E2．ScFv提取质粒 pHENI．E2 

SeFv，加入 Neo 1／Not 1 37℃酶切 3h，经琼脂糖凝胶 

电泳分析，按照DNA质粒回收试剂盒方法回收单链 

抗 体 基 因 片 段，同 样 方 法 Ncoi／Not1酶 切 

pCANTABSE质粒，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回收载 

体片段；在 T4 DNA连接酶催化下，连接 E2．ScFv基 

因片段及载体片段，将连接物转化大肠杆菌 JM109 

感受态细胞；提取质粒 ，Nco l／Not 1酶切鉴定。 

1 4 可溶性抗体的表达与 ELISA和 PAGE鉴定 

表达可溶性 HCV E2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的载 

体为 pCA／qrABSE．E2-ScFv。将筛选得到的 HCV E2 

噬菌体抗体阳性克隆重组质粒转化至大肠杆菌 

JM109中，加入终浓度为 1 5 mmol的IPTG，30qc诱导 

表达20h，12 000r／rain离心 10min，收集上清液，用于 

叫 弘 和 PAGE检测。 

用HCV E2抗原包被酶联免疫板(I旭／孔)，以 

含2％牛血清白蛋白的PBS 37qc封闭2h，加入诱导 

及未诱导的单链抗体上清，37~C温育2h，用 PBST洗 

板后，加入 100 用 1％牛血清白蛋白／PBS稀释的 

HRP／Anti．E Tag抗体，37qc温育 1h后，加入显色底 

物显色，测450hm波长的A值。转化的JM109培养 

上清5rnL，以三氧乙酸进行沉淀，以90％乙醇洗涤， 

干燥后以 4o 水溶解 ，取 10儿L煮沸 10min，进行 

PACE鉴定。 

2 结果 

2．1 具有免疫活性的可溶性 HCV．E2．sc 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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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抗体库经5轮筛选后，选定一株活性高的克隆 

提取质粒，酶切后亚克隆到 pCANTA~E上。对亚克 

隆到pĉM B5E载体的阳性克隆菌株提取质粒进 

行 №0L／N0tI双酶切鉴定 ，并进行 DNA序列测定，酶 

切鉴定结果如图 1。 

● 
圉1 r̂且5E— h的 ∞ l／̂ I酶切鉴定结果 

1．HCV皿 sc DNA片段；M．DNA分子量标志。 

ng 1 № L， I restri~m d pCAh'TAB5E·Ⅱ·ScPv 

I，DNAfragment 0f}【c、rⅡ s ；M，DNA~ eeular Wel T口a 

2．2 Hcv．E2-scFv表达载体的构建与鉴定 

为了表达可溶性的 Hcv．E2．ScFv，从免疫检测 

阳性的噬菌体集落提取 pCANTA~E．Hcv．E2．scFv 

质粒 DNA，转化大肠杆菌 JMlo9，获得表达型菌株。 

重 组表达载体 pĉNT̂B5 Hcv．E2．scFv上具有 

PlEc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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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A~ 5E载体上 

Pem序列编码的短肽，使单链抗体可以分泌到细胞 

外，同时pC4NITA~E N0t I位点后有一编码 E． 小 

肽的基因，表达可溶性的单链抗体可通过结合此短 

． r_]．r-]． ． 

圈2 皿·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结果 

a．诱导上清 ．未诱导上清_c．阴性对照；d．空白对照 

Fig．2 M,s,Mmce HCV·比 Fv b 协砬 by ELISA 

Ⅱ，supemat．q~tfirom Ⅲ 】09；b，strpematantfirom 一 ．讪  

删 l09；c，龇PE呻衄 from u几 帕 m 109；d，n 目 ve咖 州 ． 

肽的抗体进行检测。 

2 3 可溶性抗体的特异性测定 

我们对诱导表达 的可溶性单链抗体进行 了 

ELISA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诱导表示上清液与抗 

原结台呈阳性反应，未诱导的上清液与抗原结合的 

则呈阴性，如图2所示。 

取诱导上清液的三氯乙酸沉淀物进行 12％的 

PAGE分析，证实表达的H~-E2．ScFv蛋白的分子量 

为28kD。如图3所示。 

图3 JM】∞ 止响 }l、c．皿． y盐【_j的PAGE分析 

K ，蛋白分子量标志 b．未诱导的音 HGW．比．sc 的肌109培养上 

清Ic-IPTC诱导表达的Hv0 的J M】09细菌的培养上请。 

g．3 PAGE~ ysis 0f~ ressed} v_ sch protein in 

8upenmtant tnmsdu~ 删 l09 

Ⅱ，protein m lmd "i曲【rtaax~ ；b，protein in pem 【 ⋯ in 

山 Ⅲ l09；C．州 dn in~pematmt 0f indu~ Ⅲ l∞ 

3 讨论 

丙型肝炎病毒非结构蛋白E2是 Hcv基因组编 

码的一种重要的结构蛋白质之一_1j。其最为重要的 

功能就是作为 HCV的包膜蛋白，包裹在 HCV病毒 

颗粒的表面，通过与感染靶细胞膜上的特异性受体， 

介导 Hcv进入到Hcv感染的靶细胞中【 。E2蛋白 

也是 HCV感染发生以后，诱导机体产生保护性体液 

免疫应答的主要抗原成分。同时，HCV E2蛋白保护 

性抗原决定簇编码区的核苷酸序列有高度的变异 

性，本文筛选鉴定了人源化单链可变区抗体的编码 

基因，并实现了可溶性抗体的表达，为进一步进行丙 

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肝组织的病毒抗原免疫组织化学 

研究和细胞内免疫基因治疗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蛋 白酶 的抑制剂在抗人免疫缺 陷病毒 1 

(HIV．1)感染的治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的研究结果0 ，推测通过寻找 HCV E2蛋白的抑制 

剂，可能是探索抗HCV治疗方法的重要途径。事实 

■ 

H n  ̈ 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3期 成军等：丙型肝炎病毒包膜蛋白皿 可溶性单链可变区抗体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 223 

上，在 HCV单链抗体细胞内免疫基因治疗的研究 

中，Dimasi等【12 J应用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筛选到 

了最小抗体样蛋白，又称微抗体(minibody)，对 HCV 

Ns3的丝氨酸蛋白酶活性具有很强的阻断作用。这 

些微抗体在微摩尔浓度的条件下即表现出很强的 

NS3丝氨酸蛋白酶的特异性体外抑制作用。Ml~tin 

等 13 J也从噬菌体展示肽库中筛选到了可变区抗体 

片段，对于 HCV NS3丝氨酸蛋白酶活性也具有很强 

的特异性抑制作用。由于通过杂交瘤技术生产人． 

人单克隆抗体十分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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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噬菌体抗体库 

中筛选出的HCV E2人源单链可变区抗体，具有较 

强的 HCV E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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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 

此之外，设计病毒基因核苷酸序列特异性的反义 

I：LNA(antisense ttNA)，核酶(1ibozyme)和多靶位核酶 

的表达载体，进行细胞内免疫的基因治疗也取得了 

显著的进展 J。利用显性负性突变体的构建与表 

达、分子诱饵(decor)的构建与表达等，也能实现细 

胞内免疫的基因治疗策略⋯。进行细胞内免疫的抗 

病毒基因治疗研究虽然有许多途径可以实现，其中 

以人源化单链可变区抗体的细胞内表达为最有前景 

的手段。因此，噬菌体展示肽库的亲和筛选程序，在 

HCV E2蛋白抑制剂的筛选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 

前景。通过逆转录病毒载体腺病毒载体，可以将这 

种HCV E2单链抗体的编码基因导人到细胞中进行 

抗 HCV的细胞内免疫策略的基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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