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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ceomdinant plasmid pET—E2 was transformed into BL2 1 f DE3) competent cel1．then in— 

duced the amplified cuhure with I G．There was a 34 kDa band in SDS—PAGE ge1．The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expressed protein was comsistent to that of deduced E2 protein．Tested by western—blot，It 

showed that the product was HCV E2 protein．It contained a six—Histidine tag and aggregated into the in— 

clusion body．Computer scan analysis showed the protein interested took the percentage more than 36 of 

the total bacterial proteins and the rate of purification was higher than 95％ after purified by Ni—column． 

Th e activity of pruified E2 protein was tested by ELISA．Th 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5／1 5 HCVpositive sera 

had anti—E2 antibody．and the other 5 negative HCV sera hadn’t anti—E2 antibody． 

Kev words： HCV E2；Prodaryotic system；Gene expression； Purification 

摘 要 ：用提取 的重组表达载体 pET-E2转化 BL21(DE3)感受态细胞 ，经 IPTG诱导 ，再进行 SDS—PAGE，可得到 

有一条约 34 kDa的表达带 ，与理论推测的蛋白分子量一致 ，通过 Western—blot鉴定 ，证明此带即为 目的蛋 白带 。该 

产物有一个六聚组氨酸尾，主要以包涵体形式存在；计算机扫描分析考马斯亮兰染色后的蛋白胶显示 ：目的蛋白占 

整个菌体蛋 白的 36％以上 ．经 Ni一柱纯化 的 E2蛋 白纯度可达 95％以上 ；以纯化的 E2蛋白为抗原 ，用 ELISA方法检 

测了 2O份抗 HCV阴阳性血清 ．结果表明 l5份抗 HCV阳性 血清中检 出 5份 E2抗体 阳性血清 ，而 5份抗 HCV阴性 

血清 中没有检测 到 E2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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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Q786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1—000l—o4 

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HCV)属于 

黄病毒科，为有包膜的单股正链 RNA病毒 ，基因 

组全长约 9．4kb，5’端非编码区 (NCR)之后是一 

个开放阅读框 ，几乎跨越整个基因组 ，编码 3010、 

301 1或 3033 aa的多蛋白前体⋯，在病毒编码的蛋 

白酶的宿主信号酶的作用下，多蛋白前体裂解为 

成熟的结构蛋 白和非结构蛋 白，HCV蛋白的精确 

{{}歹0为 5’NCR—C—E1一E2一P7一NS2一NS3一NS4A— 

Ns4B—NS5A—NSB一3’NCR。 

E2区为 HCV 的包膜糖 蛋 白区 ．位于 384aa～ 

746aa氨基酸位点 ，有两个高变区 HVR1(384aa～ 

410aa)和 HVR2 (475aa--482aa)。由于 HVR1是肝 

炎发生后 HCV的主要变异位点 ，这说明 HVR1与 

丙肝慢性化高度相关，可能是慢性化的主要原因[23。 

使用哺乳 动物细胞表达 的去除 3疏水 区的 E2蛋 白 

与人细胞受体 CD 结合 ，此结合 又可以被抗 E2 

的抗体阻断，这可能是 HCV进入人体的重要途径。 

由于高活性 的 E2包膜糖蛋白可以模拟 HCV与 

MOTI一4细胞或人细胞受体 CD 结合，这对于有多 

株 HCV包膜糖蛋白交叉反应的中和抗体的筛选．以 

收稿日期：2002—04—05，修回日期：2002—05—29 

作者简介：张东伟(1969-)，男，陕西省籍，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医学病毒的分子生物研究。 

通讯作者。Correspondence author．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_II 

2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l8卷 

及发展治疗丙型肝炎的疫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 |4l引。在 E2上至少有两个 中和抗体 的抗原表位 ， 

一 个高变 (在 HVR1)，一个保守 (位点未知 )。近 

年来国外对 HCV的 E2区研究进展很快，但主要是 

以HCV—I型为主。本实验以目前国内主要流行的 

HCV—II型为研究对象．应用 PCR技术分离和克隆 

HCV的 852bp长包含了 E2的所有糖基化位点和主 

要抗原表位片段l6]。在本实验中利用原核系统表达 

了该片段．并对表达条件进行了优化．还对表达产 

物进行 了纯化和活性测定。 

1 材料 与方法 

1．1 血清样本 

HCV阴阳性血清由北京金伟凯生物技术公司 

提供 。 

1．2 质粒、细菌和抗体 

含有 E2目的基 因的重组表达载体 pET—E2已 

由本组构建，表达宿主菌 BL21(DE3)为本室保藏。 

1．3 试剂 

HRP标记的鼠抗人 IgG购自华美公司，IPTG购 

自Promega公司，蛋白质分子量标准购自上海丽珠 

东风 生物公 司 ，组氨 酸亲 和纯化 试剂 盒购 自 

QIAGEN公司。 

1．4 感受态细胞的制备及转化 

参照 《分子克隆》，制备表达宿主菌 BL21 

(DE3)的感受态细胞 ，并转化作对照的 pET一22b 

空载体和重组质粒 pET—E2。 

1．5 诱导表达及 Western—blot鉴定 

分别接种阳性克隆和阴性对照的单菌落于加有 

3mL LB培养基 (加氨苄青霉素 60p．g／mL)的试管 

中， 37℃摇床培养 16h后，再按 1：100的比例接 

种于 3mL加氨苄青霉素的 LB试管中，摇床培养到 

OD600值为0．8时加入 IPTG诱导， 在37℃下诱导4h 

后 ， 进行 SDS—PAGE电泳。并进行 Western—blot鉴 

定 ，首先把蛋白质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再以 

HCV阳性血清作为一抗， 以 HPR—IgG作为二抗分 

别反应，最后加入显色剂。 

1．6 E2目的蛋白的纯化 ／ 

参照 《分 克隆》提取包涵体，溶于有 6mol／L 

尿素的 25mmol／I TE(pH8．5)中。再根据 QIAGEN 

公司产品说明 体进行 E2蛋白的纯化：先用平衡液 

平衡 Ni一柱 2 3个柱床体积，再将溶于 6mol／L尿 

素的包涵体过柱，收集穿过峰，再加入预洗脱液， 

出峰进收集，最后加入洗脱液，出峰时收集 ，进 

行 SDS—PAGE鉴定。 

1．7 纯化 E2抗原的 ELIsA检测 

以纯化的E2蛋白为抗原包被酶标板．分别检测 

HCV阳性和阴性血清，测定 E2抗原的活性 ．反应用 

北京金伟凯生物技术公司的HCV EIA体系进行。 

2 结果 

2．1 诱导表达及 Western—blot鉴定 

pET一22b+表达载体的多克隆位点上游有一信号 

肽 pelB leader．下游有His Tag，融合表达的 E2蛋 

白分子量约为 34kDa．若是分泌型表达，由于信号 

肽 的切割作 用 ．将失去 22个氨基 酸的一段肽链 ， 

E2蛋 白的分子量将 不到 32kDa．从 而在 SDS— 

PAGE电泳胶上与蛋白标准的第四条带相平；从图 

1可以看出．与 Lanel的阴性对照相比，Lane2—3 

在 34kDa左右均有一条明显的表达带。经计算机 

扫 描 得 知 E2蛋 白的 表 达 量 占菌 体 蛋 白总 量 的 

36％。Western—blot鉴定结果进一步验证表达蛋 白 

是正确的 (图 1)。 

kDa 1 

97．4一  

66．2一  

43—— ● 

3l—— -．． 

20．1一  

l4．4一  

2 3 4 5 6 

图 1表达蛋 白的 Western—blot鉴定 

Fig．1 Test activity of E2 by Western—blot 

1，Protein Marker；,2．Passive control； 3-4， Positive clone； 

5-6，Western-blot result of positive clone． 

2．2 E2蛋白表达条件的优化 

用不同浓度的 IPTG诱导，随 IPTG浓度的提 

高，表达量也随之提高 ，在浓度为 lmmol／L时表达 

量最大。而在诱导 2h、3h、4h、5h等不同时间时， 

E2蛋 白的表达量 区别并不明显。当宿主菌培养至 

OD600为 0．52、0．60、0．71、0．79、0．92、1．00时 分 

别诱导，在 0．79时的表达量最高 (表 1)，而当诱导 

条件为 IPTG lmmol／L，4h，OD600为 0．8时，分别在 

22℃、30℃、37℃诱导表达宿主菌，在 37℃时表达 

量最大，而 E2蛋白占菌体蛋白质的百分比在 30℃ 

最大 ，达到 36．6％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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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 OD 时诱导 的表达■ 

Table 1 The result of gel scanning by computer 

相对表达量以计算机扫描的蛋白带面积计算 

表 2不 同诱导 温度 E2蛋 白的表达 

Table 2 Expression of E2 protein indifferent temperature 

相对表达量以计算机扫描的蛋白带面积计算 

2．3 E2目的蛋 白的纯化结果 

表达菌体经反复冻融处理后，高速离心 2min， 

分别取上清、沉淀进行 SDS—PAGE电泳 (电泳图 

末列出)，从结果得知 E2蛋白主要在沉淀中 ，即以 

包涵体形式存在。溶于 6mol／L尿素的包涵体经 

Ni一柱纯化 后进行 SDS—PAGE电泳 。结果 如图 2； 

用 Ni一柱纯化的 E2蛋白经计算机扫描分析表明其 

纯度在 95％以上。 

97．4———— ～  

66．2—— 

43—— 。。 ． 

3l—— 一 ， 

2O．1—— 

l4．4—— 

图 2 Ni柱纯化的 E2蛋 白 

Fig．2 E2 protein purified by Ni-column 

1，Protein Marker；2，Purified E2 protein；3，Positive clone； 

4，Passive contro1． 

2．4 纯化 E2抗原的 ELISA检测结果 

以本实验室表达纯化 的 Core区抗 原包被 酶标 

板 ，测定了抗 HCV阴阳性血清 (此工作已预先完 

成1，与 E2抗原测定结果 比较 ，在 15份阳性血清 

中．作为抗 HCV阳性鉴定主要标准的 Core抗体全 

为阳性，E2抗体检测结果则有 5例阳性，检出率为 

33％．并且第 12号阳性血清中以E2的抗体水平最 

高，其 OD枷值几乎为 Core区抗体的两倍，由于本 

实验采用现有试剂盒的酶及显色反应体系，可能并 

非E2抗原的最适条件，在 E2抗原的最适条件进一 

步探索后。E2抗体的检出率还有提高的可能，这 

预示着 E2抗体在 HCV检测中也将发挥作用。 

3 讨 论 

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具有表达量大 、周期短 、易 

纯化 、成本低等优点，在蛋白质生物活性分子作用 

机制研究及基因工程制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本 

实验中。目的蛋白 HCV E2的表达产物主要 以包涵 

体形式存在。这可能由于在 1_7强启动子的作用 

下．产生大量 E2蛋白，而信号肽引导的分泌速度 

远小于 E2蛋白的生产速度。从而在菌体内产生富 

集而形成包涵体。实验中通过对一系列表达条件的 

优化．表达的 HCV E2目的蛋白占整个菌体蛋白量 

的百分比可高达 36．6％。Ni一柱亲和纯化系统具有 

特异性高、纯化方便的特点。可以获得高纯度的蛋 

白。在实验中使用了Ni一柱来纯化 E2蛋白，经定 

量分析 (蛋白胶扫描)表明纯度在 95％以上 ，并且 

有较好的抗原活性，ELISA测定的本底也较低，这 

为进一步免疫动物制备特异性抗血清奠定基础。 

实验中所用 ELISA方法检测的 15份抗一HCV阳 

性血清中。检出了 5份 E2抗体阳血清，检出率为 

33％．低于文献报道 的原核表达抗原的检出率。也 

低于真核表达抗原的检出率。这可能与不同感染期 

的血清对 E2抗体的检出率的影响有关 ，据 Wang 

等【8】实验证明。原核表达的 E2抗原对急性感染期 

HCV血清的检出率要远大于对慢性感染期血清的 

检出率，而本实验所用血清背景不详；其次，由于 

本实验所用的是以包涵体形式表达的溶于6M尿素 

的E2抗原，在包被时复性是否完全还是未知，这 

对检出率可能会有影响；再次，检出率较低还可 

能与克隆的 E2基因本身有关 ，据文献报道 ，5’ 

端的HVRI是 E2基因上抗原性最强的区域 ．我们 

也用计算机分析了 HpelB5等多株 HCVⅡ型的 E2 

基 因，发现在 5’端有很强的抗原表位 (结果未列)， 

但在分析所克隆的E2时，发现其 5’端并没有强的 

抗原表位．这说明所克隆的 E2基因本身抗原性不 

是很强 ．没有很好的交叉反应性 。 

由于 E2蛋 白是包膜蛋 白 ．用 E2蛋 白为抗原 

所测出的抗体可能是中和性抗体，因而对 E2抗原 

及感染宿主体液免疫产生抗 E2抗体 否的研究就 

可能进一步 阐明丙肝 发病机制及疾 病过程 。因此 

E2基因产物作为抗原 f包括原核或真核细胞表达产 

物以及人工合成的多肽)检测 HCV仍有实际的意 

义【1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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