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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HBsAg．1ike protein in the bovine serum．SDS．PAGE 

and W lestem Blot were applied f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this protein．A specific ban d 

with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27kI)a was detected in SDS．PAGE an d Westem Blot analyses．BALB，c 

mice were then immunized subcutaneously by using the 27I Da protein isolated bv SDS—PAGE from 

bovine sera．Antibodies specifically reacted with HBsAg produced by HBV was detected in the seru m 

derived from the mi ce imm unized with the 27kI)a protein．Thus．a 27kDa protein with antigenicity 

simi lar to HBsAg produced by HBV was found and characterized immunologically in bovine sera． 

Key words：Bovine sera；Identification；HBsAg；W _estem Blot；Antigenicity 

摘要：为探讨牛血清中存在的 HBsAg样蛋[J的性质，给 HBV的发病机制、治疗、预防等研究提供依据，我们采 

集 93份牛血清，以 SDS—PAGE、Western Blot对血清中 HBsAg样蛋 白进行研究，发现其分子量约为 27kDa：以 

SDS—PAGE分离牛血清中的 HBsAg样蛋白，经皮 F多点免疫小鼠，可产生与人 HBV编码蛋白 HBsAg反应的抗 

体 。表明该 27kDa蛋 白可能存在与 HBsAg相似的免疫学特性。 

关键词：牛血清 ；鉴定；HBsAg；Western Blot；抗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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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HBV)属 

嗜肝 DNA 病毒科，是引起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病 

原体 。中国是乙型肝炎的高流行区，全球近 50％ 

的 HBV表面抗原携带者在中国，60％的中国人受 

过 HBV 感染 ，8％～10％为 HBsAg携带者，现患 

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约 1000万人，年发病率约 

158／10万 。尤为严重的是，原发性肝细胞癌(HCC) 

中大约 80％与 HBV慢性感染相关，受 HBV慢性 

感染的人群患 HCC 的相对危险性至少增加 300 

倍 。 

迄今，乙型肝炎的治疗尚缺乏有效的手段，主 

要原因之一是 HBV 的致病机制还不完全清楚。其 

他种属嗜肝病毒的发现和研究为 HBV 的致病机制 

阐明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禽嗜肝病毒首先报道 

于北京鸭和其他种属鸭；其他禽类嗜肝病毒也相继 

在灰苍鹭 、罗斯鹅、雪鹅、白鹳等中被发现 '̈引， 

这些嗜肝DNA病毒具有和人 HBV相似 的复制周期 

和其他类似特点。同时，不同种属嗜肝病毒的研究 

结果显示，嗜肝病毒一般只感染其天然宿主或者亲 

缘关系较近的动物，不同种属嗜肝病毒的编码基因 

和编码蛋白同源性较低，一‘般很难有交叉反应。但 

国内零星报道称牛血清中可能存在一类可与抗人 

HBV 表面抗原抗体 (anti．HBs)反应的蛋白质 。 

我们前期研究也发现牛血清中存在与人 HBV 编码 

蛋 白 HBsAg的抗体反应的蛋白，该蛋白具有家族 

聚集 性 。为进一 步研究 该蛋 白的性质 ，我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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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Western Blot分析其分子量；在此基础 

上我们从牛血清中分离 HBsAg样蛋白免疫小鼠， 

观察相应 的抗体的产生，并对该抗体与人 HBV 编 

码的 HBsAg反应性进行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HepG2．2．15细胞 (ATCC号：CRL一11997)，本 

室存用；羊抗鼠 IgG—HRP(Southern Biotechnology)， 

检测 HBsAg的 ELISA试剂盒 (上海科华公司产品， 

批号为 20011101)；胰蛋白酶 (Difco公司)；1640 

培养基 (Atlanta biologicals)；30％聚丙烯酰胺一双丙 

烯酰胺(Promega corporation)；纯化 HBsAg蛋白(北 

京 肝 炎 所 )； Supersignal~ West Pico Chemilu— 

minescent Substrate(Pierce公司)。Hoefer~TE70蛋 

白电泳仪 (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Ho— 

efer~TE70转膜仪 (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 

UnicoTM UV一2000型 721分光光度计；ELX800型 自 

动酶标仪 (Bio—Tech instrument Inclin．)。 

1．2 血清标本的采集 

牛血清采 自上海某乳业公司牧场的考克斯 品 

系奶牛 ，采 用一一次性 无菌注射器 经尾静 脉采血 

10mL，分离血清后．20。C冰箱放置待用。 

1-3 W estem Blot 

牛血清蛋白经 SDS．PAGE，然后将蛋白转移至 

PVDF膜。用 5％的脱脂牛奶封闭 1h，以 PBS洗膜 

三次，干后按 200pL／cm 滴加 1：500稀释的抗．HBs 

多克隆抗血清，37℃ 振摇孵育过夜；取出膜漂洗 t 

次，干后按 200pL／cm 加 1：1000稀释兔抗 鼠 

IgG．HRP，37。C保温 2h。最后以新鲜配制的 DAB 

液进行显色，方法同DOT．EIAl4J。 

1．4 回收蛋白 

采用割胶 回收 的方 法收集 27kDa蛋 白l5 J。 

SDS．PAGE后，割下含有 目的蛋白的凝胶，充分研 

磨，加 PBS液适量，以纯化的 HBsAg标准品做标 

准 曲线，用 ELISA法检测 27kDa蛋白的浓度。ELISA 

检测按试剂盒说明操作 (同上 )。最后调整终浓度 

至 200pg／mL。 

1．5 制备抗体 

羊毛脂：石蜡油为 1：5配成不完全弗氏佐剂， 

加卡介苗 3-4pg／mL。抗原与佐剂之 比为 1：1。每 

次注射量不超过 0．5mL。27kDa蛋白浓度调节到 

200pg／mL，终浓度 100pg／mL，分四处给小鼠皮下 

注射 50pL免疫原乳剂，5周后加强免疫～一次，方 

法同前，剂量减半。10d后小鼠眼眶静脉采血，每 

两周经眼球采血一次，检测抗体水平。小鼠分组情 

况： 100pg／mL 27kDa蛋白实验组 (3只小鼠)、弗 

氏佐剂+胶对照组 (2只小鼠)。 

1．6 ELISA检测 

用 pH9．6，0．1 mol／L碳酸盐缓冲液将 HBsAg抗原 

稀释成 50g／mL，定量加到 96孔塑料板上，每孔 

lOOpL，洗涤液(pH7．4 0．05mol／LTris—HC1缓冲液)洗 4 

次，5％的脱脂牛奶 37。C封闭 1h。每孔加待测稀释血 

清 100pL，于 37。C作用 1h，加 IgG—HRP作用 1h后 

滴加新配制底物液，暗处反应 15rain后终止，测定各 

孔 OD值，以P／N值大于 2．1判为阳性。 

1．7 DOT—EIA检测 

分别 以 HepG2．2．15细胞的分泌上清 (含 

HBsAg)和纯化的 HBsAg点于膜上，放于湿盒内 

37。C收干 1h，以 PBS漂洗、干燥后，滴加待测的 

27kDa蛋 白免疫小鼠血清，37。C作用 1h，以 PBS 

漂洗后加 1：5000稀释的羊抗鼠IgG．HRP，37。C反 

应 1h，显色扫描记录结果。 

1．8 ECL—DOT—E1A 法检测 

用临床患者乙肝标志物 HBsAg 阴性标本 34 

例，HBsAg阳性血清 20例 (均经 Abbou检测)各 

10pL点于膜上，以 DOT．EIA检测，方法同上，所 

用 一抗为待测的 27kDa蛋白免疫小鼠血清；最后以 

发光法显示阳性信号的存在。即在加完 IgG．HRP后 

作用 1h，经洗涤液漂洗、空气中自然干燥后，加 1：1 

配制的发光液，并进行 自显影。 

1．9 统计学处理 

独立样本 检验和 检验。 

2 结 果 

2．1 HBsAg样蛋白的分子量分析 

前期实验结果表 明牛血清 中存在与 鼠抗人抗 

．HBs抗体反应的蛋白。实验中，我们不仅采用被国 

家 FDA 认证的上海科华公司三个批次的试剂进行 

了检测，而且对部分牛血清用国际公认的 AbboR 

方法进行了检测；另外我们还采用 了本室制备的抗 

． HBs多克隆抗体进行了检测，三种检测结果具有一 

致性。在 93份牛血清中，经 ELISA检测 42份阳性， 

其 OD值 0．105 1．402，P／N值从 2．1到 28．04，P／N 

范围为 9．28±7．50；51份阴性血清 OD值 0 0．102， 

P／N值从 0到 2．09，P／N范围为 1．19±0．50。为进一 

步阐明该蛋白的生物学特性，我们采用 SDS—PAGE 

和 Western Blot(图 1)研究显示该蛋 白的分子量约 

为 27kDa，与人 HBV的 S区基因所编码 的糖基化 

蛋白HBsAg大小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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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牛血清 SDS—PAGE(A)和 westernblot(B)分析 

Fig．1 Analysis of bovine sera by SDS—PAGE (A) and 

Western—blot(B) 

1，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standard；2，HBsAg—like protein 

negative sera；3，HBsAg—like protein positive sera；4，Purified 

HBsAg；5，HBsAg—like protein negative sera；6，HBsAg—like 

protein positive sera． 

2．2 27kDa蛋白免疫小鼠产生抗一HBs抗体 

基于牛血清中存在的 HBsAg样蛋白与人 HBV 

的编码蛋 白 HBsAg具有相似的分子量，且能_f—j后 

者产生的抗体相结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 27kDa 

的免疫学特性，我们 以SDS—PAGE分离牛血清巾的 

27kDa蛋白，免疫小鼠后，可检测到抗一HBs抗体产 

生 (图 2)，且抗体维持时间不少于 18周。 

2 4 6 8 10 12 14 16 l8 

W eeks 

图 2 27kDa蛋白免疫小 鼠血清 中抗一HBs抗体的产牛 

Fig．2 Detection of an ti—HBs in sera from 27kDa protein 

iIILInunized mice 

2．3 抗一HBs抗体与纯化 HBsAg及 HepG2．2．15细 

胞分泌上清反应 

鉴于以 27kDa蛋白免疫 BALB／c鼠能产生抗 

一 HBs抗体，为进 一步研究 27kDa蛋白诱生的抗一HBs 

抗体与 HBV感染产生的 HBsAg是否反应，我们采 

用 DOT—EIA 对该抗体与纯化 HBsAg、HepG2．2．15 

细胞分泌上清的结合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抗 

体能与纯化 HBsAg、HepG2．2．15细胞分泌上清结合 

(图 3)，提示 27kDa蛋白与 HBsAg可能具有相似 

的免疫原性和空问结构。 

4 

图 3抗一HBs抗体与纯化 HBsAg、HepG2．2．15细胞分泌上清 

反 应 

Fig．3 Reaction of anti—HBs an tibody with purified HBsAg 

and supernatant of HepG2．2．15 cells 

1，Purified HBsAg；2，Human sera without HBsAg：3，DMEM culture 

without HepG2 2．15 cells；4．Supernatant ofHepG2．2．15 cells 

2．4 27kDa蛋白诱生的抗一HBs抗体与 HBsAg阳性 

病人血清反应 

鉴十经 27kDa蛋 白免疫小 鼠后产生的抗一HBs 

抗体能与纯化 HBsAg、HepG2．2．15细胞分泌上清结 

合，为了进一步研究该抗体是否与天然感染 HBV 

产生的 HBsAg结合，我们以DOT—EIA研究显示 20 

份 Abbott检测 HBsAg阳性临床患者血清中有 19份 

与 27kDa蛋白诱生的抗一HBs抗体反应，而 34份 

Abbott检测 HBsAg阴性临床患者血清中有 33份表 

现 出 与抗一HBs抗体结合 (图4)。 

图 4抗一HBs抗体与病人血清的反应 

Fig．4 Reaction between anti—HBs antibody an d patients’sera 

AI，Positive control；A2，negative control；A3一E4，HBsAg negative sera 

detected by Abbott；E5一G8，HBsAg positive sera detected by Abbott 

经 检验，P<0．05，表明 Abbott检测 HBsAg 

阳性临床患者血清与 27kDa蛋白诱生的抗一nBs抗 

体反应，而 Abbott阴性血清不与 27kDa蛋 白诱生 

的抗一HBs抗体反应 (表 1)。 

表 l 27kDa蛋白诱牛的抗一HBs抗体与病人血清 的反应 

Tab．1 Reaction of an ti—HBs induced by 27kDa protein with 

patients’sera
— —  

Positive(n 

Positive(n) l9 

黑 Negative(n】 l 
Total(n) 20 

A B C D E F G 

如 ∽ 

圣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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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众多嗜肝病毒的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嗜肝病 

毒仅 感 染 其 天 然 宿 主 和 亲 缘 关 系较 近 的动 物 
[1,2,8-1O]

,例如人 HBV仅感染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 m】， 

并且异源嗜肝病毒 的编码基因和所编码的蛋白之 

问一般很难有交叉反应。但上世纪 80年代末有零 

星报道称牛血清 中可能存在与抗．HBs抗体反应的 

蛋白[31；我们前期结果显示在牛血清中HBsAg样蛋 

白的阳性率达 45．16％，且该蛋白具有家族聚集十牛 

HBsAg是 HBV的 S基因所编码的表而蛋 白， 

由于编码基因和翻译后糖基化程度的不同，HBsAg 

可形成 6到 7种分子量不同的多肽。HBsAg包裹 

HBV病毒颗粒，使病毒能够附着和侵入新的细胞 

此外，HBsAg还是引起宿主保护性应答反应的主要 

抗原，是临床重要的评估 HBV 存在或复制的指标 

之 一。HBsAg阳性见于 HBV感染早期或病毒携带 

者；HBsAg弱阳性是免疫功能受损后，机体与 HBV 

或其应答产物产生新的免疫平衡所致Il“。无论是具 

有感染性的 Dane颗粒，还是小球形颗粒或者管形 

颗粒 ，其表面均有大、中、小 种蛋白，只是一 青 

的比例不同。Rothmann 研究发现 DHBV大蛋 

白的磷酸化介导病毒和宿主之间的 “cross talk”，其 

118位丝氨酸的磷酸化后经 ERK途径使 MAPK磷 

酸化，从而反式活化基因的表达。 

基于以上认识，对牛血清中 HBV 感染相关指 

标 HBsAg样蛋白的深入研究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用 鼠抗人多克隆抗血清作为 一抗，羊抗鼠 

IgG．HRP 为二抗 的 Western Blot显示牛血清 中 

HBsAg样蛋白相对分子量大约为 27，000道尔顿， 

该蛋白与人 HBV的 S基因编码的 HBsAg糖基化后 

的蛋白分子大小相似。 

进一步研究 27kDa蛋 白发现 ：以该蛋F{免疫小 

鼠后，可产生抗．HBs抗体，该抗体不仪能与纯化 

HBsAg、HepG2．2．15细胞分泌上清反应 ，而且还能 

与临床患者中经 Abbott检测 HBsAg阳性的血清反 

应。经纯化 HBsAg与 27kDa蛋白诱生的抗．HBs抗 

体的反应表明 27kDa蛋白可能有与 HBsAg相同或 

者相似的抗原表位，它们具有相似的免疫原性，二 

者 的 一 级 结 构 是 否 相 同 尚待 进 一步 研 究 。 

HepG2．2．15细胞是一株有完整 HBV基因组整合， 

能持续转录，翻译 ，产生 HBsAg、HBeAg、Dane颗 

粒等，类似人慢性 HBV感染模型_l引。该细胞株的 

分泌上清内存在 HBsAg，其与 27kDa蛋白诱生的抗 

一HBs抗体的反应显示在体外 HBV感染模型中天然 

存在的 HBsAg与 27kDa蛋白可能具有相同或相似 

的 问结构。经 Abbott检测的 HBsAg阳性患者血 

清 与 27kDa 蛋 白诱生 的抗．HBs抗 体反 应表 明 

27kDa蛋白可能与体内自然感染 HBV 的患者血清 

中的 HBsAg具有相同或相似性。提示 27kDa蛋白 

具有与HBsAg相似的免疫原性，能诱发产生抗．HBs 

抗体，且该抗体表现出与各种／f 同状态 HBsAg的 

结合特性。27kDa蛋 白的存在是否预示牛血清中有 

嗜肝病毒的存在 ，以及该蛋白在防治乙型肝炎中是 

否具有更进 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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