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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Expression and Replication in Cultured Cells by 

Hammerhead Ribozymes Targeted at Different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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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lle prcgenomic RNA．serves as a template for reverse transcription and encodes the reverse 

transcriptase for Hepatitis B virus(I-IBV)replication，has the energetically flexibl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 ctures，which may reduce the accessibility of ribozyme．To identify accessible target sites for 

hammerhead ribozyme．the secondary s~ cture analysis of the fu11一length}玎BV pregenomic RNA Was 

analyzed using the newest bioinformatic tools．Screening the accessible sites for ribozyme based on the 

s缸ucmres show that the accessible sites located on the encode region of S。C，X genes and almost not on 

the regulation region or the encapsidation signal(￡)．Thereby three hammerhead ribozymes targeted 

different sites were designed and transfected into cells to evaluate the catalytically inactivation of HBV 

gene expression．Experimental results validated that the encoding regions of S，C，X genes were the 

effective cleavage sites for hammerhead ribozyme and the ribozyme targeted X gene Was most potential 

to inhibit HBV RNA accu—mulation． 

Key words：Hepatitis B virus(I-IBV)，Pregenomic RNA，Secondary s~ cture，Hammerhead ribozyme 

摘要：前基因组 mRNA是 HBV(HepatitisB virus)基因表达和复制的重要中间产物，全长的前基因组mRNA分子具 

有复杂易变的二级结构，是设计抑制 HBV 的核酶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们使用多个最新的计算机软件对 HBV 

前基因组 mRNA二级结构进行模拟、分析，在全面分析核酶的可作用位点的基础上设计三个针对不同基因靶位的 

锤头状核酶，并对它们在细胞中对 HBV的抑制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 HBV前基因组mRNA上存在几个高度 

复杂二级结构的区域，可能对核酶完全不敏感，而 S、C、x基因的编码区是合适的核酶作用位点，都可达到对HBV 

的有效抑制，而且X基因位点的核酶对HBV的各种mRNA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是设计针对HBV核酶时应该优 

先考虑的位点。 

关键词：HBV前基因组mRNA； 二级结构； 锤头状核酶 

中图分类号：Q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4)04-0329．06 

乙型肝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 

在我国每年与乙肝病毒 (Hepatitis B virus，HBV)相 

关的肝癌和肝硬化死者达数十万。因此对 HBV有 

效治疗的研究尤为迫切I1．2】。但目前对于乙型肝炎并 

无确切有效的常规治疗方法。核酶(Ribozyme)是一 

类具有催化活性的RNA分子，可序列特异性地结合 

并切割靶 RNA，从而抑制其功能【3 】。核酶作为 

HBV基因治疗手段具有重大的应用前景，引起人们 

广泛的兴趣。但自开始就发现在 HBV基因组上存 

在一些对核酶不敏感的位点，虽然这些核酶在体外 

反应中可有效的切割底物，甚至在核抽提物中也作 

用明显，但在细胞中对HBV并无抑制作用I6】。很久 

以来人们都无法准确预测核酶在细胞和体内的作 

用。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底物的复杂空间结构影响核 

酶对靶位点的接近和切割，于是开始从靶序列的整 

体状况考虑核酶的可作用位点：在全面分析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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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鉴定核酶的可作用位点，或从随 

机核酶库中筛选有效的核酶 l。对I-IBV前基因组 

mRNA 的核酶有效作用位点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 

很好的进展。本研究是利用一些最新的分子生物学 

分析工具全面分析了HBV全基因组mRNA的二级 

结构和锤头状核酶的可作用位点，据此设计三个分 

别针对不同基因位点的核酶，并在细胞水平证实了 

其对 HBV的有效抑制作用，为将核酶应用于肝细 

胞靶向性乙肝基因治疗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RNA二级结构预测和核酶设计 

根据文献【l 编辑全长为3299bp的ayw3型HBV 

前基因组mRNA序列，然后用WDNAsis，mFOLD3， 

RNAstructure等软件按能量最低原则分析其二级结 

构和核酶易接近位点IⅢ】。用 GENDOC软件进行 

HBV全基因组序列多序列对比，分析 HBV基因组 

中保守位点。然后用 OligoWalk扫描核酶的靶位点 

和 RNAdraw模拟核酶与长靶序列的形成正确的活 

性核酶二级结构，核酶设计部分可参照文献【l̈。 

1．2 质粒和靶向性核酶的构建 

在pBR322的EcoRI位点插入两个拷贝头尾相 

连的 HBV 全基因组 (3182bp，ayw3型)的质粒 

pTHBV由本室保存。 

经过筛选确定的针对HBV前基因组 1750(S)、 

3050(X)、343(C)基因位点的三对核酶引物对分 

别退火、延伸、5’末端磷酸化后，插入到表达绿 

色荧光蛋白GFP和真核抗生素zeocin融合基因的真 

核表达载体pTracerSV40(Invitrogen)的 DRV位 

点，得到相应的核酶表达质粒pTracerS1，pTracerC4， 

pTracerX3，引物见表 1，这些质粒可从两个不同的 

启动子同时表达绿色荧光蛋白和核酶 (见图 1)，通 

过荧光显微镜和流式细胞计数仪对 EGFP绿色荧光 

图1核酶表达质粒的构建 

Fig．1 Construction of ribozyme expressing vectors 

表 1 核酶构建所用引物 

Table 1 Primers for ribozyme constructs 

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genomic RNA 

蛋白的检测即可有效地鉴定核酶表达细胞，具体方 

法参考文献【 。构建的核酶经测序证实。 

1．3 细胞，培养条件及转染 

人肝癌细胞株 Huh．7和稳定转染 HBV的肝癌 

细胞株HepG2215由武汉大学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 

中心提供。细胞在含 10％胎牛血清 (杭州，四季青) 

的DMEM(GIBCO BRL)~，37~C，5％CO2培养。 

转染采用LipofectAMINE2000TM 转染试剂(GIBCO 

BRL)按说明书进行，共转染时核酶表达质粒和 

pTHBV质粒的摩尔比为 5：1。每样品每次平行 3 

孔。转染后48h培养基中加入 2001．tg／mL zeocin抑 

制未转染细胞生长，同时统计 5个不同视野的荧光 

细胞数和细胞总数以计算转染效率。 

1．4 ELISA检测HBV e抗原 

转染细胞培养基经6，000×g，5min离心后，上 

清中分泌型HBV e抗原 (I-IBeAg)用乙肝e抗原酶 

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上海，科华)进行检测。ELISA 

检测结果统计自至少三次独立的转染。 

1．5 RNA定量分析 

采用定量 RT-PCR 的方法确定核酶的表达对 

HBV 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核酶表达质粒和pT- 

HBV 共转染 Huh一7细胞后用 TriPure分离试剂 

(Roche)分离总RNA，经随机引物逆转录后分别对 

C和x基因转录产物PCR扩增，扩增13一actin mRNA 

作内对照校正样品量间的差异。控制退火温度使 

PCR得到特异性单一条带，在 PCR循环数的优化 

总发现，C和X基因在 13～16个循环，13一actin在 

23~26个循环之间加入模板量与终产物呈线性关 

系，严格控制条件终产物误差不大于±20％。引物 

和优化的反应条件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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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产物电泳后用凝胶成像系统(Eastman 

Kodak Co．)成像，然后用LabImage ve~ion 2．62a软 

件(Kapelan GmbH)和BandScan 4．50(Glyko)进行 

光密度分析，每次电泳设标准含量DNA marker对 

照以确定线性关系。 

位点。而对于结构简单或单链区域核酶就很容易接 

近并形成活性核酶结构，如图1a的主干茎环位置、 

图1c的单链部分。 经分析发现S、C、X基因编码 

区的二级结构简单，而 ￡序列和基因表达的调控区 

基本都是具有复杂和稳定结构的区域，没有可供核 

酶容易接近的位点。 

表2 RT-PCR分析所用引物 

Table2 primers usedforRT-PCR analysis A 

2 结果 

2．1 乙肝前基因组 mRNA二级结构分析和核酶可 

作用位点预测 

3299nt的HBV前基因组mRNA用n LD3分 

析得到 73个能量相似的二级结构，能量最小为一 

991．18kcal／moL(见图2a)。WDNAsis分析得最低能 

量为一1492．6kcal／moL的二级结构’(见图 2b)。因 

RNAstructure和RNAdraw无法完成全长序列的结构 

分析，将序列分成前后两部分(每部分为全长的2／3) 

进行分析。对这些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发现无论哪种 

结果，都存在一些结构复杂和结构简单的区域，而 

且基本一致。这些结构大致可分成三个结构域，每 

个结构域的序列单独就可形成相同的二级结构，结 

构域之间基本不存在相互干扰 (具体结构未列出)。 

图2c为RNAstructure分析第一个结构域得到4个能 

量相近的结构中的最低能量结构。将结构域与I-IBV 

编码基因进行对比，发现复杂结构区域大都位于基 

因的调控序列，基因S、C、x编码区的结构相对要 

简单得多。这可能与基因表达的调控和HBV基因组 

上的增强子所必需的空间结构相关。 

核酶作用需要与靶序列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 

HBV前基因组 mRNA高度折叠的空间结构可阻止 

核酶与靶位点接近，阻碍核酶活性结构的形成，从 

而抑制针对该区域的核酶的作用。因此 I-IBV前基 

因组 mRNA高度折叠区域不适合作为核酶作用的 

Range：1-3299 

Tocal Secondary structure Energy：一1492．6 kcal／mol 

3299 

C 

图2 HBV前基因组mRNA二级结构 

Fig．2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HBV pregenomic mRNA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3299m I-IBV pregenomic mRNA was analyzed 

by several bioinformatic tools．Th ese ale the minimum free energy structure 

predicted by InFOLD(A)，WDNAsis(B)and the first 1／3 part of pregenomic 

RNA by RNAstructu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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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仔细分析在HBV前基因组RNA上 

核酶的可能作用靶位点。为保证设计的核酶能切割 

所有的HBV基因型，我们在GenBank中每一基因 

型选取2～3个完全基因组序列用GenDoc软件进行 

多序列对比，选择保守的核酶作用位点 (未公布结 

果)。经分析共得到 19个符合上述原则的核酶作用 

位点 (见图 3)，这些作用位点都分布于 S、C、X 

基因的编码区内，在 e序列和基因表达的调控区内 

基本没有核酶作用位点。 

．J． 

图3 HBV前基因组RNA的锤头状核酶切割位点预测 

Fig．3 Thepredicted cleavage sitesforhammerhead ribozymes 

within the pregenomic RNA 

The arrows indicate the positions of cleavage sites．Three hammerhead 

ribozymes targeted 1750(S)、3050(X)、343(C)were designed to inhibit HBV 

expression and repfication(see below)． 

2．2 核酶设计 

在上述 l9个核酶位点中选择可以针对所有 

HBV亚型、保守性最好和核酶最有可能有效作用的 

HBV前基因组 mRNA 1750(S)、3050(X)、343 

(C)基因位点作为本实验的核酶靶位点。用 

RNAdraw模拟核酶和相应的靶序列结构域的相互 

作用时结果显示核酶两臂每端 9nt可形成正确的核 

酶结构，但 6nt或更短时不能形成。核酶的最新研 

A 

Cgene 

Xgene 

13．actin 

C0nu'ol RzS RzX RzC 

究表明长反义臂的锤头状核酶在细胞内比短臂核 

酶为有效，并且长臂很明显比短臂更能有效地结合 

长底物 mRNA【5]。HBV前基因组 mRNA结构极其 

复杂且有可能结合较多的蛋白，同时考虑到细胞内 

的核酶切割前后对底物的有效转换，故将核酶臂长 

选定为Tm值小于37℃的最大长度(见表 1)，以利 

于切割后核酶与底物的快速转换。 

2．3 核酶对HBV mRNA的抑制作用 

将针对 HBV前基因组不同靶位的结构相同的 

核酶与 pTHBV共转染Huh一7细胞，以确定核酶的 

抑制效果，pTracerSV40与 pTHBV共转染 Huh一7 

细胞作为对照。考虑到共转染效率对 HBV抑制效 

果的影响，在共转染时核酶表达质粒和pTHBV的 

摩尔比为5：1，以期达到较高的共转染效率。转染 

后72h统计荧光细胞数和细胞总数校正转染效率。 

提取细胞总RNA，转录产物用RT-PCR扩增后电泳， 

光密度分析确定线性范围后进行相对定量。核酶抑 

制效率计算方法为：(1一[signalljsignalo 】／【GFP％I~ 

，GFP％oon 】)×100。与对照相比，实验测得核酶 

RzS，RzC，RzX下调C基因转录本43．6％，54．3％， 

50．8％，下调x基因转录本 37．8％，59．8％，55．9％(图 

4B)。受共转入两种质粒的细胞占转入pTHBV的细 

胞的比例影响，这一抑制效果低于核酶实际抑制率， 

即核酶实际抑制率比实验所测还要高得多。作用位 

点不同的核酶都能通过切割前基因组 RNA达到对 

HBV转录的抑制 (图4A)。总的抑制效果存在一些 

差别，其中针对X位点的核酶效果最好 (图4B)。 

B C位点 

．2 

蛊 

鲁 

图4 核酶对HBV转录的抑制效率 

Fig．4 The ribozyme has inhibition on HBV transcription． 

1ing pTHBV was transfected with 2 pTracerSV40 or vectors expressing RzS
， RzX and RzC．A：Semiquantitative RT-PCR analysis of C and X mRNA 

expression in pTracerSV40 control and ribozymes，relative to that of 13-actin as an endogenous con~o1．Representative pictures of PCR bands are shown
． B： 

Inhibition percentages calculated from densitometry．Values in the graph were obtained from four independent expe riments
． 

2．4 核酶对HBeAg表达的影响 

由于分泌型HBeAg是HBV活跃复制的标志物， 

可作为乙肝复制是否受到抑制的指标。在瞬时表达 

和稳定整合了乙肝二倍体基因组的肝癌细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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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h一7和HepG2215细胞中，(共)转染核酶表达质 

粒 72h后考察细胞内源性表达核酶对乙肝 HBeAg 

表达和分泌的影响，模拟核酶对 HBV刚感染时和 

HBV感染后基因组整合到宿主基因组的抑制效果。 

用ELISA法检测转染细胞培养液中HBeAg的相对 

含量 (Ag)，以 pTracerSV40转染组为对照，计算 

瞬时表达的核酶对 HBeAg表达的影响。计算方法 

为 ： (1一 【AgR ／Ag。on∞l】／【GFP％pJGFP％。onⅡo】】)× 

100％。核酶RzS、RzX、RzC使共转染pTHBV的 

Huh一7细胞上清中HBeAg的量分别下降 16．26％、 

32．90％、26．36％。核酶RzX的抑制效果强于RzS， 

RzC(如图5左)，同时瞬时表达的核酶使稳定整合 

HBV 基因组的 HepG2215细胞中上清中分泌 

I-IBeAg分别下降26．80％、28．10％、30．33％(如图5 

右)。这与RT-PCR的结果基本相符。在相同时间点 

与对前基因组mRNA抑制效率比较，核酶对HBeAg 

的抑制率较低，可能是由于蛋白分泌稍晚于基因转 

录和比mRNA更稳定所造成的。由于脂质体转染肝 

癌细胞系Huh一7和 HepG2215细胞的效率受到一定 

的限制，我们实验中核酶的抑制效果明显低于核酶 

的实际抑制效果，更接近实际状态的抑制效率可通 

过稳定转染或病毒载体介导等方式得到。 

昌 

互 

芎 

HBeAg／Huh一7 HBeAg／HepG2215 

图5 核酶对细胞培养上清中HBeAg水平的抑制 

Fig．5 HBeAg levels inhibition of ribozymes in cell culture 

supematants． 

After transfection，cell culture supematants were analyzed for HBeAg levels．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percent inhibition compared with pTracerSV40． 

expressing variations were corrected by 13一actin aSsay． Left，co-tansfection 

with pTHBV and three ribozyme expresson vectors in Huh-7 cells．Right， 

tansfection with three ribozyme expresson vectors in HepG2215． 

3 讨论 

目前针对HBV的核酶设计中尚未见从HBV全 

长基因组考虑设计的报道，而是只针对 HBV的部 

分区域。我们使用多个最新的计算机软件对全长 

HBV前基因组 mRNA二级结构进行模拟、分析，· 

在全面分析 I-IBV的保守序列和核酶可作用位点的 

基础上得到 19个锤头状核酶的可作用位点，选择 

其中三个针对不同基因靶位的最佳位点设计锤头 

状核酶，并对它们在细胞中对 HBV的抑制作用进 

行研究。 

核酶应用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直到现在 

并没有完全了解核酶作用的影响因素，也无法准确 

预测人工设计的核酶在细胞内的作用[3-51。针对 

HBV的核酶研究中出现多次不成功的报道【6】，直至 

现在核酶设计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人们 

已经开始认识到靶序列的空间结构严重影响核酶 

的进入和作用，在设计核酶时必须全面考虑靶序列 

的复杂结构【7 】。我们应用多个最新的分子生物学 

分析工具详细的分析I-IBV前基因组mRNA的二级 

结构和预测核酶的作用位点。通过对 RNA二级结 

构的分析发现HBV前基因组mRNA中存在几个高 

度稳定的二级结构区域，这些区域处于乙肝基因表 

达的调节序列，可能与基因转录调节和增强子所需 

的结构相关，而 S、C、X基因的编码区没有太复 

杂的二级结构，相对来说处于比较暴露的位置，是 

核酶和反义 RNA容易作用的位点。人们已从另外 

的途径对HBV前基因组mRNA上核酶的有效作用 

位点进行研究，用随机核酶库筛选的有效抑制HBV 

的核酶r7_9】，这些大多位于S、C、X基因的编码区， 

e序列和该三基因编码区之间存在核酶完全不敏 

感的区域。这些结果与我们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应用分子生物学分析工具分析和预测靶序列 

的结构对设计核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用该方 

法成功地设计了三个针对 HBV不同靶位的锤头状 

核酶。 

由于HBV在细胞中转录多种mRNA和前基因 

组 mRNA，我们设计的三个核酶对 HBV不同的 

mRNA的抑制效果有差别。但该三基因为乙肝病毒 

复制所必需，因此对任一基因的抑制最终导致对乙 

肝病毒复制的抑制，对 HBV 活跃复制的标志物 

HBeAg的抑制效果基本相同。但所有HBV mRNA 

的3’端相同，都含有X基因序列，针对X位点的 

核酶对 HBV总 mRNA的切割最为有效。同时 X 

基因是 HBV致肝细胞癌变的主要因子，可以反式 

激活很多原癌基因，因此在选择核酶的作用位点时 

应该优先考虑X基因位点【l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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