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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xpression of HBx and Hepsin Promotes Replication of H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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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tire ORF of Hepsin was isolated from adjacent live tissue of HCC with RT-PCR．Hepsin 

gene was inserted into expressing vector pCMV-tag—HS．The recombinant vector pCMV-tag—HS Was 

CO—transfected into liver tumor line Hep G2．2．1．5 with plasmid encoding HBx protein．Th 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expression of HBx and Hepsin increased the expressing level of viral proteins and the 

copy number of HBV which implicated that the association of HBx and Hepsin promoted the 

replication ofH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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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RT-PCR技术从原发性肝癌 (HepatoceUular carcinoma，HCC)患者的癌旁组织中扩增了Hepsin基因编 

码区序列，该序列已被克隆并构建了pCMV-tag．HS表达质粒。将pCMV-tag．HS表达质粒和表达HBx蛋白的载体 

共转染HepG2．2．1．5细胞，观察HBx蛋白和 Hepsin蛋白相互作用对HBV病毒复制和病毒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共表达HBx蛋白、He~in蛋白可以协同提高 HBV病毒颗粒在培养液中的拷贝数，并提高HBV病毒蛋 

白HBs、HBe的表达水平。这说明HBx蛋白和Hepsin蛋白相互作用可以增强HBV病毒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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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Hepetitis B virus,HBV)基因组中最 

小的阅读框编码一种只含 154个氨基酸、分子量为 

16．5 kDa的蛋白，称为乙肝病毒X(HBx)蛋白。 

HBx蛋白分子量虽小，但功能广泛，它不仅是病毒 

复制所必须的，而且与乙肝病毒的致病性和致癌性 

有密切的关系【1．2】。HBx作为一种多功能的调节因子 

主要是调控病毒基因组和宿主细胞基因的转录表 

达激活，在 HBV 致癌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HBx 

蛋白既可以通过间接调控包括 NF—rd3、AP1、AP2 

和 CRE在内的顺式调控组件来调控多种细胞基因 
】
， 也可以控制诸如Ras／Raf丝裂原启动的蛋白激 

酶、c—Jun激酶、JAK／STAT和蛋白激酶 C等细胞 

信号转导通路 'o J。然而，HBx蛋白并不直接结合 

DNA，而是作为转录调节因子与转录因子以及包括 

cAMP反应组件结合蛋白，启动转录因子 (C 璩， 

ATF)和 NF-rd3抑制蛋白 Ird3tx相互作用实现其功 

能 ．o】。目前 HBx蛋白影响HBV致病性和肝细胞转 

化的分子机制还不清楚。鉴定HBx蛋白相关的细胞 

靶蛋白分子，并明确它们的特征仍然是阐明 HBV 

感染和 HCC发生发展的关键。我们曾利用酵母双 

杂交系统筛选到了一系列与 HBx蛋白相关的细胞 

蛋白，其中Hepsin与 HBx蛋白的相互作用在体内 

体外试验中都得到很好的验证。Hepsin属于跨膜丝 

氨酸蛋白酶家族成员之一I9】，在包括卵巢癌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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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在内的许多癌细胞中超表达【l U'̈J。体内外试验 

研究表明Hepsin蛋白在肝细胞生长并维持肝细胞正 

常形态、细胞的发育，起始血液凝集过程中是必不 

可少的【 训。这些研究表明Hepsin可能具有重要的 

生理功能。本研究从原发性肝癌 (HepatoceUular 

carcinoma，HCC)患者的临床样品中分离并克隆 

Hepsin全基因，构建真核表达载体转入肝癌细胞系 

Hep G2．2．1．5，观察这两种蛋白在细胞内共表达后对 

HBV病毒复制和病毒蛋白表达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HBx蛋白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 

本研究涉及到的克隆、表达载体均由本实验室 

保存。以本实验室已经构建好的质粒 pGBKT7一 

HBx为模板，以5’一GC 丛  TTAGGCAGAG 

GTG AAA AAG TTG．3’和 5'-CAA GAA TrC ATG 

GCT GCT AGG CTG TGC TG一3 为引物，扩增 HBx 

全基因，经限制性内切酶EcoR I消化后，用凝胶回 

收纯化试剂盒回收纯化，克隆到载体 pCMV-tag一 

2C，得到重组质粒pCMV-tag—HBx。 

1．2 Hepsin蛋白基因克隆及其鉴定 

收集 HCC患者的临床样品，分别切取肝癌组 

织和癌旁组织 0．1g，按照 Trizol试剂分离细胞总 

RNA操作程序提取临床组织样品总RNA。 

利用MMLV逆转录系统制备cDNA第一条链。 

然后用引物：5’一GC"ITAAGCIq'CGATGGCTGCAA 

GTGGCCGAGGT( ℃一3 和 5’一CGTrCGGTAC( ℃ 

rn a TCAGAGI舢 rn ．3’扩增Hepsin全基 

因，这一对引物分别含有限制性内切酶位点HindⅢ 

和Kpn I位点。PCR产物经Hind 11I和Kpn I消化处 

理并用凝胶回收试剂盒纯化后克隆到表达载体 

pCMV-tag一2C，重组质粒命名pCMV-tag—HS。最后测 

定Hepsin全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并进行必要的分析。 

1．3 细胞的培养及其转染 

本研究中用到的细胞 HepG2．2．1．5由第一军医 

大学南方医院提供，该细胞系可以产生病毒颗粒， 

并分泌 HBsAg和 HBeAgu 。用完全 DMEM培养 

基继代培养，待长满细胞瓶以后按 1：1．5～1：2．5转 

接到 24孔培养皿等待转染。每一孔转染细胞按以 

下程序进行转染：将0．6岭质粒DNA和1．8 Sofast 

转染试剂分别稀释在 30 无血清无抗生素的 

DMEM，然后将后者逐滴添加到前者中，边加边摇 

匀。室温下作用 20~30min，将配制好的转染液逐 

滴添加到细胞培养基，将细胞放回CO2培养箱内继 

续培养。 

1．4 病毒蛋白表达水平的测定 

分别收集转染后24h和48h的细胞培养液。采 

用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诊断试剂盒 (上海实业科华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和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诊断试剂盒 (河南理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检 

测，显色后测定样品中 OD45o呻，判定 HBeAg和 

HBsAg的含量。 

1．5 实时定量PCR检测 

在细胞转染 48h后，收集细胞培养液，按照 

HBV核酸扩增 (PCR)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 (深圳 

市匹基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操作流程制备 

HBVDNA样品。依要求设立4个标准阳性样品，2 

个阴性对照，1个临界阳性样品，其它是实验样品， 

体系为40 ，反应程序为37℃ 5min、94℃ lmin， 

进入循环95~C 5s，60℃ 30s，50个循环。在荧光定 

量 PCR仪 RG2000(Corbett，USA)上完成测定。 

测定完成后用该荧光定量PCR仪RG2000提供的分 

析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表达载体的构建 

根据图 1构建了 pCMVotag—HS表达载体。 

图1 pCMV-tag-HS表达载体的构建 

Fig．1 Construction of the expressing plasmid pCMV-tag·HS 

2．1 Hepsin全基因克隆及其核苷酸序列分析 

从临床肝癌组织提取总RNA，利用M—MLV逆 

转录试剂盒制备第一链 cDNA，PCR扩增 Hep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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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阅读框架，扩增后凝胶电泳检测结粜 (图2) 

从凝胶电泳图潜可以看至《扩增出了预期的 1．3kb条 

带。重组质粒pCMV-tag。Hs用相戍的限制性内切酶 

消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 (网3) 从凝胶图谱可以 

看出pCMV-tag．2C和Hepsin连接以后用限制性内 

切酶 Hind I和 Ken l可以消化出预期的 4．3kb和 

l 3kb条带 随后核苷酸序列分析结果表明从肝癌 

组织分离到的 Hepsin基 的核苷酸序列与正常组 

织分离到的基因核苷酸序列仪仅相差 个核苷酸 

残基，而且小会改变编码的氨基酸。 

3 震蛔质粒的嗨切牲定 

Fig 3 Identification of pCMV-tag—HS 

Marker X-EcuT14【： 2．pCb~'。tag—HS，H#vJ IlI+ 

2 2 Hepsin蛋白与 HBx蛋白共表达增强了病毒蛋 

白的表达 

为了观察 Hepsin蚩白和 HBx蛋白相互作用对 

HBV病毒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将已构建好的表达 

HBx蛋白和 Hepsin蛋白的质粒单独转染或者共转 

染肝癌细胞系 Hep G2．2．I．5，用转染空载体作为对 

照 分剐在转染24h和48h收集上清液，用ELISA 

枪测试剂盒测定 l-IBsAg和 HBeAg的章，3次试验 

结果的平均值加标准差显示在图4，从图中可以看 

到 Hepsin蛋白和HBx均可以增强HBsAg的表达， 

两蛋白相瓦作用t 以协同增强 HBsAg的表达 

3 5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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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4 转染HcpG2 2．I 5细胞后HBsAg袤选水平删定 

F ．4 HBsAg expression level determined by EL1SA 

2．3 Hepsin蛋白与HBx蛋白相互作用增强了I-IBV 

病毒复制 

为了进一步确认 Hepsin和 HBx蛋白相互作用 

对HBV病毒复制的影响．将已构建好的表达I-IBx 

蛋白和 Hepsin蛋白的质粒单独转染或者共转染肝 

痛细胞系Hep G2．2．1．5，用空载体转染作为对照。 

转染 48h后收集细胞培养液，用 PG 公司提供的 

HBV病毒 DNA榆测试剂盒测定培养液中 HBV 

DNA的拷 数，3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舡l标准差显 

示在图5．从图-{ 可以看到超表达Hepsin或者超表 

达HBx蛋白均可以提高细胞培养液中HBV DNA的 

拷贝，而共同表达HBx和Hepsin蛋白后在细胞培 

养液中HBV DNA的量进一步提高，与空载体转染 

后HBV DNA拷贝数要多出一倍，这说明两种蛋白 

相互作用有较强的协『司作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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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 

5 定量PCR的控测结 

Fig．5 Results ofthe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3 讨论 

蛋白酶消化细胞周围成分是肿瘤细胞牛长和浸 

润的基硎{，也是肿瘤细胞迁移到其它组织器官启动 

和释放众多生长因子和血管生成因子必需的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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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料表明 Hepsin蛋白在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组 

织中都有超表达的现象，Hepsin蛋白可能是卵巢癌 

和前列腺癌浸润过程中必需的蛋白酶【J⋯。最近的研 

究说明Hepsin蛋白不仅在癌细胞中超表达，参与了 

癌细胞的浸润，而且 Hepsin表达水平也可以作为前 

列腺癌的超前诊断的一个重要标记物u 。 

肝细胞癌与HBV慢性感染有密切的关系。HBx 

蛋白在 HBV致病性和有利于肝肿瘤细胞浸润和迁 

移的分子机制仍然不清楚。在两次独立的酵母双杂 

交系统重复筛选到了Hepsin蛋白，在用体外免疫共 

沉淀试验中Hepsin蛋白与HBx蛋白呈强阳性信号。 

这说明 Hepsin蛋白和 HBx蛋白直接相互作用。 

Hepsin蛋白基因在大多数组织中可以检测到，尤其 

在肝细胞中呈高水平表达【l ，l 。在细胞中表达的 

Hepsin是单一多肽链，修饰成熟以后为51KD的II 

类跨膜糖蛋白，在多种细胞中可以检测到，包括肝 

癌细胞系Hep G2【l uJ。体外实验研究表明Hepsin蛋 

白在肝细胞生长和起始血液凝集的过程中起重要 

的作用【J引，但是 Hepsin在肝细胞中的作用还不清 

楚。用抗 Hepsin抗体或者针对Hepsin的抗体处理 

细胞时可以强烈抑制细胞的生长同时改变细胞的 

生长形态，这说明Hepsin蛋白在细胞生长和维持细 

胞的正常形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l。．1训。本研究证明 

HBx蛋白和Hepsin蛋白相互作用可以增强HBV病 

毒的复制，这可能是他们相互作用减少了 HBV感 

染给细胞带来的损伤，给 HBV病毒复制及其病毒 

蛋白的表达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也可能是HBx蛋白 

和Hepsin蛋白相互作用改变了肝细胞膜的结构，有 

利于病毒粒子的释放，这些都是本研究需要进一步 

试验验证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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