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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杂交瘤单克隆 

抗体的研镧与应用 

余荣汉 谭福莱 沈宏开 苏 漫 姚益新 

(安徽省医学辑学研究所病毒 室 ，台肥 ) 

提 要 

用流行 性出血热 病毒 (EHFV)李辣和陈抹血 凝素 (HAN )分别免疫Balb／C／J-．鼠 ， 

取其脾细胞 和骨 髓瘤细胞 SP2／O 融合 ，杂 交瘤生长孔辜为 97．S％和60％ ， 阳 性 率 各 为 

2，5晒和22晒，克隆化培养陌性率达到i00晒。通过筛选得2株杂交瘤细胞 、一 }丰为2B 7， 

另一株为1H8。其腹水单克隆抗体 (McAb)滴度均达1；16×10 m32×10 。lit8的血凝 

抑制滴度 选l：5120。经 染色体核型 分析 、杂交细胞染 色体 2B 为80—97条 ，1H B为8s一 

105荣，每个细施均台一条中着丝点标记染色体。McAb的 Ig类别和 IgG亚 类 捡袒l结 果 

2B 7为 igM，IH8为 IgG z 。两者对19抹不同来源的EHFV具有不同的反应 ，1HaMcAb 

与19辣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免疫荧光反应 ，滴度都寝高 且对 s株不同来源的 EHFV—HAN 

具 有血凝 抑制活 性 ，滴度在 i：1280--5120，故1H B为血凝 抑制抗体j 2B 只对12株EHFV 

起反应 ，对 7辣不起反 应 ，且 没有血凝抑制活性。这 说明 1H8与 2B7具有不 同的特 性 。 

关量词：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单克隆抗体；血凝索，血凝抑制试验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先后建立了多株 EHFV—McAb杂交瘤细胞( ，并开始川 

于实验研究、临床诊断和流行病调查。为了探索EHFV—McAb和 HAN—McAb的性质， 

我们用淋巴细胞杂交瘤技术【5]开展 了此项研究，得到了两株 McAb，并做了鉴定 与 应 

用研究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细胞 1． 骨髓瘤细胞 ：SP2／O—Agl4，用含20晒胎牛血清 (FCS)的RPMI-1640培养 

液培养。曾经8一氮杂鸟嘿呤 (8-Azaguaninc)处理过。 

2．饲养细胞 ：融合试 验采用正常Balb／Cd,鼠腹腔 巨噬细胞 。克隆化 时用脾细胞。 

=、病毒和HAN：EHFV 李林 【。】和胨栋【 】用于感染 Vcro—E 6细胞 做抗原片。并用陈林感 

染乳鼠，待其发病后于濒死状态下解剖取脑 ，冷冻切片 ，经间接荧光抗体技术 (IFAT)检查为阳 

性 (+}广÷ )者，按蔗糖一丙酮法制各 HAN【 】。 

本 文于1987年 8月 3日收到． 

第四军医大学高谦和在力亚同志做了 MeAh 的 g类别和 IgG 亚粪鉴定，汪姜先教授对原文作了咎改 丰室 

娥证兵同 志参加了部分恢术t怍，杂元 司毒奎l堋了奉龈题筹备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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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和免疫：选用 8周龄 Ba]b／C雌性小鼠。季株和陈株 HAN都由皮下、腹腔免 疫 两 

次 ，每次O．2ml。间隔 4周后 再以 IFAT检测抗体滴度 于融台前 3天由静脉加强免疫 每 鼠 

0．1ml。融合时取 2只 Balb／C小鼠的免疫脾细胞混合应用。 

四、细胞融合和筛进：用悬浮融合法I" ，取对数生长期的SP2／O细胞与免疫脾细胞按1：10 

混合均匀，在内含 5嘶DMSO【 。】的50啊PEG(MW=4909)作用下进行 合 ， 再将细胞悬液分配 

在96孔培 养板 中 含HAT~20嘶FCS的RPMI一1640培 养澈进行选 择培 养。 

五 克隆化和艘水制备： 用有限稀释法【。】进行克隆化，直到抗体阳性率选100嘶为止 。 

并按 常规制各 腹水。 

六、血凝抑皋叮试验 (HIT)【儿I：左檄量血凝扳上加入经丙酮处理过 1：l0稀释的腹水 McAb 

25 1，用台2嘶卵清蛋白的硼酸盐水 (PH9．0)行 2倍递增稀释 ，加 H．~,N25gl(8个单位 )，振匀 

后置37。C孵商O．5小时 再加 屉遥 pH(5．75)的0．4％鹅血球悬液50 1 于37。C孵育 2小时 观 

察 结果。 

七、染色体分析和抗体类别检测： 将杂交瘤细胞培养48小时 加秋水仙索到最终浓度为 

0．{]2~g／ml，再培养 4小时 ，然后进行低渗处理 固定． 涂片 ，用 Giemsa染液染色镜枪 。 

收集杂交瘤细胞的无血清培养液 ，用 PEG6{]D0浓缩20倍 用羊抗 Balb／C鼠 IgM和 IgG亚类 

抗血清进行 琼脂双 扩散试验 。 

结 果 

一

、 病毒及 HAN免疫小鼠 的结果；用 IFAT法测定 EHFV李株全程免疫小鼠后的 

血清抗体滴度为 l：512—1 024，陈株 HAN前两次免疫 小鼠后血清抗体谪度为 l：160 
—

32O，取 两只抗体滴度高 的小鼠静脉加强免疫后，融合前血清 的抗体滴度 达1 1280。 

可见 EHFV—HAN与 EHFV一样具有较强 的免疫原性。 

二、细胞融台和筛选：细胞融台后置37℃、7 c0：孵箱中培养，第 4天可见生长 的 

杂交瘤细胞，第1 0天可数杂交瘤细胞生长孔，结果李株病毒免疫的杂交瘤生长 孔 率 为 

97．5 ，而陈株 HAN免疫 的为6O ，经筛选后得抗体阳性率为2．5 和 22％ 。经扩大 

培养和克隆化后得 2株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前者称为2B ，后者为 1H 。 

三、克隆化培养及特异抗体滴度测定； 2榇杂交瘤细胞都进行了克隆化培 养 ，并 

制备了小 鼠腹水 最后克隆化5月性率迭 100 ，其腹水 McAb用术株抗原片检测免疫荧 

光滴度均在 l：16×10 —32×10 ，结果见表 l。 

衷 1 两株杂空■细驰克窿化墙 井疆抗体 洧虞测定结果 
Tnb】e 】 Th。 re8iilIs of cl Dning 0f tw0 hybrido⋯ ell g atJd d etection of 

aatjbod；e目 tire r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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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化后的杂交瘤细胞在培养瓶 中连续传代 3个月和冻存 6个月复苏后仍能稳定分 

泌特异性 MeAb。 

四、两株 McAb的 HIT结果：1HB对其 HAN具有较高的血凝抑制滴度。而 2B 却 

没有血凝抑制活性，结果见表 2。 

采 2 两椿 EHFV--MeAh的 HIT澶鏖 

Ta b 2 Tbe tit⋯ of t⋯ 口ti—EHFV M cAb s bT HIT 

此外，2B7对 EHFV 76— 118株、陈株和 H8z05株的 HAN都无血凝抑制作 用 ， 而 

1Hs对其他 5株不同来源 的 EHFV—HAN却有血凝抑制活性，其滴度为 l：1280—5120， 

见表 3。 

表 1H 对 EHF~ 不同毒株 HAN 的 HlT蔫虞 

Ta b1e 3 The tlte rs 0f tH_ M cAb 【D different at ralu HAN of EHFV by HIT 

HAN 毒 株 来 源 血凝抑韵漓震 (倒数 ) 

A 3 7 

A1 6 

R1，‘ 

Ro， 

CSF1 

福建 黑线 姬 鼠 

陕西 蒜线短鼠 

福 建 榀 家 鼠 

广东 揭 家 鼠 

陕西 患者脑脊液 

60 

】28I) 

5t20 

t280 

以上结果可见：1H。McAb具有较广 泛的血凝抑制活性。 

五 杂交瘤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t我们将杂交瘤 细胞 2B 与 1Ha进行 了核型分析 ， 

各自都控查了5 0个细胞。2B 的染色体平均为88条，1He平均为91条。细胞内绝大多数 

为端着丝点染色体，每个细胞至少有一条中着丝点标记染色体。 

由此证明；2B 与 1Hs确为 Balb／C小鼠脾细胞与 SP2／O骨髓瘤 细胞的杂交细胞 。 

六，两株 McAb的 Ig类别匣 IgG亚类鉴定I用羊抗小鼠 IgM和 IgG亚类的拄m消 

进行琼脂双扩散证明 2B MeAt,属于 gM，而 1H8属于 IgG z b。 

七 两株 McAb对 EHFV不同毒株的应用研究；两株 McAb对本株抗原都具有 最 

高 的免疫荧光反应滴度，而它们对其他1 8株不 同来源的 EHFV抗原都县有不同的反 应 

谪度，其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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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4 两 种 McAb对 EHF~ 葶同毒抹的j旁度 

1 able 4 The titvrs 。f ’Ⅵ0 M ĉ b to tlif re,vat stT̂ i f EHFV hY 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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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从两个 EHFV—McAb的IFAT滴度看，小鼠腹水滴度为细胞培莽上清液滴度的25O一 

500倍|而它们的 HIT滴度则不同， 1H。的小鼠腹水MeAb为细胞培养上清液的 256倍， 

所 以为 EHFV-HAN抗体，即血凝抑制抗体。但 2B 却不抑制血凝试验， 为非血凝jr『】制 

抗体。 

1H 对 19株不同来源的 EHFV抗原都有不同程度的免疫荧光反虚， 滴度 都较高’ 

而2B 却只有 株能起反应，并且滴度低得多，另有 7株和它不起反应。前者提示 在 19 

株病毒中都具有血凝抑制抗体 1H。相对应 的共同抗原决定簇，而后者却不然，在 19株中 

只有 榇具 2B 相对应 的抗原决定簇， 其余 7株病毒 不具备或不外露该抗原决定簇。 

根据倪大石 )、夏东翔⋯ 的实验结果及1H MeAb与 5株不同来源的 EHFV—HAN 

的HIT来看，认为 HAN是所有 EHFV的主要结构蛋白之～，是该类病毒的共同 抗 原， 

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至于反应谪度高低的差别， 可 能与不同毒抹的 HAN含量不一有 

关。 

1H。McAb的研制成功对 EHFV—HAN的进一步纯 化和结 构与功能的研究提 供 了 有 

利条件。当然 EHFV不同毒株问 HAN抗原性及其抗原决定簇的差异，有 待 进 一 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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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noclonal 

Hybridoma Antibodie s against the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Virus(EHFV) 

in Anhui Province 

Yu Rong-kan Tan Fu-lai et a1． 

(Di isfo”0，Vircj0 ．Anh j i Ute 0，Medical Sci nc s，Herei) 

Two moooe]onal antibodies(MeAb)wei,e ob rained by fusion of SP2／O my— 

eloma cells with spleen cell s from Balb／c mice．They were respectively immun— 

ized with the Li stra{n and the heraagglutinin (HAN ) from the Chert strain 

of EHFV ． Two fusions bad been done
．
The growth rate of hybrido raa wa s 

97。5 and 60％ ．The positive rate was 2．5 and 22 ．11he pesltive rate 0f 

cloning all achieved 1 00 
．

Finally tWO hybridoma ee1] Hnes had been estab— 

lished
．
They ere separately designated 8s 2B7 8nd 1HE

．
The titers of two 

~zeites MqAbs were p to l ；j6×10 一 32×i0‘ by indirect fluorescent anti- 

㈩㈨㈨㈤㈣㈨㈩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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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technic(IFAT ) ． The titers of 1HE ascltes McAb were up t0 1 ：5120 by 

hem gglutination inhibition test(HIT )．The karyotypes of h ybridoma cells in— 

dicate that 2B 7 has 80 to 97 chromosomes， 1H8 has 85 to 105 ones，am ong which 

One or two metacent ric chronlosonles from the se2／o ee1]s could be sePn．Fur— 
therraore，according to double diffusion test of agar 2B7 M cAb was identified 

as Yi3．0use IgM and 1H 8 was IgG2b subclass．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1H 8 

M cAb had indirect imm unofluorescent reaction with 19 different source strain s 

of EH FV ，and had activity of HIT against 5 strains H AN
．
1H8 i s the inhi— 

bition antibody of hem gglu￡jnation test，but 2B7 is not
．
2B 7 M eAb had reac— 

tion only,with 1 2 st rains and had no reaction with 7 strains and did not inhi— 

bit the hem agg]utination reaction
．
The results imp]y that the 19 strains of vi— 

rus all have the HAN antigenic determ inants，but 1H
B 
M cAb has different ac— 

tivity
。 

K ey w ord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Virus(EHFV)，Monoclonal Anti— 

body(McAb)，Hemagglutinin(HAN)， l{em gglutination Inhibition Tes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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