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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抗AIV共有独特型抗体具有AIV血凝素分子的内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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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ti--species--sharing--idiotypic Antibody to AIV Bearing the Internal Image 

of Hemagglutinin on AIV 

LI Bao—quan，PENG Jun，NIU Zhong—xiang ，JIANG Shi-jin 

fCollegeofAnimalSciences andTechnology,Shand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 271018，China) 

Abstract：0ne anti—idiotypic monoclonal antibody (a—Id Mab)was raised directed to both rabbit and 

chicken IgG against Avian influenza virus(AIV)．The Mab was able to inhibit the binding of AⅣ to 

an ti—AIV IgG and specific in binding anti—H9一subtype—AIV IgG Another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the Mab might induce chicken to generate 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antibodies．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is anti．species—sharing—idiotypic antibody bore the internal lmage of hemagglutinin on A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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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纯化的鸡抗禽流感病毒 (AIV) IgG作免疫原，通过单克隆抗体技术制备出 1株分泌针对鸡抗 AIV和兔 

抗AIV共有独特型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竞争抑制试验、特异性检验和诱导产生血凝抑制抗体的功能实验证明，此 

抗体具有 AIV血凝素分子的内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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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 (Avian influenza virus， 

AIV)引起的禽类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该病给养禽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亚洲分离到的 

主要是 H9N2亚型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和 H5N1亚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主I 。为了防治禽流感，有效 

的疫苗已经被研制出来。目前在生产中得到应用的 

主要是灭活疫苗，其它的如基因工程疫苗和核酸疫 

苗也有研究的报道 J。 

自Jeme提出免疫网络学说l4 以来，对抗独特型 

抗体 (Anti—idiotypic antibody，a—Id)的研究日益增 

多。在感染性疾病方面，某些寄生虫、细菌和病毒 

的抗独特型抗体[5-7]被研制出来。一些 a—Id能够和 

抗体的补位结合并且在空间结构上模拟抗原表位， 

这类 a—Id被称为抗原的内影象，即 Bona所说的B 

型 a—I J。这类抗体可以替代抗原，作为诊断抗原 

检测机体抗体水平，还可以作为疫苗免疫动物，使 

动物产生免疫应答，抵抗相应病原体的侵袭。虽然 

主要感染人类的 H3亚型流感病毒的 a—Id已有研究 

报导【9J，但关于危害禽类的禽流感病毒的 a—Id还缺 

乏研究报导。我们根据免疫网络学说，用纯化的鸡 

抗 H9亚型 AIV IgG免疫小鼠，建立了稳定分泌抗 

AIV IgG的杂交瘤细胞系，为研究 AIV的抗独特型 

抗体疫苗奠定了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细胞 

15日龄京白SPF鸡，购 自山东家禽研究所 SPF 

鸡场：6到 8周龄 Balb／c小鼠，30日龄 SPF家兔， 

购 自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NS一1小鼠骨髓瘤细 

胞，山东农业大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提供。 

1．2 病毒与血清 

AIV 毒株，经鉴定为H9N2业型；抗H9N2亚 

型 AIV、H5N1亚型 AIV、鸡新城疫病毒 (NDV)、 

鸡传染性法氏囊炎病毒 (IBDV)、鸡传染性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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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炎病毒(IBV)、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ILTV)、 

鸡马立克氏病病毒 (MDV)等抗血清，本课题组通 

过免疫 SPF鸡制备，．7O℃冰箱保存。 

1．3 主要试剂和材料 

PEG (400O)，Merck公司产品；HRP标记羊 

抗鼠IgG，HRP标记羊抗兔 IgG，HRP标记兔抗鸡 

IgG，均为北京鼎国公司产品；羊抗鼠IgG1、IgG2a、 

IgG2b、IgG3、IgM 等各亚类抗体，RPMI．1640干 

粉培养基，HAT、HT培养基，均为 Sigma公司产 

品。 

1．4 免疫原的制备 

用常规方法  ̈将 H9亚型 AIV纯化、浓缩、灭 

活，制成油乳剂疫苗，免疫接种 15日龄 SPF鸡， 

每隔 10d免疫 1次，共免 4次，初免 0．3 mL／只，其 

余 3次免疫加倍量，末次免疫后 10d用血凝抑制试 

验 (HI)测定抗体，当抗体水平达 10log2以上时， 

心脏采血分离血清。用饱和硫酸铵法提取免疫球蛋 

白，提取后通过透析法脱盐。 

1．5 抗AIV独特型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取 6～8周龄 Balb／c小鼠，用提纯的鸡抗 AIV 

IgG经 3次免疫。第一次用 100lxg抗原，加福氏完 

全佐剂，第二次用200lxg抗原，加福氏不完全佐剂， 

两次均为背部皮下多点注射，第三次用200~tg抗原， 

不加佐剂，腹腔注射。每次免疫问隔 10d。末次免 

疫后 72 h。取小鼠脾脏制备脾细胞，做细胞融合。 

取未免疫小鼠的腹水与未免疫小鼠脾细胞悬液混 

合做饲养细胞。细胞融合、克隆化按常规方法进行 
¨¨

。 用提纯的兔抗 AIV IgG 做包被抗原，用间接 

ELISA法检测分泌抗兔抗AIV IgG抗体的杂交瘤细 

胞，HRP标记的羊抗鼠IgG 作二抗。兔抗 AIV IgG 

的制备方法和鸡抗 AIV IgG的制备方法相同，只不 

过被免疫的动物为SPF家兔。将经克隆化的分泌单 

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扩大培养，直到细胞上清液 

达到 100mL，用饱和硫酸铵盐析法提取球蛋白，提 

取后通过透析法脱盐。 

1．6 单克隆抗体的亚类鉴定 

用羊抗鼠IgG1、IgG2a、IgG2b、IgG3、IgM 等 

亚类抗体与制备的单克隆抗体进行琼脂扩散沉淀 

试验(AGP)，根据出现的沉淀线确定该单抗的抗体 

亚类。 

1．7 ELISA竞争抑制实验 

用 H9亚型AIV包被酶标板，将所制备的单抗 

以 6个浓度稀释后分别和等体积的纯化过的鸡抗 

AIV IgG(501xg／mL)混合后加入酶标板，37~C作用 

1h，用 HRP标记的兔抗鸡 IgG作二抗，OPD作底 

物，显色终止后测 OD49o值。 

1．8 单克隆抗体特异性的鉴定 

应用间接ELISA 测定所制备的单抗与抗H9亚 

型 AIV IgG。抗 NDV、IBDV、ILTV、IBV、MDV、 

H5亚型AIV 等抗血清以及 SPF家兔血清的交叉反 

应性，同时用健康 SPF鸡血清作为阴性对照。 

1．9 诱导产生血凝抑制抗体的功能实验 

将所制备的单抗免疫 15目龄 SPF鸡三次，第 
一 次免疫用200lxg抗原，加福氏完全佐剂，第二次 

用 400 抗原，加福氏不完全佐剂，第三次用 200lxg 

抗原，不加佐剂，每次免疫间隔 10d。自 14日龄开 

始，每周检测一次鸡血清血凝抑制抗体的效价。 

2 结果 

2．1 免疫原的制备 

用纯化 H9亚型 AIV免疫 SPF鸡四次后，高免 

血清中血凝抑制抗体的效价达到 10log2，部分可达 

到 12 log2。抗体经提纯并适当稀释后，紫外分光光 

度计测定蛋白含量为 15mg／mL。 

2．2 抗AIV 独特型抗体杂交瘤细胞株的建立 

对经鸡抗AIV IgG免疫后的小鼠脾细胞进行融 

合，融合率为54％，阳性检出率为5．2％，挑选阳性 

最强的一个孔的细胞经有限稀释法进行 2次克隆 

化，最后获得单克隆化的细胞株，将其命名为E6。 

2．3 单克隆抗体的亚类鉴定 

用羊抗鼠IgG1、IgG2a、IgG2b、IgG3、IgM 各 

亚类抗体与 E6杂交瘤细胞分泌的单克隆抗体进行 

AGP，结果表明这种单抗为 IgG2b亚类。 

2．4 对抗原和抗体结合的竞争抑制作用 

从图 1可以看出，E6分泌的单克隆抗体能够抑 

制 H9亚型 AIV与鸡抗 AIVIgG的结合，并且抑制 

率随着该单抗浓度的下降而降低。这表明该抗体和 

H9亚型 AIV能竞争性地和鸡抗 AIV IgG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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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单克隆抗独特型抗体的ELISA竞争抑制结果 

Fig．1 Inhibition of anti—idiotypic antibodys tO AIV on binding 

Of AⅣ tO Ab1 

2．5 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 

经间接 ELISA检测，该单抗和鸡抗 H9亚型 

AIV IgG的反应为阳性，同抗 NDV、IBDV、IL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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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V、MDV、H5亚型 AIV等抗血清的反应为阴性， 

同SPF兔血清的反应也为阴性。 

2．6 诱导产生血凝抑制抗体的功能 

经该单抗免疫鸡的血凝抑制抗体的效价逐渐 

升高，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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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免疫鸡血凝抑制抗体的变化 
Fig．2 Change of HI an tibodies in chicken immunized with Mab 

3 讨论 

构建分泌抗独特性抗体(Ab2)的杂交瘤细胞， 

通常是先构建分泌抗某一抗原的Mab (Ab1)的细 

胞克隆，然后用Abl免疫小鼠，再制备分泌 Ab2的 

杂交瘤细胞克隆Il 。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从抗 AIV 

高免血清提取纯化 IgG，再建立分泌抗该 IgG 的 

Mab杂交瘤细胞株而生产抗独特型抗体，从实验结 

果看这种方法生产抗 AIV 独特型抗体是可行的， 

和前一种方法比较，后者省去了一步构建分泌单克 

隆抗体细胞株的过程。作为异种动物抗体，鸡抗 

AIV IgG对小鼠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抗体的同种 

型表位和独特型表位可以互相作为载体决定基，激 

发小鼠的免疫应答，不需要使用交联剂。但是，纯 

化的鸡抗AIV IgG仍然是抗多种抗原表位抗体的混 

合物，是多克隆抗体。抗 AIV IgG就包含着抗病毒 

血凝素、神经氨酸酶和核蛋白等多种大分子的抗 

体，每种大分子又具有不止一个抗原表位。所以用 

抗AIV IgG作免疫原一定会使分泌目标抗独特型抗 

体细胞的产生几率下降，增加阳性细胞筛选的难 

度。本实验获得了5．2％的阳性细胞检出率，大大低 

于使用单抗作免疫原的阳性细胞检出率 'l引。 

就鸡抗 AIV IgG而言，其中含量最高的被认为 

是抗血凝素抗体，这样，在免疫小鼠的时候，一些 

其他抗体的独特型信息就可能会丢失。抗血凝素抗 

体的独特型信息容易被保存下来，但同时，鸡的同 

种型表位的信息得到了加强。为了简化筛选程序， 

我们用兔抗 AIV IgG作包被抗原，间接 ELISA法检 

测杂交瘤细胞。这样，大量的分泌抗鸡同种型表位 

抗体的杂交瘤细胞就被筛选掉了。筛选出的主要是 

分泌抗鸡和兔共有独特型表位抗体的杂交瘤细胞。 

对该抗独特型抗体的性质研究显示，该抗体能 

够竞争性地抑制 AIV和鸡抗 AIV IgG的结合，能够 

特异性的和鸡抗 H9亚型 AIV IgG的反应，作为免 

疫原能够诱导鸡产生血凝抑制抗体。这些可以表明 

该抗独特型抗体具有病毒血凝素分子内影象。虽然 

抗种间共有独特型抗体与病毒的内影象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8'1 ，但是我们认为抗种间共有独特型抗 

体成为病毒的内影象的可能性比私有独特型要大 
一

些。因为种间共有独特型表位更可能存在与抗体 

补位的中心，而不是边缘，这样和它互补的抗独特 

型抗体模拟抗原表位的准确性较高，变形程度较 

低，更可能成为病毒抗原表位的内影象。 

本研究在抗 AIV 独特型抗体方面探讨了初步 

的探讨，获得了模拟病毒血凝素抗原的抗体，和 

Jeme提出的免疫网络学说相一致。为进一步研究禽 

流感病毒抗独特型抗体疫苗和禽流感的免疫规律 

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田国彬，李雁冰，陈化兰．充分认识并控制禽流感[J1．中国动物保 

健，2004．2：15．18． 

[2】 陈化兰，于康震，田国斌，等．DNA免疫诱导鸡对禽流感病毒的免 

疫保护反应[J1_中国农业科学，1998，3 l：63．68． 

[3】 程 坚，刘秀梵，彭大新，等．表达 H9亚刑禽流感病毒血凝素基 

因的重组鸡痘病毒及其免疫力[J1_微生物学报，2002，42：442 447． 

[4】 Jerny N K．Towed a network theory of the immune system[J]．Ann 

Immunol，1974，125：373-389． 

[5】 Reagan K L，Wunner W H，Wikton T J， al anti-idiotype antibodies 

induce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rabies virus glycoprotein[J]．J Virol， 

1983，48：660—666 

f6】 Sutherland A D．An experimental anti—idiotype vaccine mimicking 

lipopolysacchadde gives protection against Pasteurella multocida type A 

infection in mice[J]．FEMS Inmaunol Med Microbio1．1993．7：105．1 10． 

[7】 Grzych J M，Capron M，Lambert P H，et a1．An anti-idiotypic vaccine 

against expe riment schistosomiasis[J] Nature．1985．316：7l-74． 

[8】 Bona C A．Parallel sets and the internal image of antigen within the 

idiotypic network[J]．Fed Proc，1984，43：2558·2562． 

[9】 Kositskaia L S．The induction of all immune response to influenza 

virus an tigen by anti—idiotypic antibodies[J]．Microbiol Epidemi ol 

Immunobiol，1995，I：40—44 ． 

[10】 朱立平，陈学清．免疫学常用实验方法[M】．上海：人民军医出版 

社．1997．I1．26． 

【l1】 徐志凯．实用单克隆抗体技术【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l992．27—102． 

[1 2】 Bona C，Moran Idiotype vaccine[J]．Ann Inst Pasteur Immuno1． 

1985，l36C：299．3l2． 

[13】 Bailey N C，Fidanza V Mayer R，et a1．Activation of clones 

producing self-reactive antibodies by foreign antigen and 

anti—idiotype antibody carrying the internal image of the antigen[J]．J 

Clin Invest，1989，84：744 —56 

[141 Bona C A．Internal image concept revisited[J]．Proc Soc Exp Biol 

Med．1996．2 13：32--4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