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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l9．9)是一类组成型表达糖蛋白，在正常

人和胰腺癌、胃癌等癌症患者血清中均能表达，但在正常人血清中的表达量普遍较低。

目前CAl9．9已是应用于临床的一类肿瘤标志物，它与多种癌症均具有相关性，其中尤

其与胰腺癌相关性较高，可达到约70％，因此，CAl9．9可以作为癌症相关性检测指标。

糖类抗原因免疫原性较弱，常规免疫效果所需免疫剂量与免疫周期均较高，因此增加了

单克隆抗体制备周期。本实验旨在通过对比新型佐剂与传统佐剂免疫的效果，结合半固

体培养基(甲基纤维素MC)克隆化法制备单克隆抗体，从而缩短单克隆抗体制备周期。

利用上述方法制备获得的CAl9—9单克隆抗体构建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与国外

同类试剂盒进行性能对比，评价该检测方法优劣，探讨其是否可应用于临床检测及将来

的规模化生产。

免疫佐剂因可增强机体对抗原的免疫反应而被广泛使用，本实验选用Quick

Antibody新型免疫佐剂与弗氏完全佐剂、弗式不完全佐剂分别对BALB尼小鼠进行免疫，

二者采取不同的免疫方式、免疫周期与免疫剂量，依据血清效价检测值评价免疫效果和

待融合小鼠。细胞融合后利用半固体培养基(甲基纤维素)克隆化法进行克隆化。获得

的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制备腹水后利用辛酸硫酸铵沉淀法进行纯化。经单克隆抗体鉴定

后，将合格的单克隆抗体进行配对，并进行检测体系探索，最终确立CAl9—9双抗体夹

心ELISA检测方法。

免疫效价结果表明：Qucik Antibody免疫方式可在3周达到常规弗氏完全佐剂的免

疫效果。3次细胞融合的融合率分别为：88．3％、83．9％和91．2％，半固体克隆化(MC)

法最终筛得单克隆抗体3株，分别为：ZJYl．2C8、7__2Y2．7F10、ZJY3．1G9。利用ZJY3．1G9

作为包被抗体，ZJY2．7F10作为酶标抗体的配对结果，构建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

室内参照品依据国外试剂盒确定，最终得到的线性方程为：Y=0．0063x+0．0967，R2=

0．9895。线性范围为30 U／ml_广300 U／mL。批内与批间精密性变异系数CV值均小于10％，

符合要求。稳定性：37℃、2℃．8℃分别放置6天后检测样本OD值与未放置前基

本相同，线性关系良好。依照构建的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与国外试剂盒对比检

测33份病患血清，二者相关性良好，r=0．9504，回归方程：Y=0．91 11x+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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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最终得到3株阳性杂交瘤细胞，获得一对配对单克隆抗体，初步建立了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

关键词：CAl9．9，单克隆抗体，QuickAntibody佐剂，半固体培养基克隆化法，双抗体

夹心ELISA



ABSTRACT

CAl9·9 is a class of constitutive expression glycoprotein．It was expressed in both normal human

serum and patients’serum who has certain cancer such as pancreatic cancer and gastric cancer．But，the

level of CA 1 9—9 in normal human serum is generally low．Currently，CA 1 9-9 is a class of tumor markers

applied by clinical already，which is in higll correlation with kinds of cancer,expecially,pancreatic cancer．

The correlmion rate appears to 70％．So CAl9-9 Can be used as a correlmion detection index of cancer．

Because the immunogenicity of carbohydrate anti is weak,routine immunization requires higher dosage

and longer period，increasing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preparation cycle．This experiment aims to study the

use ofclon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with Quick Antibody's new immune adjuvant and semi solid medium

(methyl cellulose，MC)，reducing the cycle of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preparation．The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method，a double antibody sandwich ELISA detection method is builded by CA 19-9 monoclonal

antibodies，and compare it with similar foreign kit for patients serum detection performance．Through the

results to value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that weather it can applicate to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in future．

Respectively，adopting different immune method，immune cycle，immune dose，we immunized

BALB／e mice by using Quick Antibody new immune adjuvant and freund's complete adjuvant and freund'

S incomplete adjuvant,and evaluate its immune effects and mice to fusion according the serum titer values．

We Cloned it by methyl cellulose and solid medium cloning method,and used octylic acid ammonium to

precipitate and pure the positive hybridoma cell lines after obtaining the abdominal ascites of mice．After

monoclonal antibodies were identified，the qualified were paired screening．Finally，we match above

monoclonal antibodies，and ascertain the package concentration，the enzyme mark antibody dilution rate，

optical package rate，enzyme label，color appearance system，and establish CA 1 9—9 double antibodies



interlning ELISA detection method．After the experiment of Immune titers，we found the ways of Qucik

Antibody Immunization could achieve the immune effect in three weeks，which is the routine Freund’s

complete adjuvant might achieved as well．There are a total of four lab rats were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en fusion after rigorous screening．Then we conducted cell fusion operation，and three

times cell fusion rates respectively were 88．3％，83．9％and 9 1．2％．Three monoclonal antibody strains

which eventually selected by the way of semi-solid cloning(MC)were ZJYl—2C8，ZJY2-7F10，and

ZJY3．1G9．The matching results revealed that ZJY3·1G9 could be used as coating antibody，ZJY2—7F10 as

HRP．And then ZJY3．1 G9 and ZJY2—7F 1 0 were utilized to established double antibody sandwich ELISA

detection method．Indoor reference products we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eign kit,and linear

equation ultimately were obtained：Y=0．0063x+0．0697．The linear range was about 20 U／mL～300 UImL·

CV values．of intra-assay and interassay Was less than 1 0％，SO the precision meeting requirements．The

stability results well．Through detecting 33 patients serum to compare the double。antibody sandwich

ELISA which experimental constructed and foreign assay ki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y had good

correlation．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0．9504，an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Y=O．9 1 1 l x+2．076．Finally，

the experiment gets three positive hybridoma and a matched pair of monoclonM antibodies，establishes

CA 1 9-9 double·antibody sandwich ELISA detection method initially．

KEY WORDS．CAl9．9，MonoclonM antibody，Quick Antibody adjuvants，Clone by Semi—solid culture

method，DAS．sandwichE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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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实验拟研究制备胰腺癌等肿瘤标志物CAl9．9单克隆抗体及初步建立EILSA检测

方法。

本实验主要通过探索新型免疫佐剂应用于糖类抗原对小鼠产生的免疫效果，在与使

用弗氏完全佐剂与弗式不完全佐剂进行的常规免疫方法进行比较后，探索不同免疫佐剂

对糖类抗原的影响效果，及达到相同效果下不同佐剂的免疫剂量及免疫程序。利用半固

体甲基纤维素克隆化法研究加快单克隆抗体制备过程的具体技术方法，为缩短单克隆抗

体制备周期提供技术借鉴。

本实验利用经上述实验方法制备获得的单克隆抗体建立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

法，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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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前言

1．1糖类抗原1 9．9概述

1．1．1糖类抗原19．9结构特点

糖类抗原19—9(carboh，rdrate antigen 1 9。9，CAl9．9)是广泛存在于人体血清中的～类

肿瘤标志物。最初由美国Wister研究所的Koprowski等人【1】于1979年应用人类结肠癌

细胞株SWl16作为免疫原对BALB／e小鼠进行免疫。后期经过细胞融合共获得76种杂

交瘤细胞，这些细胞经检测有19株能分泌不同种类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

McAb)。其中19．9号McAb对胰腺癌、胃癌、结肠癌等具有广谱临床诊断学意义【21。

后期研究该抗体结合抗原CAl 9．9的结构发现：它为类粘蛋白形式的糖蛋白，并且具有唾

液酸化的乳-N岩藻戊糖II抗原决定簇，具体结构式如下：

NeuAc n2——◆3GaI 13I——◆3GicNAc 131——◆3Gai 13l—_4G1c 13l-lcer

4

f
FUC Q 1

图1-1糖类抗原19-9结构

CAl9．9分子量约为5000 ku，通过结构式观察CAl9．9具有寡糖链，查阅文献[31可

知：该抗原与正常人体内血型前体Lewis A抗原具有共同结构，人群中约有5％的人口

是血型前体Lewis A抗原阴性者，此类人CAl9—9无法表达，因此利用CAl9．9作为肿

瘤标志物的诊断无法反应预期目的【4】，但针对绝大多数人的筛查是有具体临床意义的。

1．1．2糖类抗原19．9在诊断学中的实际意义

从CAl9—9被发现至今，研究人员围绕CAl9．9与各类癌症之间的相关性展开了深

入的研究与探讨。作为分泌在细胞膜外的一类组成型表达糖蛋白，正常人与某些疾病患

者之间在检测CAl9—9时会出现不同的浓度显示。CAl9．9之所以在某些疾病(如癌症)

等出现时会在人体内的血清中浓度升高，这主要是因为CAl9—9作为糖类抗原，其产生

的过程主要是伴随着糖基转移酶的综合作用而产生，CAl9．9为基因表达产物，各种癌

变组织为非正常细胞，其表达量会出现急剧变化，导致体内的CAl9—9含量出现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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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研究发现CAl9—9针对各项癌症的检测指标均有一定的临床意义【5-7】。张瑞丽等有关

胰腺癌诊断的研究表明，CAl9．9与胰腺癌的敏感性为87．5％，特异性达到92．5％。此

外，大量的文献f8-11】证实CAl9．9目前是针对胰腺癌的一项敏感而可靠的肿瘤标志物。

针对于胰腺癌诊断阳性率较高。在与其它相关肿瘤标志物单独比较时发现，该项肿瘤标

志物不仅对胰腺癌有良好的相关性与阳性率，而且可与其它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使用来

提高相关癌症检出的阳性率。例如CAl9—9可与糖类抗原242(CA242)、糖类抗原125

(CAl25)和癌胚抗原(CEA)等联合检测【12。151，能够对胰腺癌等癌症的诊断有着重

要的实际价值，有些可使总敏感性提高到96．12％。

部分学者利用联合检测的方法【l6J成功证明了CAl9—9在肝硬化和肝癌的诊断中具有

明显的相关性，亦可作为验证肝脏病变的一项指标。此外，原发性肝癌病人中CAl9．9

数值较高。同时，乙肝患者血清中CAl9．9的含量，除急肝、慢活肝与正常组无差异外，

在与肝硬化、肝癌等有显著的差异，证明CAl9．9的检测对肝脏相关疾病的鉴别诊断有

一定的临床价值。

血清中CAl9．9的浓度与结直肠癌毒理的预后也有一定的相关性【17。81，证实了

CAl9．9在结直肠癌的诊断检测中也有一定的诊断意义【19】。介于CAl9．9是鼠Ig G型单

克隆抗体所识别的糖类抗原，CAl9．9决定因子是由一组由含涎五糖关伴以单涎神经节

普脂的组分而存在于癌患中，其中在胃肠和胰腺癌患者体内组织中含量较高，在这些患

者中均有高分子量粘液的表达。

此外，文献120-21】中报道：在对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CAl9．9浓度检测的结果可以

得出：糖尿病组血清CAl9．9水平明显高于对照正常组。由此结果反应出动态监测血糖

控制前后CAl9—9水平的变化，对相关糖尿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目前有关急性胆管炎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瞄】，胆道结石引起的急性胆管炎可诱发

CAl9．9明显升高，达到正常监测水平的十及上百倍，通过开腹手术或十二指肠镜治疗

后可逐渐降低至正常。从而证实了CAl9．9对于急性胆管炎的研究有实际的意义。监测

CAl9．9的浓度水平会有助于提高临床诊断结果的可靠性及针对该项疾病预后的判断。

此外在关于胃癌123乞51、直肠癌口61、胆管癌【271、肺部呼吸性疾病【28】、大肠癌、子宫

内膜癌等研究中均有报道将CAl9．9作为一项癌症诊断检测指标。上述研究结果强化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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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9-9作为广谱筛查癌症的指标具有重要检测意义。同时，在一些情况下，CAl9．9

联合CEA、CA242、CAl25等相关糖类抗原进行检测可以增加确定患癌的机率口91。

综上所述，CAl9．9作为常见的一种肿瘤标志物，具有较大的临床诊断意义。与相

关癌症阳性率的统计结果如下表1所示(以正常人CAl9．9的正常值为37．5 U／mL_+2．89

U／mL)：

表1：CAl9．9确定癌症种类及阳性率

癌症种类 检测相关阳性率
胰腺癌

胃癌日，石日

肝胆癌

结肠癌

胆囊胆管癌
大肠癌

卵巢癌

69．80％

66．70％

66．50％

17．50％

66．30％

39．10％

35．50％

1．1．3糖类抗原19．9检测方法及国内外检测试剂盒比较

燕奋强【301等利用两株CAl9．9单克隆抗体，将其中1株通过1125进行了标记、将另

1株作为固相用抗体，经过正常血清稀释CAl9．9抗原而确立的标准品，建立了双位点夹

心免疫放射分析检测方法(mMA)【311。结果与CIS公司的试剂盒进行对比，二者相关性

良好。该方法是建立在双抗体夹心的基础上，选择自制抗体来进行方法学的建立，最后

获得的结果达到了预期。

双位点夹心免疫放射分析方法主要是利用放射性核素对抗原或抗体进行标记，替代

传统酶或者胶体金标记，通过与未进行标记的抗体或抗原竞争性结合，需借助特定仪器，

是一种微量分析方法。

安仙Nt32J对国产CAl9．9化学发光法酶免检测试剂盒与[]多'FBeckman发光试剂盒进

行性能检测比较时发现：虽然选用的方法均为化学发光法，但二者之间存在部分差异，

两种试剂盒在准确度与精密度上体现的较明显，在以不同的评判体系条件下，两者间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分析可能为不同试剂所致，包括抗原、抗体来源或者抗体识别位点不

同等原因。

董振南【331等选择瑞典康乃格公司提供的酶联免疫(ELISA)分析法与罗氏公司生产

的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来进行对比，前者所采用的方法较为基础，依靠的是直接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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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固相非竞争性分析技术。这种方法与后者采用不同的评判方式，但二者依然是建立在

双抗体夹心的基础上，最后结果显示二者均完全符合，其检测灵敏度达到52．5％，特异

性为82．9％，阳性预测值82．1％，阴性预测值54．0％，比较结果显示，二者灵敏度达到

100％，相对特异性达到了100％，相对符合率也达到了100％，并且两种方法相关系数

为r=0．9749，说明二者相关性良好。

作为酶联免疫检测方法，该方法主要是将抗原或抗体固定到载体上再与辣根过氧化

物酶标记的抗原或抗体结合反应，通过判断最后形成的固相复合物来判断结果，该类检

测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方法简单，操作方便。同时，考虑到化学发光法、放射免疫分析法

等需要借助相关实验设备，不便于在一些基层单位开展，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条

件较薄弱的地方。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的凸显导致的人群患癌率明显增高这

一现象增大了应用的前景。低成本、方便快捷的ELISA检测方法依旧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价值。

目前多数CAl9．9相关检测试剂盒均采用双抗体夹心原理方法，双抗体夹心ELISA

检测方法的目的是抗原，在具体的反应模式当中可形成抗体．抗原．抗体，熟称“三明治夹

心”结构复合物。较间接法、竞争法等其它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要高出许多。但

是如果检测目的蛋白的分子量过小容易因为抗原没有两个抗原表位而无法采用双抗体

夹心ELISA方法，因此使用前需评价检测蛋白或目的抗原的特性。CAl9．9是大分子量

糖类蛋白，通过DNAMAN等软件分析具有多处可作为抗体识别的表位，同时市场上大

量的相关产品印证着双抗体夹心检测方法的可行性。

酶联免疫法的建立当中，所需考虑的各因素包括：包被缓冲液成分及时问、封闭缓

冲液的组方及封闭时长、酶标工作浓度、酶标稀释液、显色反应体系等多个方面。在最

终确立的酶联免疫体系是各项环境因素组合在一起得到的最佳组合。同时，在对标本的

预处理当中，保存、加样、洗涤、温育时间等因素对实验结果也是有直观的影响。

1．2单抗制备相关步骤原理及特点

1．2．1单克隆抗体及其重要生物学意义

常见单克隆抗体是由动物脾脏、淋巴等处的细胞与具有无限增殖能力的同种类癌细

胞发生融合，进而产生一种具有识别单一决定簇能力的抗体杂交瘤细胞诱导产生。单克

隆抗体发现至今已有50年左右的历史，它的出现不仅将诊断学的发展与应用推到了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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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崭新的平台上，而且以其与抗原之间独特的“识别"特点在当下依旧发挥着巨大的生

物学作用。目前单克隆抗体不仅在诊断学[34。5】中应用广泛，同时在农业【36。3】、畜牧业f39】、

林业等领域中都有其发挥价值的巨大空间。作为诊断试剂盒的主要原材料，单克隆抗体

的品质决定着试剂盒品质的优良，因此能否获得优良品质的单克隆抗体是一项重要的实

验。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发展至今虽已相当成熟，但是能够获得特异性较好的抗体非常

困难，这里不仅需要“运气”，而且同时也需要对制备过程中细节的把握，从而在保证

融合率的基础上增大获得目的单克隆抗体的概率【40】。在规模化生产时还需要考虑生产成

本等因素，这样才能使生产出的诊断试剂盒更易占领市场。目前各生产商为了寻找到可

应用与临床试剂盒的单克隆抗体，同时为了节省成本，就需要对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做出

适当改进。

从相关报道文献【41】中获悉，国内医院目前选用的CAl9．9试剂盒多为国外产品，主

要原因为国外公司生产的试剂盒在特异性、灵敏度等方面要略高于国内产品，国内多数

公司产品研发阶段以国外同类试剂盒作为参照来，但是，在国内试剂盒的研发阶段中

CAl9。9单克隆抗体质量是决定着试剂盒的优劣【42】。与同类试剂盒对比发现，检测试剂

盒的价格、品质是制约着国内产品发展的两个方面。而价格方面的因素包含单克隆抗体

的制备、获取等方面，目前优质的单克隆抗体多数须从国外公司购买，少数选择自主研

发的公司也鲜有报道评价制备出的抗体品质。关于制备环节的把握，快速、节省是企业

竞争的优势，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同样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1．2．2不同因素对单抗制备过程中的影响

(1)免疫阶段中的相关注意点

免疫方面，目前已知会对免疫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中，除了小鼠的个体差异外，免

疫的抗原类型、免疫剂量、免疫次数、免疫方式和免疫佐剂等都会对最终的因素产生影

响。免疫方式中，目前常使用的免疫方式有皮下多点、腹腔、肌肉等。除此之外，还有

新型免疫方式，如脾脏免疫1431与体外免Ⅲ45】疫等方式，前者是通过直接利用脾脏免疫而

在短期内获得免疫效果，后者则利用脾脏细胞与抗原共培养而在体外进行免疫。这些方

法虽明显缩短了免疫的周期，在某些抗原免疫制备单克隆抗体上有所突破，但是受操作

方式及抗原约束性等特点，并不能作为一种可靠批量进行的免疫方式。对于操作者，上

述免疫过程前均需要练习操作，操作不当会影响到最终免疫效果。免疫剂量要依据所免

疫抗原的特点决定，一般分子量较大，结构较复杂的蛋白更易激起较强的免疫原性与免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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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反应性。针对性产生抗体的能力也就越强，但是此时免疫剂量需要控制得当，过高或

过低都会造成不良影响。过高时容易使小鼠因免疫剂量过大导致非正常死亡或出现免疫

耐受，免疫剂量过低则有可能使抗原在尚未激起小鼠的免疫系统做出免疫反应即消逝，

造成抗原浪费。免疫佐剂的使用可提高免疫效果。对于其余一些免疫佐剂诱导的免疫反

应结果而言，例如明矾易引起IgE类抗体，而弗氏佐剂易诱导IgG类抗体。从早期利用

明矾等佐剂至今，利用免疫佐剂延缓抗原释放从而增加抗原反应时间、改变免疫应答获

取所需抗体类型等方面都已为众人所了解。目前常见的免疫佐剂主要为弗氏完全佐剂与

弗式不完全佐剂，其价格便宜，使用方法简单，主要形成油包水的情形，可通过缓慢释

放抗原而增加免疫时间达到较好的免疫效果，但缺点主要是免疫周期长，抗原使用量大，

因此制约着整个单克隆抗体生产的周期【461。

(2)单克隆抗体制备环节的相关注意点

细胞融合的方式多样，如电融合，病毒诱导融合，化学试剂诱导融合等【47】。但是从

操作的简易程度及可行性方面考虑，目前多使用的为PEG化学试剂诱导的细胞间融合

[4Slo融合前有两方面需着重注意，一是细胞生长状态，包括融合前是否处于生长旺盛状

态的对数期，生长有无细菌等污染，二是防止其发生回复突变，失去原有无限增殖能力，

所以在实际使用前首先要经过8-AG试剂筛选。融合过程当中，脾脏取出研磨的过程中

需注意力度，防止过快、用力过猛等操作，目的在于防止因上述操作导致对动物脾脏细

胞物理伤害过大，造成融合前细胞死亡数目过高导致的降低融合率。此外，收集得到的

SP2／0细胞与脾脏细胞要多次计数，一般按照1：5～l：10的数目比例混匀，这主要是因为

二者细胞形体差距，利于充分接触的目的。比例的不合适会造成SP2／0与SP2／0细胞发

生融合，导致融合率的下降。融合当中上述细胞应该处于25℃～37℃的环境下，温度

过低或过高不利于融合发生，离心过后的混合细胞需要吸水纸除去壁上残存的液体，如

果加入融合诱导剂PEG与液体接触，由于加入的PEG量不高，相当与改变了PEG浓度，

造成融合率的下降，一般PEG的分子量多选用1000～6000之间，分子量过高会对细胞

有毒害左右，分子量低会降低融合效果，降低融合率。在加入PEG前需将因离心而聚

集在一起的细胞分散开，利于PEG的进入，也相当于增大了PEG与细胞接触的表面积。

在PEG加入后，由于细胞膜的通透性发生改变，此时细胞变得很脆弱，终止PEG

的过程需加入RPMI一1640等试剂，因为RPMI．1640试剂中有Ca2+，可以终止PEG与细

胞膜之间的粘附作用，起到终止的目的，此过程需轻柔、缓慢，切不可剧烈操作，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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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细胞死亡，降低融合率。融合率是获得单克隆抗体的保障，需要对每次细胞融合保

证较高的融合率。

筛选阳性杂交瘤细胞的方式目前最常用的是有限稀释法。有限稀释法主要因其操作

方便而被广泛采用。通过多次培养计算培养孔中获得的阳性孔率来评判克隆化结果。但

是主要缺点是此种方法可能会丢掉一部分分泌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每次的细胞融合都是

一项大规模的投入，包括财力与人力。介于此，目前伴随而生的有一些新的克隆化方法，

最主要的是半固体培养法[49巧11。半固体培养基克隆化法因凭借其独特的物理特点，可以

通过融合后直接铺板而一步法获得克隆团细胞，相比有限稀释法，可最大程度的保留住

全部的阳性杂交瘤细胞株。目前主要包括半固体琼脂培养法与本实验室已建立的甲基纤

维素法，后者较前者的优点在于甲基纤维素可溶解于冷水中，不溶于热水(约大于70℃)

和有机溶剂中，因此对细胞生长无害，可以避免因高温配制半固体培养基后与细胞混合

造成的热杀伤。

在有关半固体培养基(甲基纤维素)法的配制过程当中，不仅需要有正常完全培养

基成分和青霉素链霉素双抗试剂，而且还需要添加L．谷氨酰胺，这是因为L．谷氨酰胺

是参与合成嘌呤、嘧啶、蛋白质等的重要因子。半固体培养基在培养细胞的过程当中随

着细胞周边培养基消耗，不能够如同液体培养基中成分的交换那般容易，所以L．谷氨酰

胺是必要的。此外还建议添加一些IL．6，EGF等因子。

半固体培养基凭借其独特的物理特点，可以通过融合后直接铺板而一步法获得克隆

团细胞，相比有限稀释法，可最大可能的保留住全部的阳性杂交瘤细胞株。

制备单克隆抗体前需对BALB／c小鼠腹腔植入石蜡油，石蜡油可诱生肿瘤细胞，腹

腔注射阳性杂交瘤细胞后能够为其提供较好的生长环境。本实验选择生长超过6～8周龄

的雌性小鼠(约12周龄)，对于诱生腹水，一般6～8周龄为佳，但是时间稍长通过以

前实验对比发现差距不大，且小鼠个体间会存在差异，所以每次注细胞时平行选择3只

雌性小鼠，降低随机误差的影响。采集腹水的时间决定着腹水的品质好坏，死亡时间超

过4小时后的小鼠腹腔腹水可能变质，不建议采集。判断小鼠死亡时间可利用观察身体

有无僵硬，眼球是否塌陷等方式阻531。

待获取的杂交瘤细胞株，控制注射细胞量一般数目范围是50万个／只,-,200万个／只，

同时需对照小鼠注射等数目的SP2／0作为对照组。以期获在对小鼠腹水效价检测时作为

阴性对照。在收集腹水之前，对于小鼠何时采集腹水量最大，一般判定的标准是由上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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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观察腹部明显扩张，小鼠神态迷离或出现异常，此时可用指肚感觉小鼠腹部温度，如

果明显感觉较人指肚(约为30℃～37℃)温度较低，判定小鼠濒临死亡，需采集腹水。

后经过纯化、鉴定获得单克隆抗体。

1．3本研究的目的

综上所述，有关糖类抗原1 9—9单克隆抗体制备及应用报道文献较少，通过免疫糖

类抗原获取单克隆抗体的相关方法学研究也较少，本课题主要通过利用新型免疫佐剂对

CAl9．9抗原进行免疫，对比使用常规免疫佐剂下的免疫效果，探索新型免疫佐剂对糖

类抗原的影响效果。以不同的免疫佐剂及免疫程序获得的待融合小鼠，经过细胞融合获

得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利用半固体培养法筛选克隆化细胞，评价该方法的特点，利用获

得的单克隆抗体构建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通过临床实际血清检测结果，分

析不同免疫方式及克隆化方法在缩短单克隆抗体制备周期方面的价值，并为后期临床检

测肿瘤标志物CAl9．9提供科学的技术方法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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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与方法

2．1材料

2．1．1免疫原

CA 1 9—9抗原购自Fitzgeral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公司。

2．1．2实验动物与细胞株

雌性BALB／c(6至8周龄)小鼠购自郑州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将用于抗原

免疫及饲养细胞的制备。 、

10～12周龄雌性小鼠用于制备腹水。

骨髓瘤细胞SP2／0由河南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保存。

2．1．3主要试剂及材料

Quickantibody(3聊
弗氏完全佐剂

弗式不完全佐剂

牛血清白蛋白BSA

P砌vIIl640培养基
皿PES
HAT

HT

PEG4000

HRP标记羊抗鼠IgG

羊抗鼠IgG-HRP

考马斯亮蓝G250

秋水仙素

Giemsa染液

胎牛血清

冻存液

96孔细胞培养板

24孔细胞培养板

12孔细胞培养板

细胞培养瓶

蛋白质Marker

液体石蜡

Tween-20

PEG-20000

北京康碧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gma

Sigma

Sigma

Gibco

Sigma

Gibeo

Gibco

Gibco

河南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购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上海西唐科技有限公司

Sigma

沈阳试剂三厂

Gibeo

lO％二甲基亚砜+90％胎牛血清

NUNC产品

NUNC产品

NUNC产品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生工生物

莱阳化工实验厂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天津天泰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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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pH试纸
透析袋(9 mm)

甘油

辣根过氧化物酶

明胶

免疫印迹电转移缓冲液

DAB／NiCl2显迹液

96孔酶标板

叠氮钠

鼠IgG

2．1．4主要仪器设备

C02培养箱

液氮罐

倒置显微镜

洗板机

酶标仪

台式离心机

微量移液器

紫外分光光度计

高速离心机

电泳装置

电子磁力加热搅拌器

电子分析天平

数显恒温水浴锅

电热恒温培养箱

2．1．5主要溶液的配制

10

中国北京化工厂

北京经科宏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化工厂

上海国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GIBCO产品

25 mmol／L pH 8．3 Tris+192 mmol／L Gly+20％甲醇

河南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

深圳金灿华公司生产

上海蓝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细胞室制备

Thermo 8000型

河南新乡豫新航空低温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光学仪器厂XSZ．D2型
Thermo Labsystems MK2型

Thermo Labsystems MK3型

Heraeus Megafuge 1．OR型

Thermo公司

日本岛津Uvl700型

Bio．Red公司

金坛市华峰仪器有限公司78．1型
SARTORIUS 1 602MP8．1型

沈阳龙腾电子ESJl82-4型

江苏金坛市金伟实验仪器厂HH-S型

北京永光明医疗仪器厂DHP．600型

(1)细胞培养所用试剂

A、RPMI．1640溶液的配制(1L)：

1640干粉

羟乙基哌碚乙硫磺(}玎三PES)

碳酸氢钠(NaHC03)

双蒸水

氢氧化钠(NaOH)

l袋

5．95 g

2．0 g

l L

适量

取一盛有lL双蒸水的容量瓶，将1640干粉、HEPES、NaHC03按顺序依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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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加新的一种试剂前需摇匀。最后利用l mol／L的NaOH调节pH值到7．2-7．3之间。

B、生理盐水的配制(1L)：

NaCL

双蒸水

9 g

l L

取一盛有1 L双蒸水的容器，向其中加入9 gNaCl。摇匀，标记。

C、HAT完全培养液的配制(100 mL)：

RPMI。1640溶液

小牛血清

HAT(50x)

双抗试剂(1000x)

80 mL

20 mL

2 mL

100 1．tL

取一经高压灭菌后的玻璃瓶，将上述四种配方加入，后混匀标记，作为后期使用

HAT溶液。
D、HT完全培养液配制(100 mL)：

RPMI．1640溶液
小牛血清
HT(50x)

双抗试剂(1000x)

80 mL

20 mL

2 mL

100止

将一经高压灭菌后的玻璃瓶，按照上述四种配方加入，后混匀标记，作为后期使用

HT溶液。

(2)酶联免疫检测(双抗体夹心)所用试剂

A、所用试剂中包被缓冲液的配制(1 L)：

NaHC03

Na2C03

双蒸水

2．93 g

1．59 g

1．OO 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依次将上述试剂加入瓶中，加入双蒸水溶解，最后定容至1 L，

利用l mol／L的HCI或1 mol／L的NaOH调制pH=9．6，室温下进行标记、保存。

B、ELISA检测中封闭液的配制(1 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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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H2P04‘2H20

NaEI-IP04。1 2HEO

BSA

NaCl

Proclin-300

双蒸水

O．53 g

3．60 g

6．00 g

10．30 g

0．50 mL

1 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先加入约900 mL双蒸水，后依次将上述试剂NaH2P04"2H20

0．53 g、Na2HP04"12H20 3．6 g、BSA 6 g、NaCl 10．3 g、Proclin．300 0．5 mL加入瓶中混

匀溶解，最后定容至1 L。

C、ELISA检测中20x洗液的配制(1 L)：

NaH2P04’2H20

Na2HP04。1 2H20

Tween-20

NaCl

双蒸水

6．6 g

20．7 g

5 mL

90 g

1 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先加入约900 mL双蒸水，后依次将上述试剂NaH2P04·2H20 6．6

g、Na2HP04·12H20 20．7 g、Tween一20 5 mL、NaCl 90 g加入瓶中混匀溶解，最后定容

至1L。

D、ELISA检测中样品稀释液的配制(1 L)：

NaH2P04‘2H20 0．53 g

Na2HP04‘12HEO 3．6 g

Proclin-300 1 mL

NaCI 10．3 g

小牛血清 50 mL

Tween-20 0．5 mL

变色试剂 20 mL

双蒸水 930 m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先加入约930 mL双蒸水，后依次将上述试剂加入瓶中混匀溶

解，最后调节溶液pH至7．2～7．4之间，室温下保存。

E、ELISA检测中显色剂的配制：

显色剂A(1 L)：

柠檬酸
Proclin-300

H202(30％)

5．3 g

1 mL

1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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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蒸水 1 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先加入约900 mL双蒸水，后依次将上述试剂柠檬酸5．3 g、

Proclin-300 l mL、I-1202(30％)lmL、充分溶解，最后定容至1 L，在2-8。C条件下保

存。

显色剂B(1 L)：

柠檬酸
TMB

双蒸水

O．1 g

0．4 g

1 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先加入约900 mL双蒸水，后依次将上述试剂柠檬酸0．19、TMB

0．4 g充分溶解，最后定容至l L，在2。C-8℃条件下保存。

F、ELISA检测中终止液(2 mol／L H2S04)的配制(1 L)：

浓H2S04(36N)

双蒸水
111 mL

889 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先加入约889 mL双蒸水，后将浓H2S04沿着玻璃棒缓缓加入，

并且不停搅拌。

(3)相关实验所需溶液配制

①SDS．PAGE电泳所需溶液的配制

A、1 mol／L Tris-HCI，pH 8．0(100 mL)：

Tris(MW 121．14)

双蒸水

12．12 g

100mL

配制1 mol／L Tris—HCI溶液，依照上述试剂进行配制，混匀后调节pH 8．0左右，加

双蒸水定容至250 mL，4℃保存。

B、30％丙烯酰胺溶液(100 mL)：

丙烯酰胺
甲叉双丙烯酰胺

双蒸水

29．0 g

1．0 g

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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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洁净的容量瓶，按照丙烯酰胺29．0 g、甲叉双丙烯酰胺1．0 g加入100 mL双

蒸水中，溶解后经滤纸过滤，2℃～8℃避光保存。

C、1．5 mol／L"Iris—HCl，pH 8．8(100 mL)：

"Iris(MW 121．14)

双蒸水

18．17 g

100 m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将Tris 18．179溶解后，调pH至8．8，加去双蒸水定容，2℃

～8℃保存。

D、0．5 mol／L Tris-HCl，pH 6．8(100 mL)：

Tris(MW 121．14)

双蒸水

6．06 g

100 m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将riffs 6．06 g溶解后，调pH至6．8，加去双蒸水定容，2。C-8

℃保存。

E、10％SDS溶液(100 mL)：

十二烷基硫酸钠(SDS)
双蒸水

10．0 g

100 m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将十二烷基硫酸钠(SDS)10．0 g溶解后，加去双蒸水100 mL

定容，当室温低于15℃时，可稍加热融化。室温条件下保存。使用时如出现浑浊，可

置于温水或恒温培养箱中融化后再使用。

F、lO％过硫酸铵溶液(10mL)：

过硫酸铵

双蒸水

1．0 g

10 mL

将过硫酸铵1．0 g置于10 mL双蒸水中充分溶解，1．0mL／支分装后，置于2"C-8℃

条件下保存。

G、SDS．PAGE电泳中5×电泳缓冲液的配制(500 mL)：

14

Tris(MW 121．14)

甘氨酸(MW759．07)
十二烷基硫酸钠(SDS)

15．15 g

72．00 g

5．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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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蒸水 500mL

取一洁净的容量瓶，将蹦s 15．15 g、甘氨酸72．0 g、SDS 5．0 g溶解于500 mL双蒸

水中，室温保存。使用时利用双蒸水将5×电泳缓冲液稀释为1×进行使用。

H、SDS—PAGE电泳中10％分离胶的配制(5．0 mL)：

Tris-HCl(1．5 mol／L，pH 8．8)

30％丙烯酰胺

SDS(10％)

过硫酸铵AP(10％)
TEM【ED

双蒸水

1．3 mL

1．7 mL

50．0 p,L

50．0 rtL

5此
1．9mL

取一洁净的容量器，将riffs．HCI(1．5 mol／L，pH 8．8)1．3 mL、30％丙烯酰胺1．7 mL、

SDS(10％)50止、过硫酸铵AP(10％)50此、TEMED 5此和1．9 mL双蒸水混匀。

I、SDS-PAGE电泳中5％分离胶的配制(2．0 mL)：

嘶s—HCl(1．0M，pH 6．8)

30％丙烯酰胺

SDS(10％)

过硫酸铵AP(10％)
TEMED

双蒸水

0．25 mL

0．33 mL

20止
20此
3 pL

1．4mL

取一洁净的容量器，将Tris—HCl(1．0 mol／L，pH 6．8)0．25 mL、30％丙烯酰胺O．33

mL、SDS(10％)20 rtL、过硫酸铵AP(10％)20 rtL、TEMED 3止和1．4 mL双蒸

水混匀。

J、SDS-PAGE电泳中上样缓冲液(2x)：

取一洁净容器，按照以下浓度分别进行配制，100 mmol／L"Iris．HCl(pH 8．0)，200

mmol／L巯基乙醇，4％SDS，0．2％溴酚蓝，20％甘油。混合完全。

(D杂交瘤细胞染色体分析所用试剂

A、秋水仙素培养液配制(O．4}tg／mL)：

20％完全培养液

秋水仙素(10}tg／mL)

96 mL

4 mL

取一洁净容器，向20％完全培养液中加入10 Itg／mL，最终工作浓度配制成，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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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L。

B、溶液的配制(0．075 mol／L KCl)(1L)：

KCl

双蒸水

5．59 g

l L

取一洁净容器，向1 L双蒸水中加入5．59 g KCI，溶解后高压备用。

C、隆抗体染色液Giemsa配制(10mL)：

Gimesa染液

双蒸水

l mL

9 mL

取一容器，将Gimesa染液配制成10％-1-作浓度，调节pH 6-8，2_8 oc-F保存。

2．2方法

2．2．1免疫方案的确立

糖类抗原因其结构特点，激起的免疫反应性较弱，为达到免疫要求需考虑选择的免

疫佐剂、免疫方式、免疫周期等因素。本实验主要通过比较新型佐剂与传统弗氏佐剂在

糖类抗原免疫方面的免疫效果，以获得符合要求的免疫小鼠。具体实验方案设计如下：

共分为A、B两组，每组选择3只小鼠，同时另取一只小鼠作为对照用小鼠，通过此类

平行设计的实验分组，尽可能的降低随机误差造成的影响。选择6~8周龄的小鼠，A组

3只小鼠利用Quick Antibody快速免疫佐剂与等量CAl9—9抗原混匀，每只小鼠初次免

疫剂量为25 pg／只，同时另取3只小鼠注射等体积的PBS溶液作为阴性对照。2周以后

进行第2次免疫。2次免疫剂量与第一次相同，均为25,g／只，该组实验选择的抗原注

射方法为肌肉注射。第3周采集小鼠尾血进行效价检测。B组3只小鼠采用弗氏完全佐

剂与弗式不完全佐剂进行常规方法的免疫操作，小鼠数目同为3只。抗原免疫剂量按照

常规为100四只。同时另取出3只小鼠选择仅注射等体积的PBS溶液作为参照。免疫

周期按照常规方法，1次免疫后间隔14天进行2次免疫，后经14天进行3次免疫，再

经7日后采集小鼠尾血，测定小鼠血清中抗体效价。B组小鼠免疫佐剂第1次为弗氏完

全佐剂，第2、3次选择为弗式不完全佐剂，免疫注射方式，抗原为背部多点注射结合

腹腔注射。判断合格小鼠后，在融合前5天进行冲击免疫，注射抗原剂量分别为50 p∥

只与50 pg／只。最终对不同免疫组进行评价，比较两种免疫方式的效果并且选择出符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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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小鼠作为融合使用。评判效价结果依据大于阴性对照OD值×2．1(阴性值不足

0．05按照0．05计算)为可检测的效价水平。两者免疫方式对比条件具体如下表：

表2．1两种免疫方式比较

2．2．2单克隆抗体阳性检测方法的建立

单克隆抗体阳性细胞株上清检测结果对判断上清中有无抗体分泌至关重要，建立间

接ELISA检测方法，此项方法的建立同时关系到后续阳性克隆团筛选的结果。建立该

方法主要通过棋盘法，依次将抗原按照0．25 rtg／mL、O．5 pg／mL、0．75r,g／mL、1．0 I_tg／mL、

1．5 I．tg／mL、2．0 rtg／mL 6个不同梯度浓度进行包被。包被条件选择在37。C恒温培养箱下

包被操作2 h，经过PBST洗液洗涤l遍后进行封闭操作。封闭液按照150肛L／孔加入孔

中，后放入37℃下2 h，直接拍干。取采集得到的免疫小鼠尾血1000x稀释进行加样，

作为阳性血清，正常小鼠血清原倍作为对照样本阴性对照使用。加入上述阳性与阴性样

品后置于37℃环境下温浴30 min。PBST洗液洗涤5遍，拍干。将HRP．羊抗鼠IgG按

照1：1000、1：2000、1：4000、1：6000、1：8000、1：10000的6种稀释倍数，按照100刖

孔加入，于37℃条件下温浴30 min。PBST洗涤5遍，拍干。后加入显色剂A、B各

50“L／孔，37℃下温浴20 min，最后利用2 mol／L H2S04终止抗原抗体反应。在A450 hill

(参考波长630 rim)波长下测定光吸收(OD)值。以上操作设置3个复孔，记录OD

值取均值。依照P／N比值最大确定抗原包被的最佳浓度与酶标抗体最佳的(HRP．羊抗

鼠IgO)稀释浓度。具体加样图设计如表2．2．

2．2．3细胞融合

对于细胞融合，按照常规PEG诱导下化学融合法进行。按照图2．1。

融合前首先复苏经8-AG筛选过的SP2／0骨髓瘤细胞，培养至对数生长期，选择经

检测获得小鼠血清抗体效价计算值较高的小鼠作为待融合用小鼠。冲击免疫选择尾部静

脉冲击，时间在融合前5～7天，此间需对SP2／0细胞生长情况进行调整，以期达到融合

最佳状态。融合前收集SP2／0细胞，收集待融合小鼠血清，后取出脾脏进行研磨，过滤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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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大的组织和脂肪块，制备为脾脏悬液。分别对SP2／0和脾脏细胞进行计数，计数需

重复3次。计数后依据数目1：10比例混合，1600 r／min离心后弃上清，将细胞置于37

℃环境下利用50％的PEG4000进行促融。融合过程严格恪守时间要求。融合后低速

(1000～1200 r／min)离心。弃上清后利用5 pg／rnL的HAT完全培养液混匀，按照2．0x106

／mL密度铺在含有饲养层细胞(20000个／孔)的96孔板中，在5％C02、37℃条件下

进行培养。第3日对96孔板中培养液进行半换液，第9日全部换液。后利用间接ELISA

检测方法检测培养的96孔中有无抗体分泌。

表2—2棋盘法加样图设计结果如下

O．25

O．5

O．75

1

1．5

2

N

N

N

N

N

N

2．2．4 CAl9—9单克隆抗体筛选方案的确定

在单克隆抗体克隆化筛选方法中，为更快、更全面的克隆化全部阳性杂交瘤细胞株，

参照本实验室任瑞敏等【54】文献报道的方法中有关半固体克隆化的详细实验方法，配制甲

基纤维素(MC)半固体培养基详细方法如下：通过RPMI．1640配制而成1．1％的甲基

纤维素培养基，向其中加入L．谷氨酰胺，终浓度为2．5 mmol／L其中还包括20％胎牛

血清与1：1000青霉素．链霉素溶液，取上述检测阳性孔中细胞重悬至该半固体培养基中

置于37℃下培养，待有肉眼可见的细胞团出现，再使用毛细管吸取杂交瘤细胞，铺入

已含饲养层细胞的96孔板中，待后期观察克隆团有无形成及有无分泌抗体能力，直接

获得单克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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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细胞融合基本流程图

2．2．5 CAl9—9阳性杂交瘤细胞株检测

(1)单克隆抗体染色体核型鉴定

单克隆抗体染色体鉴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客观结果评价融合后染色体的状态与结

果，并可为后续传代稳定性的分析提供前提。具体实验如下：

A、首先取待鉴定的单克隆细胞株培养至生长对数期。

B、向细胞培养液中加入一定量秋水仙素，使得最终浓度为0．4“g／mL，继续培养6

h左右。

C、收集细胞，在1600 r／min条件下离心5 min，加入37℃温育的低渗溶液，重悬

细胞悬液。

D、后向细胞悬液中加入1 mL固定液(甲醇)。混匀后1200 r／rain，离心7 min。

E、弃去上清后再加入5 mL固定液。轻悬细胞静置后1200 r／rain，离心7 rain，重

复固定2次。

F、加入5 mL固定液，细胞置于2℃～8℃下过夜。将细胞悬液从10 cm高度处滴

于干燥洁净、取自．20。C的载玻片上，在自然环境下干燥。

G、加入Giemsa液，染色10 rain，冲洗玻璃片，室温下干燥。在利用中性树脂保

护的情况下加盖玻片。

H、将载玻片移至油镜下观察，取细胞中期核型的细胞，统计染色体数目。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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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冻存、复苏及传代稳定性检测

为了考察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分泌抗体的能力是否稳定，设计实验将阳性杂交瘤细胞

扩入细胞培养瓶中扩大培养，当细胞处于生长对数期且生长至瓶底80％以上时收集杂

交瘤细胞，1800 r／min离心7 min。弃去上清后加入细胞冻存液(配方选择为新生牛血清：

DMSO为9：1)将细胞重悬，冻存密度约为1×107个／mL。随后分入细胞冻存管中，标记

细胞株名称。

冻存程序按照2℃～8℃下30 min、．20"C 1 h～1．5 h、液氮上方5 cm～10 cm过夜、

液氮下方。选择在细胞冻存后的l、2、3月时复苏杂交瘤细胞株。复苏细胞时首先用镊

子从液氮中取出细胞，立即放入37℃恒温环境(水浴)中解冻细胞株，该步操作需在1

min中完成。后将解冻状态的细胞移入RPMI．1640基础培养基中混匀，在1800 r／min条

件下离心7 min。弃去上清，用20％的完全培养基培养细胞，待3天后利用间接ELISA

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抗体效价。

将复苏冻存的单抗杂交瘤细胞株分别铺入12孔的细胞培养板中，调整接种密度为

1×104个／mL，每孔液体总量约I．5 mL-2 mL，在3天后间接ELISA检测上清中的抗体。

并连续传代培养3个月。利用间接ELISA方法分别检测传代培养5、10、15、20、30

代时上清液中的抗体效价，依此考察杂交瘤细胞传代分泌抗体的稳定性。

2．2．6阳性杂交瘤细胞株腹水制备及纯化

(1)制备腹水

制备腹水是获得单克隆抗体的前提，设计制备腹水的具体操作如下：取10～12周龄

的小鼠，每只小鼠通过腹腔注射石蜡油约0．5 mL。7～10天后每只小鼠腹腔内植入50～100

万阳性杂交瘤细胞，对照组注射等量SP2／0细胞，上述注射液体剂量控制在0．2 mL／只。

定期观察小鼠生长状态及腹腔变化。待小鼠腹水量较大，生长状态开始出现异常引颈处

死，采集腹水。5000 r／min离心2 min后弃去上层油脂及下层红细胞，收集中层的腹水。

．20℃条件下保存，便于后续实验进行。

(2)腹水效价测定

利用问接ELISA法测定小鼠腹水效价，评价单克隆抗体的效价水平高低，具体方

法应用间接ELISA检测方法，通过将CAl9—9抗原既定工作浓度进行包被，2。C-8℃

条件下过夜，分别对腹水进行梯度稀释(101～109)加入，37。C条件下温育30 min，后

经PBST洗涤5遍。后加入HRP．羊抗鼠IgG，在37。C条件下温育30 min，洗涤5遍，

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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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干。加入底物显色20 min，加入终止液终止反应。在～50nnl(参考波长630 nm)波

长下测定OD值。

(3)腹水中单克隆抗体的纯化

腹水中单克隆抗体的纯化选用辛酸．硫酸铵沉淀法进行，主要原因在于此种方法简

便，效果较好。．20℃下取出腹水进行解冻，12000 r／min、2℃～8℃条件下离心20 min，

弃去上层油脂及下层杂质，加入3×体积的醋酸盐缓冲液(60 mmol／L，pH 4．3)，按照

25 pL／mL浓度计算所加入的辛酸，加入辛酸后振荡约20 min，静置一段时间后缓慢混

匀；2℃～8℃下12000 r／min离心20 rain；后过滤除沉淀，用l mol／LNaOH调pH至7．2；

称量加入终浓度为0．277 g／mL的硫酸铵试剂，溶解、振荡混匀；2℃～8℃，12000

r／min离心20 min；将获得的沉淀用0．01 mol／L PBS重悬后在2~8℃透析，透析48 h～72

h，每隔6小时更换一次PBS透析液；后在2℃～8℃下12000 r／min离心20 min；取上

清，加入等体积甘油混匀，分装，．20℃条件下保存备用。

(4)腹水纯化结果鉴定

腹水中除了目的单克隆抗体外，还存在大量无关蛋白。针对腹水纯化过的单克隆抗

体利用SDS．PAGE电泳进行鉴定，将纯化过后的样品与纯化前的样品加入还原性样品缓

冲液。选择8％的分离胶与5％的浓缩胶，后经考马斯亮兰G250染色，乙醇脱色液脱

色。鼠源kG的分子量是在160 KDa左右，先固定电泳装置，保证电泳装置的密封性，

配制8％的分离胶与5％浓缩胶，待制好胶凝固后向孔槽中加入电泳缓冲液。

样品处理采用加热方法。将样品蛋白与还原性Buffer混匀，100℃下水浴加热3 min

～5 min。按照设计的加样方式进行加样。每孔最多加样量不超过20止，／孔。连通电源，

150 V、50 mA条件下进行电泳，待Buffer中溴酚蓝指示剂移动至底部约l em处终止电

泳，关闭电源。

取出电泳后的蛋白胶，分离浓缩胶，放入平皿中加入考马斯亮兰染液，再置于摇床

上摇动30 min-60 min，后添加适量脱色液。

(5)纯化后抗体浓度计算

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腹水中抗体蛋白的浓度进行检测，计算公式：抗体浓度=抗

体稀释倍数x紫外分光光度计吸光度(OD)值／1．4。将各种纯化过后的腹水进行分光光

度计算。大概获取纯化过后抗体的浓度。

2．2．7 CAl9·9单克隆抗体的初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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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获得的单克隆抗体需要经过亚型测定、交叉反应、染色体数目、特异性等方面

的鉴定才能保证单克隆抗体的品质。因此这些方面也是本实验需要考察的重要指标。

(1)单克隆抗体亚型鉴定

利用成品的亚型鉴定试剂盒对制备获得的单克隆抗体进行鉴定。首先将亚型鉴定试

剂盒中的各溶液稀释成工作浓度，包被CAl9．9抗原，包被浓度为间接法筛选获得的抗

原工作浓度，2℃～8℃放置过夜。后加入纯化过后的单克隆抗体，每孔50此。每孔设

计3个平行复孔。37℃下放置30 min。PBST洗涤5遍后加入6种酶标二抗(Ig G1、IgG2a、

IgG2b、IgG3、IgA、IgM)，每孔加入100 gL，阴性孔选用PBS代替，放置37℃下30

min。洗涤5遍后拍干，每孔加入显色剂A、B各50 lxL。376C条件下放置20 min。根据

显色颜色(OD值)判断所制备抗体属于何种亚型。

(2)单克隆抗体交叉反应鉴定

交叉反应是鉴定单克隆抗体品质的重要内容。本实验考察交叉反应的干扰抗原首要

选择结构与之相似物，其次是在检测应用阶段有可能干扰检测结果值的影响物质。此外，

制备获得的单克隆抗体还需与BSA和小牛血清进行交叉性验证，主要原因是后期检测

试剂中均含有的成分，如果与之产生交叉反应，则后期检测结果则会出现假阳性的结果，

影响后续各项实验结果。通过对纯化得到的单克隆抗体进行辣根过氧化物标记，后续建

立的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对实验室已有的CEA、CAl2．5、CAl5．3特异性血清

等检测项目进行检测，判断有无交叉反应。每组实验设计3个平行复孔，以自身的阳性、

阴性对照为判断标准，待加入抗原后37℃条件下放置l h。PBST洗涤5遍后加入显色

试剂，置于37℃条件下30 min，加入2 mol／L的终止液终止抗原抗体反应，在A450 nlTl

(参考波长630 nm)波长下测定OD值。通过检测OD值的高低确定有无交叉反应。

(3)单克隆抗体亲和力

单克隆抗体亲和力同样是抗体品质的又一重要内容，是诊断试剂盒品质的保障。本

实验利用间接法ELISA检测方法对3株抗体进行活力鉴定，分别将定值病患血清包被

酶标检测板，另包被1份阴性血清作为对照(2℃～8℃，12 h过夜)，37℃条件下封

闭2 h。PBST洗液洗涤5遍，拍干。后分别加入3种单克隆抗体检测，37℃条件下温

育30 min，PBST洗涤5遍，拍干。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鼠IgG抗体。37℃条件下

温育30 min。PBST洗涤5遍，拍干。加入显色剂A、B。37℃条件下温育20 min。2 mol／L

H2S04进行终止反应。记录OD值。上述实验一共进行3次重复，通过结果均值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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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对单克隆抗体的亲和力进行鉴定。

利用半数抑制率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将CAl9．9高值血清设计不同稀释倍数(1

X、2 X、4 X、8 X、16×、0)，对购买获得的CAl9．9抗原按照1 1．t g／mL浓度进行包

被，同时取经测定，OD值在1．0左右的3株不同浓度抗体。在检测前按照相同体积分

别与上述稀释过的定值血清进行混合，再和经过间接法检测波长OD值，同时设置与

CAl9．9无相关的CAl25定值高值血清，3株抗体分别与不同稀释倍数下的C125定值血

清进行混合，利用间接ELISA检测方法检测在A450 ii／n(参考波长630 nm)波长下OD

值，并将3株抗体不同梯度下检测的结果取均值。以不同稀释倍数的结果值(在接近O．5

时)作为评判抗体亲和力的标准。

2．2．8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包含一整套体系，包括室内质控品的建立、包

被液的选取、包被体系的确立、封闭液成分及封闭时间的确立等指标均需要考核。关于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本实验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与开展：

(1)阴、阳室内参考品的建立

为了保证后期方法学建立中各项结果的稳定性及准确性，使后续相关检测具有统一

的标准。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测定的CAl9．9定值血清中确定出一套样本，56℃

条件下1 h灭活处理，获得样本经德国Roche公司CAl9．9(ELISA)检测试剂盒复核，

最终确定5份阳性参考品，由低到高分别标记为P1、P2、P3、P4、P5。P3值居中(1．0

值左右)，OD值均处于0．200-2．000之间。由于个人每次取血量有限，本实验取3份正

常人的混合血清，经过试剂盒检测，检测值为23．6 U／mL(<正常值37 U／mL)，将其

作为阴性室内参考品(后续制作线性曲线验证该血清时应当小于范围的最低检出限，即

在线性范围之外)。以上各室内参考品均保存于．20℃环境中备用。同时，后期需对阴、

阳室内参考品的质控指标通过重复性与稳定性检验。

(2)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单克隆抗体

酶标记抗体是为了后续检测结果可通过颜色进行判断而进行的一项必须步骤，通常

可选择的方法有几种，本实验利用改良过碘酸钠法[551将辣根过氧化物酶(HRP)与单克

隆抗体偶联一起，具体标记方法为：

A、先取HRP 5 mg溶于0．5 mL的双蒸水中，向其中加入新配制的Nal04(0．06 mol／L)

水溶液约0．5 mL，震荡混匀，置于2℃～8℃条件下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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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利用移液器取7,--醇水溶液(O．16 mol／L)0．5 mL，在阴暗处静置30 min。

C、单克隆抗体取等质量加入其中，震荡混匀，将二者放入透析袋内置于2"C-8℃

下透析约12 h，期间每四小时更换一次缓冲液，缓冲液为0．05 moFL pH 9．5的碳酸盐缓

冲液。

D、利用移液器向透析过的液体中加入新配制的NaBH4溶液(5 mg／mL)0．2 mL，震荡

混匀，置于2℃～8℃下2 h。

E、向上述溶液中缓慢加入等体积的饱和硫酸铵溶液，震荡混匀后2℃～8℃条件

下放置30 min，再经离心去除上清，将沉淀利用O．02 mol／L的pH 7．4的PBS缓冲液进

行溶解，并装入透析袋中置于2℃～8℃下过夜。

F、次日取出后离心，得到酶．抗体(HRP．IgG)结合物，利用上述PBS溶液加至约5 mL。

利用ELISA间接法测定其效价，合格后加入等体积的甘油，分装至1．5 mL离心管中，

．20℃保存备用。

G、将标记过后的HRP．抗体通过后续配对验证结果来证实标记效果。

(3)配对抗体的筛选

筛选配对抗体是为后续建立双抗体夹心ELISA方法的建立提供保障，考虑到单克

隆抗体的特性，通常筛选获得配对的抗体难度较大，为保证结果正确，借鉴本实验室常

规检测体系，以高值病患血清作为待测样本，1 gg／mL包被单克隆抗体，lO倍稀释病患

血清，加样后置于37℃下温育60 min，PBST洗液洗涤5次，拍干，再加入1：2000倍

的稀释的酶标抗体，37℃下温育60 min，洗液洗涤5次后拍干，加入显色剂A、B温育

20 min，2 mol／L H2S04终止反应，在A450nln(参考波长630 nm)下检测OD值。以上

实验每孔需重复3次。计算出OD均值。以最终测得的OD值高低评判作为判断最优配

对抗体的标准。

(4)筛选包被条件和包被抗体与酶标抗体的最优组合

聚苯乙烯酶标检测板应用与酶联免疫反应中，包被过程是检测板与抗原或抗体蛋白

的一类非特异性吸附结合的过程，此过程易受到包被缓冲液、包被时间、封闭液、封闭

时间、抗体包被浓度与酶标抗体浓度的影响，本实验主要针对上述因素进行考察，选择

最佳的条件。

A、不同包被缓冲液(pH)及包被体系的确定

目前常见的包被缓冲液主要有：pH 7．2 PBS、pH 8．5 Tris、pH 9．6 CB缓冲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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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体系主要考察的因素包括时间与温度，选择常使用温度与时间分别为：2℃～8℃12 h

与37℃、2 h进行筛选。综合上述因素设计实验表如下表2．3。

B、封闭液及封闭时间

封闭液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掩盖未结合位点，降低非特异性吸附。据实验室常用的封

闭液组方多为基础液含4％蔗糖的0．01 mol／L PBS，其中主要影响因素是所含蛋白的种

类。本实验选择封闭蛋白BSA或小牛血清(FCS)进行研究，同时所选择的蛋白浓度分

别设计为6％、15％。封闭时间考察1．5 h、2 h两个因素，综上实验因素表如24，通过

设计多因素多水平实验分析最优组合。

表2。3包被与封闭因素与水平

1 pH 7．2 PBS ， (2"C-8℃)12

2 pH 8．5 Tris(37℃)2

3 oH 9．6 CB

表2．4确定封闭液需考察因素

C、选择包被抗体与酶标抗体最佳配对组合

本筛选方法选择棋盘法，首先将抗体的浓度按照0．5、0．75、1、1．25、1．5、2 ttg／mL

6个梯度进行稀释，100¨L／孔进行包被与封闭，包被与封闭体系选择上述筛选出的最优

条件进行。待封闭结束后拍干，选取经定值为1．0左右的阳性稀释血清，以正常人血清

在O．10左右为阴性，同时选择定值血清作为对照，置于37℃下温育1 h。PBST洗液

洗涤5遍，拍干。将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抗体以原倍为单位l，分别以1：1000、1：2000、

1：4000、1：6000、l：8000、1：10000共6个梯度进行稀释，每孔加入100 iLL。置于37℃

下温育1 h，PBST洗液洗涤5遍、拍干。加入显色剂A和B各50此纡L，30 min后利用

2 mol／L H2S04终止液终止反应。在A450nln(参考波长630 nm)下记录OD值，以上操

作需重复3次取OD均值。最终确定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的最佳包被浓度及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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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酶标抗体最适稀释度。设计加样表如下：

表2．5最佳包被浓度与最佳酶标抗体稀释度

(5)筛选最佳酶标抗体稀释液

酶标抗体稀释液能够为稀释的酶标抗体提供所需的缓冲环境，并且不影响抗体的构

象及特性，稀释液中的各组分对免疫反应的灵敏度、特异性以及反应的速度都有着重要

的影响，因此，确定所用的最佳酶标抗体稀释液可为后续免疫反应提供保障。

最佳酶标抗体稀释液的组方通常包含4部分，在验证此4部分的最优组合下，设计

实验方法如下：首先固定其余3种成分，对第4种组分进行考核。本实验选用的检测方

法是经查阅己成熟的检测方法或本实验室常规使用方法，探索各因素最佳组合的顺序分

别是：缓冲液、防腐剂、非特异性干扰试剂、蛋白稳定剂。具体确定方案：

A、 在其余3方面因素确定的基础上，针对缓冲液组方(PBS、Tris)及pH(7．0、

7．2、8．0)分别进行检测比较，确定最优组合。

B、 在缓冲液确定的基础上，除稳定性蛋白是研究对象外，防腐剂与非特异性干

扰试剂延用(1)的条件。对稳定性蛋白主要研究所用种类(BSA、酪氨酸、FCS)，及

不同浓度1％、5％、10％，依据正交实验结果确定。

C、 在上述(1)、(2)确定配方的基础上，固定非特异性干扰试剂，对防腐剂

进行研究，选择硫柳汞、Proclin-300为研究对象，浓度分别设置3组，硫柳汞(O．05％、

0．1％、0．5％)、Proclin-300(0．005％、O．01％、0．015％)，分别进行检测比较，确定

最优组合。

D、 上述(1)、(2)、(3)确定的基础上，对非特异性干扰试剂成分分别选

择(SDS、Tween-20)浓度分别为(O．3％、O．5％、O．8％)与(0．05％、0．1％、O．5％)

分别进行检测比较，依据结果确定最终酶标稀释液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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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辣根过氧化物酶与底物最佳作用时间确定

本实验所使用的底物为TⅧ(四甲基联苯胺)显色系统，配制方法见(2．1．5主要溶
液的配制)，具体反应原理如下：

DH2+H202_÷D+2H20

上式中，DH2主要是供氧体，H202在此中作为受氢体。DH2(TMB)．经_辣根过氧化物

显现出蓝色。在ELISA反应中显色剂A的成分主要是H202溶液，显色剂

为TMB，该试剂较稳定。随着酶反应受强酸离子终止后，TMB的产物由

蓝色变黄色，该颜色可在比色计中定量赋值，通常吸收值最适波长为～50 nm(参考波

长为630 rim)。

确定底物最佳作用时间的方法为：用1：2000稀释的单抗包被酶标板，双夹心酶联免

疫吸附(DAS．ELISA)检测阴阳性样品，待加入底物后，每间隔10 mill测定一次A450 nm

(参考波长630 rim)OD值。取OD值较高的确定为最佳反应时间。

(7)CAl9—9检测体系的建立

在上述各试剂及配方确定的基础上，建立对CAl9—9的检测体系，对上述各组分确

定后进行优化设计。

在预先确定洗涤次数为5次的基础上，加样量不变(100|I U孔)，选择经上述确

定的包被体系、封闭体系、酶标稀释液、最佳包被浓度与最佳酶标稀释液浓度。分别对

抗原抗体反应时间、酶标抗体反应时间和显色底物作用时间三方面进行组合，设计正交

实验，利用病患定值血清作为阳性参照，阴性质控品作为对照，将得到的阳性结果值与

阴性结果值按照P／N的大小来判断最佳的检测体系。

设计表如下表2-6：

(8)线性

利用不同浓度水平的CAl9。9定值血清，按照上述已建立的检测体系进行检测，每

种血清重复3孔，记录OD均值，以血清抗原浓度为横坐标，OD均值为纵坐标，做出

检测曲线。在S型睦线中，找出线性范围，得到线性方程及R2值。

依据R2值，并与已购买试剂盒对比结果满足>0．98，说明浓度和读数OD值之间有

着良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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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最低检出限

通过对低值样本进行20次检测，记录OD值取平均，依据均值_+2SD(并且应当保

证该值≥95％置信区间)，得到最低检出限。

(10)精密性(批内、批问应为整个试剂盒的检测)

精密性，利用的是同一种方法重复测定同一样品的OD值，检测值应当在一个定值

之间浮动，将检测所获得的各值计算变异系数CV值，需保证此值应当在10％(批内)、

15％(批间)范围内浮动。设计实验验证如下：

(1)批内精密性：取同一批次生产的检测试剂，随机选取10孔进行检验，记录同批

检测板上读取的10个OD值，利用精密性的计算公式：CV=SD／n(SD．标准方差、

n．重复孔数检测均值)计算批内CV值。

(2)批间精密性：取不同批次生产的检测试剂，随机选取10孔进行检验，记录读取

的lO个OD值，利用精密性的计算公式：CV=SD／n(SD。标准方差、n．重复孔数

检测均值)计算批间CV值。

(1 1)稳定性

将包被好的酶标板以及待检测试剂的各组分分别进行密封、干燥，分别放置于2℃

～8℃或37℃条件下保存，然后定期进行抽取检测，确定其酶标反应板的稳定性。一般

认为：37℃下放置l天相当于2℃～8℃条件下保存1．5个月，本实验稳定性同时可做

为加速实验，探索不同条件下酶标检测板的稳定性。

2．2．9临床检测试验

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定值的33份病患血清在．20℃条件下保存，该33份血清

应当满足作为肿瘤标志物的研究使用标准及国家规定，血清中不仅包括胰腺癌等恶性疾

病的CAl9．9确诊高值血清，以及不同针对CAl9—9相关检测浓度水平的定值血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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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含有其它器官或组织的恶性疾病患者血清及良性病例的定值血清，待CAl9．9双抗

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与体系建立完善以后，与购得的德国Roche公司生产的检测试

剂盒针对上述33份血清进行检测，依据两者之间针对相同值的血清检测结果值对比本

实验构建的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与德国Roche生产试剂盒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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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间接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通过不同的抗原包被稀释浓度与酶标抗体稀释浓度的稀释比例，利用棋盘法检测原

理，具体检测结果如下：

表3．1间接ELISA检测方法

抗原包被

稀释度
酶标抗体稀释浓度

(Itg／mL) 1／1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1／10000 阴性

0．25 1．945 1．904 1．834 1．727 1．751 1．339 0．024

0．50 1．953 1．968 2．01 1 2．25 l 2．034 1．876 0．023

0．75 1．946 1．954 1．971 2．034 1．97 1．833 0．044

1．00 1．834 1．861 1．903 1．964 1．833 1．764 0．065

1．50 2．045 2．077 2．046 2．067 1．912 1．906 0．085

2．OO 2．11 1 2．121 2．257 2．203 2．217 2．146 0．141

结果显示，当酶标抗体的稀释倍数为6000倍时，阳性血清的检测OD值在2．0左右，

阴性OD值为0．023，故ELISA酶标二抗稀释倍数为6000倍。当CAl9—9抗原包被量为

O．5 rtg／mL，酶标二抗的稀释倍数为6000倍时，P／N比最高，结果ELISA最佳抗原包被

量为O．5 J．tg／mL。

3．2免疫效果对比及抗血清效价的检测

第3周采集获得的小鼠尾血，经过离心分离获得上层抗血清，利用样品稀释液，按

照1：1000向下稀释成10个梯度，利用ELISA间接检测方法对抗体效价进行检测，阴性

对照选择对照组仅注射PBS溶液的小鼠血清均值，同时利用样品稀释液作为空白对照。

检测结果如表3．2：

依据表3．2可知，判断效价水平应当大于OD值×2．1(阴性检测值不足O．05时按照

O．05计算)，上述表中反映的结果具体为：A组2、3号小鼠与B组1、3号小鼠的效价

均达到1．28x106，其余2只小鼠为效价为3．2x104，可知前者效价较高。

3．3阴、阳血清的最佳稀释浓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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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前述已确定的包被浓度条件下，利用小鼠阳性血清作为阳性对照，依次进行

l：100、l：200、1：500、1：1000、l：2000、1：4000、l：8000、1：16000稀释，同时选择1：100

倍的阴性血清作为阴性对照。取阳性血清的OD值在1．000左右的稀释度作为阳性血清

的最佳工作浓度。检测结果如下表3．3：

表3．2小鼠抗血清效价检测

A．1 2．113 1．361 1．019 0．712 0．553 0．381 0．104 0．059 0．034 0．023

A．2 2．145 1．677 1．489 1．118 1．036 0．732 0．318 O．113 0．079 0．026

A-3 2．334 1．624 1、．497 1．283 1．149 0．816 0．432 0．144 0．099 0．025

B．1 2．207 1．610 1．307 1．222 1．005 0．791 0．353 0．185 0．083 0．023

B．2 2．1 05 1．457 1．087 0．877 0．62 1 0．298 0．083 0．04 1 0．022 0．024

B．3 2．25l 1．633 1．339 1．107 0．973 0．772 0．297 0．136 0．077 0．024

O．02

2

0．02

5

O．02

2

0．02

4

0．02

2

0．02

2

0．00

6

0．OO

6

0．00

7

0．00

7

0．00

7

O．OO

6

表3．3阴、阳血清的最佳稀释浓度的确定

血清稀

释倍数 1／100 1／200 1／400 1／800 1／1000 1／2000 1／4000 阴性 空白

OD值 2．21 1 2．037 1．875 1．683 1．021 O．733 0．536 0．044 0．019

由表3-4可知，阳性血清在1：1000时，OD值为1．021，约在1．0左右。确定该稀释

浓度为工作浓度，阴性确定1：100倍稀释。

3．4细胞融合及克隆化筛选结果

本实验一共经过3次细胞融合操作，3次细胞融合的融合率分别是88．3％、83．9％

和91．2％。经过细胞融合后获得的细胞株，首先通过HAT、HT筛选机制，最后计算获

得的克隆团数目，借助甲基纤维素法结合间接ELISA检测方法，相关图片如下图3．1。

最终经半固体培养基克隆化法一共筛得7株可分泌抗体的细胞株。分别命名为：

ZJYl．2C8B、ZJYl．2C8、ZJY2—3H9、ZJY2—7F10、ZJY3．9C5、ZJY3．486、ZJY3．1G9。

其中ZJYl．2C8B、ZJY3．9C5培养1周后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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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半固体克隆化法筛选细胞克隆团生长状态

3．5 CAl9—9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冻存、传代稳定性检测结果

按照方法中的要求，对获得的阳性细胞株从冻存、传代稳定性方面验证，结果如下：

表3-4杂交瘤细胞冻存后分泌稳定性测定结果

ZJY2．3H9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107

ZJY2—7F10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 107

ZJY3．486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107

ZJY3．1G9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107

表3．5杂交瘤细胞传代分泌稳定性测定结果

细胞株—丁——矿——铲L_矿—丁
ZJYl 2C8 106,．,10 10b-10 10-10 10。～10— 106~10

7 7 7 o 。 ’

ZJY2—3H9 106107 10s～106 103-104 10,．一102 10～102

ZJY2．7F10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107

ZJY3．486 106～107 103～104 103-104 10-102 10～102

ZJY3．1G9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107 106107

经过细胞传代稳定性实验发现，ZJY2．3H9与ZJY3．486的分泌能力逐渐消失，

ZJYl．2C8、ZJY2—7F10、ZJY3．1G9 3株阳性杂交瘤细胞株的抗体分泌能力经过冻存及传

代检测验证符合要求，适宜后期进行相关实验方法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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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单克隆抗体腹水效价测定

最终将ZJYl—2C8、ZJY2．7F10、ZJY3．1G9共3株杂交瘤细胞株通过注射小鼠腹腔

获取腹水，利用间接ELISA法检测结果，3株腹水的检测效价如下表所示：

表3-6腹水效价检测结果值

效价水平依据大于阴性OD值(不足0．05按照O．05计算)X2．1为阳性，经过间接

ELISA法检测结果，其中这3株腹水均达到了105。

3．7单克隆抗体蛋白浓度、纯度鉴定

经过紫外分光光度计，结合计算公式，3种纯化过后的抗体浓度分别为：ZJYl—2C8

浓度：14．7 mg／mL，ZJY2—7F10浓度：17．1 mg／mL，ZJY3—1G9浓度：12．8 mg／mL。

采用还原性Buffer加热处理抗体蛋白，后经SDS．PAGE电泳，得到的结果如图3．2：

纯化过后的蛋白条带是由抗体的两条重链与两条轻链构成，分子量加在一起与约

160 KDa，与小鼠IgG抗体的分子量相符。此方法纯化获得的单克隆抗体能够满足后期

点矗}—Jl

需承o

3．8单克隆抗体初步鉴定

3．8．1单克隆抗体亚型鉴定

利用小鼠单克隆抗体亚型鉴定试剂盒对3株单克隆抗体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如表3．7

所示：



结果与分析

根据亚型初步鉴定的结果显示，ZJYl-2C8、ZJY2．7F10、刁Y3．1G9三株抗体均为

IgGl型。

表3．7单克隆抗体亚型鉴定结果

一i豢
图3．2纯化后抗体蛋白SDS．PAGE电泳图

l：纯化前ZJYl-2C8；2：纯化前ZJY2．7F10；3：纯化前ZJY3．1G9

4：纯化后ZJYl．2C8；5：纯化后ZJY2．7F10；6：纯化后ZJY3．1G9

Marker：由上至下条带分子量大小依次为：66KDa、45KDa、35KDa、27KDa、20KDa、14．4KDa、
9．5KDa、6．5KDa、4．1 KDa。

3．8．2单克隆抗体交叉反应鉴定

作为应用与I临床诊断的过程中，制备获得的单克隆抗体需要对同是血清中的其余糖

类蛋白进行鉴定，除BSA、小牛血清外利用目前实验室已有的CEA、CAl2．5、CAl5．3

抗原，验证交叉反应统计结果如下表3．8。

交叉结果显示，制备获得的单克隆抗体与CEA、CAl2．5、CAl5．3均无交叉反应性，

该结果为建立后期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奠定基础。

3．8．3单克隆抗体亲和力鉴定

3S



胰腺癌等肿瘤标志物(CAl9．9)单克隆抗体制备及检测方法的初步建立

不：

利用间接ELISA检测方法，分别对3株单克隆抗体对照进行检测，结果如图3—3所

表3．8单克隆抗体交叉反应结果

注：抗体1：ZJYl．2c8，抗体2：zJY2．7F10，抗体3：ZJY3—1G9

图3．3单克隆抗体亲和力鉴定

通过间接法检测结果，可以得出3株单克隆抗体与天然抗原有着较高的亲和力，3

株单克隆抗体均具有亲和力。低值血清组结果为3株单克隆抗体分别于低值血清包被血

清抗原反应均值，相互OD数值间变异系数经统计变异系数CV值小于5％。

利用半数抑制率IC50判断3株单克隆抗体的亲和力，以IC50值范围比较评价抑制效

果，最终检测结果如图3．4所示：

通过图3．5可见，在血清值未做稀释时，抑制率较明显，3株抗体对抗原的抑制率

IC50值接近，均在血清稀释至约2~4倍时。在此条件下均可针对CAl9．9血清有明显抑

制效果，CAl25高值血清组，在与3株抗体混合后检测所求得的均值发现，不存在抑制

现象，由此可推断出3株抗体与真实血清之间存在较好的亲和力。

3．8．4杂交瘤细胞株染色体数目鉴定

小鼠脾细胞是正常细胞，其染色体数目为40，小鼠骨髓瘤细胞SP2／0为突变无限增

生癌细胞，一般染色体数目多在62～68之间，统计杂交瘤细胞株的数目为：

杂交瘤细胞ZJYl．2C8：染色体平均数目为101条；杂交瘤细胞ZJY2—7F10：染色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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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平均数目为95条；杂交瘤细胞ZJY3．1G9：染色体平均数目为98条。由以上实际测

得染色体数目可以得出，本次制备的单克隆抗体是在正常范围内。

1．2

l

0．8

智o．6
o

O．4

0．2

O

1× 2× 4× 8× 16× 0

血清稀释梯度

3．8．5配对抗体的确定

图3．4半数抑制率对单抗亲和力鉴定

制备获得的3株单克隆抗体，利用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进行检测，设计正

交方案，最后统计得到的的OD均值反应结果如下：

表3-9筛选配对抗体

结果显示，当在ZJY3．1G9作为包被抗体的情况下，ZJY2．7F10此时为酶标抗体时，

通过双抗体夹心ELISA法测得的病患血清光吸收值数值最高，说明两者单克隆抗体之

间所识别的CAl9—9抗原表位不同，距离较远，符合下一步实验的要求。

3．9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3．9．1室内阴阳参考品的建立

利用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赋值的一批病患血清中，建立一套用于双抗体夹心

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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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定量检测方法的参考品，结果如表3．10，线性范围内由30 I，／mL～300 U／札确定

了5个点。

．表3．10参考品测定值

3．9．2 CAl9．9包被条件的优化

对不同体系下选择不同的包被条件，利用已建立的反应模式下，对不同的包被体系

与环境进行筛选，确定结果如表3．11。

表3．11包被最佳条件的优化

通过最终考察r值的大小，确定了包被液为CB、且在2～8。C条件下放置24小时后

r系数值较高，最终确定CB缓冲液(pH 9．6)，并且包被时间为12 h作为最佳组合。

3．9．3 CAl9．9封闭条件的优化

比较不同封闭条件下的效果，比较不同组方下封闭液的组成及封闭时间，将这两方

面协同考核，筛选得到的结果如下：

表3—12封闭最佳条件的优化

结果表明，依据r值可看出，在6％BSA的蛋白添加封闭蛋白中，封闭时间为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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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宜，此刻结合配方及时间r值为0．983，所以最终确定此条件下为最佳的配方及组方。

3．9．4确定酶标稀释缓冲液

确定酶标稀释缓冲液配方，确立基础稀释液的配方为PBS缓冲液中添加O．1％

Tween一20、0．005％Proclin-300及稳定性蛋白选择10％小牛血清。筛查结果如表3．13。

表3—13酶标稀释液组方的筛选

堡鲨签丕 世 1
7 0．881， ’

PBS 7．2 0．951

8 0．824

7 0．859●

Tris 7．2

8

0．936

0．843

防腐剂 浓度 r

防止非特异性吸附试剂 浓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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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13结果可以得出，在上述各参数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条件基础上选取各

组合最优结果。最终确定酶标稀释液组方：缓冲液为PBS，稳定性蛋白为FCS，防腐剂

为Proclin．300，防止非特异性吸附试剂为Tween-20。

3．9．5包被抗体浓度和酶标抗体稀释度的确立

在前面已确定的各项最优条件基础上，对包被抗体浓度及对应酶标抗体稀释浓度进

行确定，检测体系按照本实验室常规检测体系60 min．60 min．20 min进行。确定结果如

表3一14。

表3．14最佳包被抗体浓度与酶标记抗体稀释度的确立

通过上述表格可以发现，在以ZJY3—1G9作为包被用抗体时，包被浓度1 gg／mL，

对应酶标抗体ZJY2—7F10的稀释度为1：6000倍时，检测的结果值较好。最终确定检测

结果，以结果值1．0左右，阴性对照低为最佳包被与酶标稀释浓度。最终确定包被浓度

1 pg／mL、酶标抗体稀释浓度为1：6000时为工作浓度。

3．9．6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体系的确定

经上述实验获得的各最优配方及条件，通过对抗原抗体反应时间、酶标工作液反应

时间、底物作用时间三因素进行细调，结合反应的具体原理与特点，通过正交实验设计，

寻找适合本方法的最佳反应条件组合。结果如下表3．15所示。

最终通过上述组合确定本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模式，选择确定加样量100 la L／孔，洗

涤次数为5次，检测体系为37℃条件下60 min一60 min一30 min的反应体系。此反应条

件下的r值为0．983，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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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线性方程及范围

依据上述确定的检测体系，通过对不同浓度梯度的定值血清进行检测，绘制曲线

图为：

表3．15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体系确立

O 50 100 150

图3．5 CAl9．9线性范围

300

由图3．5，抗原浓度在30 U／mL-300 U触范围中基本呈现线性关系，取此抗原浓
度与对应OD值确定回归方程：Y=0．0063x+0．0697，p2=0．9895。通过对样品稀释液

进行20次重复检测，依据均值±2SD值，确定最低检测线为：26．4 U／mL。

3．9．8包被过酶标检测板的稳定性验证

按上述筛选的条件进行酶标反应板的制备，验证酶标板对后期可能应用与实际生产

的需求，在37℃条件下分别放置3 d、5 d、9 d分别抽样试验，利用定值病患血清作为

阳性对照，其实验结果如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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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结果可见，酶标反应板分别放置与37℃、9 d和2℃～8℃、9 d的实r值无

显著差异，依据检测标准规定37℃放置24 h相当于4℃放置1．5个月。本实验对酶标

检测板的验证可以视为放置8 d相当于酶标反应板在4℃放置个12个月，加速实验可以

作为判断酶标检测板保存期的一项措施。

表3．16酶标检测板的稳定性验证

3．10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精密性测定

精密性测定通过检测P3值血清浓度，在同一块酶标检测板上测定批内差异、在不同

的包被板上检测批间OD值差异，每孔重复10次记录OD值，计算批内精密性(变异系数

CV<10％)和批问精密性(变异系数CV<10％)。结果如表3—17：

表3．17精密性测定结果

结果证明，批间变异系数CV<10％。批内变异系数CV<10％说明建立的检测方法

具有较好的重复性。

3．11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稳定性测定

依照已确立的检测方法开展对常规稳定性的验证实验，把制备的CAl9—9酶标检测

板、参考品等各构建试剂盒有关组分分别置于2℃～8℃和37℃环境下放置3 d、5 d、

6 d，后抽样进行试验，进行测定，其实验结果如下表3—18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知，将待检测的酶标检测板分别置于2℃～8℃、37℃的条件下3、

5、6天，检测样本OD值的，与已知OD值稍有差别。检测的稳定性指标符合要求，本

次实验结果证明，本套试剂及方法对后期检测过程中所承担的相关酶联反应体系有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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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与国外试剂盒比较

利用已构建完成的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法与购买的试剂盒，同时针对于经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赋值的33份病患血清进行检验，利用酶联免疫法OD值，结合线性

关系判定是否符合结果值，最终得到的值需经过换算。检测结果如图3-6。

0 50 100 150 200

病患血清浓度(U／ⅡlL)

图3-6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与国外试剂盒比较结果

由结果可知，本实验室条件下利用上述原理与方法所获得的单克隆抗体构建的

ELISA检测方法在与国外试剂盒对比检测33份病患血清，对比真实值，计算出的回收

率为：低值基本在90‰llO％之间；中值基本在80％～105％之间；高值基本在90％～105

％之间。检测数据结果如表3．19所示。结果可以发现两者相关性良好，r=0．9504，回

归方程：Y=0．9111x+2．076，R2=0．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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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9真实值与对比检测值

病患真实值(U／mL) 检测值(U／mL)



讨论

4．1对比免疫方式结果的讨论

4讨论

Quick Antibody作为一种新型的免疫佐剂，具有缩短抗体制备时间和较少的抗原等

优势。本实验通过实验对比免疫效果发现：相比较常规的弗氏佐剂，选用Quick Antibody

免疫佐剂免疫CAl9．9抗原，可以在3周达到融合效价水平，缩短了抗体制备时间，另

一方面，Quick Antibody免疫佐剂需要较少的抗原即达到免疫效果，从而降低了抗体制

备成本。Quick Antibody佐剂免疫效果用于糖类抗原免疫，在本试验中获得验证，为实

验室单抗制备过程中免疫佐剂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方法。

4．2克隆化结果讨论

半固体培养基法筛选克隆化细胞可以缩短克隆化的周期，一步克隆化法得到分泌单

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值得推广应用。本次实验首先利用的是液体培养基培养融合后

细胞，检测细胞培养上清后再利用甲基纤维素法克隆化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其中在结果

3．5中可以发现，在ZJYl．2C8(原孔)显微镜下观察，目测可见有2个较大的克隆团，

无法区分两者的是否均可分泌抗体，通过甲基纤维素法获得的克隆团，利用毛细管分离

培养后分别检测上清，可明显测得两种不同OD值(刀Y1．2C8的培养上清OD值均高

于2．000，另一株细胞命名ZJYl．2C8B，OD值约0．700左右)的杂交瘤细胞株，另一株

细胞的生长也明显较缓慢，可初步判断是两株阳性杂交瘤细胞株，但是后期ZJYI．2C8B

培养过后转阴，具体原因仍有待研究。

4．3 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依据CAl9．9的临床评价标准是以检测值大于37 U／mL为有临床意义，在检测值高

于300以上，具体检测值的高低通常意味着患病的概率将加大。因此，本实验通过研究，

初步建立了一种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该方法的线性范围为

30N300I『／mI，。本实验确定了CAl9．9反应体系，利用本方法对获取的33份血清与德国

Roche公司对比实验，两者r=0．9504，说明相关性基本符合，回归方程：Y=0．91 1lx+

2．076。可用于CAl9．9的检测。此外，该方法对于评价因受于条件的限制，本实验还有

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特别是临床试验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样本量，以期建立一种适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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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临床检测CAl9．9的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



结论

5结论

1、新型免疫佐剂Qucik Antibody可用于糖类抗原CAl9。9的免疫，与常规弗氏佐剂

相比，可缩短免疫周期。改良的半固体克隆化筛选(甲基纤维素，MC)法用于筛选

CAl9．9，比常规有限稀释法节省克隆化周期，获得了配对抗体，可用于建立双抗体夹心

法。

2、初步建立了CAl9．9双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为后期深入继续研究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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