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５０／ｊ．ｃｊｐｂ．２００６０３ ·论著·

人卡他莫拉单克隆抗体胶体金试纸的制备及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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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制备抗ＵｓｐＡ１蛋白单克隆抗体，研制能快速、灵敏、准确检测卡他莫拉菌的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以期

用于人卡他莫拉菌的临床检测。　方法　将重组ＵｓｐＡ１Ｈｉｓ蛋白作为抗原，免疫小鼠，并制备单克隆抗体；通过 Ｗｅｓｔ

ｅｒｎｂｌｏｔ技术以及免疫荧光技术鉴定抗体的特异性；以双抗体夹心的原理研制胶体金免疫层析检测试纸条，并对其特异

性、敏感性及稳定性进行评价分析。　结果　筛选出两株分泌特异性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经腹水制备纯化得到单克隆

抗体，并验证了两种抗体均能特异性识别天然ＵｓｐＡ１蛋白；利用双抗夹心原理制备的胶体金试纸能在１０ｍｉｎ内快速检

测卡他莫拉菌，检测灵敏度高（１×１０５ＣＦＵ／ｍｌ）、特异性强，与其他常见９种的呼吸道病原菌诸如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

杆菌、肺炎支原体、嗜肺军团菌等无交叉反应；试纸条在３７℃保存有良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２００份临床样品检测结果

与平板培养法的阳性符合率为９３．３％。　结论　本研究制备了特异性强的抗ＵｓｐＡ１蛋白单克隆抗体；以此研制的胶体

金免疫层析试纸可快速、简便、灵敏的检测卡他莫拉菌，适用于呼吸道感染的临床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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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他莫拉菌（犕狅狉犪狓犲犾犾犪犮犪狋犪狉狉犺犪犾犻狊）是革兰阴性需

氧双球菌，是人类呼吸道常见病原体［１－４］。过去一直

认为其对人无致病性，Ｇｒｕｂｅｒ等
［５］研究证明，卡他莫

拉菌是导致儿童中耳炎的第三大常见细菌病原体，仅

次于肺炎链球菌和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ＮＴＨｉ），

并且是成人慢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急性加重的主要

原因之一［６－８］。近年来卡他莫拉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

趋势，且传统诊断方法在其感染前期存在困难。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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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新的呼吸道卡他莫拉菌的检测方法。

本研究选定卡他莫拉菌特异性外膜蛋白 ＵｓｐＡ１

为检测标志物，利用重组蛋白ＵｓｐＡ１Ｈｉｓ制备单克隆

抗体，经腹水制备和纯化后制备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

建立了一种快速、准确检测卡他莫拉菌的方法。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　本试验所用菌株见表１。重组蛋白 Ｕｓ

ｐＡ１Ｈｉｓ由本室表达纯化
［９］。

１．２　主要设备、试剂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购自莱卡公

司、ＢＳＡ购自Ｂｉｏｓｈａｒｐ（中国）公司；二水合柠檬酸钠

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四水合氯金酸购自

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羊抗鼠ＩｇＧ购自武汉飞羿科技有限

公司；鼠抗亚型鉴定试剂盒购自美国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ｅｃｈ；Ｈｏ

ｅｃｈｓｔ３３３４２购自碧云天公司；硝酸纤维素膜（ＣＮ１４０）

购自德国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羧基量子点购自武汉珈源

公司。

１．３　实验动物　８周龄至１２周龄ＢＡＬＢ／ｃ小鼠购自

北京维通利华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抗ＵｓｐＡ１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２．１．１　 动物免疫　用重组ＵｓｐＡ１Ｈｉｓ按常规方法皮

下免疫８周龄ＢＡＬＢ／ｃ小鼠。免疫３次后取尾血测血

清效价，当效价达到１∶６４０００时，进行冲击免疫，即

超免。

２．１．２　杂交瘤细胞株的制备　取超免３ｄ后的小鼠脾

细胞与生长良好的骨髓瘤细胞进行化学细胞融合［１０］，

以重组ＵｓｐＡ１Ｈｉｓ为包被抗原，间接ＥＬＩＳＡ为筛选

方法并经多次亚克隆最终得到阳性杂交瘤细胞，稳定

传代培养后置于液氮中保存。

２．１．３　腹水制备　将生长至对数期的杂交瘤细胞株

注入ＢＡＬＢ／ｃ小鼠腹腔，７ｄ，收集腹水。预处理后经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亲和层析柱纯化，得到高纯度的单克隆抗

体。

２．２　单克隆抗体特异性分析

２．２．１　抗体亚型鉴定　采用鼠抗亚型鉴定试剂盒按

照说明书对单克隆抗体的亚型进行鉴定。

２．２．２　间接ＥＬＩＳＡ鉴定　以ＵｓｐＡ１Ｈｉｓ重组蛋白为

包被抗原，用间接ＥＬＩＳＡ方法测定抗体的效价。结果

判定方法，Ｓ／Ｎ＝待检样品Ａ４５０／阴性对照Ａ４５０。Ｓ／

Ｎ＞２．１为阳性。以Ｓ／Ｎ＞２．１所对应的抗体最高稀释

倍数作为该抗体的效价。

２．２．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特异性鉴定　收集超声破碎的

Ｍｃ菌与ＵｓｐＡ１Ｈｉｓ蛋白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后用

半干法转至ＰＶＤＦ膜，制备的单克隆抗体作为一抗，

以羊抗鼠ＩｇＧＨＲＰ为二抗，通过ＥＣＬ化学发光进行

显影来显示抗ＵｓｐＡ１重组蛋白单克隆抗体是否与天

然ＵｓｐＡ１蛋白结合。

２．２．４　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鉴定　利用直接免疫荧

光法鉴定筛选到的单抗对卡他莫拉菌抗原的识别能

力。按说明书方法用可溶性羧基量子点标记单并固定

在载玻片上，随后用 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３４２染料染核并洗去

多余染料，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卡他莫拉菌菌体

与量子点标记抗体的结合情况。

２．３　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的制备

２．３．１　胶体金结合垫的制备　采用柠檬酸钠还原

法［１１］制备胶体金颗粒。取胶体金加 ０．２ ｍｏｌ／Ｌ

Ｋ２ＣＯ３ 调至ｐＨ８．０，１ｍｌ胶体金各标记４μｇ抗体，１６

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后重悬固定在玻璃纤维膜上，３７℃

干燥１ｈ。

２．３．２　检测线和质控线的包被　将筛选到的单克隆

抗体和羊抗鼠ＩｇＧ均稀释至１ｍｇ／ｍｌ，用喷金划膜仪

在硝酸纤维素膜上划线，分别作为检测线（Ｔ线）和质

控线（Ｃ线），３７℃干燥１２ｈ。

２．３．３　免疫层析试纸条的组装　将样品垫、结合垫、

吸水纸、ＮＣ膜依次贴在ＰＶＣ底板上，切成０．４ｃｍ的

试纸条，铝箔袋封装。

２．４　测试方法与判定标准　取１２０μＬ将待检样品滴

在样品垫上，层析１０ｍｉｎ，判断结果。若Ｃ线和Ｔ线

均出现条带，则结果为阳性，若Ｃ线有条带且Ｔ线无

条带，则结果为阴性；若Ｃ线和Ｔ线均无条带，说明试

纸条失效，结果无效。

２．５　试纸条的质量测试

２．５．１　特异性测试　用试纸条分别检测表１中病原

菌稀释液（生理盐水将菌体浓度稀释至１×１０８ＣＦＵ／

ｍｌ），鉴定试纸条的特异性。

２．５．２　灵敏性测试　将卡他莫拉菌用生理盐水分别

稀释至１０８、１０７、１０６、１０５、１０４ＣＦＵ／ｍｌ，以能观察到阳

性结果的最低菌浓度为试纸条的检测限。

２．５．３　稳定性和重复性测试　将３个不同批次的试

纸条置于３７℃储存１５ｄ、３０ｄ、４５ｄ，每个时间点取出

后用相同浓度阳性标本和阴性标本进行检测，且每个

标本检测３次以观察重复性，并判断该试纸条在常温

下的有效期。

２．６　试纸条的初步临床应用　用所制备的卡他莫拉

菌的胶体金试纸条对采集的２００份湖北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患者咽拭子标本进行检测，同时对采集样本采用

平板培养法做对照试验，比较两者的符合率情况，评价

该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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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通过间接ＥＬＩＳＡ法筛选出两株分泌目标单克隆

抗体的细胞株，为１Ｆ２Ｂ７、４Ｂ３Ｈ１２，分别命名为 Ｍｃ１

＃、Ｍｃ２＃。经腹水制备并纯化后得到２．５ｍｇ、２．１

ｍｇ抗体，经过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纯度＞９０％。用间接

ＥＬＩＳＡ方法测定两株单克隆抗体的效价（图１），Ｍｃ１

＃、Ｍｃ２＃ 的Ｓ／Ｎ值分别为６．３、７．２，故两种待测抗

体的效价均为１∶２５６０００。

　　

图１　间接犈犔犐犛犃法测定抗体效价

犉犻犵．１　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狋犻犫狅犱犻犲狊狋犻狋犲狉犫狔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犈犔犐犛犃

２　单克隆抗体特性鉴定

２．１　亚型鉴定　利用亚型鉴定试剂盒鉴定两株抗体

显示 Ｍｃ１＃、Ｍｃ２＃抗体重链均为ＩｇＧ１型，两株单

克隆抗体轻链均为Ｋａｐｐａ链。

２．２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　验证单克隆抗体 Ｍｃ１＃、

Ｍｃ２＃与 Ｍｃ菌天然ＵｓｐＡ１蛋白的结合情况（图２），

泳道２和４中出现条带，与ＵｓｐＡ１Ｈｉｓ蛋白分子质量

单位一致。泳道１和３中出现的条带与ＵｓｐＡ１（８８×

１０３）分子质量单位大小相符，表明两种单克隆抗体均

能够高特异性识别天然 Ｍｃ表面蛋白ＵｓｐＡ１。

　　

Ａ　Ｍｃ１＃　Ｂ　Ｍｃ２＃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３　Ｍｃ菌　２，４

　ＵｓｐＡ１Ｈｉｓ
图２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鉴定单克隆抗体

犉犻犵．２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狅狀狅犮犾狅狀犪犾犪狀狋犻犫狅犱犻犲狊犫狔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

２．３　单克隆抗体特异性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到

图中蓝色为卡他莫拉菌菌体；红色为羧基量子点标记

的抗体。羧基量子点标记的 Ｍｃ１＃和 Ｍｃ２＃可特异

性识别卡他莫拉菌（图３）。

　　

Ａ　Ｍｃ１＃　Ｂ　Ｍｃ２＃Ｂｌｕｅｉｓ犕．犮犪狋犪狉狉犺犪犾犻狊；ｒｅｄｉｓａｃａｒｂｏｘｙｌ

ｇｒｏｕｐｌａｂｅｌｅｄ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图３　免疫荧光法测抗体特异性

犉犻犵．３　犐犿犿狌狀狅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犪狊狊犪狔犳狅狉犪狀狋犻犫狅犱犻犲狊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犻狋狔

３　胶体金试纸的制备

３．１　胶体金试纸的配对　将 Ｍｃ１＃、Ｍｃ２＃分别作

为金标抗体和划线抗体互相组合配对。结果显示 Ｍｃ

１＃作为金标抗体、Ｍｃ２＃作为划线抗体其试纸显色

度较好。

３．２　试纸条特异性测试　用制备的试纸条检测卡他

莫拉菌，Ｃ线和Ｔ线均出现条带，结果为阳性；而与其

他呼吸道常见病原菌（表１）为阴性反应，说明制备的

卡他莫拉菌检测试纸条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图４）。

表１　实验室所用菌株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狉犪犻狀狊狌狊犲犱犻狀狋犺犲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

菌株Ｓｔｒａｉｎｓ 来源Ｓｏｕｒｃｅ

卡他莫拉菌（犕．犮犪狋犪狉狉犺犪犾犻狊） ＡＴＣＣ２５２３８

肺炎链球菌（犛．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ＡＴＣＣ２５２３８

流感嗜血杆菌（犎．犻狀犳犾狌犲狀狕犪犲） ＡＴＣＣ４９２４７

嗜肺军团菌（犔．狆狀犲狌犿狅狆犺犻犾犪） ＡＴＣＣ３３１５２

肺炎支原体（犕．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 ＡＴＣＣ１５５３１

鲍曼不动杆菌（犃．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 本室保存

肺炎克雷伯菌（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本室保存

金黄色葡萄球菌（犛．犪狌狉犲狌狊） 本室保存

产酸克雷伯菌（犓．狅狓狔狋狅犮犪） 本室保存

铜绿假单胞菌（犘．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 本室保存

３．３　灵敏性测试　当标本中菌浓度稀释至１×１０
５

ＣＦＵ／ｍｌ时，在Ｃ线、Ｔ线均出现一条红带，继续稀释

标本进行检测，在Ｔ线上未出现红带，说明在卡他莫

拉菌的连续稀释液中，试纸条的检出限为１×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图５）。

３．４　稳定性和重复性测试　将试纸条置于３７℃分别

储存１５ｄ、３０ｄ、４５ｄ后取出，用相同浓度卡他莫拉菌

进行检测，其特异性和灵敏性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且

平行实验结果稳定，相当于常温储存半年。

３．５　初步临床应用检测结果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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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所采集的

２００份患者咽拭子临床标本，采用所制备的卡他莫拉

菌胶体金试纸条进行检测，结果检出１４份阳性样品，

平板培养法检出的阳性样品为１５份，二者阳性符合率

为９３．３％（表２）。

　　

图４　卡他莫拉菌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的特异性检测

犉犻犵．４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犻狋狔狋犲狊狋狅犳犕．犮犪狋犪狉狉犺犪犾犻狊犮狅犾犾狅犻犱犪犾

犵狅犾犱犻犿犿狌狀狅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狔狊狋狉犻狆

　　

图５　卡他莫拉菌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的灵敏度检测

犉犻犵．５　犛犲狀狊犻狋犻狏犲狋犲狊狋狅犳犕．犮犪狋犪狉狉犺犪犾犻狊犮狅犾犾狅犻犱犪犾

犵狅犾犱犻犿犿狌狀狅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狔狊狋狉犻狆

表２　卡他莫拉菌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的初步临床检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犮犾犻狀犻犮犪犾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犕．犮犪狋犪狉狉犺犪犾犻狊．

犮狅犾犾狅犻犱犪犾犵狅犾犱犻犿犿狌狀狅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狋犲狊狋狊狋狉犻狆

样品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试纸条 Ｔｅｓｔｓｔｒｉｐ

阳性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

阴性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

总共Ｔｏｔａｌ

培养法 阳性 １４ １ １５

阴性 ０ １８５ １８５

总共Ｔｏｔａｌ １４ １８６ ２００

阳性符合率 ９３．３％

讨　论

卡他莫拉菌在过去的３０年中被认为是人类呼吸

道的重要病原体之一，也是婴儿和儿童中耳炎的常见

病因，占ＡＯＭ 发作的１５％～２０％
［１２－１３］。此外，卡他

莫拉菌还会引起儿童和成人的鼻窦炎［１３］、肺炎、菌血

症和脑膜炎［１４］，以及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的其他

侵入性感染［１５］。目前临床上诊断手段为＂金标准＂培

养法、血清学检测以及ＰＣＲ法，但这些方法均不能同

时满足快速、简便、准确的对病症进行诊断的要求。因

此，亟待研发一种操作简便，快速且精准的检测方法。

ＵｓｐＡ１是 Ｍｃ的主要外膜蛋白，存在于所有卡他

莫拉菌株中，Ｎｏｒｄｓｔｒｏｍ 等
［１６］研究证明 ＵｓｐＡ１转录

的上调与增加和卡他莫拉菌粘附功能有关，表明其具

有表面暴露性和高度保守性。且本研究前期针对 Ｍｃ

菌的多克隆抗体基础上研究出单克隆抗体，相较与多

克隆抗体单克隆抗体具有特异性好、性能稳定、便于大

量生产等优点，与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相结合，可进一

步实现对 Ｍｃ菌进行快速、灵敏、准确的检测。

本研究确定以卡他莫拉菌的表面蛋白 ＵｓｐＡ１为

Ｍｃ的检测靶标，利用重组的 ＵｓｐＡ１Ｈｉｓ蛋白并通过

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筛选到两株单克隆抗体。该抗体

均能特异性识别 Ｍｃ菌体中的天然ＵｓｐＡ１蛋白，制备

的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与其他９种常见呼吸道病原

体无交叉反应，双单抗的选择有效的保证了试纸的特

异性。此外，用本研究所制备的卡他莫拉菌胶体金试

纸条和平板培养法同时对２００份临床标本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两者阳性符合率为９３．３％。

综上，本研究建立的单克隆抗体胶体金免疫层析

试纸可在１０ｍｉｎ内快速对卡他莫拉菌进行精准检测，

该方法简便、快速准确，且成本低、操作简便，可及时对

患者进行临床检测，适用于卡他莫拉菌呼吸道感染的

早期诊断，且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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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布病诊断抗原的研究主要包括脂多糖

（ＬＰＳ）和外膜蛋白的提取和表达等方面。布菌外膜蛋

白有３个家族，分别为 Ｏｍｐ２家族，ＯｍＰ２５／Ｏｍｐ３１

家族和其余膜蛋白，多数家族外膜蛋白均具有较强的

免疫原性，可用于布病诊断［１２］。Ｏｍｐ２基因具有布鲁

氏菌属特异性，基因组内存在两个亲缘关系较近的

Ｏｍｐ２ａ和Ｏｍｐ２ｂ基因，布鲁氏菌不同种株之间，二者

高度同源［１３－１５］。本研究选择布鲁氏菌 Ｏｍｐ２ａ基因，

利用大肠埃希菌原核表达系统成功表达了高浓度的

ｒＯｍｐ２ａ蛋白。该蛋白不可溶，主要以包涵体形式存

在于沉淀中，纯化后做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试验，证实该蛋白

可被布病抗体血清识别，而不与ＣＥ及ＨＳＶ感染者血

清反应，表明重组 Ｏｍｐ２ａ蛋白可以作为用作人布病

的诊断抗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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