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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衣壳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性能评价

吴林丽１，侯汪衡１，吴钰彬２，李姝璇１，杨宏伟２，赵欢１，朱峻毅２，阙玉琼１，程通１，２，夏宁邵１，２

（１．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福建厦门３６１１０２；２．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摘要】　目的　制备抗寨卡病毒衣壳（Ｃａｐｓｉｄ，Ｃ）蛋白的单克隆抗体，并对该抗体的性质进行初步分析。　方法　设计

并合成寨卡病毒Ｃ蛋白多肽，将多肽与ＢＳＡ偶联后免疫小鼠，采用细胞融合技术融合、筛选杂交瘤细胞株，制备抗寨卡

病毒Ｃ蛋白的单克隆抗体，并应用ＥＬＩＳ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及免疫荧光等方法对抗体的反应效价、亚型和特异性进行分析。

　结果　筛选获得１株与Ｃ蛋白具有良好结合活性的小鼠单克隆抗体９Ｃ１，属于ＩｇＭ亚型，其重链约为５０ｋｕ，轻链约为

２５ｋｕ，该抗体能够与寨卡病毒感染细胞后表达的Ｃ蛋白反应。　结论　筛选获得了抗寨卡病毒Ｃ蛋白的单克隆抗体，

该抗体具有良好反应性和特异性，为开展Ｃ蛋白的功能和寨卡病毒病的相关防治方法奠定了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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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ＺＩＫＶ）病于１９４７年首次发

现于非洲乌干达，人类主要通过蚊媒叮咬感染ＺＩＫＶ，

该病也可通过母婴、输血和性接触等方式传播［１］。早

期仅有零星ＺＩＫＶ感染的病例报道，患者主要表现为

发热、头痛和手足水肿等轻微症状［２］。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ＺＩＫＶ病在巴西出现暴发流行，随后蔓延至７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总感染人数超过１３０万
［３－４］。同时，研究发

现ＺＩＫＶ感染与新生儿小头畸形和格林－巴雷综合征

等神经系统疾病相关［４－６］。然而，目前针对ＺＩＫＶ病

仍缺乏有效的预防性疫苗和特异性药物［２］。ＺＩＫＶ感

染已成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与抗病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ＺＩＫＶ基因组为单股正链ＲＮＡ，编码产生３种结

构蛋白（衣壳蛋白Ｃ、前体膜结合蛋白ｐｒＭ、包膜蛋白

Ｅ）和７种非结构蛋白
［７］。其中，衣壳（Ｃａｐｓｉｄ，Ｃ）蛋白

是构成病毒核衣壳的主要蛋白成分。研究显示，黄病

毒的Ｃ蛋白除了参与病毒颗粒组装外，还在病毒感染

过程中与宿主细胞蛋白存在相互作用，可能参与细胞

代谢、细胞凋亡及调节免疫应答等多种过程［８－１０］。有

研究发现，在ＺＩＫＶ感染的细胞中Ｃ蛋白可聚集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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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脂滴表面［１１］，这一特点与同为黄病毒属的登革病毒

Ｃ蛋白相似。在登革病毒中，干扰病毒Ｃ蛋白和宿主

细胞脂滴的相互作用可抑制感染性病毒粒子的形

成［１２］，此外病毒Ｃ蛋白也可通过结合转运蛋白进入细

胞核与核蛋白相互作用并破坏核小体的形成［１３－１４］，

ＺＩＫＶＣ蛋白是否也具有类似机制还有待详细分析。

单克隆抗体是开展蛋白功能研究的重要工具，然而目

前尚缺乏针对ＺＩＫＶＣ蛋白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本

研究拟构建获得靶向ＺＩＫＶＣ蛋白特定表位区的单克

隆抗体，即拟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选择设计并合

成Ｃ蛋白的具有较高亲水性与潜在Ｂ细胞表位的多

肽片段，与ＢＳＡ偶联后免疫小鼠，应用杂交瘤技术筛

选制备针对 ＺＩＫＶ Ｃ 蛋白的单克隆抗体，并应用

ＥＬＩＳ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及免疫荧光等方法检测获得抗

体的反应性，为开展ＺＩＫＶ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毒株、细胞、质粒及实验动物　ＺＩＫＶ亚洲型毒

株 ＰＲＶＡＢＣ５９ （ＡＴＣＣ ＶＲ１８４３，ＧｅｎＢａｎｋ Ｎｏ．

ＫＵ５０１２１５）、ＺＩＫＶ 非 洲 型 毒 株 ＭＲ７６６（ＡＴＣＣ

ＶＲ１８３８，ＧｅｎＢａｎｋＮｏ．ＬＣ００２５２０）来自 ＡＴＣＣ；ＳＰＦ

级ＢＡＬＢ／ｃ小鼠及ＳＰＦ级Ｆ１小鼠购自上海斯莱克实

验动物有限公司；ＺＩＫＶＣ蛋白质粒（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

由美国 Ｈｏｗａｒｄ大学医学院ＴａｎｇＱｉｙｉ提供
［１５］；２９３Ｔ

细胞、Ｖｅｒｏ细胞及骨髓瘤细胞ＳＰ２０均为本实验室保

存。

１．２　主要试剂　质粒小提试剂盒购自美国ＴｉａｎＧｅｎ

公司；转染试剂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３０００购自美国 Ｔｈｅｒ

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ＤｙＬｉｇｈｔ４８８标记山羊抗小

鼠ＩｇＧ、ａｎｔｉＦｌａｇ兔抗、ＴＲＩＴＣ标记山羊抗兔ＩｇＧ、β

ａｃｔｉｎ抗体和ＰＲ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

细胞裂解液ＲＩＰＡ购自碧云天公司；多聚甲醛（ＰＦＡ）

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低内毒素血清购自德

国Ｃｅｇｒｏｇｅｎ公司（Ａ０５００－３０１１）。

２　方法

２．１　ＺＩＫＶＣ蛋白Ｂ细胞表位预测与多肽合成　

ＺＩＫＶ毒株基因组序列来源于ＧｅｎＢａｎｋ。运用在线蛋

白分析软件 ＳＯＰＭ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

ｔｏｏｌｓ）及ＤＮＡＳｔａｒ分析软件等对其Ｃ蛋白的二级结

构、亲水性、免疫原性和可及性进行预测分析。综合分

析各项预测数据，推测Ｃ蛋白的Ｂ细胞抗原表位，筛

选设计获得抗原表位寡肽Ｃｐｅｐ序列，由上海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合成。同时，选用ＢＳＡ和ＫＬＨ 作为偶联

试剂合成偶联多肽，分别命名为ＣｐｅｐＢＳＡ和Ｃｐｅｐ

ＫＬＨ。合成多肽均经ＨＰＬＣ和质谱鉴定纯度在９０％

以上。

２．２　动物免疫及杂交瘤细胞株的筛选　将合成多肽

与等体积的弗式完全佐剂（初次免疫）或弗式不完全佐

剂（加强免疫）混合乳化后，多点肌肉注射６～８周龄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间隔１４ｄ后再次免疫，剂量同首

次免疫，一共免疫３次。末次免疫７ｄ后采集小鼠眼

球血，采用包被合成多肽的间接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小鼠

免疫血清抗体效价。于融合前３ｄ对血清效价最高的

小鼠进行脾免，采用杂交瘤技术进行细胞融合，用

２０％ ＨＡＴ１６４０选择培养基筛选，采用包被合成多肽

的间接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的抗体，阳性

孔细胞用有限稀释法进行克隆化，经过３次克隆化获

得单克隆细胞株。

２．３　单抗腹水的制备及纯化　扩大培养稳定分泌单

克隆抗体细胞，用该培养细胞腹腔注射Ｆ１小鼠，１×

１０
６
～２×１０

６ 个细胞／只。待小鼠产生腹水后收集腹

水，采用颗粒排斥凝胶层析法纯化腹水，纯化步骤见说

明书。腹水经纯化后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确认抗体分子

质量及纯化效果。采用ＢＣＡ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测

定抗体蛋白浓度。

２．４　抗体效价与分型检测　将合成多肽用碳酸钠／碳

酸氢钠缓冲液（ｐＨ９．６）稀释至终浓度为１００μｇ／ｍｌ，

每孔１００μｌ包被９６孔微孔板，３７℃２ｈ，ＰＢＳＴ洗１

次，用含１０％蔗糖的ＥＤ封闭２ｈ，甩干；以起始浓度

为１ｍｇ／ｍｌ１０倍梯度稀释单抗，加入包被的ＥＬＩＳＡ

板中，每孔１００μｌ，３７℃培养箱孵育１ｈ，ＰＢＳＴ洗涤５

次，甩干；加入１∶５０００稀释的 ＨＲＰ标记山羊抗小鼠

ＩｇＧ，每孔１００μｌ，３７℃培养箱孵育３０ｍｉｎ，ＰＢＳＴ洗

涤５次；加入ＴＭＢ底物液显色１５ｍｉｎ；加入５０μｌ２

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 终止反应，使用酶标仪双波长４５０ｎｍ／

６３０ｎｍ读值。实验样品孔以Ｐ／Ｎ值答应≥２时判为

阳性，判定为阳性的最大稀释度为该抗体的效价。其

中阴性对照为小鼠免疫前采集的血清。单克隆抗体类

型和亚类鉴定按照小鼠单克隆抗体分型试剂盒说明书

方法进行。

２．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　收集转染ｐｃＤＮＡ３及ｐｃＤ

ＮＡ３ｆｌａｇＣ的２９３Ｔ细胞和未感染及感染ＺＩＫＶＰＲＶ

ＡＢＣ５９毒株、ＭＲ７６６毒株４８ｈ后的 Ｖｅｒｏ细胞，用

ＲＩＰＡ裂解液进行裂解。在细胞裂解液中加入蛋白上

样缓冲液，沸水煮１０ｍｉｎ后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后

使用湿转电转仪将胶内蛋白电转移至硝酸纤维膜上，

用ＢＳＡ室温封闭２ｈ，加入９Ｃ１一抗，室温孵育２ｈ，

ＰＢＳＴ洗５次，５ｍｉｎ／次；加入１∶５０００稀释 ＨＲＰ标

记的山羊抗小鼠ＩｇＧ二抗，室温孵育１ｈ，ＰＢＳＴ洗５

次，５ｍｉｎ／次；采用Ｓｕｐ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ＷｅｓｔＦｅｍ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试剂盒显色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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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免疫荧光检测　将无菌的玻片放入２４孔板内，

接种生长状态良好的Ｖｅｒｏ细胞，１×１０
４个／孔，３７℃、

５％ＣＯ２ 培养箱培养过夜；次日，用ＺＩＫＶ感染细胞，

３７℃、５％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２４ｈ；吸去培养基，用预

冷的４％多聚甲醛固定细胞３０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１次；用

０．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处理细胞２０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１次；

用２０％山羊血清室温封闭３０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１次；将

抗体稀释至１０μｇ／ｍｌ，加入细胞培养板中，置湿盒内

３７℃孵育１ｈ，ＰＢＳ洗涤５次；将 ＧＡＭ４８８ＩｇＧ 或

ＧＡＲＴＲＩＴＣ抗体按１∶１０００倍稀释，加入细胞培养

板中，置湿盒内３７℃避光孵育３０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５

次；将ＤＡＰＩ按１∶１０００倍稀释，加入细胞培养板中，

室温放置２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３次；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荧光。尽量吸干细胞爬片上的液体，用含抗荧光淬

灭剂的封片剂进行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采集图像

信息。

结　果

１　犣犐犓犞犆蛋白的二级结构预测与特征分析

应用 ＳＯＰＭＡ 方法
［１６］对 ＺＩＫＶ 亚洲型代表株

ＰＲＶＡＢＣ５９的Ｃ蛋白的氨基酸序列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其α螺旋结构约占６３％，无规则卷曲占２７％，β转

角占４％（图１）。采用 Ｋｙｔｅ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法
［１７］进行亲水

性分析，Ｃ蛋白的１－１１、７０－８９、９８－１０９位氨基酸区

段为高亲水性区域（≥０）。应用ＪａｍｅｓｏｎＷｏｌｆ法
［１８］

进行抗原指数分析，结果显示Ｃ蛋白的１－１０、１７－

２２、２５－３７、６９－９０、９５－１０９位氨基酸区段具有较高

的抗原指数（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ｉｎｄｅｘ，≥０）。同时，应用Ｅｍｉ

ｎｉ等
［１９］方法进行蛋白表面可及性分析Ｃ蛋白氨基酸

残基位于蛋白质表面的可能性，结果显示１－７、７３－

８７、９７－１０６位氨基酸区段出现在蛋白质表面可能性

较大（≥１）（图１）。７０－１１０位氨基酸区段内部有β

转角、柔性结构，β转角为凸出结构，暴露于蛋白质空

间结构的外部，可能形成Ｂ细胞抗原表位
［１７－１９］。综合

上述分析结果，７０－８９、９５－１０６两肽段具有较高的抗

原指数且形成Ｂ细胞表位的可能性较大。其中，７０－

８９肽段内有２个β转角，也略长于９５－１０６肽段，并

且７０－８９位肽段氨基酸序列在ＺＩＫＶ亚洲型和非洲

型毒株中具有更优的保守性。因此选择７０－８９位氨

基酸序列（ＧＳＶＧＫＫＥＡＭＥＴＩＫＫＦＫＫＤＬＡ）合成多

肽，用于制备可靶向该肽段的单克隆抗体。

　　

图１　犣犐犓犞犆蛋白二级结构预测及特征分析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犣犐犓犞犆狆狉狅狋犲犻狀

２　犣犐犓犞犆蛋白多肽免疫小鼠及抗原性分析

以ＣｐｅｐＢＳＡ作为抗原免疫小鼠，免疫程序如图

２Ａ所示。采用间接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中抗体效价，

结果如图２Ｂ。在第３次加强免疫后，小鼠血清抗体含

量效价可达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表明该多肽在小

鼠体内能引起较强的免疫反应，即具有良好的免疫原

性。

３　犣犐犓犞犆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与鉴定

应用 ＣｐｅｐＢＳＡ 免疫小鼠，通过杂交瘤技术、

ＥＬＩＳＡ检测和３轮克隆化，筛选获得２株稳定分泌抗

ＺＩＫＶＣ蛋白的单克隆抗体细胞株。挑取其中反应活

性较强的一株单克隆抗体９Ｃ１纯化后进行 ＳＤＳ

ＰＡＧＥ分析，其重链约为５０ｋｕ，其轻链约为２５ｋｕ（图

３Ａ）。间接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显示，抗体９Ｃ１（１ｍｇ／ｍｌ）

的反应效价可达到１∶１００００。使用小鼠单克隆抗体

分型试剂盒对９Ｃ１进行亚型鉴定，显示其属于ＩｇＭ亚

型。应用９Ｃ１抗体对 ＺＩＫＶＣ 蛋白真核表达质粒

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和对照载体质粒ｐｃＤＮＡ３分别转染４８

ｈ后的２９３Ｔ细胞样品进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结果显

示，该抗体与转染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质粒的２９３Ｔ细胞裂

解液具有良好的反应性，反应条带位置于１５ｋｕ下方，

与ＺＩＫＶＣ蛋白约１２ｋｕ的理论大小基本一致，且其

与转染对照载体ｐｃＤＮＡ３的细胞裂解液无明显反应

（图３Ｂ）。免疫荧光检测显示，９Ｃ１可与转染ｐｃＤＮＡ３

ｆｌａｇＣ后的细胞有特异性反应，同时与标记Ｆｌａｇ标签

的红色荧光信号产生共定位现象，且与转染对照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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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ＤＮＡ３的细胞无特异性反应（图３Ｃ）。以上结果表

明，单克隆抗体９Ｃ１与ＺＩＫＶＣ蛋白具有良好的反应

性。

　　

Ａ　小鼠免疫策略　Ｂ　ＥＬＩＳＡ检测免疫小鼠血清抗体效价

图２　犣犐犓犞犆多肽免疫小鼠策略及小鼠血清抗体效价检测

Ａ　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ｍｉｃｅ　Ｂ　Ｔｈ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ｔｉｔｅｒｏｆ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ｍｉｃｅｓｅｒａ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犻犿犿狌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犵狔狅犳犣犐犓犞犆狆狅犾狔狆犲狆狋犻犱犲犪狀犱狋犺犲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犪狀狋犻犫狅犱狔狋犻狋犲狉狊狅犳犻犿犿狌狀犻狕犲犱犿犻犮犲狊犲狉犪

　　

Ａ　ＳＤＳＰＡＧＥ鉴定纯化后抗体９Ｃ１　１　ＺＩＫＶＣ蛋白抗体９Ｃ１　Ｍ　蛋白 ｍａｒｋｅｒ　Ｂ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转染ｐｃＤＮＡ３或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的

２９３Ｔ细胞裂解液与抗ＺＩＫＶＣ蛋白抗体９Ｃ１和βａｃｔｉｎ的反应性　１　转染ｐｃＤＮＡ３的２９３Ｔ细胞对照　２　转染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的２９３Ｔ细胞样品

与相应抗体反应条带　Ｃ　免疫荧光检测转染ｐｃＤＮＡ３或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的２９３Ｔ细胞与抗ＺＩＫＶＣ蛋白抗体９Ｃ１和抗兔Ｆｌａｇ抗体的反应性。
图３　犣犐犓犞犆蛋白单克隆抗体９犆１的鉴定

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ｍＡｂ９Ｃ１ｂｙＳＤＳＰＡＧＥ　１　ＡｎｔｉＺＩＫＶＣｍＡｂ９Ｃ１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Ｂ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ｏｆｃｅｌ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

２９３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ｃＤＮＡ３ｏｒ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ｕｓｉｎｇａｎｔｉＺＩＫＶＣｍＡｂ９Ｃ１ａｎｄａｎｔｉβａｃｔ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１　２９３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ｃＤ

ＮＡ３　２　２９３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　Ｃ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ｓａｙｏｆ２９３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ｃＤＮＡ３ｏｒｐｃＤＮＡ３ｆｌａｇＣｕｓｉｎｇ

ａｎｔｉＺＩＫＶＣｍＡｂ９Ｃ１ａｎｄａｎｔｉＦｌａ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犉犻犵．３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犪狀狋犻犣犐犓犞犆犿犃犫９犆１

４　抗体９犆１对犣犐犓犞感染细胞中犆蛋白的检测

为了观察抗体９Ｃ１能否应用于检测ＺＩＫＶ感染

后细胞中的Ｃ蛋白表达情况，使用９Ｃ１对ＺＩＫＶ亚洲

型代表株ＰＲＶＡＢＣ５９和非洲型代表株 ＭＲ７６６分别

感染后的Ｖｅｒｏ细胞进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结果显

示，９Ｃ１单抗与两种型别的ＺＩＫＶ感染后的细胞裂解

液能发生良好的特异性反应，反应条带位置于１５ｋｕ

的下方，与ＺＩＫＶＣ蛋白约１２ｋｕ的理论大小基本相

当，而不与Ｖｅｒｏ细胞裂解液反应（图４Ａ）。免疫荧光

检测显示，９Ｃ１可与ＺＩＫＶ感染后的细胞有反应，而不

与Ｖｅｒｏ细胞反应（图４Ｂ）。

讨　论

ＺＩＫＶＣ蛋白是构成病毒核衣壳的主要成分，参

与病毒的复制和装配过程，并可能与宿主细胞蛋白也

存在相互作用，其详细作用机制仍待深入研究。目前，

ＺＩＫＶＣ蛋白被认为是一个抗病毒药物靶点
［１０］。

本研究以ＺＩＫＶ结构蛋白Ｃ蛋白为对象，运用生

物信息学方法对其二级结构和蛋白亲水性进行了预测

和分析，采用合成Ｃ蛋白特定表位多肽的方法成功制

备了可靶向７０－８９肽段的单克隆抗体。在制备针对

特定病毒蛋白的免疫检测抗体的研究中，有时通过直

接表达并纯化目标蛋白进而获得免疫抗体的方法可能

存在目标蛋白纯化难度较大、耗时长和效率低的问题。

通过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目标蛋白的氨基酸序列进

行系统分析，从中选择亲水性较好且具有较高的位于

蛋白表面和Ｂ细胞表位形成可能性的肽段，采用多肽

免疫方式可以更高的效率获得免疫检测抗体。本研究

根据分析结果选择了Ｃ蛋白的７０－８９肽段作为免疫

原，与Ｓｈａｎｇ等
［１１］解析获得的ＺＩＫＶＣ蛋白的晶体结

构进行比较分析，确定本研究所选择的７０－８９肽段为

Ｃ蛋白的α４螺旋部分，并位于Ｃ蛋白的表面，说明采

用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同时，

采用上述方法获得的抗体具有检测表位已知的优点，

有利于开展相关蛋白的检测和功能研究。但是，不同

的目标蛋白可能由于不同的特征而更具复杂性，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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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感染ＰＲＶＡＢＣ５９或 ＭＲ７６６的Ｖｅｒｏ细胞裂解液与抗ＺＩＫＶＣ蛋白抗体９Ｃ１的反应性　１　未感染的Ｖｅｒｏ细胞　２　感

染ＰＲＶＡＢＣ５９的Ｖｅｒｏ细胞　３　感染 ＭＲ７６６的Ｖｅｒｏ细胞　Ｂ　免疫荧光检测感染ＰＲＶＡＢＣ５９或 ＭＲ７６６的 Ｖｅｒｏ细胞与抗ＺＩＫＶＣ蛋白抗体

９Ｃ１的反应性。
图４　犆蛋白在不同亚型的犣犐犓犞毒株感染细胞中的表达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ｏｆｃｅｌ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Ｖｅｒｏｃｅｌｌ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ＺＩＫＶ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ＰＲＶＡＢＣ５９ｏｒＭＲ７６６ｏｒｎｏｔ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ｎｔｉＺＩＫＶＣｍＡｂ９Ｃ１　

１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Ｖｅｒｏｃｅｌｌｓ　２　Ｖｅｒｏｃｅｌｌ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ＶＡＢＣ５９ｓｔｒａｉｎ　３　Ｖｅｒｏｃｅｌｌ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Ｒ７６６ｓｔｒａｉｎ　Ｂ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ｓａｙ

ｏｆＶｅｒｏｃｅｌｌ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ＶＡＢＣ５９ｏｒＭＲ７６６ｓｔｒａｉｎｏｒ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ｎｔｉＺＩＫＶＣｍＡｂ９Ｃ１

犉犻犵．４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犆狆狉狅狋犲犻狀犻狀狋犺犲犞犲狉狅犮犲犾犾狊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狌犫狋狔狆犲犣犐犓犞狊狋狉犪犻狀狊

用单一预测多肽免疫的方式有可能较难顺利获得高性

能的免疫检测抗体，因此，对于一些分子量较大或结构

复杂的目标蛋白，有必要考虑设计针对多个不同肽段

的多肽进行免疫，以提高获得免疫检测抗体的效率。

本研究成功制备了靶向ＺＩＫＶＣ蛋白的单克隆抗

体９Ｃ１，该抗体具有良好的反应性，可应用于ＺＩＫＶ感

染后细胞内的Ｃ蛋白表达分析，并且能识别ＺＩＫＶ亚

洲型代表株ＰＲＶＡＢＣ５９和非洲型代表株 ＭＲ７６６感

染后细胞中表达的Ｃ蛋白，为进一步开展ＺＩＫＶＣ蛋

白的性质、功能及抗病毒药物等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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