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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马传染性贫血病毒 Rev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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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制备马传染性贫血病毒(EIAV)蛋白表达调控因子 Rev的单克隆抗体(MAb)，本研究以原核表达并 

纯化的重组 EIAV Rev为免疫原 ，免疫BALB／c小鼠，将其脾细胞与SP2／O细胞融合，采用间接 ELISA方法筛选 

阳性克隆，经 3次细胞克隆纯化后获得一株能够稳定分泌抗 Rev的杂交瘤细胞株。MAb亚型鉴定为 IgG2a／K。 

Western blot与间接免疫荧光试验结果显示，获得的MAb与真核表达的Rev呈阳性反应。本研究首次制备了抗 

EIAV Rev的 MAb，为Rev的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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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prepare the monoclonal antibody(MAb)against regulator of expression of viral protein(Rev)of equine 

infectious anemia vims(EtAV)，the SP2／0 cells were fused with the splenic cells from mice immunized with prokaryotically 

expressed and purified recombinant Rev of EIAV．The hybridoma cells were selected by indirect ELISA and purified by limited 

dilution method．One hybridoma cell line steadily secreting anti-Rev MAb was obtained which the subtype was IgG2a／K
． The 

westem blot an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indicated that the MAb was able to react positively with the native Rev 

expressed from EIAV．The preparation ofMAb against Rev ofEIAV provided an useful tool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Rev function 

in virus re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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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传染性贫血病毒(EtAV)属反转录病毒科慢病 

毒属，是严重危害马属动物的传染病马传染性贫血 

病(EIA)的病原⋯。EIAV为正链 RNA病毒，病毒基 

因组由两条相同的线状 RNA组成，两条链通过氢 

键形成二聚体[2]。病毒RNA编码 3个主要结构基因 

gag、pol和 erlv与3个辅助蛋白Tat、s2和 Rev【3]。 

Rev为病毒的表达调控蛋 白，由前病毒全长 

mRNA经两次剪接产生的双顺反子mRNA编码，由 

16个氨基酸组成 ，分子量为 18 ku，在体内和体外 

EIAV感染均能够检测到 Revt 。Rev由3个结构域 

组成 ，包括：核输出信号(NES)；RNA结合区域 

(RBD)；核定位区域(NLs) ，Rev通过这 3个结构 

域发挥其在病毒复制的晚期指导未完全剪接的病毒 

RNA向核外转运 ，并加强这些 RNA的稳定性 ，富 

集更多的未剪接病毒 RNA，以合成病毒装配所需的 

各种结构蛋白的作用[6]。 

基于上述 Rev对 EIAV宿主内复制的重要作用， 

深入开展 Rev作用机制的研究，对于 EIAV的感染、 

复制和致病机制的研究十分必要。而本研究制备能 

够与 Rev特异性反应的单克隆抗体(MAb)，为 Rev 

的进一步功能性研究提供了必须的材料。 

1 材料和方法 

1．1 重组质粒、细胞及实验动物 原核及真核表达 

Rev的重 组质 粒 pET．Rev、pcDNA．Rev、细胞 株 

SP2／0、293T细胞由本实验室保存；BALB／c小鼠购 

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实验动物中 

心。 

1．2 主 要 试 剂 HAT和 HT选 择 性 培 养 基 、 

QuickAntibody免疫佐剂购自北京康碧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HRP标记的山羊抗鼠 IgG(HRP-IgG)购 自 

ZSGB．BIO公 司 ；羊 抗鼠荧 光二 抗 (FITC．IgG)及 

PEG一4000均购自 Sigma公司；HiTrap Protein G HP 

购自GE公司；抗体亚类鉴定试剂盒购自Southem 

Biotechnology公司。 

1．3 Rev蛋 白的表达及与纯化 将 pET．Rev转化于 

感受态细胞 E．coil Rosetta中，在 16℃诱导 16 h进 

行 Rev的表达，并对表达蛋白进行镍柱纯化。 

1．4 动物免疫 经纯化的 Rev与等体积的佐剂混 

合，经小腿肌肉注射 4周龄 BALB／c小鼠(20 

只)，两周后以同样的方法免疫一次，7 d后以不加 

佐剂的抗原加强免疫(100 只)。3 d后取小鼠脾 

细胞与 SP2／0骨髓瘤细胞进行融合。 

1．5 间接 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以 Rev蛋白作 

为包被抗原，采用棋盘滴定法建立检测杂交瘤细胞 

培养液的间接 ELISA方法，以P／N值 =2．1时的抗原 

和抗体稀释度作为两者的最佳工作浓度。 

1．6 细胞融合及杂交瘤细胞的筛选 将免疫鼠的脾 

细胞与 SP2／0在 PEG．4000处理下进行融合，利用建 

立的ELISA方法进行筛选。并进行阳性细胞的克隆 

及纯化。 

1．7 腹水的制备及效价的测定 具体步骤按照参考 

文献[7]的方法 ，并采用 HiTrap Protein G试剂盒对 

腹水中的 MAbs进行纯化回收。 

1．8 MAb免疫球蛋白亚类鉴定 利用抗体亚类鉴 

定试剂盒对获得的 MAb进行亚类鉴定。 

1．9 MAb的鉴定 使用钙转法将 pcDNA—Rev转染 

293T细胞，转染 48 h后收集细胞并将其裂解。以 

MAb为一抗，山羊抗鼠HRP．IgG为二抗(1：10 000)， 

western blot鉴定MAb是否与真核表达 Rev结合。 

1．10 MAb的间接免疫荧光(IFA)鉴定 具体步骤按 

参考文献[7】的方法。 

2 结果与讨论 

2．1 Rev蛋 白的原核表达及纯化 将重组菌 以 

16℃诱导 16 h后，获得大量的可溶性的Rev重组 

蛋白，纯化后经 SDS．PAGE鉴定结果显示，其分子 

量约为 34 l(u，与预期相符(图 1)。 

2．2 杂交瘤细胞株、MAb效价及 MAb免疫球蛋白 

亚类鉴定 免疫后的BALB／c鼠脾细胞与 SP2／0细胞 

融合后，经间接 ELISA进行 3次细胞阳性克隆株的 

筛选 纯化，获得一株能够稳定分泌抗 Rev的杂交 

瘤细胞株，命名为 2D9。经间接 ELISA测定，2D9 

经 4代细胞培养后的上清液及转接小鼠的腹水效价 

最高分别为 1：200和 1：10 。经鉴定，2D9的 IgG亚 

型为 IgG2a／K链。 

2．3 MAb的 western blot鉴定 使用 Rev 2D9对 

pcDNA．Rev转 染 的 293T细 胞 的 裂解 产 物 进行 

westem blot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出现与预测的 Rev 

大小相符的条带，而对照组转染真核表达空载体的 

293T细胞的裂解产物未出现相应条带，这表明 Rev 

2D9可以识别Rev的真核表达产物(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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