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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萘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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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为了构建针对石油运输泄露导致的海洋环境中萘等多环芳烃污染的免疫学快速检测方法,需获得

高效稳定的分泌抗萘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 本文以 2鄄萘丁酸鄄KLH 为免疫抗原免疫 BALb / c 小鼠,
间接竞争 ELISA 测定小鼠血清效价,用细胞融合筛选技术筛选抗萘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捕获 ELISA
测定小鼠免疫球蛋白亚型。 结果显示,实验小鼠免疫血清效价最高能达到 1 颐80000,经过 HAT 筛选、复检

和亚克隆后得到 5 个能分泌抗萘单克隆抗体的细胞株,细胞株上清液效价最高能达到 1 颐15625,抗萘单克

隆抗体免疫球蛋白亚型均为 IgG1,Kappa 轻链。 本方法成功构建的杂交瘤细胞株能稳定高效分泌抗萘单

克隆抗体,抗体亚型符合免疫学检测的特性,为萘的 ELISA 检测方法建立及胶体金免疫层析(GICA)试纸

条的研制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单克隆抗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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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ybridoma cell lines secret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against naphtha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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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stablish a rapid immunological detection method of naphthalene and other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which originated from leakage of petroleum transportation in the marine,highly efficient and
stable hybridoma cell line secreting anti鄄naphthalene McAb is urgently needed. In this study,2鄄naphthyl butyric acid 鄄
KLH was used as immune antigen to immunize BALb / c mice in order to detect serum titer in mice coupled with indi鄄
rect competitive ELISA. The technique of cell hybridoma screening was used to screen hybridoma cell line resistant to
anti鄄naphthalene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determined the immunoglobulin subtype of mice with capture ELISA. Re鄄
sults showed that the mice serum titer can reach the maximum value of 1 颐80000. The five cell lines which can secrete
anti鄄naphthalene monoclonal antibody after selection by HAT,and subclones whose cell supernatant titer can reach a
maximum value of 1 颐15625. All of the immunoglobulin subtypes of anti \naphthalene monoclonal antibody were IgG1,
Kappa light chain. As a result,th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hybridoma cell lines can stably secrete anti鄄naphthalene
monoclonal antibody,whose antibody subtypes agree with the immunological detection characteristics. Our method pro鄄
vides as a stable and efficient source of monoclonal antibody for establishing the detecting method of ELISA as well as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the colloidal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ic method for ELISA detection of naphthalene (GI鄄
CA)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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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萘属于多环芳烃类化合物(PAHs),被美国环境

保护署列为优先控制的 16 种 PAHs 污染物之一,是
生产合成树脂、增塑剂、橡胶防老剂、表面活性剂、合
成纤维、染料、涂料等的原材料,广泛使用的萘已经

成为一种典型的环境污染物[1]。 近年来 PAHs 在河

流和海洋中也均有不同程度检出[2鄄3]。
16 种优先控制 PAHs 中,2 ~3 环 PAHs 的急性

毒性较强[4],且2 ~3 环 PAHs 疏水性相对较弱,蒸气

压低,能够相对容易通过挥发进入大气中,为了最大

程度的避免萘等 2 ~3 环 PAHs 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

蔓延[5],需要即时对它进行快速检测。
对环境中萘等 PAHs 小分子污染物的检测方

法报道较多的有质谱法(MS)、气相色谱法(GC)、
高效液相色谱(HPLC)、GC鄄MS、HPLC鄄MS、超声萃

取和免疫学检测等方法[6鄄8]。 权衡海洋环境现场

的复杂性以及仪器的便携性,大型质谱、色谱等设

备不适宜在海洋环境现场进行大规模使用,而免

疫学检测方法同时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使用

方便、成本低和适用于现场大批量检测等优点而

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9],酶联免疫法(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简写 ELISA)和胶体金

免疫层析技术都是基于免疫学方法建立起来的检

测技术,这两种方案均需要制备特特异单克隆抗

体,目前关于萘的单克隆抗体制备的研究相对较

少,只有孟星宇等利用活化酯法偶联萘与 BSA 构

建人工免疫抗原做过相关研究[10],但并未见有相

关实际应用报道。
在 16 种优先控制的 PAHs 中,萘是目前尚无

明显证据证明其对人体具备致癌性的物质,在免

疫学检测的构建中能一定程度避免药物致癌性对

生物体免疫反应的影响。 同时,萘作为 16 种优先

控制的 PAHs 中结构最简单的物质,在免疫学检

测方法构建中,结构越简单构建难度越大[11鄄14],
优先对抗萘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的构建有利

于其余 PAHs 的免疫学检测方法的建立。
本研究旨在为海洋环境中的萘进行免疫学快

速检测的实际应用提供研究基础,利用自制的完

全免疫抗原 2鄄萘丁酸鄄KLH 免疫 Balb / c 小鼠,以
杂交瘤细胞融合筛选技术和间接竞争 ELISA 实

验建立能分泌抗萘单克隆抗体的细胞株,为

ELISA 检测试剂盒及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y
Assay(简写 GICA)纸条的开发提供抗体源。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

2鄄萘丁酸、萘、钥孔血蓝蛋白(KLH)、卵清蛋

白(OVA)、DMEM 培养基、胎牛血清,福氏完全佐

剂、福氏不完全佐剂、HAT、HT、 PEG鄄1450 ( Sig鄄
ma)、山羊抗小鼠 hrp 标记的二抗、EDC、PBS、DM鄄
SO、5%脱脂奶粉、紫外分光光度计、酶标仪、高速

冷冻离心机。
1. 2摇 方法

1. 2. 1摇 人工抗原的合成

以 2鄄萘丁酸为半抗原偶联物,利用碳二亚胺法

偶联制备 2鄄萘丁酸鄄KLH 免疫抗原和 2鄄萘丁酸鄄OVA
包被抗原,将2鄄萘丁酸用DMSO 配置成50 mg / mL 溶

液,KLH 和 OVA 用偶联缓冲液配置成 10 mg / mL 溶

液,EDC 用无菌水配置成 10 mg / mL 溶液。
A 组取 2鄄萘丁酸 2. 00 mg(40 滋L)加到 375 滋L

pH 7. 5 的偶联缓冲液中室温下反应 2 h 并置于 4益
冰箱过夜,后加 100 滋L KLH(10 mg / mL)再加 100
滋LEDC(10 mg / mL),混合室温旋转反应 2 h,加 600
滋L PBS ,在透析袋中用 1000 mL PBS 4益透析 72 h。

B 组取 2鄄萘丁酸 1. 00 mg(20 滋L)加到 250
滋L pH 7. 5 的偶联缓冲液中室温下反应 2h 并置

于 4益冰箱过夜,后加 100 滋L KLH(10 mg / mL)在
加 400 滋LEDC(10 mg / mL),混合室温旋转反应

2 h,加 400 滋L PBS ,在透析袋中用 500 mL PBS
4益透析 72 h。 2鄄萘丁酸鄄OVA 用相同的方法合

成,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人工抗原的偶联比。
1. 2. 2摇 小鼠免疫

免疫小鼠为 12 只 5 ~8 周周龄的雌性 BALb / c
小鼠,并于首次免疫前采血制备阴性血清对照。

分别在第 1、15、29、36 d,每组取 2鄄萘丁酸鄄
KLH 用 PBS 稀释至 0. 6 mg / mL,取 1000 滋L 2鄄萘
丁酸鄄KLH 与 1000 滋L 福氏完全佐剂混合,乳化,
每只小鼠注射 100 滋g 免疫抗原。

第 43 d,对小鼠摘除眼球静脉采血,收集血

清,-20益保存备用。
1. 2. 3摇 杂交瘤细胞的筛选及建株

经过包被、封闭、加样、洗涤、加二抗、洗涤、加
TMB 显色底物、加终止液等操作,最后读数,并进

行针对萘和 2鄄萘丁酸的间接竞争 ELISA 实验计

算抑制率[15]。
利用聚乙二醇 ( PEG) 诱导细胞融合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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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1450 为媒介将获得的小鼠 SP2 / 0 细胞和脾细

胞进行融合并做 ELISA 检测[16]。
利用克隆技术对获得的阳性杂交瘤细胞进行

亚克隆[17],并对细胞培养上清液进行 ELISA 检

测。 取阳性亚克隆孔进行建株保存。
1. 2. 4摇 单克隆抗体亚型检测及细胞株效价检测

利用标准抗亚类血清系统捕获 ELISA 法确

定单克隆抗体的亚型。 细胞株上清液效价检测方

法同 1. 2. 3 所示。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人工抗原的偶联比

利用分光光度计法对两组免疫抗原 2鄄萘丁

酸鄄KLH 的偶联比进行计算,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人工抗原的偶联比

Tab. 1 The coupling ratio of 2鄄naphthalenebutanoic acid鄄KLH

分组 偶联比

A 组 14. 6

B 组 15. 8

摇 摇 有研究表明偶联比在 10 ~ 20 区间时[18],有
利于单克隆抗体制备,A、B 两组免疫抗原偶联比

均处于这个区间,可用于制备单克隆抗体。
2. 2摇 免疫小鼠血清效价检测

间接竞争 ELISA 方法测定免疫血清效价,其
P / N 值如表 2 所示,以 P / N 值逸2. 1 的阳性标准,
可以判断两组小鼠血清效价最高均能达到 1 颐

80000,实验小鼠均获得了良好的免疫效果。
表 2摇 免疫小鼠血清效价测定(P / N)

Tab. 2 Serum titer measurement of the immunized mice (P / N)

分组 小鼠编号
血清稀释倍数

5000 20000 80000

A 组

Mouse鄄1 24. 5 16. 8 5. 5

Mouse鄄2 38. 3 36 18. 5

Mouse鄄3 42 32. 8 16

Mouse鄄4 40. 5 32. 1 17. 5

Mouse鄄5 31. 1 16. 4 4. 6

Mouse鄄6 34. 9 25. 4 8. 7

B 组

Mouse鄄1 33. 7 24. 7 8. 7

Mouse鄄2 35. 8 28. 9 11. 4

Mouse鄄3 31. 8 23. 8 9

Mouse鄄4 41 35. 3 18. 7

Mouse鄄5 35. 6 31. 3 14. 2

Mouse鄄6 32. 9 26. 4 9

摇 摇 对 A、B 两组免疫小鼠血清效价测定结果进

行横向评价如图 1 所示, A 组小鼠血清效价指标

P / N 值波动幅度在不同血清稀释度下均明显大于

B 组小鼠,可初步判断用于 B 组小鼠注射的 2鄄萘
丁酸鄄KLH 免疫抗原免疫效果较稳定。

图 1摇 免疫小鼠血清效价横向评价

Fig. 1 Transverse evaluation of serum titer in im鄄
munized mice

对实验小鼠获得的免疫血清进行针对 2鄄萘丁

酸和萘的间接竞争 ELISA 实验。 两组实验小鼠

中共 7 个免疫血清样品对萘有明显抑制效果,抑
制效果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免疫小鼠血清间接竞争 ELISA
Fig. 2 Indirect competitive ELISA in serum of im鄄

munized mice

可见 A鄄1、A鄄3、A鄄5、B鄄1、B鄄3、B鄄4、B鄄6,共 7 只

小鼠血清对萘的抑制效果达到 45% 以上。 选取

这 7 只免疫小鼠样品进行细胞融合筛选实验。
2. 3摇 杂交瘤细胞的融合与筛选

细胞融合 12 d 后 A鄄6、B鄄4、B鄄6 三只小鼠细

胞融合板出现阳性细胞融合孔 55 孔,融合阳性率

1. 64% 。 复检后有 B鄄4、B鄄6 两只小鼠共 21 个阳

性细胞融合孔。 对 21 个阳性细胞融合孔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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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针对萘和 2鄄萘丁酸的 ELISA 实验,结果显示

B鄄6 小鼠的编号为 1F2、1H10、2D10、3C6、3C7 五

个杂交瘤细胞阳性孔对萘有明显的抑制效果,能
分泌抗萘单克隆抗体,选取这 5 个杂交瘤细胞阳

性孔进行亚克隆和细胞建株。
2. 4摇 杂交瘤细胞的亚克隆及建株

5 株细胞第三轮亚克隆后阳性率均达到

100% ,取 5 个单克隆细胞进行 24 孔扩大培养后

转 T75 方瓶培养、建株、冻存。
对 5 株细胞株进行细胞上清液效价检测,其

P / N 值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细胞株上清效价测定(P / N)

Tab. 3 Cell line supernatant titer (P / N)

编号
细胞株上清液稀释倍数

125 625 3125 15625

B01 37. 3 26. 3 7. 8 2. 6

B02 44. 8 42. 6 26. 7 8. 0

B03 49. 5 45. 3 23. 1 8. 3

B04 34. 6 32. 2 16. 0 4. 6

B05 29. 5 15. 3 7. 4 3. 7

摇 摇 可知 5 株细胞株的血清效价最高均能达到

1 颐15625以上。 进一步对细胞株上清液进行针对

萘和 2鄄萘丁酸的 ELISA 实验,竞争抑制效果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杂交瘤细胞株间接竞争 ELISA
Fig. 3 Indirect competitive ELISA in thehybrido鄄

ma cells strain

可见所获得的 5 株杂交瘤细胞株对萘和 2鄄萘
丁酸的抑制效果均达到了 50% 以上,可以判断这

5 株杂交瘤细胞株均能分泌针对萘和 2鄄萘丁酸的

特异性抗体。
对细胞株进行单克隆抗体亚型鉴定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摇 单克隆抗体亚型鉴定

Tab. 4 The subtype of McAb

细胞株编号 IgM IgG1 IgG2a IgG2b IgG3 lamda kappa 亚型鉴定结果

B01 0. 274 2. 693 0. 135 0. 124 0. 139 0. 127 2. 278 IgG1,kappa

B02 0. 049 2. 592 0. 039 0. 040 0. 052 0. 118 2. 119 IgG1,kappa

B03 0. 044 2. 571 0. 040 0. 050 0. 047 0. 132 2. 124 IgG1,kappa

B04 0. 041 2. 607 0. 043 0. 045 0. 051 0. 119 2. 174 IgG1,kappa

B05 0. 943 2. 754 0. 220 0. 124 0. 209 0. 107 2. 218 IgG1,kappa

摇 摇 对比不同亚型的检测结果,从表 4 中可以看

出,细胞株 B01、B02、B03、B04、B05 分泌的单抗亚

型均为 IgG1,kappa 轻链。 鼠源单抗亚型包括 6
种(IgG1,IgG2a,IgG2b,IgG3,IgM,IgA),其中最适

合建立免疫学检测方法的亚型为 IgG 类,本实验

获得的细胞株分泌的抗体适用于进行针对萘的免

疫学检测研究。
2. 5摇 小分子化合物的修饰

萘化合物作为小分子物质,且本身为双苯环

结构,不具备碳链连接臂,在小分子物质人工抗原

合成实验中很难直接偶联大分子蛋白质制备人工

抗原。 本研究结合半抗原的设计、修饰和人工抗

原制备的研究现状,小分子物质碳链连接臂一般

选择 3 ~ 5 个碳链长度为最佳,并最好有活性基

团[19鄄20],故以丁酸作为修饰萘的碳链连接臂,选
择 2鄄萘丁酸作为半抗原。

在小分子物质的人工抗原制备中,载体蛋白不

仅可以增加半抗原的相对分子质量,还可以帮助促

进诱导基体产生免疫应答反应,进而促进半抗原分

子在免疫机体内的识别,常见的载体蛋白有牛血清

白蛋白(BSA)、鸡卵清蛋白(OVA)、钥孔血蓝蛋白

(KLH)等,其中 KLH 因其与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

异源,被本课题选其为优先偶联载体蛋白。
2. 6摇 偶联方法的选择

本实验选用的 KLH 是从软体动物 Megathura
crenuLata 中分离出来的,含有大量的一级氨基可

用于有效结合半抗原 ,作为免疫原可能引起的免

疫反应比 BSA 和 OVA 强。 且 OVA 与 KLH 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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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关系较远,交叉反应程度很低,因此选用 OVA
作为包被原载体蛋白,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非特

异性交叉反应。
两种不同配比的碳二亚胺法均成功的使 2鄄萘

丁酸鄄KLH 偶联比达到小分子与载体蛋白的最适

偶联率区间 1 颐10 ~ 1 颐20。 并有效刺激机体产生

免疫应答,使得实验小鼠均产生免疫反应并获得

了良好的免疫效果。
2. 7摇 阳性杂交瘤细胞株的筛选

两组共 12 只实验小鼠经 4 轮免疫之后,抗血

清效价最高均达到了 1 颐80000,符合细胞融合和

单克隆抗体的制备条件。 细胞融合后,经过 HAT
杂交瘤细胞筛选法和间接竞争 ELISA 法筛选出

特异性符合要求的阳性细胞孔,并以这些阳性孔

为目标进行亚克隆,筛选出符合分泌抗萘单克隆

抗体的细胞。 对 3 次亚克隆后的细胞再次间接竞

争 ELISA 法筛选特异性符合要求的细胞,以防止

具备分泌特异性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特性丢失。 细

胞融合到第一次亚克隆的时间应在 14 d 以内,否
则非特异性细胞就有可能抑制分泌抗萘单克隆抗

体杂交瘤细胞的生长,最后可能导致阳性杂交瘤

细胞特性丢失。

3摇 结摇 论

(1)以丁酸为碳链连接臂的 2鄄萘丁酸可以作

为抗萘单克隆抗体制备的半抗原。
(2)本实验的 B 方案碳二亚胺法偶联的人工

抗原偶联比介于 1 颐10 ~ 1 颐20 之间,偶联效果较

好,且免疫性能稳定性较佳。
(3)本实验获得 5 株能稳定分泌抗萘单克隆

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细胞株上清液抗体效价达到

了 1 颐15625,抗体亚型均为 IgG1,kappa 轻链。 适用

于 ELISA 试剂盒以及萘的 GICA 试纸条的开发。
(4)本实验成功获取到的目标杂交瘤细胞

株,为后续针对海洋环境中的盐度、各种离子等会

干扰免疫检测方法建立的更严格的筛选提供实验

基础,为海洋环境中萘的免疫学快速检测相关研

究提供研究基础。 本课题组还将按照类似实验条

件对其余 PAHs 的单克隆抗体制备、快速检测

ELISA 试剂盒及胶体金免疫层析快速检测试纸条

的开发进行深入研究。 构建完整的针对海洋原油

泄露导致的多环芳烃污染的快速检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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