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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gI 蛋白截短表达
与单克隆抗体制备
侯丽娜 1，于明华 1，刘春羽 1，赵洪哲 1，郑秉武 2，温永俊 1，王凤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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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010018 ；2. 呼和浩特市动物园，内蒙古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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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获得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virus，IBRV）gI 蛋白单克隆抗体，构

建了 gI 截短基因重组原核表达质粒 pET-32a-gI，并对其进行了诱导表达和纯化，通过 SDS-PAGE 和 Western

blot 验证了 gI 蛋白在大肠杆菌内的表达情况。将纯化的 gI 蛋白免疫 BALB/c 小鼠，通过细胞融合、筛选及亚克
隆，得到针对 IBRV gI 蛋白的单克隆细胞株 gI14。利用体内诱生法制备抗 IBRV gI 蛋白单克隆抗体腹水，使用
Western blot 和间接免疫荧光（IFA）对单克隆抗体特异性进行检测和验证。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原核表达的
gI 融合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 34 ku，gI 蛋白单克隆抗体与 gI 表达蛋白反应性良好，与 pET-32a（+）空载体蛋白

无特异性结合 ；天然表达的 gI 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 45 ku，gI 蛋白单克隆抗体与细胞内感染的 IBRV 所表达的
gI 蛋白反应性良好。IFA 结果显示，gI 蛋白单克隆抗体及阳性对照组 IBRV 多抗均能与细胞内感染的 IBRV 发

生特异性结合，使细胞出现特异性绿色荧光信号，而空白及阴性对照组均未见绿色荧光信号。结果表明，本研
究基于高效表达的 gI 蛋白，成功制备了 1 株能稳定表达 gI 单克隆抗体的细胞株 gI14，获得的 gI 蛋白单克隆抗
体与原核表达的 gI 蛋白及 IBRV 全病毒均能特异性结合，这为进一步研制 IBRV 诊断试剂盒及探究 IBRV gI 蛋
白抗原表位及蛋白功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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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of gI protein of 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virus（IBRV），
a recombinant pro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pET32a-gI with truncated gI gene was constructed，induced，expressed
and puriﬁed，the expression of gI protein in E.coli. was veriﬁed by SDS-PAGE and Western blot. BALB/C mice were
immunized with puriﬁed gI protein，and then the monoclonal cell line gI14 targeting IBRV gI was obtained by cell
fusion，screening and sub-cloning. Monoclonal antibody ascites against IBRV gI protein was prepared by the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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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method to test and verify the speciﬁcity of IBRV gI monoclonal antibody ﬂuid by Western blot and indirect
immunoﬂuorescence assay（IF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by Western blot，the relative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prokaryotic expressed gI fusion protein was 34 ku，the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gI protein reacted well with the gI
expression protein，and failed to speciﬁcally bind to pET-32a（+）empty body protein ；the relative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naturally expressed gI protein was 45 ku，and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of gI protein reacted well with the gI

protein expressed by intracellular infected IBRV ；and by IFA，both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gI protein and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s IBRV polyclonal antibody could speciﬁcally bind to the intracellular infected IBRV，resulting

in specific green fluorescence signals in the cells，while no green fluorescence signals were found in the blank and
negative control groups. In conclusion，based on the highly expressed gI protein，one cell strain gI14 that could stably
express gI monoclonal antibody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in this study，the obtained gI protein monoclonal antibody
could specifically bind to the prokaryotic expressed gI protein and IBRV whole virus，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y IBRV diagnostic kits as well as research on the antigen epitope and protein function of IBRV
gI protein.
Key words ：IBRV ；gI protein ；prokaryotic expression ；monoclonal antibody

牛 传 染 性 鼻 气 管 炎 病 毒（infectious bovine

构进行了预测，去除其信号肽序列，设计了扩增

rhinotracheitis virus，IBRV） 又 称 牛 疱 疹 病 毒 Ι

gI 截短型基因的 PCR 引物，然后通过 PCR 方法获

型（bovine herpes virus type 1，BoHV-1）， 是 具

得 gI 截短基因序列，构建原核表达质粒，通过表

有 囊 膜 的 双 链 DNA 病 毒， 基 因 大 小 约 138 kb，

达和纯化具有生物学活性的 gI 蛋白，成功制备了

编码 70 种蛋白，可引起以结膜炎和鼻气管炎为

抗 IBRV gI 蛋白的单克隆抗体（以下简称“单抗”）。

主要特征的牛传染性鼻气管炎（infectious bovine

本研究为 IBRV 诊断试剂研制和深入研究 gI 蛋白

rhinotracheitis，IBR）

抗原表位及蛋白功能奠定了基础。

[1-2]

。IBRV 是 引 起 牛 呼 吸 道

疾病综合征（BRDC）的病原之一，通过呼吸道或

1

生殖道急性感染宿主局部神经元并建立潜伏期，可

1.1

自我激活或在应激和皮质类固醇治疗条件下被重新

1.1.1

激活，随后通过呼吸道、眼部或生殖道分泌物以及

毒 株、MDBK 细 胞、COS-7 细 胞、EGFP 质 粒 和

感染公牛的精液传播

。IBRV 感染导致的直接生

pET-32a 载体，由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农业

产损失主要表现为，奶牛产奶量降低、体重减轻以

农村部动物疾病临床诊疗技术重点实验室保存；

及继发性细菌感染所致的奶牛流产和不孕 。目前

pMD19-T 载体，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通过接种灭活或减毒疫苗对 IBR 进行预防，

DH5α 感受态细胞、BL21（DE3）感受态细胞，购

以降低该病对畜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能

自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SP2/0 细胞，购自奥陆

有效预防 IBR 。现研究人员正尝试使用亚单位疫

生物公司（上海）；IBRV 阳性血清，为实验室鉴

苗、缺失或重组疫苗来控制或根除该病。

定临床血清样品后保存。

[3-5]

[6]

[7]

在 IBRV 结构蛋白中，gI 蛋白位于囊膜，在

材料与方法

1.1.2

材料
毒 株、 载 体、 细 胞 和 血 清

IBRV NM14

试剂及试验动物 DNA Marker，购自大连

病毒传播、扩散、与宿主细胞融合以及诱导宿主免

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T4 连接酶，购自 NEB 公司；

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 。gI 蛋白由 IBRV Us7 所

限制性内切酶（BamH I/Xho I）、180 ku Prestained

编码，包括一个信号肽区域。虽然 IBRV 核衣壳和

Protein Ladder、ECL 显 影 液， 购 自 Thermo Fisher

囊膜结构已经被广泛研究，但 IBRV 核衣壳和囊膜

Scientiﬁc 公司；质粒提取试剂盒、琼脂糖凝胶回

中多数蛋白质的特征尚不清楚 。本研究以 IBRV

收试剂盒，购自 OMEGA 公司；Ni-IDA 6FF 预装

gI 基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在线软件对 gI 蛋白信

重力柱，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

号肽、跨膜区、抗原决定簇位点、亲水性和二级结

司；卡那霉素、YA1044 型透析袋，购自 Solarbio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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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Anti-His Antibody，购自天根生化科技有限

取 200 μL 菌液接种至 20 mL 含有氨苄青霉素的

公司；HRP 标记的兔抗鼠 IgG 抗体、FITC 标记的

LB 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至菌液处于对数生长期

羊抗鼠 IgG 抗体、FITC 标记的兔抗牛 IgG 抗体，

（OD600 nm = 0.6~0.8）；分装 10 mL 菌液作为阴性

购自 Abcam 公司；弗氏完全佐剂、弗氏不完全佐剂，

对 照， 剩 余 10 mL 菌 液 添 加 100 mmol/L 的 IPTG

购自 SIGMA 公司；5 周龄 SPF 级 BALB/c 雌性小鼠，

溶液至其终浓度为 1 mmol/L，在恒温震荡培养箱

购自维通利华公司（北京）。

中 16 ℃、100 r/min 培养 12 h 后收集菌泥；将菌

1.2
1.2.1

泥用 PBS 清洗 3 次，以超声波破碎（35% 工作效

方法
引物合成

参考 GenBank 公布的 IBRV gI

率，超声 5 s，暂停 10 s），4 ℃、12 000 r/min 离心

蛋白序列（登录号：NP_045371.1），使用软件对

20 min，分离上清与沉淀；将上清蛋白与镍柱结合，

IBRV gI 蛋白信号肽区域、跨膜区域、抗原决定簇

使用含不同浓度咪唑的洗脱液对表达蛋白进行纯

位点、亲水性和二级结构进行预测。经生物信息学

化，收集流穿液；流穿液与蛋白上样缓冲液混匀，

分析后选取截短表达区域，并使用 BLAST 对截短

100 ℃金属浴 10 min，进行 SDS-PAGE 电泳。

表达区域进行同源性比对。根据截短表达区域的单

1.2.4

克隆酶切位点情况和 pET-32a 质粒多克隆酶切位点

SPF 级 BALB/c 雌性小鼠，制备 IBRV gI 蛋白单抗。

区域情况，利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和 DNAstar

首先将 gI 蛋白与弗氏完全佐剂乳化后进行初次免

7.1 系 列 PrimerSelect 软 件 设 计 引 物。 上 游 引 物

疫，免疫蛋白量为 50 μg/ 只；两周后，将 gI 蛋白

（IBRV-gI-F）：5'-CGCGGATCCATGCCGCGCGT

与弗氏不完全佐剂乳化后进行二次加强免疫，免疫

CGCGAAC-3'；下游引物（IBRV-gI-R）：5'-CCGC

蛋白量为 30 μg/ 只；两周后，对所有小鼠通过眼

TCGAGCGAGCCCGCTCTCGTCG-3'。下划线处为

眶静脉丛采血并分离血清，采用间接 ELISA 检测

BamH I、Xho I 酶切位点，预计扩增目的片段大小约

血清效价，当血清效价达到规定值后，进行细胞

474 bp。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融合；在细胞融合前 3 d，将 gI 蛋白腹腔注射免疫

单抗制备

将表达纯化的 gI 蛋白免疫 4 只

提取实验室保存

小鼠（50 μg/ 只），采用 PEG 法将小鼠脾细胞与

的 IBRV NM14 病毒基因组 DNA，以其为模板对

SP2/0 细胞融合，融合完成后以半固体培养基（含

IBRV gI 截短基因进行 PCR 扩增并添加 ployA 尾；

HAT）进行筛选；挑取细胞单克隆，培养于 96 孔

PCR 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参照 DNA 胶回收

细胞板中，采用 ELISA 方法进行第 1 次筛选；根

试剂盒说明书回收 DNA，回收产物用 BamH I 和

据间接 ELISA 筛选数据，挑出阳性值较高的细胞

Xho I 进行双酶切，然后利用 T4 DNA 连接酶将其

孔，用 DMEM 培养基悬浮进行细胞计数，吹匀后

连接至 pMD19-T 载体转化 DH5α 感受态细胞；经

滴加至 96 孔板；7~10 d 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挑取

PCR、双酶切鉴定后，将鉴定正确的重组质粒与

阳性单克隆细胞继续进行筛选，用该方法连续亚克

pET-32a 载体用 BamH I 和 Xho I 酶切、回收并连接，

隆 3 次，以保证能挑选出分泌高水平抗体且稳定传

转化至 BL21（DE3）感受态细胞；PCR、双酶切

代的细胞株。利用体内诱生法制备抗 IBRV gI 蛋白

后的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同时将质粒送往

的单抗腹水。

上海生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验证，将鉴定正确

1.2.5

的重组质粒命名为 pET-32a-gI。以相同方法构建真

MDBK 细胞 SDS-PAGE 电泳后，转印至 PVDF 膜

核表达质粒 pcDNA3.1-gI。

上，以 5% 脱脂奶于 4 ℃封闭过夜；PBST 洗涤 3 次，

1.2.2

重组质粒构建及鉴定

Western blot 检 测

将 被 IBRV 感 染 的

将 pET-32a

以本试验制备的单抗（1:500、1:1 000、1:2 500、

空载体菌液和鉴定成功的 pET-32a-gI 阳性菌液在

1:5 000、1:10 000 稀释）为一抗 4 ℃过夜孵育；

恒温振荡培养箱中 37 ℃、200 r/min 活化 3 代，各

PBST 洗 涤 3 次， 以 HRP 标 记 的 兔 抗 小 鼠 IgG

1.2.3

重组蛋白可溶性分析及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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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00 稀 释） 为 二 抗， 室 温 孵 育 1.5 h；PBST

氨 基 酸（aa） 处 为 信 号 肽 切 割 位 点（ 图 1-B）；

洗涤 3 次，加入显影液，在凝胶成像系统上分析结果。

DNAstar Protean 预测的抗原决定簇位点和亲水性

将 IBRV

见图 1-C；SOPMA 软件分析结果（图 1-D）显示，

NM14 毒株按 50 TCID50 稀释度接种 MDBK 细胞，

参与形成 α- 螺旋的 aa 有 144 个（占 37.70%），

24 h 后弃掉培养液，用 PBS 洗涤 3 次；以 4% 多

参与延伸链形成的 aa 有 58 个（占 15.18%），参

聚 甲 醛 室 温 固 定 15 min，0.5% Triton X-100 通 透

与无规则卷曲结构的 aa 有 152 个（占 39.79%），

20 min，5% BSA 封 闭 30 min，PBST 洗 涤 3 次，

参与 β- 转角形成的 aa 有 28 个（占 7.33%）。避

用筛选的阳性单抗（1:100 稀释）4 ℃孵育过夜，

开跨膜区域和信号肽切割位点，选择亲水性较强区

IBRV 阳性血清（1:100 稀释）作为阳性对照；以

域和抗原决定簇正分高处，最终确定截短表达区域

FITC 标记的羊抗鼠 IgG（1:2 000 稀释）37 ℃孵育

为 277~750 bp。

1 h，阳性对照使用兔抗牛 IgG（1:2 000 稀释）孵育；

2.2

1.2.6

间 接 免 疫 荧 光（IFA） 检 测

重组质粒 pET-32a-gI 鉴定

PBST 洗涤 3 次，置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以

pET-32a 质粒大小为 5 900 bp，截短表达区域

未接毒 MDBK 细胞为阴性对照）。同时将 gI14 单

基因组为 474 bp。重组质粒 pET-32a-gI 经 BamH I

抗按原液以及 1:10、1:50、1:100 和 1:200 稀释液，

和 Xho I 双酶切后，对酶切产物进行核酸凝胶电泳

用上述方法进行 IFA 检测。

检测，出现大小约 5 900 和 474 bp 的 2 个目的条带

参照 Lip 3 000 转染试剂说

（图 2-A），片段大小符合预期；对 pET-32a-gI 质

明 书， 将 重 组 质 粒 pcDNA3.1-gI 和 EGFP 质 粒 转

粒进行 PCR 扩增，产物经核酸凝胶电泳检测，目

染 COS-7 细胞，培养 48 h 后对制备的 gI 单抗进行

的条带约为 474 bp（图 2-B）。pET-32a-gI 质粒测

IFA 鉴定，具体步骤参照 1.2.6。

序信息 Blast 比对结果显示，目的基因为 IBRV gI

2

基因，pET-32a-gI 质粒构建正确。

1.2.7

真核转染鉴定

结果与分析

2.1

目的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

2.3

gI 重组蛋白诱导表达及可溶性分析

在 线 软 件 TMHMMM SERVERV 2.0 预 测 显

利用 IPTG 初步探索诱导表达，经 SDS-PAGE

示， 该 蛋 白 无 跨 膜 区 域（ 图 1-A）； 在 线 软 件

分析发现，IPTG 未诱导的重组菌液和 IPTG 诱导

SignalP-5.0 预 测 显 示， 该 蛋 白 在 第 20 和 21 位

后的空载体均未出现特异性条带，而 IPTG 诱导后

A. 跨膜区域预测 ；B. 信号肽切割位点预测 ；C. 抗原决定簇位点和亲水性预测 ；D. 二级结构预测。

图1

115

gI 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

技 术 支 撑

的 pET-32a-gI 重组菌液出现了特异性条带，其大

结果（图 4）显示，300、400 mmol/L 咪唑洗脱缓

小约为 34 ku，与预期蛋白相对分子质量大小相符，

冲液均可将目的蛋白洗脱下来，其中 400 mmol/L 咪

且表达的 gI 重组蛋白主要为可溶性蛋白（图 3）。

唑洗脱缓冲液得到的蛋白条带较为单一。经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测定，纯化蛋白质量浓度为
876 µg/µL。

M. Prestained Protein Ladder ；1. 原液 ；2. 流穿液 ；3~9. 依次为含
10、50、100、200、300、400 和 500 mmol/L 咪唑的洗脱缓冲液。

图4
A. PCR 鉴定 ：M. DL 500 DNA Maker ；1. PCR 产物 ；2. 阴性对照 ；
B. 双酶切鉴定 ：M. DL 5 000 DNA Maker ；1. pET-32a-gI 酶切产物。

图2

pET-32a-gI 重组质粒 PCR 和酶切鉴定结果

2.5

gI 重组蛋白纯化结果

小鼠阳性血清效价测定及杂交瘤细胞筛选
采用间接 ELISA 检测小鼠血清效价，待检血

清孔与阴性对照孔 OD450 nm 比值（P/N）＞ 2.1 时，
血清的最高稀释度为血清抗体效价。结果（表 1）
显示，4 只免疫小鼠血清抗体效价均可达到 1:51 200
以上，可进行细胞融合。细胞融合后，采用间接
ELISA 筛选出 1 株稳定分泌 gI 重组蛋白抗体的杂
交瘤细胞株，将其命名为 gI14。利用抗原亲和纯
化法对 gI14 细胞上清进行纯化，纯化后的鼠单抗
被鉴定为 IgG 亚型。
2.6

Western blot 检测
将 纯 化 的 gI 重 组 蛋 白 和 被 IBRV 感 染 的

MDBK 细胞变性后电泳，随后转印至 PVDF 膜，
M. Prestained Protein Ladder ；1. pET-32a 空载体 ；
2. IPTG 未诱导的重组菌液 ；3. IPTG 诱导后的重组菌液 ；
4. 超声破碎后上清 ；5. 超声破碎后沉淀。

图3

2.4

gI 重组蛋白诱导表达及可溶性分析结果

gI 重组蛋白纯化
将超声波破碎后收集的上清溶液挂镍柱

以 制 备 的 gI14 单 抗 为 一 抗，HRP 标 记 的 兔 抗 鼠
IgG 为二抗，孵育并显色。结果（图 5）显示，纯
化所得的 gI 蛋白在约 34 ku 处出现特异性条带，
被 IBRV 感染的 MDBK 细胞在约 45 ku 处出现特
异性条带。结果表明，制备的单抗不仅能与纯化的
gI 蛋白特异性结合，还可以与 IBRV 产生的天然 gI

后， 分 别 用 含 10、50、100、200、300、400

蛋白特异性结合。

和 500 mmol/L 咪唑的缓冲液洗脱，分别收集洗脱

2.7

流穿液，以 SDS-PAGE 电泳检测蛋白纯化效果。

IFA 检测
IBRV NM14 株 感 染 MDBK 细 胞 后， 以 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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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小鼠

小鼠阳性血清 ELISA 检测结果（OD450nm）
不同稀释倍数血清

空白对照 阴性对照

200

400

800

1 600

3 200

6 400

12 800

25 600

51 200

10 2400

IBR-gI-1

1.658

1.627

1.648

1.611

1.568

1.499

1.339

1.117

0.775

0.513

0.058

0.142

IBR-gI-2

1.521

1.502

1.520

1.489

1.463

1.411

1.316

1.104

0.779

0.524

0.063

0.068

IBR-gI-3

1.666

1.647

1.595

1.554

1.528

1.495

1.374

1.138

0.758

0.499

0.060

0.084

IBR-gI-4

1.619

1.597

1.550

1.574

1.524

1.447

1.293

1.111

0.806

0.543

0.053

0.067

真核转染鉴定

2.8

将 EGFP 质 粒 和 pcDNA3.1-gI 质 粒 转 染
COS-7 细胞，进行 IFA 鉴定。结果（图 8）显示，
孵育 gI14 单抗的细胞孔和阳性质粒细胞孔均可观
察到绿色荧光信号，而阴性对照孔未观察到荧光信
号，表明 gI14 单抗可与真核表达的 gI 蛋白特异性
结合。
3
图5

讨论
据有关报道 [10]，IBRV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

gI 单抗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

在，大多数国家牛群中均可不同程度的检出 IBRV

制备的 gI14 单抗及 IBRV 阳性血清为一抗，FITC

抗体，其中包括少数至今还未分离出病毒的南美国

标记的羊抗鼠和兔抗牛 IgG 为二抗，进行 IFA 检

家。IBRV 可潜在感染宿主，在宿主发生持续和周

测。结果（图 6）显示，阳性血清和 gI14 单抗孵

期性应激反应时导致发病，给养牛业造成巨大经济

育后均有绿色荧光呈现，而阴性对照无荧光，表明

损失。IBRV 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列为

gI14 单抗可以与病毒感染细胞产生的天然 gI 蛋白

须通报动物疫病，因而一些欧洲国家制定了根除计

特异性结合。同时将 gI14 单抗稀释 5 个梯度，进

划，措施包括疫苗接种、带毒牛隔离、边界控制和

行 IFA 检测。结果（图 7）显示，稀释的 gI14 单
抗孵育后均有绿色荧光呈现，阴性对照则无荧光。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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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液 ；b. 1:10 ；c. 1:50 ；d. 1:100 ；e.1:200 ；f. 阴性对照。

图7

单克隆抗体梯度稀释 IFA 检测结果

传播，这为 HSV 传播分子机制解析提供了参考。
此后，有学者研究 [17] 发现，IBRV gE 和 gI 之间的
相互作用可促进病毒在细胞间传播，而缺失 gE 和 /
或 gI 会影响病毒传播。因此，IBRV gI 蛋白极具研
究价值。近年来，我国多个科研团队先后成功制备
了 IBRV gB、gC、gD、gE 和 gG 蛋 白 单 抗 [18-22]，
但 gI 蛋白及其单抗研究相对较少。
IBRV gI 蛋白抗原性和免疫原性的研究，需
大量重组蛋白和 gI 蛋白单抗作为前提条件。表达
的 IBRV gI 蛋白相对分子质量约 34 ku，主要以可
溶性蛋白形式存在，利用杂交瘤技术成功制备出

a. 转染 pcDNA3.1-gI 质粒 ；b. 转染 EGFP 质粒 ；
c. 阴性对照 ；d. 空白对照。

图8

抗 IBRV gI 蛋白的 IgG 亚型单克隆抗体。本试验初

真核转染 IFA 检测结果

流行病学进行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存在
IBRV 感染，且病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11]。

步筛选出 11 株阳性亚克隆细胞株，经过 3 次后续
亚克隆，最终仅筛选出 1 株阳性杂交瘤细胞株。其

病毒糖蛋白在病毒颗粒结合和穿透宿主细胞

原因可能是细胞克隆时染色体丢失，导致某些孔

gC、gD、gE、gH、gL 和 gK 蛋白是病毒侵入所必

瘤细胞株生长。此外，还通过构建真核表达载体

过 程 中 起 到 关 键 作 用 [12]。 研 究 [13-15] 表 明，IBRV
须的。近年来 IBRV gE 蛋白成为研究热点，而与
之相互作用形成 Fc 受体的 gI 蛋白却鲜有研究，其
在病毒入侵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待探索。研究

[16]

表

效价降低，或者非分泌抗体细胞抑制了阳性杂交
pcDNA3.1-gI 表达真核蛋白。该蛋白在分子结构、
理化特性和生物学功能等方面接近天然蛋白分子，
可将其作为一种检验手段鉴定 gI 蛋白单抗。本研

明，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HSV）

究为进一步研制 IBRV 诊断试剂及研究 IBRV gI 蛋

糖蛋白复合物 gE-gI 可介导病毒在相邻细胞之间的

白功能奠定了基础。

118

技 术 支 撑

参考文献：
[1]

GUO L，YANG Y，LIU L，et al. A proteomic study of
the differential protein expression in MDBK cells after
bovine herpesvirus type 1 infection（BHV-1）strain
treatment[J]. Original article，2015，8（3）：42044211.

[2]

KUMAR N，CHANDER Y，RIYESH T，et al.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ovine herpes virus 5（BoHV5）
from cattle in India[J]. Plos one，2020，15（4）：
e0232093.

[3]

JONES C，CHOWDHURY S. Bovine herpesvirus
type 1（BHV-1）is an important cofactor in the bovine
respiratory disease complex[J]. Veterinary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2010，26（2）：303-21.

[4]

BERTOLOTTI L，MURATORE E，NOGAROL C，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rect ELISA as a
confirmatory test for surveillance of 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in vaccinated herds[J]. BMC veterinary
research，2015，11：300.

[5]

MARESCA C，SCOCCIA E，DETTORI A，et al. National
surveillance plan for 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IBR）in autochthonous Italian cattle breeds：results of
ﬁrst year of activity[J]. Veterinary microbiology，2018，
219：150-153.

[6]

VA L A S S ， B R E M A U D I ， S TO U R M S ， e t a l .
Improvement of eradication program for infectious

进展 [J]. 中国动物保健，2020，22（12）：3-6.
[12] NANDI S，KUMAR M，MANOHAR M，et al. Bovine
herpes virus infections in cattle[J]. Animal health research
reviews，2009，10（1）：85-98.
[13] SCHWYZER M，ACKERMANN M. Molecular virology
of ruminant herpesviruses[J].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1996，53（1/2）：17-29.
[14] BUTCHI N B，JONES C，PEREZ S，et al. Envelope
protein Us9 is required for the anterograde transport of
bovine herpesvirus type 1 from trigeminal ganglia to nose
and eye upon reactivation[J]. Journal of neurovirology，
2007，13（4）：384-388.
[15] KAASHOEK M J，MOERMAN A，MADIC J，et al.
An inactivated vaccine based on a glycoprotein E-negative
strain of bovine herpesvirus 1 induces protective immunity
and allows serological differentiation[J]. Vaccine，1995，
13（4）：342-346.
[16] DINGWELL K S，JOHNSON D C. The herpes simplex
virus gE-gI complex facilitates cell-to-cell spread and
binds to components of cell junctions[J]. Journal of
virology，1998，72（11）：8933-8942.
[17] JONES C，CHOWDHURY S. A review of the biology
of bovine herpesvirus type 1（BHV-1），its role as a
cofactor in the bovine respiratory disease complex and
development of improved vaccines[J]. Animal health
research reviews，2007，8（2）：187-205.

DENIS M，SLAOUI M，KEIL G，et al. Identification

[18] 王蓓蕾，孟日增，王为，等 .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gB 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初步应用 [J]. 中国生物制
品学杂志，2012，25（2）：206-208.

of different target glycoproteins for bovine herpes virus

[19] 马辉，边传周，王永芬，等 .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gC

type 1-speciﬁc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depending on the

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与初步应用 [J]. 畜牧兽医学报，

method of in vitro stimulation[J]. Immunology，1993，

2013，44（10）：1637-1644.

78（1）：7-13.
B A R A N O W S K I E ， K E I L G ， LYA K U J ， e t a l .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bovine herpesvirus 1
minor glycoproteins[J]. Veterinary microbiology，1996，

[9]

（2）：51.

[11] 王海军，石丰运，刘胜宇 .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的研究

monitoring of singleton reactors in certiﬁed BoHV1-free
104743.

[8]

Tobago，West Indies[J]. Veterinary sciences，2018，5

bovine rhinotracheitis in France inferred by serological
herds[J]. 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2019，171：
[7]

2022 年第 39 卷第 8 期

[20] 贾晓雪，赵微，倪宏波 . 抗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gD
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鉴定 [J].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
2019，32（7）：777-780.
[21] 杨飞，黄小洁，刘丹，等 .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gD

53（1/2）：91-101.

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与鉴定 [J]. 动物医学进展，

BROWN J C，NEWCOMB W W. Herpesvirus capsid

2020，41（3）：7-11.

assembly：insights from structural analysis[J]. Current
opinion in virology，2011，1（2）：142-149.
[10] MORRIS M J，SOOKHOO J，BLAKE L，et al.

[22] 赵微，毕莹，闻晓波，等 .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gE
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鉴定 [J].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
2018，31（2）：155-159.

Serosurvey for infectious agents associated with
subfertility and abortion in dairy cattle in Trinidad and

119

（责任编辑：李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