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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卵黄免疫球蛋白的分离制备研究

宋宏新 刘 玄 梁 艳

(陕西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1)

摘   要 实验研究了从高免鸡卵黄中分离纯化免疫球蛋白(Ig Y )的方法 确定最优条件为 卵黄十倍稀释

pH5.3 18 冻结 6h 4 解冻 添加3% 硅藻土进行微滤 采用超滤浓缩五倍 再用45% 饱和硫酸铵(pH5.3)

盐析 沉淀重溶后经DEAE-Sepharose F.F.柱层析分离纯化 结果表明 用此方法可以从高免鸡蛋中得到电泳纯

IgY 总活性回收率达到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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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pe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Immunoglobulin in Y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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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studied the method of separating and purifying immunoglobulin from the yolk of highly immuned

hens, and established the optimized conditions: the yolk was diluted 10 times with aseptic water, regulated to pH 5.3, froze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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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or 6h, then thawed at 4 . The thawed yolk solution was added with 3% diatomaceous earth, and filtered through 0.

45 m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Then the solution was concentrated 5 times through the way of Ultraflitration (5MWCO)

and precipitated with 45% saturated ammonium sulfat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H 5.3. In the end, it was separated and purified

again through DEAE-Sepharose F.F. Column after the sediment was redissolv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electrophoreticaly pure

IgY could be obtained from the yolk of immuned hens and the Total Activity Recovery could reach 64.16%.

Key words IgY microfiltration ultrafiltration anion exchange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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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免疫学和生物化学检测技术的迅速发展 实验

用抗体的制备及纯化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鸡卵

黄可富集从鸡血清中转移而来的大量特异多克隆抗体

IgY 这些抗体与哺乳动物产生的抗体相比具有许多明

显的优点[ 1 ] 因此 研究鸡卵黄免疫球蛋白的提取纯化

工艺 寻找一种简便 高效 经济的方法 有着很

大应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材料

混合纤维素酯微孔滤膜    孔径0.45 m 上海兴

亚净化材料厂 Pellicon XL切向流超滤膜    聚碸膜

包 Millipore 公司 DEAE-Sepharose Fast Flow 填

料    Amersham Biosciences(SF) Corp. SDS-PAGE成套电

泳试剂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新鲜免疫鸡蛋

120日龄新开产母鸡 建立免疫程序[2] 用法氏囊

病毒(IBDV)作抗原 根据琼脂双向扩散检测其效价 收

集效价达1:64以上的鸡蛋为原料

1.3 卵黄抗体(IgY)的分离纯化

注 (1)在水稀释和微滤这两步实验中 考察了主要的几个影响因素

pH(4.6 6.0) NaCl盐离子浓度(0 0.1mol/L) 稀释倍数(1:4 1:

11) 硅藻土加量(0 5%)及冻融效果 (2)对于盐析及离子交换层析法

纯化IgY 将另文讨论

图1   鸡卵黄抗体分离纯化流程图

Fig.1   Flowsheet of IgY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DEAE-Sepharose F.F.离子交换层析

卵黄原液 滤过液

超滤截留液 IgY沉淀

IgY纯品

水稀释 调节pH 冷冻 解冻             微滤                            超滤

添加适量硅藻土

盐析                       PBS溶解 透析 脱盐

1.4 IgY 分离纯化工艺中的检测

IgY存在于卵黄水溶性组分(Water-Solution Fraction,

WSF)中 WSF 中蛋白质含量越多 说明IgY 提取保留

率越高 而脂肪含量越少 说明杂质去除越彻底 所

以 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制定工艺优劣的主要依据

1.4.1 脂肪含量的检测    采用氯仿 甲醇提取法[3]

1.4.2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采用考马斯亮蓝G-250法测

定[ 4 ]

1.4.3 IgY的检测[4]

IgY的含量及活性测定    采用琼脂单扩 双扩及酶

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进行检测

IgY 的纯度鉴定    采用SDS-PAGE 电泳法 3% 浓

缩胶 8 % 分离胶

1.4.4 微滤速度的测定

微滤速度   单位时间通过微滤膜的液体体积(ml/

min) 滤膜有效面积为18cm 2

2 结果与分析

2.1 卵黄水溶性组分(WSF)的制备与分离[5,6]

鸡卵黄乳状液是由卵黄蛋白水溶液(连续相)和分散于

其中的脂蛋白小颗粒(分散相)组成的 脂蛋白在卵黄中

的含量较多 IgY 存在于卵黄蛋白水溶液中 因此 分

离纯化的关键便是如何有效除去卵黄中高含量的脂类以

制备卵黄水溶性组分(WSF) 实验中对影响水稀释法和

微滤法制备与分离W S F 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考察

2.1.1 稀释倍数的影响

分别取20ml卵黄液 用不同量的蒸馏水进行稀释

搅拌均匀 用HCl 调节pH 为 5.3 18 下冷冻后4

解冻 结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可以看出 随着稀释倍数的增大 蛋白质含量逐

脂肪含量

蛋白质含量

图2   稀释倍数对WSF中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dilution times on the contents of proteins

and lipids in W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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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稀释倍数对微滤速度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dilution times on Microfilt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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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上升而脂肪含量逐渐下降 在稀释倍数达1:9 后 蛋

白质与脂肪含量均趋于稳定 微滤效果也表明 稀释

倍数达1:9 后微滤速度变化也逐渐变缓 考虑到后续的

分离纯化操作 故选1: 9 的稀释倍数为宜

2.1.2 pH 值的影响

分别取20ml卵黄液 用蒸馏水以1:9进行稀释 用

HCl 调节不同pH 18 下冷冻后4 解冻 结果如图

4 和图5 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 在微酸性条件下(pH5.0 5.5) 蛋

白质含量相差不多 而脂蛋白沉降量较大 pH5.3 时

脂肪含量最低 蛋白质含量最高 同时 微滤速度最

快 经电泳分析 此条件下的分离效果较好

2.1.3 盐浓度的影响

分别取20ml卵黄液 用蒸馏水以1:9进行稀释 调

节pH 为 5.3 加入不同量的NaCl 18 下冷冻后4

解冻 结果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脂肪含量

蛋白质含量

图6   盐离子浓度对WSF中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ionic strength on the contents of proteins

and lipids in W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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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盐离子浓度对微滤速度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ionic strength on Microfilt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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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在低盐浓度下 脂肪含量较少 去脂

效果较好 蛋白质含量亦较高 随着盐离子浓度的升

高 脂肪含量逐渐增大 微滤速度也显著下降 最终

确定用不加NaCl 的蒸馏水稀释

2.1.4 冻融对微滤速度的影响

分别取20ml卵黄液 用蒸馏水以1:9进行稀释 调

节pH 为 5.3 对不经冷冻与经过冷冻( 18 下冷冻后

4 解冻)的卵黄稀释液进行了比较 两种情况的微滤效

果如表 1 所示

处理方法 平均微滤速度(ml/min)

不经冷冻 0.31

进行冷冻预处理 5.90

表1 不同处理方法对微滤速度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on Microfiltration

rate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冷冻处理后破坏了乳化体系

的分散均一性 微滤速度提高了约19 倍 所以 对稀

释卵黄液进行冻融预处理可以大大改善分离效果

2.1.5 硅藻土加量对微滤速度的影响

卵黄为含有大量脂蛋白的粘稠体系 直接过滤的后

果是在过滤初期膜就会被各种粘稠的脂肪和脂蛋白所堵

塞 所以实验中添加硅藻土作为助滤剂以改善微滤效

果 实验条件同2.1.4 的冻融预处理实验 添加不同量

图5   pH对微滤速度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pH on microfilt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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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硅藻土 搅拌均匀后用 0.4 5 m 微滤膜真空抽滤

( 0 . 09MPa) 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硅藻土添加量对微滤速度的影响

Fig.8    Effect of the content of diatomaceous earth on

Microfi lt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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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随着硅藻土用量的加大 微滤速度显

著提高 在加量达 3 % 后 微滤速度变化不大 考虑

尽可能的减少蛋白质被硅藻土吸附的损失 故添加量以

3 % 为宜

2.2 IgY 的浓缩分离与纯化

2.2.1 超滤浓缩[7]与盐析分离[4]IgY

收集微滤透过液 进行五倍超滤浓缩 采用室温

下进料 单段间歇操作模式 超滤膜分子截留量为 5

万 操作输入压力为30psi(2.07 105Pa) 输出(截留)压

力为10psi(0.69 105Pa)

对得到的超滤浓缩液选用45% 饱和度硫酸铵盐析

再经高速冷冻离心(10000 g 4 30min)后得到IgY

沉淀

2.2.2 离子交换色谱法进一步纯化IgY[4][8]

将盐析得到的IgY沉淀透析后 选择pH7.0的Tris-

HCl 缓冲液(THB) 以 0.01mol/L 离子强度上样平衡后

进行梯度洗脱 对峰收集液进行电泳分析 结果表明

经DEAE-Sepharose F.F.柱层析分离纯化后 IgY达到电

泳纯

3 结  论

3.1 通过实验确定的用水稀释法和微孔过滤法制备和分

离卵黄水溶性组分(WSF)的最佳条件为 卵黄液用蒸馏

水以1:9 进行稀释 用HCl 调节pH 为 5.3 18 下冷

冻 6 h 4 自然解冻 硅藻土加量为 3 % 最终 通

过提取分离纯化工艺可以得到电泳纯IgY 总活性回收

率达到64.16%

3.2 在制备WSF 的过程中 用膜微滤技术取代了传统

的高速冷冻离心方式 实验确定的微滤方法与1996 年

Kim和 Nakai所报道的方法[10]相比 过滤速度(采用微滤

速度单位为ml/cm2 min)提高了六十多倍 更有望能实

现工业化生产 制备过程步骤较少 没有使用有机溶

剂 其它化学试剂的使用也较少 这样可以提高IgY 的

活性回收率 并且设备仪器操作简便 成本较低 同

时 由于采用水稀释法将卵黄中的脂类去除 所以

这些脂类中不含有毒物质 可以用来提取卵磷脂等生化

药品和试剂 但对盐析及色谱分离技术纯化IgY 的研究

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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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推出低聚糖型比非斯特健美功能饮料

比非斯特健美饮料是日本新推出的低聚糖型功能饮料 它使用可使肠道内双歧杆菌增殖的大豆低聚糖

另外添加了食用纤维 果胶等 由于双歧杆菌增殖能合成更多的B 族维生素 加上纤维素的营养功效 所

以常饮用该饮料可助皮肤白嫩滋润 适合女性饮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