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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阳离子脂质体是一种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基因载体。简要介绍了阳离子脂质体的结构特点;着重讨论了阳离子脂

质体作为基因载体时介导基因转移的机制以及在转染过程中对基因转染效率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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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tionic liposome is a greatly promising gene carrier.In this paper ,the structure trait of cationic liposome was briefly

introduced , the mechanism of cationic liposomes mediated gene delivery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in the transfection process were discussed chi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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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完成及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为基因治疗打下了坚实基

础 ,基因治疗已成为医学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

从最初只是单纯的纠正基因缺陷 ,到目前能输送表

达治疗效应蛋白质的基因 ,直接或间接杀伤靶器官

中的肿瘤细胞 ,基因治疗的技术在不断地发展 ,其定

义也在不断地完善 。199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将基因治疗定义为:基于修饰活细胞遗

传物质而进行的医学干预;2003年中国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SFDA)则将基因治疗定义为:以改变

细胞遗传物质为基础的医学治疗。实质上基因治疗

就是一种以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目的的人类基因转移

技术 ,是以改变人的遗传物质为基础的生物医学治

疗
[ 1]
。作为一种新的 、具有革命性的治疗手段 ,基因

治疗的有效性已得到临床验证
[ 2-4]

。

在将外源基因引入细胞的过程中 ,DNA会被体

内的核酸酶降解 ,在未进入靶细胞 ,甚至未达到靶器

官时便降解成小分子核苷酸 ,从而失去治疗作用。

为了在体内运输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治疗基因 ,可以

将其与基因载体结合 ,一个合格的基因载体是基因

治疗成功的有力保障。因此 ,基因载体的开发对基

因治疗的发展尤为重要 ,它的有效开发将推动基因

治疗向常规治疗方法的转变
[ 5]
。目前用于临床的基

因载体大致分为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两类
[ 6]
。病

毒载体转染效率高 ,但存在很严重的安全问题 ,且目

的基因容量小 ,制备复杂 ,成本高 ,不能体内反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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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病毒载体具有低毒 、低免疫反应 ,外源基因整

合几率低 、无基因插入片段大小限制 ,以及使用简

单 、制备方便 、便于保存和检验等优势 ,但其转染效

率普遍偏低。

脂质体在所有已用于临床试验的基因载体中仅

次于病毒载体居第二位 ,是最有发展前景的非病毒

载体 。在多种类型的脂质体(如阴离子脂质体 、免疫

脂质体 、pH敏感脂质体 、空间稳定化脂质体等)中 ,

由于阳离子脂质体对阴离子型聚电解质阴离子敏

感 ,对带负电荷的 DNA有较高的转运能力 ,还能转

运 RNA 、核糖体及其他大电荷的分子和大分子物质

进入细胞 ,其转染效率比其它脂质体高出许多倍
[ 7]
,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基因转移技术中 。

1　阳离子脂质体的结构

阳离子脂质体分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阳离子

头部 ,连接键和疏水烃尾 。带正电的阳离子脂质体

分子头部与带负电的 DNA 的磷酸根之间存在静电

引力 ,是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形成的主要作用

力。连接键是脂质体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影

响脂质体分子的化学稳定性及生物降解性 ,是转染

效率高低以及细胞毒性大小的重要影响因素 。疏水

尾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两条脂肪链 ,另一种是胆固

醇 ,它们对形成稳定的双分子层十分重要。

2　阳离子脂质体介导基因转移的机制

阳离子脂质体介导基因转移的主要过程如下:

首先 ,阳离子脂质体与带负电的 DNA分子通过静电

作用形成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 ,由于阳离子脂

质体过剩 ,复合物带正电;然后 ,带正电的阳离子脂

质体 DNA复合物由于静电作用吸附于带负电的细

胞膜表面 ,然后通过与细胞膜融合或胞吞作用进入

细胞;最后 ,阳离子脂质体 DNA 复合物在细胞内发

生分离 ,阳离子脂质体连接键断裂形成小分子再通

过新陈代谢排出细胞 ,而基因进一步被传递到细胞

核内 ,并在细胞核内转录和翻译 ,最终产生目的基因

编码的蛋白质
[ 8]
。下面对这个过程进行具体阐述。

2.1　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的形成

和其他类型的脂质体不同 ,阳离子脂质体并不

将DNA包裹在其脂质双分子层中 ,只需将二者直接

混合即可得到一种稳定的复合物———lipoplexes ,因

此 ,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的形成不受 DNA体

积大小限制
[ 9]
。

阳离子脂质体 DNA 复合物的平均粒径大小受

阳离子脂质体和质粒DNA所带电荷比影响 ,正负电

荷比越大 , 形成复合物的粒径也越大
[ 10]
。Zabner

等
[ 8]
和 Gerschon 等

[ 11]
用电镜发现 ,形成的阳离子脂

质体 DNA复合物具有多种不同的构型 ,至今尚不能

确定哪一种构型最有利于有效的基因转染 ,这也许

是阳离子脂质体转染基因效率不够稳定的原因之

一。

2.2　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进入细胞

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在抵达目的细胞之

前 ,会受到人体内很多其它组分的影响 。例如 ,血浆

中的核酸酶能引起复合物分解 ,使 DNA提前从复合

物中释放出来 ,从而降低转染效率
[ 9]
。一些带阴离

子的细胞外物质(如肝素)与阳离子脂质体结合 ,或

者一些带阳离子的细胞外物质与带负电的 DNA 结

合 ,也容易使复合物分解 ,降低转染效率。如果能够

在阳离子脂质体分子上连接靶向性基团 ,使其快速

集中地富集在目的细胞周围 ,将有效降低这些不利

因素对转染效率的影响 。

顺利抵达目的细胞后 ,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

物通过静电作用吸附在细胞膜上 ,复合物进入细胞

的模式与具体的复合物结构和细胞类型有关。目前

已提出的主要有三种模式:(1)直接与细胞膜融合:

Felgner等
[ 12]
将细胞与用碱性蕊香红标记的 DOTMA 

DOPE DNA复合物一起培养 ,发现细胞膜表面分布

有荧光标记物 ,有力地证明了该模式的可能性;(2)

通过细胞内吞作用进入 ,随后与核内体膜发生融合:

Zabner等
[ 8]
用电子显微镜技术研究发现 DMRIE 

DOPE DNA复合物主要通过细胞内吞机制进入 COS

细胞和Hela细胞。(3)通过细胞质膜上形成的小孔

进入:由于基因转染需要较长的时间 ,有人提出了阳

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可能通过细胞膜上形成的

小孔而进入细胞 ,此模式尚需进一步实验证实
[ 13]
。

2.3　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进入细胞核

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进入细胞后首先会

与核内体融合 ,但只有复合物从核内体中脱离后 ,才

能将 DNA 释放出来 ,从而起到治疗作用。有人发

现 ,脂质体的可溶性和细胞内的 pH 值对复合物和

核内体分离起重要作用 。当阳离子脂质体 DNA 复

合物从核内体中脱离后 ,细胞通过细胞质中的微管

网状结构或肌动蛋白微丝等主动转运系统将含

DNA的微粒系统转移至细胞核周围
[ 14]
。随后 ,DNA

从复合物中分离出来 ,对于处于有丝分裂期的细胞 ,

由于核膜破裂 ,DNA很容易进入细胞核;但对于非

分裂期的细胞 ,小分子 DNA 可以通过核孔进入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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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70kD的大分子 DNA ,只有通过细胞核的主动

转运系统进入
[ 15]
。

3　阳离子脂质体介导基因转移的影响
因素

　　国内外对阳离子脂质体已有不少研究 ,但面临

一个共同的缺点 ,就是转染效率低
[ 7]
。目前人们的

主要工作就是试图从提高转染效率 、提高生物降解

性和降低毒性等方面寻找有应用前景的脂质体。要

解决上述问题 ,就必须先清楚影响这些性能的因素 。

下面就阳离子脂质体介导基因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

讨论 。

3.1　阳离子脂质体的结构

如前所述 ,阳离子脂质体分子由阳离子头部 、连

接键和疏水烃尾三部分构成 ,它们都会对脂质体的

转染效率产生影响 。另外 ,研究人员为了提高基因

转染效率 ,还会在形成脂质体的阳离子类脂分子上

连接靶向性配体 。下面分别从阳离子脂质体的几个

结构部分对转染效率的影响进行讨论。

3.1.1　连接键的影响:连接键决定了阳离子脂质体

的化学稳定性及被生物降解的能力
[ 16]
。连接键类

型对转染效率和毒性会产生影响。在最早研究的类

脂分 子中 , 极 性与 非极性 的连 接键多 为醚

键
[ 12 , 17-21]

,醚是一种很稳定的化合物 ,转染后在体

内不易分解 ,容易积存从而对人体产生毒性 。针对

这个问题 ,易分解的酯键引起人们重视
[ 7 , 22]
,酯键可

以被有效降解代谢 ,却又不够稳定 ,采用这种连接键

的脂质体往往在未到达目标组织时便已在循环系统

中分解 ,从而影响转染效率。类似的还有酰氨键 ,虽

能降解 ,但转染活力小 ,且稳定性不好。

近年趋势是双功能阳离子脂质体
[ 23-26]

,即用连

接键将亲水部分与亲油部分连接 ,再将靶向性配体

连接到亲油部分;亲水部分为多聚阳离子 ,增加对

DNA的结合力度 ,综合脂质体与多聚阳离子的优

点。连接键仍主要是醚键 、酯键和酰胺键 ,这些连接

键仍旧存在转染效率和细胞毒性方面的问题 。

Boomer提出采用对 pH值敏感的烯醇醚键作为连接

键
[ 27]
,它在中性条件下稳定 ,而在酸性条件下则易

于水解。细胞内的 pH 值一般比细胞外低 1 ～ 2 ,进

入细胞后类脂分子酸性水解将 DNA释放 ,可以提高

转染效率和降低毒性 。类似的还有氨基甲酸酯键 ,

如二叔丁基二碳酸酯就常用来在中性条件下与氨基

反应形成氨基甲酸酯键 , 而在酸性条件下被水解

掉
[ 28]
。因此 ,由氨基甲酸酯键连接的阳离子类脂也

可提高转染效率和降低细胞毒性 。Lee E.R.等
[ 29]

采用氯甲酸胆固醇酯和多胺反应 ,生成了氨基甲酸

酯连接键的胆固醇基阳离子类脂 ,考察了胆固醇基

和多胺头部对转染效率的影响 ,发现有较高的转染

效率 ,而且随氨基数增加(3 ～ 4个),转染效率降低 。

3.1.2　阳离子头部与疏水烃尾的影响:通常认为脂

质体阳离子头部所带正电荷越多 ,转染效率就越好 ,

但细胞毒性也越大 。不过也有特例 ,有人研究发现 ,

一种含有多个正电荷的树枝状头部的阳离子脂质体

和带一个正电荷的 DOTAP相比 ,在显著提高转染效

率的同时细胞毒性却基本没有变化
[ 30]
。疏水烃尾

的长度以及饱和度通常影响脂膜的柔性和流动性 ,

进而影响脂质体 DNA复合物的稳定性。本课题组

在进行疏水烃尾的长度对转染效率的研究中发现 ,

当其它条件相同时 ,在 12 ～ 18 碳长的阳离子类脂

中 ,疏水烃尾为12碳长时转染效率最高。

在筛选脂质体结构时 ,需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根

据不同需要选择出最合适的阳离子脂质体分子结

构。Lee 等按照疏水基团 、亲水基团及连接基团的

不同先后设计合成了三类 60余种不同结构的阳离

子脂质体 。第一类阳离子脂质体的疏水基团为胆固

醇 ,连接基团为氨甲酰基 ,亲水基团为带不同氨基数

量的链状氨基化合物。第二类阳离子脂质体疏水基

团 、亲水基团与第一类类似 ,但连接基团为氨基或其

它基团。第三类阳离子脂质体连接基团与第一类相

似 ,而疏水基团则为两条长链脂肪酸 。通过对上述

三类阳离子脂质体进行测试比较 ,发现第一类阳离

子脂质体效果最好。其中疏水基团为胆固醇 、连接

基团为氨甲酰基 、亲水基团为精胺的阳离子脂质所

制备的阳离子脂质体其转染效率最高 ,约为目前商

品化阳离子脂质体转染效率的 100多倍。1999 年 ,

Tang等发现在阳离子脂质体上引入二硫键也可提

高转染效率
[ 31]
。

3.1.3　靶向性基团的影响:在阳离子载体的结构设

计中 ,常用细胞表面特异表达的受体或蛋白来解决

靶向性的影响 。所谓特异表达是指某些细胞常常能

表达出大大多于其它细胞的表面受体 。靶向基因传

递正是利用了细胞表面受体的差异性 ,在类脂分子

的疏水尾链部分连接了能与这种受体产生特异结合

的配体。由这种类脂分子形成的阳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会选择性地与受体过度表达的细胞结

合 ,使治疗基因在病变细胞附近富集 ,提高基因的转

染效率。

例如 ,由于哺乳动物肝实质细胞存在一类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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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识别以非还原半乳糖或 N-乙酰半乳糖为末端的

糖蛋白或糖脂的受体
[ 32]
。有人曾经通过在 PEG脂

质体表面连接半乳糖的衍生物来实现肝癌细胞对常

规药物的特异性识别 ,从而达到靶向性的目的 ,效果

良好 ,能显著提高转染效率
[ 33 , 34]

。常用的靶向性配

体有:单克隆抗体 ,转铁蛋白 ,叶酸 ,维生素 D ,半乳

糖等 。

3.2　脂质体 DNA复合物的正负电荷比例

研究显示阳离子脂质体与质粒的不同比例(即

电荷比)对脂质体 DNA复合物的大小和形态有影

响 ,并进一步影响到基因的转染效率 ,当复合物中阳

离子脂质体的正电荷与核酸的负电荷在 1∶1或以上

时 ,核酸转运的效果最佳
[ 35]
。对于这一比例的确定

存在着不同看法 , 但普遍认为应大于 1。脂质体 

DNA复合物带有过量正电荷对转染很关键。由于

细胞膜和血清蛋白都带负电荷 ,可使 DNA从复合物

中分出而降解 ,而过量的正电荷可以减小或消除这

些影响。不过也有人发现 ,极少数情况下 ,正负电荷

比例小于 1 ,复合物带负电荷并不影响效率 ,可能是

因为只有部分 DNA与脂质体形成复合体 ,或者细胞

表面有DNA的特异受体。

3.3　基因结构

通常 DNA比 RNA 较易被引入细胞 ,因为 RNA

易降解且不像 DNA那样最终整合到染色体上 。此

外 ,也有人发现 ,异源基因内区位置及启动子等因素

可影响表达层次 。

3.4　制备方法

传统的脂质体制备方法有薄膜法 、反相蒸发法 、

钙融合法 、去污剂法及挤出器法等 ,它们都是先用有

机溶剂或表面活性剂溶解磷脂 ,得到粗制的磷脂双

层膜 ,然后对膜进行水化处理 ,再通过适当方法得到

不同大小的脂质体 。但由于工艺本身的缺陷 、有机

溶剂或表面活性剂的残留都会导致 DNA 的生物活

性降低 ,而且很难实现大批量脂质体的制备 。新的

方法有加热法 、超声波法 、CO2 超临界法等 ,对于不

同的脂质体 ,不同的制备方法可以得到不同的包封

率 ,进而影响 DNA的转染率 。所以 ,应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合适的制备方法或者在现有的方法基础上进

行改进。

Templeton认为用 0.1μm 的滤器挤压脂质体 ,可

造成内陷结构 ,使之具有大的表面积。温和的超声

波处理比高频的超声波处理效果好。Smith 认为

DNA可引起脂质体融合 ,故 DNA加入脂质体以及将

形成的复合物注入组织的时间间隔也会影响效果 。

Gao 和Huang 发现转染效率与加入辅助分子与阳离

子脂质体的顺序也有关 。若阳离子脂质体已与

DNA形成复合物再加入辅助分子则无效果 ,应先把

DNA与辅助分子混合再加阳离子脂质体。

另外 ,细胞或组织类型不同 ,转染效果也会有差

异。如转化脂可转染DNA进入多种组织细胞 ,但对

小鼠胎儿脑细胞的转染能力则很低 。脂质体 DNA

复合物的稳定性好 ,基因进入细胞质或细胞核的效

率高 ,则阳离子脂质体的转染效率可能高。血清或

转染抑制剂的存在 ,可降低阳离子脂质体的转染活

性 ,甚至抑制转染 。

4　前景展望

理想的基因载体应该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上都能

满足基因治疗的要求。阳离子脂质体用于基因治疗

时 ,相对于其它的非病毒载体 ,在转染效率上有明显

的优势;而与病毒载体比较时 ,其安全性又是一大优

点。为了提高阳离子脂质体的转染效率 ,可以在合

成和应用两个阶段入手 。在合成方面 ,目前人们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了针对不同的靶细胞寻找高选择性

的靶向性配体方面
[ 36]
;也有人另辟蹊径 ,在脂质体

结构中引入含有多个氨基或者亚氨基的基团(如含

有咪唑基的组氨酸)
[ 37 , 38]

,利用其质子海绵效应使阳

离子脂质体 DNA复合物更容易从核内体中脱离出

来 ,在提高转染效率方面颇有成效 。在应用方面 ,将

阳离子脂质体和病毒载体混合使用 ,使非病毒载体

的安全性和病毒载体的高效性相结合 ,也取得了一

定进展
[ 39]
。随着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

展 ,阳离子脂质体转染基因机制的研究将不断深入 ,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治疗要求在已有的阳离子脂质

体中进行选择或者设计合成新的阳离子脂质体 ,以

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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