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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基因载体的阳离子脂质体
及其相关材料与制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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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综述近年来阳离子脂质体在基因转染中的应用及其相关材料和制备技术。基因疗法面临的技术问题之

一是寻找合适的基因载体 ,阳离子脂质体作为一种非病毒载体 , 具有无免疫原性 、可自然降解等优点 , 在肺部 、眼部

疾病以及癌症的治疗中极具应用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新型脂质体材料相继出现 、制备工艺也不断更新 ,阳

离子脂质体的理化性质和转染效率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推动了基因疗法和基因转染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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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icLiposomeUsedasGeneVector:Materialsand

PreparationTechniques

ZHOUYu-dan, 　LIJuan

(DepartmentofPharmaceutics, ChinaPharmaceuticalUniversity, Nanjing210009 , China)

[ Abstract]　Theapplicationofcationicliposomesingenetransfectionwasintroducedandtherecent

advancesindevelopmentofcationicliposomalmaterialsandpreparationtechnologiesweresummarized.

Discoveringanappropriategenecarrierisoneofthemostimportanttechnicalproblemsforgenetherapy.

Cationicliposome, akindofnon-viralvectors, isnon-immunogenicanddegradable, andhasachieveda

greatprogressinthetherapeuticsoflungdisease, eyediseaseandcancer.Withthedevelopmentof

research, thenewmaterialsandpreparationtechniqueshavealsoappeared, aswellasthephysico-chemi-

calpropertiesandtransfectionefficiencyofcationicliposomehavebeenimproved, whichcanprovide

greatersupportforgenetherapyandgenetransfer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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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基因技术的不断完善 ,基因疗法作为

一种新型治疗手段 ,已成为人们攻克癌症等顽疾的

研究重点 ,其主要是指将正常外源基因(治疗基因)

导入人体靶细胞或组织 ,通过取代有缺陷的基因并

正常表达 ,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但迄今为止 ,

基因疗法未获得人们所预期的疗效 ,其原因是 , DNA

分子体积较大 、带有负电荷 ,与细胞表面存在排斥作

用 ,难以进入靶细胞;此外 ,血液与细胞内的多种水

解酶如核酸酶能将裸 DNA分子破坏 ,因此单独使用

DNA转染的效率较低。针对这一问题 ,近年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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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了对基因载体的研究 ,并制备了多种载体 ,

以提高将目的基因导入靶细胞的效率 。目前 ,用于

基因治疗的载体主要分为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

病毒载体在体内有一定的免疫原性和辅致癌作用 ,

故其临床应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某些非病毒载体 ,如

阳离子脂质体则可自然降解 、无免疫原性 、可重复转

染 ,相比于病毒载体 ,其开发前景更广阔 ,被称为基

因治疗领域最有希望的基因转染载体 。

阳离子脂质体作为基因靶向载体 ,近年来备受

研究者重视 ,目前主要用于基因转染和基因治疗研

究 。使用阳离子脂质体可获得理想的转染效率 ,这

已得到人们的充分认可 ,其特点是 ,自身带正电荷 ,

与目的基因以静电作用相结合 ,能提高基因-载体

复合物对阴离子靶细胞的转染效率 ,可携带高容量

外源基因;不仅可对普通化学方法难以转染的细胞

系进行转染 ,还能转染不同长度的 DNA、RNA以及

蛋白质 (小至寡核苷酸片段 , 大到人工酵母染色

体)。

本文就阳离子脂质体在基因转染中的应用及其

目前使用的材料和技术作一综述。

　阳离子脂质体在基因转染中的应用

脂质体介导核酸转运的机制可简述为:带正电

荷的阳离子脂质体与带负电荷的核酸通过静电作用

形成复合物后 ,由于脂质体具有亲脂性以及其表面

带有正电荷 ,使目的基因更易进入靶细胞 ,从而缓慢

释放核酸 ,使其在细胞核内表达或控制靶细胞基因

的表达
[ 1]

。

基因转运作为一种疾病治疗和基础科学研究的

手段 ,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随着阳离子脂质体研

究不断深入 ,基因治疗研究也在快速发展 。阳离子

脂质体用于基因治疗的领域主要包括 3个方面:1)

肺部疾病 ,如肺囊性纤维化 、门脉高压和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等;2)癌症 ,如肝癌 、肺癌等;3)眼部疾病 ,

如色盲 、青光眼等 。

视网膜色素变性 、遗传性视网膜劈裂等眼部疾

病通常是由视网膜的基因缺陷引起 ,因此基因疗法

有希望在此类疾病的治疗中发挥巨大作用 。

Sanders等
[ 2]
通过在患者玻璃体内注射核苷酸脂质

体来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 , 获得了良好效果 。

Serikawa等
[ 3]
将单纯疱疹病毒胸苷激酶基因(herpes

simplexvirus-thymidinekinase, HSV-tk)的阳离子脂

质体用于腹膜癌模型小鼠 ,结果 ,与用祼 DNA治疗

相比 ,该模型小鼠的平均存活时间从 51.6天延长至

76.9天。另外 ,研究还发现 ,对脂质体-DNA复合物

或裸 DNA进行超声处理 ,使之含有微气泡 ,则两者

的转染效率都比超声前提高了 3倍以上。近年来 ,

有人通过制备磁性阳离子脂质体进一步提高其靶向

性 ,如 Dandamudi等
[ 4]
对其制备的磁性脂质体进行

了脉管靶向性研究 ,发现在体外磁场的作用下 ,未包

裹 DNA的空白脂质体在小鼠黑色素瘤细胞 B16-

F10中的累积量(每克肿瘤中脂质体含量 /每克肿瘤

给药量 ×100%)从(8.8 ±1.87)%增加至(20.18 ±

0.51)%,效果显著。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 , Nabel等(ProcNatlAcad

SciUSA, 1993年)就开展了阳离子脂质体的临床研

究 ,其以氨甲酰基-胆固醇(DC-Chol)为材料包裹人

类白细胞抗原 B7(HLA-B7)基因 ,对 5名 HLA-B7

阴性的Ⅳ期黑色素瘤患者实施基因治疗 ,结果 ,其中

1名患者经过 2个疗程的治疗后 ,瘤体发生退化萎

缩 ,且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毒副作用。

目前有两种阳离子脂质体介导的基因治疗药

物———pGT-1磷脂复合物和阳离子磷脂-DNA复合

物 JVRS-100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 pGT-1磷脂复

合物是以阳离子脂质体 DMRIE/DOPE为基因载体 ,

将囊性纤维化基因(pGT-1)转运至靶细胞 ,用于肺

囊性纤维化 、呼吸障碍等疾病的治疗 ,现已处于Ⅰ期

临床研究阶段;JVRS-100是 JuvarisBioTherapeutics

公司于 2003年开发的免疫激活剂 ,其目的基因由

CpGs基序(与免疫激活作用相关)和非 CpGs基序

组成 ,且均为非编码 DNA,有别于一般的基因治疗

产品和 DNA疫苗 ,可用于增强感染性疾病患者的免

疫力以及癌症的治疗 ,并已于 2009年 3月进入治疗

顽固性白血病的 Ⅰ期临床研究 。体外试验表明 ,

JVRS-100激发的内源性免疫应答强度和干扰素释

放能力是现有免疫激动剂的 50倍以上 ,极具开发

潜力
[ 5]

。

此外 ,阳离子脂质体介导的基因疗法在对其它

系统如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以及

器官移植等方面 ,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

　制备阳离子脂质体的材料

阳离子脂质体通常由阳离子脂质(也称细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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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素)和中性辅助磷脂组成 ,两成分结合可形成稳

定的双层膜结构 ,同时降低阳离子成分的毒性 。常

用的中性(或兼性)辅助脂有二油酰磷脂酰乙醇胺

(DOPE)、磷脂酰胆碱(PC)等。 DOPE为中性磷脂 ,

具有很强的细胞膜去稳定化作用 ,并能直接诱导脂

质体膜与内体膜(endosomalmembrane)融合 ,从而

迅速释放 DNA。常用的阳离子脂质 3β-[ N-(N′, N′-

二甲氨基乙基)] -胆固醇(DC-Chol)为一种可生物

降解材料 ,毒性明显低于含酯键的阳离子脂质 ,在细

胞外性质稳定 ,而进入细胞后易被胞内酯酶降解 ,从

而释放其所包裹的目的基因 ,故能获得较理想的转

染效率 ,已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为非常有效的基因

转运载体材料。

除阳离子脂质和中性辅助磷脂这两种成分外 ,

还可通过添加其它辅助材料如糖酯生物表面活性剂

改善脂质体的性质 。糖酯生物表面活性剂具有低

毒 、高生物降解性和表面活性等优点 ,对脂质体起稳

定作用 ,为药物微粒载体和人造细胞的首选材料 ,倍

受研究者关注 。 Igarashi等
[ 6]
使用一种糖酯生物表

面活性剂甘露糖赤藓糖醇脂 -A(MEL-A)以及 DC-

Chol和 DOPE(摩尔比为 2∶3∶2)制备了 MEL-脂质

体 。在一项对宫颈癌 Hela细胞进行的体外转染试

验中 ,通过荧光素酶检测法测得:使用 MEL-A脂质

体转染的 Hela细胞荧光素酶活性大于每毫克蛋白

1.4×10
6
cps(countspersecond,每秒计数),而使用

Tfx20转染剂和普通阳离子脂质体转染的 Hela细胞

荧光素酶活性均小于每毫克蛋白 1.0 ×10
6
cps,说明

使用 MEL-A脂质体转染的细胞其基因表达量高于

使用 Tfx20转染剂和不含 MEL-A的普通阳离子脂

质体。且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可观察到 ,使用 MEL-A

脂质体转染的细胞对 DNA的摄取量显著高于其它

转染剂和普通阳离子脂质体 ,转染的 DNA在细胞质

和细胞核附近都有广泛分布 ,说明 MEL-A能增强脂

质体与靶细胞的相互作用 ,提高基因转染效率 ,是一

种极具应用潜力的非病毒载体材料。

阳离子脂质体自身可诱导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

的凋亡 ,但缺乏对特定的肿瘤细胞的靶向性 ,若在阳

离子脂质体表面偶联特定的分子如抗体或某些细胞

受体的配体 ,就能使脂质体特异性地到达靶器官和

靶细胞 。Yoshida
[ 7]
等用叶酸修饰聚乙二醇-二硬脂

酰磷脂酰乙醇胺(PEG-DSPE),合成了叶酸受体靶

向性长循环阳离子磷脂 。体外转染试验表明 ,该脂

质体能选择性地诱导叶酸受体阳性的人口腔上皮癌

KB细胞凋亡 ,且致凋亡作用与叶酸呈剂量相关性;

而无叶酸修饰的阳离子脂质体对叶酸受体阳性的

KB细胞和叶酸受体阴性的 WI-38细胞的转染选择

性低 。Yoshizawa等
[ 8]
用叶酸 -PEG2000 -DSPE为载体

材料制备了 siRNA阳离子脂质体复合物 ,再次证明

叶酸修饰的阳离子脂质体能选择性地抑制 KB细胞

的生长 ,有效地提高目的基因对靶细胞的转染效率。

此外 ,在 PEG脂质体表面键合某些多肽或其它特异

性大分子如单克隆抗体 ,也能提高脂质体的靶向性

和转染效率。

构成阳离子脂质体的脂质由多价阳离子首基和

长碳链组成。很多胆固醇衍生物 ,如 DC-Chol、Chol-T

(cholesteryl-3β-oxycarboxyamidopropanedimethylamine)

等均以二甲氨基作为阳离子首基 ,用此类胆固醇衍

生物制备得到的多聚阳离子脂质体 ,具备阳离子聚

合物(以高分子材料为载体制得 ,相比于阳离子脂

质体 ,其体内转染效率受 pH影响较小 ,但毒性比阳

离子脂质体大)和阳离子脂质体的双重优点 ,即比

普通阳离子脂质体转染效率高 ,比阳离子聚合物毒

性低 。已有文献报道的此类阳离子脂质体材料有如

下几种。

1)MS09　DNA分子表面的水化膜会减弱 DNA

阴离子与磷脂膜阳离子的相互作用 ,从而阻碍 DNA-

脂质体复合物的形成 。因此 ,两亲性类脂分子亲水

基和疏水基间的距离是细胞转染剂结构设计中的关

键 ,在两亲性类脂分子的阳离子头部接上长链极性分

子 ,将有助于类脂分子插入 DNA水化膜 ,与 DNA阴

离子中心结合 。Singh等
[ 9]
合成了一种新型阳离子

胆固醇类细胞转染剂 MS09(N, N-dimethylpropyla-

midosuccinylcholesterylformylhydrazide, 1), 其由一条

12个原子的长链和 1个二甲氨基首基构成 。试验

显示 ,用 MS09制备的阳离子脂质体对宫颈癌 Hela

细胞和食管癌细胞 SNO细胞的转染效率分别是首

个用于基因转染的阳离子脂质体———Lipofectin


[ DOTMA(2, 3-二油酰氧丙基-1-溴化三甲铵)和

DOPE的质量比为 1∶1的混合物 ]的 3和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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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EI-Chol　PEI-Chol是以聚乙烯亚胺(PEI)

和酰氯胆固醇 (Cl-Chol)为原料合成的两亲性载体

材料 ,其中 PEI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 ,由于富含质子

化的氨氮原子 ,当环境 pH下降时 ,其可大量捕获质

子 ,即 “质子海绵作用 ”。以 PEI为材料制得的脂质

体 -DNA复合物被溶酶体吞噬后 ,可在 “质子海绵作

用 ”下致溶酶体肿胀破裂 ,快速释放 DNA进入细胞

质 ,而 Chol具有稳定脂质体的作用 ,故将两者偶联

能提高阳离子脂质体中 DNA的装载量和复合物的

稳定性 。Chen等
[ 10]
用 PEI800修饰胆固醇 ,合成了

一种新型阳离子胆固醇衍生物 PEI800-Chol,并用

PEI800-Chol、胆固醇和大豆磷脂为材料制备了粒径

为 133 nm的多聚阳离子脂质体 。研究发现 ,当该脂

质体中 N/P比值(PEI中氮与 DNA中磷酸的物质的

量之比)为 10时 ,其对 Hela细胞的体外转染效率最

高 ,与阳离子脂质体 Lipofectamine
TM

2000的效果相

近 ,且转染效率不受培养基中血清的影响。 Lee

等
[ 11]
也用 PEI-Chol制备了粒径仅 70 nm左右的

DNA-脂质体复合物 ,用大鼠胸主动脉平滑肌 A7R5

细胞进行的体外转染试验表明 ,该脂质体 -DNA复

合物的转染效率约为 Lipofectamine
TM

2000的 6倍;

将其注射入兔心肌组织 ,发现其转染效率高于裸

DNA,且转基因表达可持续 2周以上 ,表明 PEI-Chol

的加入可显著提高阳离子脂质体的体外转染效率 ,

用于体内基因治疗也较为理想。

PEI具有提高脂质体转染效率的功效 ,一直是

多聚阳离子类非病毒载体材料的研究热点 ,但其具

有的细胞毒性限制了其在基因治疗领域的应用。近

年来 ,已有人尝试将其与可生物降解材料如聚天冬

氨酸等偶合
[ 12]

, 以期降低多聚阳离子材料的细胞

毒性 。

3)Gal-His-C4-Chol　阳离子脂质体的体内转染

效率往往取决于其从溶酶体释放进入细胞质的速

率。 Yamada等
[ 13]
研究发现 ,普通阳离子脂质体易

受血液成分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其所包裹的 DNA在

进入细胞前就释放出来;且因没有吸收质子的能力 ,

故用其所制备的复合物进入胞内后 ,难以从溶酶体

中释放 ,导致体内转染效率低。而有些载体材料可

产生质子泵作用 ,能加速阳离子脂质体从溶酶体释

放 、进入细胞质的过程 ,甚至在进行适当的结构修饰

后 ,其还能起到主动靶向的作用。 Shigeta等
[ 14]
合成

了一种新型的组氨酸-半乳糖化胆固醇衍生物 Gal-

His-C4-Chol(2),其既具有 “质子海绵效应 ”,又有肝

细胞靶向性 。体外转染试验表明 , 以 Gal-His-C4-

Chol为载体材料制备的阳离子脂质体 ,对 HepG2细

胞的转染效率约为 Gal-C4-Chol普通脂质体的 2倍 。

　　4)pH敏感类脂　许多病变部位 ,诸如肿瘤细

胞 、炎症部位或局部缺血部位等的 pH值常低于正

常组织 。pH敏感材料对病变部位 pH值的微小变

化非常敏感 ,用其制备的脂质体能有效控制药物的

靶向释放 ,因而该类材料成为研究热点。在各种 pH

敏感材料中 ,原酸酯对靶部位 pH的变化有较高敏

感性 ,且其水解速率与自身化学结构和取代基种类

有关 ,易于通过改变其结构精细调节 DNA的释放速

率 ,故为理想的载体材料
[ 15]

。 Masson等
[ 16]
以原酸

酯和 PEG-Chol为材料合成了一系列含酯键的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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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类脂 ,其与 DNA的复合物在中性条件下非常稳

定 ,在酸性条件下类脂发生降解 ,释放出 DNA;而非

pH敏感类脂与 DNA的复合物在中性条件和低 pH

条件下都非常稳定。 pH敏感类脂 -DNA复合物的

体外转染效率是非 pH敏感类脂复合物的 25倍 。

在微酸性环境中 ,此类以 pH敏感类脂为材料的脂

质体-DNA复合物释放出 DNA的速率与材料固有的

化学降解速率呈现良好的相关性。

除上述胆固醇衍生物以外 , Hattori等
[ 17]
还报道

了其所合成的 OH-Chol(cholesteryl-3β-carboxyami-

doethylene-N-hydroxylamine),该材料可提高阳离子

脂质体的亲水性和稳定性。此外 ,对其脂质体进行

修饰还能有效地改善其性质 ,如通过多糖修饰 ,可增

加其在生理溶液中的稳定性 ,显著提高基因转染效

率 ,并降低其细胞毒性;以 β-环糊精包合质粒 ,能降

低或避免在转染过程中出现的炎症反应;引入 PEG

亲水基团 ,能防止脂质体聚集 ,减小其与血清的相互

作用。

　制备阳离子脂质体的技术

传统的阳离子脂质体制备方法有逆相蒸发法 、

冻融法 、钙融合法 、去污剂法及挤出器法等。 Maitani

等
[ 18]
研究指出 ,阳离子脂质体的制备工艺也是影响

脂质体转染效率的重要因素 ,因此不断改进其制备

技术显得非常重要。近年来出现的阳离子脂质体制

备新技术包括 “SUV-融合法 ”、高压均质技术 、改进

的乙醇注入法 、真空干燥-超声法 、薄膜-冻融法和

薄膜-挤出法等 。

3.1　自组装 “SUV-融合法 ”

“SUV-融合法 ”源自 “程序组装 ” (programmed

packaging)概念 ,其中 SUV指小单室脂质体(small

unilamellarvesicle),该法目的是将具有各种功能的

脂质体组装成完整脂质体 ,并使其在特定时间 、特定

部位发挥作用。自组装技术包括:1)根据所要克服

的各种障碍 ,分别设计靶向策略;2)依据靶向策略

设计各个功能性结构;3)利用纳米技术将各个功能

模块组装成纳米基因转运装置 。

Gregodiadis等 (Methods, 1999年 )和 Perrie

等
[ 19]
曾采用脱水 -水合的方法 ,将带负电荷的裸

DNA和空白阳离子脂质体混合 ,冷冻干燥脱水 ,然

后用缓冲液水合得到包裹 DNA的阳离子脂质体;

Shi等
[ 20]
用冻融法包裹 DNA,并在载体上键合了抗

体修饰的 PEG,增加其在血脑屏障中的靶向性;此

后 ,又有研究者设计并采用去污剂透析法制备了稳

定的质粒 -磷脂微粒 (stabilizedplasmid-lipidparti-

cles, SPLP)。上述 3种方法均能有效包裹 DNA,通

过修饰载体材料也能使其穿过细胞膜 、溶酶体膜等

障碍 ,然而这些载体都缺乏核靶向性 ,即使直接将核

定位信号肽(nuclearlocalizationsignals, NLS)连接至

DNA双链 , 也不能增加细胞核对其的摄取量
[ 21]

。

由此 , Sasaki等
[ 22]
采用一种新型自组装 “SUV-融合

法”制备多功能信封式纳米载体(multifunctionalen-

velope-typenanodevice, MEND):第 1步 ,将 DNA和

聚 L-赖氨酸(PLL)分别溶于 5 mmol·L
-1
的羟乙基

呱嗪乙硫磺酸(HEPES)缓冲液(pH7.4)中 ,然后在

DNA溶液(0.1 g·L
-1
,其中 20%的 DNA用异硫氰

酸荧光素或罗丹明标记)中加入 0.1 g·L
-1
的 PLL,

室温涡旋得到 DNA浓度为 0.05 g·L
-1
、N/P比为

2.4的 DNA-PLL浓集物(DPC);第 2步 ,将经稀释

的带正电的 DPC加入到由 DOPE、双十六烷基磷酸

盐(DCP)、DSPE和 PEG2000(摩尔比为 77∶5∶8∶10)

组成的类脂溶液与表面活性剂正辛基吡喃葡萄糖苷

的混合液中 ,最终得到的混悬液里 , DNA、类脂和表

面活性剂浓度分别为 0.023 g·L
-1
、0.49 μmol·L

-1

和 18 mmol·L
-1
,在此条件下 , SUV自动形成 ,并通

过静电吸附作用结合到 DPC表面;第 3步 ,以 1 L浓

度为 5 mmol·L
-1
的 HEPES缓冲液(pH7.4)为透析

介质 , SUV-DPC混合溶液透析(截留分子质量为

15 000)4小时以上 , 除去表面活性剂 ,使 DPC与

SUV自组装融合;最后将样品经蔗糖密度梯度离心

除去游离的 DNA,得到粒径为 155 nm、DNA包封率

为 30%的 MEND。该法可成功构建小单室 MEND,

有效降低了 MEND的粒径(一般 MEND的粒径为

300 nm左右),且改善了粒径分布 。若用转铁蛋白

对此 MEND进行修饰 ,可使其更高效地将目的基因

转入靶细胞内 。

3.2　高压均质技术

脂质体大小不均一是影响其体内行为的重要因

素 ,可决定其在生物体内所作用的部位 。例如静脉

注射给药时 ,粒径较小的脂质体能够通过肝窦状隙

快速到达肝细胞;粒径较大的脂质体则被肺组织摄

取 ,从而经循环系统被清除。因此 ,脂质体微粒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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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一 ,往往导致其体内转染效率比预期低。

高压均质技术(high-pressurehomogenizationex-

traction, HPHE)是一种降低脂质体粒径的有效方

法 ,广泛应用于工业化大生产。 Pupo等
[ 23]
以脱水-

水合法制备 DNA多室脂质体 ,再采用高压均质技术

得到粒径在 27 ～ 76 nm之间的小单室脂质体 ,其对

质粒 pBKTSFVtab9和 pME2的包封率在 72.9% ～

98.2%之间 ,载药量为 0.309 ～ 2.5 mg,且即使有十

二烷基硫酸钠存在 ,脂质体也能很好地保护质粒不

被核酸酶降解 。该法简单 、重现性好 、制备条件温

和 ,通过调节均质循环次数 ,可得到不同粒径的阳离

子脂质体。此外 ,该技术还可用于蛋白质等生物大

分子脂质体的制备。

3.3　改进的乙醇注入法

采用乙醇注入法制备脂质体的主要缺点是脂质

在乙醇中的溶解度不高 ,形成的脂质体悬液浓度很

低 ,若水相和有机相混合不够充分和快速 ,可能会使

脂质发生凝聚或形成较大的脂质体。 Maitani等
[ 18]

用改进的乙醇注入法 (modifiedethanolinjection,

MEL)制备阳离子脂质体 ,其创新点是 ,将脂质辅料

(DC-Chol+DOPE,摩尔比为 1∶2)溶于 5 mL乙醇 ,

然后旋转蒸发除去 3 mL乙醇溶液(瓶中留 2 mL乙

醇),再加入等体积的蒸馏水 。这一关键步骤使水

相和有机相更加容易混合均匀 ,且不会影响脂质在

乙醇中的溶解。最后通过旋转蒸发除尽乙醇 ,自发

形成脂质体 ,过 0.45 μm滤膜除菌 ,即得。体外转

染研究表明 ,与薄膜分散法相比 , MEL法制备的阳

离子脂质体对 HeLa细胞的转染效率更高 ,当正负

电荷电量比值为 3∶2时 ,其转染效率约提高至60倍 。

Igarashi等
[ 6]
也用 MEL法制备了粒径约为 43 nm的

阳离子脂质体 ,可见 MEL法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脂质体粒径 。笔者所在课题组也对制备脂质体的乙

醇注入法进行了改进 ,即在注入乙醇时对水相进行

加热 ,结果发现该法能有效提高制得的阳离子脂质

体对药物的包封率 ,并增加了其贮存稳定性 ,将这种

冻干阳离子脂质体在室温下贮存 6个月后 ,其包封

率仍达 96.93%,仅下降 0.24%。

3.4　真空干燥 -超声法

在阳离子脂质体的制备过程中需除去有机溶

剂 ,此时 ,若采用旋转蒸发可能会造成磷脂和其它类

脂成分或活性物质的氧化 ,导致包封率下降 ,影响疗

效 ,而采用真空干燥法去除有机溶剂则可有效避免

氧化 ,有利于保持各种包封药物(如生物蛋白大分

子)的生物活性 。Shigeta等
[ 14]
用真空干燥-超声法

制备了粒径为(79.9 ±0.7)nm、Zeta电位为(+57.5±

1.60)mV的肝靶向阳离子脂质体 ,首先将脂质成分

DOTAP、Chol和 Gal-His-C4-Chol按摩尔比 2∶1∶1溶

于氯仿 ,通过真空干燥得脂质膜 ,然后加入 HEPES

缓冲液 ,超声水合 ,过 0.45 μm滤膜 ,即得。研究发

现 ,超声过程可使脂质体粒径缩小 ,且真空干燥法制

备得到的脂质体往往起效迅速 ,在水性介质中也有

较好的重分散能力 。孙瑞琳等
[ 24]
采用真空干燥-超

声法制得粒径约为 50 ～ 100 nm的多聚胺阳离子脂

质体 ,透射电镜观察显示其粒径分布较均匀。可见

该法不仅可在温和的条件下除去有机溶剂 ,还能有

效改善粒径分布。而且 ,从上述实例可知 ,为避免单

一制备方法的缺陷性 ,对阳离子脂质体的制备 ,将会

逐步趋向于多种制备技术的联合使用。

3.5　薄膜 -冻融法

阳离子脂质体包封率直接影响其对 DNA的装

载量和体内基因转染效率 ,而制备过程中有机溶剂

的引入也给阳离子脂质体的体内应用带来了安全隐

患 ,因此如何能更有效地去除有机溶剂是脂质体制

备技术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 Dandamudi等
[ 4]
用薄膜

-冻融法制备了磁性阳离子脂质体:通过旋转蒸发

除去脂质体制备过程中带入的有机溶剂 ,得到类脂

薄膜 ,将其冷冻干燥 4小时 ,进一步去除有机溶剂 ,

并保证所有膜材组成能达到均匀一致;再加入温度

略高于相转变温度的盐溶液 ,立即涡旋直到磷脂膜

完全分散 ,混悬液进行短时超声处理 ,即得。一般认

为 ,在阳离子脂质体制备过程中加入 DNA,可通过

冷冻使 DNA与类脂成分紧密接触 , 有利于提高

DNA的包封率。

3.6　薄膜 -挤出法

薄膜 -挤出法是在薄膜分散法的基础上引入膜

挤出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脂质体制备方法 ,

可制备粒径较小的单层脂质体 ,且克服了单独使用

薄膜法制得的脂质体粒径分布不均匀的缺点 。以不

同膜材料和膜结构的微滤膜挤压过滤能控制脂质体

大小和粒径分布。研究发现 ,小脂质体易被肿瘤细

胞摄取 ,而大脂质体易被肠摄取 ,因此不同大小的脂

质体可靶向至不同的组织和器官。 Hinrichs等
[ 2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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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ers等
[ 26]
采用薄膜 -挤出法制备了阳离子脂质

体:将类脂 DOTAP、DOPE和 DSPE-PEG分别按摩尔

比 48.1∶48.1∶3.8、45.5∶45.5∶9或 50∶50∶0溶于氯

仿 ,旋转蒸发除去有机溶剂 ,室温条件下用氮气流冲

洗 30分钟 ,水合 ,将水合得到的脂质体混悬液通过

孔径为 100 nm的聚酯碳酸膜滤器 ,反复挤出 11次 ,

得到粒径为 121 ～ 155 nm的脂质体 ,其多分散系数

仅为 0.06,有效地改善了粒径分布 。钟志容等
[ 27]
也

用薄膜 -挤出法制备了平均粒径为(228 ±8.0)nm

的阳离子脂质体 ,其多分散系数为 0.122 ±0.020,

粒径分布均一 ,能避免阳离子脂质体在体内的分布

不均 ,从而使其体内行为更均一 , 提高基因转染

效率。

　展望

虽然阳离子脂质体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其

在重大疾病如肿瘤 、肝炎等治疗领域以及相关学科

研究中极具潜在应用价值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例

如 ,其高剂量对细胞的毒性大而低剂量效果不明显 ,

体内转染效率低 ,缺乏组织靶向性 ,治疗中有可能引

发炎症等;此外 ,阳离子脂质体复合物形成的快慢及

DNA装载量与体内转运的动力学过程是否会影响

质粒 DNA的结构完整性和转染效率尚不明确 。因

而 ,在其能够作为高效低毒的制剂广泛用于临床之

前还有很长的研究之路要走。另外 ,阳离子脂质体

制备的技术仍需改进 ,目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自

主装技术的改进和多种制备技术的联合运用方面。

不过 ,阳离子脂质体是理想的非病毒载体 ,随着

其材料上的不断完善及制备工艺的更新 ,其生产及

应用前景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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