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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脂质体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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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形脂质体，是近年来为了克服普通脂质体易被网状内皮系统识别吞噬而造成其体内循环时间短的
缺陷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脂质体载体系统，此外，隐形脂质体还可提高包封率、增强靶向性、降低毒
性、提高疗效以及作为免疫载体等特性。本文对隐形脂质体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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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们已认识到利用脂质

脂质体包封率高，延长药效，在减少被ＲＥＳ捕获的

体作为药物载体，可以降低药物使用剂量，减少毒副

同时减少心肺毒性。该类脂质体由于其长循环特性

作用及变态反应，延长药效，减少药物在体内的消除

使它相对于普通脂质体在癌区有相对较高的浓度。

速度，进而提高药效。人为改变某些因素可使药物

而且该类型脂质体已成功用于临床，如盐酸多柔比

在体内分布得到控制，具有药物靶向性，降低药物毒

星脂质体（Ｄｏｘｉｌ）是第１个得到美国认可的长效循

性等优点。但人们也发现，脂质体仍存在一些问题，

环脂质体。此类药物的活性取决于表面活性物质和

例如：易被网状内皮系统识别后被巨噬细胞吞噬，这

制剂工艺¨１。

虽然能提高某些药物的安全性，但在体内作用时间
短，对水溶性药物包封率不高，且因药物的渗漏容易

２增强脂质体的靶向性

造成包封率下降，常规脂质体长期储存易产生聚合

在众多靶向性抗肿瘤药物制剂研究中，以隐形

等，所以目前脂质体的研究多立足于提高脂质体的

脂质体为载体包裹抗肿瘤药物是目前最为有效的方

长循环作用和稳定性，其中对脂质成分进行修饰以

法之一，其作用不但延长药效而且靶向性明显。如

提高脂质体的防识别能力的隐形脂质体（ｓｔｅａｌｔｈ

ｌｉ．

用脂质体包裹白血福（马利兰ｂｕｓｎｆａｎ又名Ｌ—Ｂｕ），

ｐｏｓｏｍｅ）的研究最为广泛。下面就其研究进展作一

可改变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和药物在体内的分

简要综述。

布。体内外试验表明脂质体的平均粒径为２２０

１提高脂质体的包封率。降低非特异性吞噬
近年来用聚乙二醇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

ｎｌｎ，

药物含量为０．３１ ｍｇ／ｍＬ，体内半衰期ｔ。／２为８．７

ｄ，

与Ｂｕ游离型相比，有相对高的骨髓细胞分布浓度

（１．５９：０．８３），更高的分布体积（１．３９：０．８７

Ｌ／

（ＰＥＧ—ＤＳＰＥ）对脂质体膜进行修饰，采用化学梯度

ｋｇ），而且消除半衰期也长于Ｂｕ（血中２．５２：１．５３；

法制备阿霉素隐形脂质体与普通脂质体作对比，采

骨髓中３．０８：１．７５）。且Ｌ—Ｂｕ在０．５～３．５ ｍｇ／ｋｇ剂

用小鼠尾静脉注射方式给药，证明包封率可提高到

量范围内呈线性分布。Ｌ．Ｂｕ与Ｂｕ的ＡＵＣ也显示

９７％，而普通脂质体包封率仅为４０％一６０％；利用

出不同（１９．９３：１１．８２ ｍｇ·ｈ／ｍＬ）特性。采用Ｃ１４

高效毛细管电泳紫外（ＨＰＬＥ．ｕＶ）法测阿霉素在小

标记法进行分布性研究发现Ｌ—Ｂｕ在骨髓中放射性

鼠体内的血药浓度可知：药物在心、肺等组织中的分

－活性为普通Ｂｕ的３倍，在脾中为其２倍，而在心脑

布同游离型注射剂相比，脂质体的ＡＵＣ值显著减少

中则低于Ｌ．Ｂｕ。目前，这种新型Ｌ．Ｂｕ正处于临床

（Ｐ＜０．０５），这显示脂质体被心肺组织摄取量减少，

研究阶段，其意义正是在于对骨髓、脾的靶向性，且

从而降低了药物的毒性。在肝脾等组织中则被大量

不会在肺等其他重要器官产生毒性嵋Ｊ。

摄取，药物浓度比其它组织高，但仍比普通型脂质体
低，这反映了其可逃避网状内皮系统（ＲＥＳ）的作用，
延长药物体内滞留时间，所以化学梯度法制备隐形

３隐性脂质体载体延长体内循环时间
单层隐性脂质体（ＳＭＬＳ）是从多室脂质体
（ＭＬＶｓ）制备而来，所用脂质材料为二棕榈酰磷酸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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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ＰＥ－ＰＥＧ）及硬脂酰胺（ｓｔｅａｒｙｌａｍｉｎｅ）（摩尔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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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１．４）。二者包封率分别为６ ｘ１０。６和６×

性增大，体重减轻等副作用仍不容忽视‘７｜。研究还

１０刁Ｍ，抗生素莫能星（ｍｏｎｅｎｓｉｎ）４个月从脂质体中

发现同样低剂量使用顺氯胺铂无效时，若以隐形脂

的渗漏少于２０％，对莫能星单层隐性脂质体在人血

质体为载体，则显示抗肿瘤效果，但９０％的病人出

浆中的释放速率研究表明，其释放半衰期ｔ∽为１０

现体重减轻，并需要３。４周恢复期‘引。

ｈ，研究其药动学过程发现给予小鼠２４ ｈ后，仍有

２０％ＳＭＬＳ在ＩｌｌＬ循环中，且ＳＭＬＳ能２倍提高ＨＬ和

６

隐形免疫脂质体旧．１驯

细胞对阿霉素（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ＤＸＲ）的摄取，与单纯

随着人们对隐形脂质体长期作用认识的深化，

荧能星相比，单层隐性脂质体（ＳＭＬＳ）可提高ＤＸＲ

大多数隐形脂质体只作用于肿瘤细胞外部，不能被

对ＨＬ－６０细胞和人ＬＯＶＯ肿瘤细胞的敏感性６．１０

肿瘤细胞接受，而目前在减少抗肿瘤药毒性、加强其

倍和２００倍∞１。此外，在研究以隐性脂质体为载体

作用的同时，人们考虑如何将抗体介导与隐形脂质

的ＤＸＲ，普通脂质体包裹的ＤＸＲ及未包裹脂质体

体治疗有机结合提高隐性脂质体的主动靶向性，于

的ＤＸＲ，在针对ｍｕｒｉｎｅ

Ｍ５０７６肿瘤细胞

是提出了免疫脂质体的概念，隐形免疫脂质体

的作用时发现，隐性脂质体ＤＸＲ包封率在水中为

（ｓｔｅａｌｔｈ ｉｍｍｕｎｏｌｉｐｏｓｏｍｅ）是单克隆抗体修饰的隐形

ｈｙｓｔｏｃｙｔｏｍａ

（９６．５±０．２）％，在５％葡萄糖中为（９５．５ ４－０．１）％，

脂质体的简称，集隐形脂质体的特性和抗体的靶向

在０．９％生理盐水巾为（９８．０１ ４－０．５）％，均较高，且

性于一体，是一种新型的药物传释系统。具体的说

其血浆中浓度高于酱通型ＤＸＲ，但仍未能克服其较

隐形免疫脂质体是利用特殊的隐形脂质材料将单克

强的毒性反应Ｊ引。

隆抗体连接在ＰＥＧ长链的远端制备的一种新型靶

４

以减轻毒副作用为目的的隐形脂质体‘５·６１
人们在研究抗肿瘤药物中，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一仅）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如何解决其高毒性的

向脂质体，该类脂质体多用于包被细胞毒素等大分
子药物，在用单克隆抗体或在肿瘤等特殊细胞株有
高度表达的抗体修饰后，体内可定向与肿瘤组织发
生特异性结合释放药物，达到主动靶向的目的。

难题一直是人们所困扰，用其注射剂静脉给药几乎

隐形免疫脂质体的制备，包括磷脂的ＰＥＧ化、

不能被人接受，只作为隔离肢体灌注治疗恶性黑色

脂质体的准备以及脂质体的抗体修饰ｉ个过程。

素瘤、软组织瘤，但由于毒性大，其安全性仍限制其

Ｋｉｒｐｏｔｉｎ

广泛应用，目前人们用ＴＮＦ—ｄ与苯丙氨酸、干扰素、

体：

阿霉素合用以提高疗效，多层脂质体为载体的ＴＮＦ．

６．１

ｄ易被单核巨噬细胞所识别，所以用隐性脂质体为

胺（Ｍａｌｅｉｍｉｄｏ—ＰＥＧ－ＤＳＰＥ）的合成

Ｄ等【１１’１２１采用下列方法制备免疫隐形脂质

马来酰亚胺一聚乙二醇一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
１．５

载体，通过鼠肿瘤模型试验，观察隔离肢体灌注治疗

ｍｇ的ＮＨ２．
ＰＥＧ—ＤＳＰＥ和６．２ ｍｇ的Ｎ一琥珀酰亚胺．３．马来酰亚

与系统应用ＴＮＦ一仅的疗效发现，同系网子为非致免

胺丙酸酯（Ｎ－ｓｕｃｅｉｎｉｍｉｄｙｌ－３．（Ｎ—ｍａｌｅｉｍｉｄｏ）一ｐｒｏｐｉｏ—

疫性且有高度血管活性，而且两种作用疗效相同，且

ｎａｔｅ）溶解在３ ｍＬ的二氯甲烷和０．７５ Ｉ山ＬＤＭＦ中，

隐性脂质体为载体的ＴＮＦ．＆毒性明显减弱。

加入７６坤Ｌ的ｉ乙胺，反应１５ ｒａｉｎ后反应物用溶于

５提高疗效为目的的隐形脂质体
隐形脂质体包封药物可提高药物疗效。喜树碱

氯仿的甲醇（０％一１４％）从硅凝胶柱梯度洗脱下
来。收集氯仿：甲醇（８８：１２）的洗脱产物蒸发、干
燥得到白色固体Ｍ．ＰＥＧ．ＤＳＰＥ。

三氟酯［７一［（４一甲基哌嗪）甲基］１０，１１一（乙基烯二

６．２

醇）一（２０ｓ），ＧＬｌ４７２１１Ｃ］是一种喜树碱类物质，为

同醇的比例３：２用薄膜分散法制备，将十燥脂质膜

脂质体的制备将Ｍａｌｅｉｍｉｄｏ—ＰＥＧ—ＤＳＰＥ和胆

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具有抗肿瘤活性，对人和动物均

在ｈａｎｋ＂ｓ平衡盐溶液（ＨＢＳ）中振荡，或在３５ｒａＭ

有效。将其包裹于隐形脂质体内，其药动学与针对

羟甲基芘三磺酸钠溶液（ＨＰＴＳ）（ｐＨ７．０，用ＮａＣＩ将

于ＨＴ２９结肠癌异种皮移植细胞抗肿瘤活性表明，

渗透压调整到２８０ ｍｏｓｍ／Ｌ）中，在室温下用０．１

以ＧＬｌ４７２１ ｌＣ长效隐形脂质体制成聚乙二醇修饰

的微孔滤膜多次过滤，当ＨＰＴＳ被葡聚糖凝胶Ｇ除

的长循环隐形脂质体ＳＰＩ－３５５与非脂质体载体的喜

去后，脂质体则保留在４℃５ ｍＭ磷脂的Ｎ－２一羟乙

８一

Ｉｘｍ

树碱相比：当ＳＰＩ－３５５剂量为１０ ｍｇ／ｋｇ时，药时曲

基哌嗪一Ｎ＇－２一甲磺酸缓冲液（ＨＥＰＥＳ）中。

线下最大血药浓度比非脂质体要高３６—１ ２５０倍，

６．３脂质体的抗体修饰在ＨＥＰＥＳ缓冲液中，抗

抗肿瘤效率比ＧＬｌ４７２１１Ｃ高２０倍，并且完全抑制

ＨＥＲ２抗体Ｆａｂ加入到脂质体溶液中，浓度为０．３

肿瘤，具有较好耐受剂量，比ＧＬｌ４７２１１Ｃ最大耐受

ｍｇ／ｍＬ，用氢氧化钠将ｐＨ调节到７．３—７．４后，混

剂量低５倍，其治疗指数高于ＧＬｌ４７２１１Ｃ ５倍，但毒

合物在氩气中室温孵育过夜。过量的马来酰胺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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