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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淘选肿瘤或癌细胞的各种特异性靶向多肽是探索肿瘤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有效途径. 特异性靶向多

肽既可用于探测肿瘤细胞表型特征, 又可将其与抗癌药物结合进行靶向治疗, 同时还可作为体内肿瘤的成像制剂, 用于
肿瘤及肿瘤细胞微转移的早期探测. 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能够有效地进行生物淘选或识别出与癌或肿瘤细胞某一靶点
连结的, 具有特异性、高亲和性的多肽. 近年来, 利用体内或体外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已成功地淘选或识别出一些癌细
胞的靶向多肽. 本文就这些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阐述, 重点介绍了癌或肿瘤细胞靶向多肽的体外和体内生物淘
选最新技术和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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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调控或肿瘤细胞的异常分化、肿瘤药物的有效转运等方面的发现是探索新型癌症或肿瘤防治方法的主要途
径[1]. 利用肽库技术筛选一些与肿瘤特异连接的多肽是目前癌症诊疗中最具有潜力的方法之一. 一方面, 这些特
异性多肽不仅可作为辨别肿瘤细胞的表型和亲和性的配体, 提高对肿瘤分子诊断的敏感性, 又可用于连接抗癌
药物进行靶向治疗, 而不损伤其他健康组织; 另一方面, 这些特异性多肽还可作为体内肿瘤成像剂, 用于早期癌
细胞及其肿瘤组织微转移的探测. 不过, 如何鉴别这些与癌症或肿瘤细胞表面连结的特异性多肽仍然是临床靶
向药物转运、传送、分子成像等应用的主要瓶颈.
细胞表面存在多种大分子, 使得每一类细胞都会具有独特外貌轮廓或表面地貌结构, 这些独特的地貌结构
常是一些生物分子的递送地址或靶位. 癌症细胞由于遗传变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或改变了其蛋白组结构、受体
类型、数量和排布方式, 因而细胞表面呈现出独特地貌结构[2]. 靶向治疗、体外和体内分子诊断都需要筛选出能
分辨细胞及细胞间表面地貌结构细微差别的一些高特异性、亲和性的配体. 这种情况下, 除了掌握各类型靶细胞
膜蛋白受体的大分子信息外, 还应该熟知某一类蛋白受体在不同类型细胞上的表达水平. 一段时间以来, 这些
可用作诊断、预后和(或)药物靶点生物标记的蛋白, 其识别方法通常都只采用蛋白组学方法[3]. 比如, 利用双向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2D-PAGE)来比较癌症和对照样品之间蛋白的差别, 再采用质谱(MS)法鉴别不同蛋白表达
水平. 尽管 2D-PAGE/MS 方法很有效, 但是在检测含量低或某些类别蛋白时存在局限性, 尤其是膜蛋白. 因而这
类方法通常被认为不适用于诊断靶向药物传递的特异细胞表面蛋白表达的识别[4].
癌症或肿瘤治疗和诊断领域中, 许多有成就的发现大都集中在单克隆抗体研发方面, 并已相继研制出一些
具有治疗性的临床癌症单克隆抗体[5]. 单克隆抗体作为递送载体表现出极高的亲和性及特异性, 不过同样也存
在着一些局限性. 免疫抗体复合物的体积较大, 很难渗透进入肿瘤组织[5]. 抗体同毒素或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后易
被网状内皮系统非特异性吸收, 易导致肝毒性和骨髓毒性的发生. 抗体在体内的半衰期与 PET 成像术采用的普
通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不太匹配, 检测肿瘤时对比度很差, 通常不能用作分子成像剂[5]. 此外, 抗体大分子下
游工程本身的化学修饰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针对抗体的这些局限性, 现多倾向于采用多肽作为靶向配体.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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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拥有许多优势, 例如相比抗体型配体其体积较小, 可按某一特性大量合成, 或者按某一衍生物特性来进行处
理加工 [6]. 多肽通常可避开网状内皮系统的吸收, 且对蛋白受体有较高的亲和性, 因此是理想的靶向配体.
Schally 等研究表明[7], 多肽通过选择性修饰可增加其在机体内的稳定性; 他们认为一些已知的肿瘤细胞所表达
的、且能够与细胞表面受体连结的肽基配体常可用作靶向因子.
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使与靶蛋白相连接的、可作为靶向多肽配体的筛选成为可能, 尤其是筛选出那些自然
存在或还未被发现的、并可用作生物标记的多肽配体[8]. 相关多肽的筛选和识别必将在癌症或肿瘤研究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针对近年来肿瘤靶向多肽的体外或体内淘选的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的研究进展作了较简
要介绍, 重点讨论了肿瘤靶向多肽不同淘选方法的特点、临床应用前景及展望.

2 肿瘤靶向多肽生物淘选

(a)

(b)

Fig.1

等：川西獐牙菜多糖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图 1 肿瘤靶向多肽的噬菌体展示肽库淘选示意图
the abrtidged general view of phage display peptide technology for biopainning of tumor targeting peptides.

在图 1 中, 培养的癌细胞(a)或动物体内的肿瘤(b)都可用作为生物淘选的靶目标. 对噬菌体的扩增进行洗脱
可作为连结细胞表面的噬菌体克隆富集. 来自细胞裂解物的噬菌体扩增则作为连结在细胞上的介导细胞吸收的
多肽富集.
1996 年, Pasqalini 等[9]首先使用噬菌体展示肽库从动物体内淘选分离出了能识别或回访该动物特异器官血
管的多肽. 同年, Johnston 等[10]发现对体外培养的细胞进行生物淘选也可获得能与该类靶细胞结合并可引起该靶
细胞内吞作用的多肽. 他们实验共同特点是所淘选出的短肽对其来源的靶细胞类型识别的特异性远高于对其他
类型细胞. 并且, 重要的是这些淘选方法消除了先前需对其细胞靶蛋白进行鉴别和纯化的忧虑 [11]. 此外, 所淘
选的短肽通常可作为细胞自身的成分并与它们的靶点连接. 不过, 他们的实验都只是针对异源性靶点的非偏差
筛选, 而不是用于靶向治疗的各类细胞受体纯化蛋白连接多肽的淘选. 现在观点认为这些方法在理论上仍可用
于针对肿瘤特异性靶向配体的淘选[11]. 肿瘤细胞的生物淘选常可分为全细胞淘选(体外生物淘选)和体内生物淘
选两类, 其中全细胞筛选又包括有固相全细胞筛选、液相全细胞筛选. 这两类淘选方法都具有各自特点、优势和
不足.
2.1 肿瘤细胞的全细胞淘选
全细胞淘选(也常称体外生物淘选), 噬菌体肽库展示方法之一, 用于分离与细胞特定靶点连接的多肽, 也就
是将培养的完整细胞作为诱饵以达到分离各种细胞连接多肽的淘选方法(图-1-a). 目前, 这种方法在利用不同噬
菌体展示肽的排列识别某种细胞类型的细胞连接配体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尽管在淘选过程中存在靶
点异源性. 目前, 该方法已被拓展为各种纯化蛋白的多肽配体的识别技术 [12]. 要淘选分离出或获取与细胞表面
连接的、或是既可与细胞连接又能引发细胞吸收的多肽配体, 主要取决于配体下游应用的需要. 经体外生物淘选
的多肽都有一个特殊的特征, 那就是细胞特异性, 即不同于与它们来源的或相近的细胞类型的细胞相连接 [13].
简单而言, 体外淘选的方法就是将短肽随机组成的噬菌体肽库与有兴趣研究的细胞进行孵育, 孵育后进行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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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严格清洗以去除未连接或连接不牢的噬菌体. 为了获取结合有细胞表面片段(多肽)的噬菌体, 一定强度的洗
脱程序是必需的. 然后用这些连接有多肽片段的噬菌体去感染大肠杆菌后就可完成噬菌体的回收和扩增. 以上
几步称为一轮淘选, 大概需要经历 4-6 轮. 实际上, 评判整个淘选结束的标准被设定为与细胞一起孵育的噬菌体
总数和与细胞连接的噬菌体总数的比值不再增加或是保持相对稳定为止. 噬菌体对哺乳动物细胞没有趋向性,
由肽库扩增的噬菌体既可牢固地与细胞表面连接又可促使细胞内在的消化吸收[14]. 由于肽库中任一噬菌体的唯
一的、独特的组分就是所展示的多肽, 因此这个多肽就成为噬菌体是否与一特定细胞类型连接的决定因素.
全细胞多肽淘选有如下优势:首先, 能保持细胞受体的天然属性. 细胞外表地貌是由膜结合蛋白的表达水平
以及在膜中的排列情况所决定, 这不是纯化的膜蛋白所能模仿的. 其次, 通过洗涤条件的改变可使淘选出偏重
于可介导细胞吸收的短肽, 因为在淘选纯化后的膜蛋白时, 其过程仅由连接特性来驱动. 第三, 在对所淘选的特
定大分子没有选择要求的情况下,此种方法是一种随机的淘选方式,换言之就是不需要了解细胞受体前期情况[15].
因此, 某类型细胞靶向多肽的生物淘选无需了解其细胞外表结构形态; 研究人员可通过淘选去发现那些还未被
考虑的、或有望成为靶点的或者是还未被识别的细胞表面大分子[15].
目前采用全细胞淘选方法已经分离出了许多癌症特异性多肽 [15]. 但这些多肽序列之间几乎没有相似性, 这
很可能是肽库设计、细胞株和淘选方案上的不同所致. 现采用的肽库有线性和环状, 多肽长度多为 6 至 20 个氨
基酸, 大多可以直接用于各种新鲜细胞株的多肽生物淘选. 2008 年 Kubo 等报道, 对使用捕获显微激光切割分离
法得到的人类结肠癌细胞进行的生物淘选获得了成功[16]. 全细胞淘选方法突显了体系稳固性和细胞诱饵属性的
灵活性, 淘选出的多肽能特异回访作为诱饵的细胞. 另外, 该方法也可用于肿瘤基质中的一些蛋白生物学混合
物的淘选. 2006 年 Pilch 等[17]报道, 针对肿瘤胞外基质中富含凝血纤维的结合素可渗透进肿瘤间隙空间从而产生
纤维蛋白这一现象, 他们将血浆凝块作为靶点进行生物淘选, 分离后得到可与纤维蛋白-纤链结合蛋白网络结合
的两个环状多肽. 这两个多肽通常聚集在动物异种移植的乳腺癌(MDA-MB-435)细胞间隙中, 并且能与乳腺癌
临床样本的冷冻切片组织相连接.
需要进行多轮的体外淘选, 直至几个“最好”或占优势(由亲和性来确定)的多肽序列被淘选出. 另外, 如果想
要实现药物或基因转送等方面的应用还需考虑所淘选分离的多肽能否被介导细胞所吸收. 对于多数细胞株或患
者样本的筛选, 也可在淘选过程中通过使用大规模测序方法来尽早鉴别出这些符合要求的短肽序列 [18]. 即使这
些合意短肽由于不具有高度的亲和性而不能用作细胞靶向配体, 但它们仍可用于实验细胞株表面相似物的鉴别,
而且它们能提供某类疾病异质性的信息, 以便了解不同器官所产生的癌细胞之间的相似性.
2.2 肿瘤靶向短肽体内淘选
体内淘选多基于肽库噬菌体能够定向的识别靶器官的分离这一特性. 一般来说就是将肽库噬菌体注入小鼠
尾部静脉, 在体内短暂孵育后, 处死小鼠取出靶向器官, 然后将靶器官的噬菌体回收后在均质组织中进行扩增,
再将其注入到另一只小鼠体内进行下一轮重复淘选过程(图-1-b). 3-5 轮淘选后, 几个靶器官的短肽序列即可被鉴
定出来[19]. 由于体内淘选方法取决于回收感染噬菌体的能力, 因此体内循环时间通常选择在 5 到 15 分钟的范围
内. 就因为这个原因, 尽管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个别短肽可渗进肿瘤组织, 体内淘选还是通常只涉及到以血管器
官为靶点的短肽识别. 另外, 此种淘选方法不管受到何种生物学限制, 比如动物内在的血清稳定性、细胞途径和
清除率等, 体内淘选应确保所分离的多肽必须能回访动物体内的靶点. 体内淘选通常需要体外淘选来协作进行,
即在体内淘选前可先进行体外淘选以富集可能的候选肽, 其后再将这些多肽注入进行体内淘选. 有文献报道,
并且国内已有实验证实噬菌体肽库筛选的次数越多, 就越能够获得具有高度亲和性的噬菌体展示肽. 以此为基
础进行多次体内或体外淘选, 噬菌体的富集率将会逐渐提. Laakkonen 等将体内淘选和体外淘相选结合分离出了
一种与肿瘤淋巴管相结合、而不是同脉管系统结合的多肽[20]. 肿瘤淋巴管能为肿瘤细胞提供从原发瘤扩散的途
径, 如果这些靶向多肽破坏了这些淋巴管, 也就达到了抑制肿瘤的潜在性转移目的.
不同类型的肿瘤可分离得到不同的多肽, 即使采用相同的肽库, 不同的肿瘤类型也会影响内皮细胞的受体
外形. 2003 年 Hoffman 等报道, 他们分离出了可区分发育不健全的皮肤新生血管与继发肿瘤中的新生血管的多
肽[21]. 说明多肽的辨别力是相当精确的, 同时这些多肽也是具有特异性的. 2004 年, Laakkonen 等采用生物淘选
法分离出可与乳腺癌、前列腺癌和骨肉瘤中淋巴管接合的高度特异性环状 9 肽(LyP-1)[22]. 该肽不会回访黑素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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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癌异种移植物, 由此显示出该肽仅对肿瘤上的淋巴标记物表现出特异性. 同时, 他们证实了该肽不会与小
鼠肿瘤的脉管系统或其他组织相接合. 该肽一旦与淋巴标记物特异性接合时, 其就会转移到细胞核的位臵. 2006
年, Zhang 等报道说所淘选分离的一些短肽能区分在恶化前受到损伤部分的淋巴管和一个前列腺癌 TRAMP 动物
模型中恶化的肿瘤[23]. 2008 年 Han 等鉴别出了一种能与肿瘤相结合的短肽, 这种短肽在与非应答肿瘤接合时会
对放射治疗结合的、VEGF 受体络氨酸激酶的抑制剂(SU11248)产生了敏感性[24].
相同肽库和(或)相同细胞株, 生物淘选(体外和体内)方法不同所分离的短肽也不尽相同. 利用十二肽库和非
小细胞肺癌 CL1-5 细胞株进行体外淘选, 分离得到的短肽为 TDSILRSYDWTY(SP5-2); 用同样的肽库和肿瘤异
种皮移植物的 CL1-5 细胞株进行体内淘选, 分离得到的短肽为 SVSVGMKPSPRP(SP5-52)[25,26]. 进一步研究证实,
SP5-52 是以器官的血管为靶点, 而 SP5-2 则渗透进入肿瘤形成分散贯穿肿瘤团块的连接形式. 因此, 这两种生物
淘选方法各自强调靶点的不同分子特征. 淘选小鼠内皮产生的血管瘤, 如果所分离得到的多肽不能跨越物种差
异, 那么这些多肽也许不会转化到人类的血管系统中. 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 需鉴别短肽的细胞靶向性并确定
人类血管瘤是否有相同类似物的表达; 或者是将分离出的短肽序列作为与人体中配对物连结的最佳突变起始点;
或是直接在人体中进行生物淘选. Arap 等[27]首次尝试了将肽库噬菌体注入到一位晚期患者体内, 并从其组织中
回收噬菌体. 经过大量精确的测序鉴别出了能分离不同血管器官的不同三肽模体. Krag 等[28]也报道说, 他们对
患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淘选/活体组织检测. 尽管在人体内进行生物淘选的前景无限, 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淘选出能
够应用于临床的高亲和性肿瘤靶向因子.
2.3 肿瘤靶向多肽的研究现状
靶向治疗在肿瘤治疗过程中通俗来讲就是针对某种癌细胞, 或者是癌细胞的某一个蛋白, 某一个分子进行
治疗. 其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针对某个器官, 叫器官靶向; 第二种叫细胞靶向, 针对某种类型的肿瘤细胞;
第三种是分子靶向, 其是针对的是. 肿瘤细胞内某一蛋白家族的某部分分子, 或是某一核苷酸片段, 亦或是某个
基因的产物. 其中分子靶向治疗的特异性最高, 其分辨出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表面地貌的差异, 只攻击肿瘤细
胞, 对正常的细胞没有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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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靶向治疗常用的载体之一便是靶向性多肽, 另一种载体为单克隆抗体. 针对肿瘤抗原设计相应的单克
隆抗体, 由于其开发过程更快捷,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以及诱导针对疾病的免疫能力, 是目前肿瘤导向治疗中最
常用的载体. 但其种类非常有限, 并因体积较大, 渗透力较差及对肝脏骨髓的毒性作用等原因, 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仍存在不便. 寻找新的分子靶点, 提高单抗导向的特异性, 实验单抗人源化, 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靶向性多肽是当前普遍认为的比较理想的肿瘤诊断和靶向性治疗载体. 它们具有高特异性、高亲和性、良
好的组织渗透性, 能被肿瘤细胞所摄取, 易于化学合成并有较低的免疫原性, 同单克隆抗体相比拥有更多的优
势. 近年来, 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利用肽库技术针对不同的靶点进行不同的肿瘤靶向肽筛选, 例如 Arap 等对乳腺
癌荷瘤小鼠进行肽库筛选后获得了一系类与肿瘤血管特异性结合的短肽, 其中的 RGD 序列被证实可与 α 整合素
结合, 可特异性靶向多种恶性肿瘤.
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在多种把向肿瘤多肽配体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有研究报道:在体外已成功筛选
出针对不同肿瘤细胞如肺癌细胞、大肠癌细胞、宫颈癌细胞、肾癌细胞以及急性髓性白血病细胞等特异性结合
肽, 这在肿瘤的诊断、靶向治疗等方面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前, 医治肿瘤的传统治疗模式如手术、放疗、化疗仍然是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 随着生物学研究对肿瘤靶
向肽配体的不断探索, 肿瘤靶向治疗因其较低的不良反应及良好的疗效, 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代表
着肿瘤治疗的未来趋势, 将来的肿瘤治疗模式将是以分子生物学诊断为基础的综合性靶向治疗 30. 噬菌体肽库
展示技术以活细胞为靶目标筛选噬菌体肽库, 寻找特异性及高亲和性的生物活性肽, 为蛋白质分子相互识别的
研究、新型疫苗的研制以及药物的开发开拓了新的前景.
虽然针对肿瘤分子的靶向治疗的研究仍是前沿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但是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靶向治疗的
临床研究都不尽如人意, 研究人员在进行真正的临床治疗方面仍存在较大障碍. 原因之一是载体不能特异性的
针对肿瘤细胞, 另一个原因是治疗基因没有在肿瘤细胞内很好的表达, 其结果是无法完全消灭肿瘤; 靶向药物
在经过静脉到达肿瘤组织时药物不断降解、稀释乃至失活或者与正常的细胞或组织非特异性结合等等这些都严

第 40 卷
36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影响治疗的效果.

3 挑战与展望
噬菌体展示技术在淘选分离肿瘤靶向肽配体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功, 但仍然存在巨大挑战. 主要的挑战就是
所淘选各种多肽的细胞靶向性识别, 因为已有的多肽配体受体只鉴定出 15%. 虽然淘选分离的短肽在细胞受体
未知情况下仍可用于药物靶向传送, 但优先考虑靶点受体的鉴别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 受体识别能够提
供癌病变、肿瘤维持以及转移期间的细胞表面轮廓变化信息. 这可为疾病中新受体作用的基础研究打开通道. 第
二, 受体一旦识别, 即可产生受体的新配体. 肽配体在某一些应用中也许更具有适用性, 而在其他方面, 抗体、
类肽或小分子活血是更好的选择. 第三, 深刻理解配体相应受体属性将有助于加快肽配体临床应用的进程.
生物细胞表面具有蛋白与微域内的各种连接片段或簇发生多聚化的地貌结构, 这种外貌地形同时也赋予了
肽配体的特异性. 换言之, 肽配体特异性不仅由受体蛋白表达水平所产生, 同时也取决于细胞膜表面受体的排
布. 在膜蛋白的亲和性纯化和制备时, 很容易丢失受体蛋白表达水平的信息, 而且这些信息在 mRNA 水平中不
会出现. 另外, 假设短肽与蛋白受体相链接, 那么这些链接多发生在糖蛋白、糖脂和磷脂的糖部分. Elayadi 等[29]
报道他们利用蛋白数据库寻找某个多肽相似序列的方法时获得了几个分离短肽的候选受体. 大多数噬菌体展示
肽库都是化学合成的, 而并非由生物源产生, 不过完全覆盖更长的多肽序列是受限制的. 就化学合成而论, 其短
肽序列与生物源序列匹配的概率在静态上是较低的. 即使存在较多的匹配, 许多化学合成的短肽也无法确切了
解受体的生物学特征. 总之, 作为淘选肽配体的受体配对物的识别仍需要开发一些新技术, 具体来说就是需要
将细胞生物学、蛋白质组和基因组方法相结合来处理这个难题.
虽然现在已经证实了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是获取癌症靶向肽配体的重要来源, 但在实际应用癌症靶向肽配
体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近年来, 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蓬蓬勃勃飞发展, 市场上多肽药物数量以
及癌症靶向肽配体的研发及制药公司的数目明显增加. 这些也都显示出多肽作为药物以及药物载体的障碍正逐
渐被消除.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更多的能够作为靶向药物或分子成像探针的多肽亦或是癌症靶向肽配体将会投
放到临床实验和应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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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hage display peptide library
technology for biopanning of tumor targeting peptides
HAO
Bao-qing, CHE Chen, LI Han-yi
等：川西獐牙菜多糖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P.R.C.)
Abstract: Biopanning tumor-specific or cancer-specific binding peptide as targeting factor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thods for
earli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umor. Tumor-specific binding peptides can be used to probe the tumor cell surface
phenotype and customize treatment accordingly by binding to an anticancer drug. Additionally, these targeting peptides can
be used as in vivoimaging agents that allow for earlier detection of tumors and micrometastasis. Phage display is a powerful
technique for the isolation of peptides that bind to a particular target with high affinity and specificity. The biopanning of
intact cancer cells or tumors in animals can be used to isolate peptides that bind to cancer-specific cell surface biomarker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unbiased biopanning of phage-displayed peptide libraries has generated a suite of cancer targeting
peptidic ligands. This review discuss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urface features on cancer or tumor cells and methods of
biopanning with phage display peptide technology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highlights 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creening of cancer or tumor cells targeting peptides as well as the use of the isolated peptide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Key words: phage display peptide library technology; targeting peptide; biopanning in vitro(in vivo); cancer cell; tum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