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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人源化抗体药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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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发展, 治疗性抗体药物逐渐占据全球市场, 主要应用于肿瘤治疗、抗移植排
斥、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等。抗体药物可根据人源化程度不同, 分为鼠源抗体、嵌合抗体、人源化抗体和全
人源抗体。本文着眼于目前治疗性抗体药物研究热点, 聚焦于抗肿瘤人源化抗体药物, 结合已上市热点抗肿瘤人
源化抗体药物实例, 从抗体人源化技术以及人源化抗体生产的角度来阐述目前研究状况。同时, 立足于国内外抗
肿瘤人源化抗体药物的现状, 分析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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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zed
anti-tumor antibody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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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atural Medicine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rapeutic monoclonal antibodies, the therapeutic antibodies have
increasingly dominated the global pharmacy market in recent years, which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treatment of
carcinoma, transplant rejection, auto-immune diseases etc. Meanwhile, the therapeutic antibodies could be
categorized on the humanized proportion into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murine-derived antibody, chimeric
antibody, humanized antibody and human antibody. Herein, we focused both on antibody research hot spots and
humanized anti-tumor antibody drugs. Moreov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lassical examples of humanized
anti-tumor antibody drugs approved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worldwide, we explaine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situation from both the humanized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ion of humanized antibodies. Additionally, it
seemingly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to demonstrate the trend of further humanized anti-tumor antibody drugs in the
prospec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either domestic or overseas.
Key words: humanized anti-tumor antibody; humanized technology; mammalian cell expression system;
antibody drug development

人类进行抗体研究已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 近
50 年来更是研发高峰期。1975 年, 杂交瘤技术的建

抗体放大到寻求更高效安全且应用于治疗、检测、预
防功能的抗体药物。

立促使单克隆抗体迅速发展; 1991 年, 利用抗体库筛

单克隆抗体因其可利用自身模拟抗体抗原特异

选技术获得全人源抗体。研究者已从寻找单一治疗性

性结合的机制进行治疗的过程, 具有靶向性、特异
性、专一性等明显优势, 又被称为“生物导弹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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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源化程度比例, 单克隆抗体主要分成 4 种, 鼠
源单抗、嵌合单抗、人源化单抗和全人源单抗。随着
人源化程度增加, 非鼠源单克隆抗体可以减轻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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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中人抗鼠抗体反应 (HAMA 反应), 如嵌合

研究者在嵌合抗体的基础上, 进一步用人源框架区

抗体和人源化抗体药物较鼠源抗体药物诱发的免疫

(FR) 来代替鼠源框架区 (FR), 除了 3 个互补决定区

原性反应要减轻许多, 临床上已大量使用这些抗体

(CDR) 是鼠源外, 其余都是人源结构, 这种进一步

药物进行靶向治疗。

人源化的抗体被称为 CDR 移植抗体或者改型抗体。

截至 2011 年 9 月, 全球批准上市的单克隆抗体

但对于特定的抗原而言, 框架区的改变会造成改变

药物有 42 种, 其中人源化抗体药物占总数的 31%。

后抗体分子亲和力下降, 有时甚至消失。针对这种状

同时, FDA 共批准 31 种单抗药物, 抗肿瘤是第一治

况, 目前主要有 4 种策略: ① 同源替换, 使用与鼠源

疗领域, 约占 45%, 其他治疗方向为类风湿性关节

对应部分具有较大同源性的 FR 进行替换; ② 表面重

炎、自身免疫性疾病、抗器官排斥反应、感染性疾病、

塑, 对鼠源 CDR 和 FR 表面氨基酸残基进行重塑, 以

心血管疾病等。

使其类似人抗体 CDR 的轮廓或者人 FR 的型式; ③

1

补偿变化, 改变关键位置的氨基酸残基, 以补偿完全

抗肿瘤抗体分类
根据人源化程度不同, 治疗性单克隆抗体药物

的 CDR 移植; ④ 定位保守,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以 FR

可分为 4 种: 鼠源性抗体 (无人源氨基酸序列)、嵌合

保守序列为模板进行人源化, 但保留了鼠源单克隆

抗体 (60%～70%人源化氨基酸序列)、CDR 移植抗

抗体可变区的关键残基[1]。

体 (90%～95%人源化氨基酸序列) 以及全人源抗体

中国百泰生物药业采用先进的“CDR 移植”技

(100%人源氨基酸序列)。截止到 2011 年 9 月, FDA

术二次开发出的泰欣生 (尼妥珠单抗注射液), 人源

批准的抗肿瘤人源化抗体药物总结见表 1。

化程度高达 95%, 达到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 是中

1.1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SFDA) 于 2008 年 4 月批准

抗肿瘤人源化全长抗体

1.1.1

嵌合抗体

嵌合抗体使用人源基因代替已有

上市的第 1 个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的功能性单抗药物。

的鼠源单克隆抗体 Fc 区, 因而可保留抗原抗体的特

目前, 尼妥珠单抗已在美国、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

异性, 降低 HAMA 效应。1997 年 FDA 批准的 Rituxan

进行多项临床研究。试验证明, 尼妥珠单抗联合放疗、

(rituximab) 即 是 利 用 这 项 技 术 形 成 的 抗 体 药 物 。

化疗治疗鼻咽癌、头颈部肿瘤、神经胶质瘤、结直肠

Rituxan 主要应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 (NHL)、慢

癌、胰腺癌、食道癌、肝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实体瘤,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 病 (CLL) 以 及 类 风 湿 性 关 节 炎

患者疾病控制率高, 生存获益显著, 不良反应轻微,

(RA)。

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2]。

1.1.2

CDR 移植抗体

嵌合抗体氨基酸序列中 30%

1.2

小型化抗体

左右为鼠源氨基酸序列, 因而残留一定的免疫原性,

1.2.1

有些能产生很强的 HAMA 效应。为了降低鼠源成分,

scFv) 是抗体分子保留抗原结合部位的最小功能片

表1

单链抗体

单链抗体 (single chain antibody,

截至 2011 年 9 月 FDA 批准的人源化抗肿瘤抗体药物
药品名

研发公司

类型

作用靶点

适应症

上市时间

Rituxan (rituximab)

Biogen Idec

嵌合抗体

CD20

抗肿瘤, 类风湿

1997 年, 美国等

Erbitux (cetuximab)

Eli Lilly

嵌合抗体

EGFR

抗肿瘤

2003 年, 瑞士等

Herceptin (trastuzumab)

Roche

人源化抗体

EGFR

乳腺癌

1998 年, 美国等

Mylotarg (gemtuzumab) Pereg WyethPeregrine Pharmaceuticals 单抗偶联物融合蛋白 DNA antagonist 非霍奇金淋巴瘤, 肺癌 2000 年, 美国
2007 年, 中国
Bexxar (131I-tositumomab)

GlaxoSmithKline

融合蛋白

CD20

非霍奇金淋巴瘤

2003 年, 美国

Avastin (bevacizumab)

Roche

人源化抗体

VEGF

抗肿瘤

2008 年, 美国

BioMab (nimotuzumab)

Center of Molecular Immunology 人源化抗体

EGFR

头颈肿瘤

2007 年, 古巴、印度等

Vectibix (panitumumab)

Amgen

EGFR

直肠癌

2006 年, 美国等
2010 年, 美国

全人源抗体

Prolia (denosumab)

Amgen

全人源抗体

Osteoclast

前列腺癌, 骨质疏松

Yervoy (ipilimumab)

Medarex

全人源抗体

CTLA4

抗肿瘤, 晚期黑色素瘤 2011 年, 美国

Zevalin (ibritumomab tiuxetan) Biogen Idec

融合蛋白

CD20

非霍奇金淋巴瘤

Pereg

融合蛋白

DNA antagonist 肺癌

Peregrine Pharmaceuticals

2002 年, 美国
2007 年,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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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分子量约为完整抗体分子的 1/6, 通过基因工程

特 异 性 抗 体 药物 正 在 进 行临 床 前 研 究 以及 临 床 研

技术将抗体的重链和轻链可变区通过一段柔性氨基

究[8, 9]。

酸连接而成的重组蛋白。scFv 的免疫原性相对于完

1.2.4

整全长抗体较低, 分子量小, 更易于进入肿瘤组织,

抗原结合区仅是一个通过铰链区与 Fc 区连接的单结

人们根据抗原抗体结合的特异性制备各种单链抗体

构域, 而且这个抗原结合区自抗体上分离后仍然具

[3]

域抗体

又称为纳米抗体, 仅由重链构成, 其

用于肿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Mahgoub 等 利用大肠

有结合抗原的功能。且域抗体可以利用大肠杆菌系统

杆 菌 表 达 抗 EGFRvIII 的 单 链 抗 体 , 53% 可 以 与

进行表达, 具有较高产量以及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溶

MCF-7 细胞结合, 通过免疫荧光法可以得知该种单

性。Even-Desrumeaux 等[10]将从人源化噬菌体库筛选

链抗体可以识别 EGFRvIII 的抗原表位。

出的高亲和力、高特异性的单域抗体制成抗体芯片,

1.2.2

用于临床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Fab 及 F(ab)’2 片段

Fab 片段是重链 Fd 基因

片段和轻链连接, 在轻链信号肽的引导下进行周质

1.3

分泌表达, 形成异二聚体, 具有抗原抗体结合功能。这

1.3.1

种小分子抗体具有抗体的活性, 其大小为完整抗体

片段与“弹头”药物相连接, 具有特异性高、性质均

的 1/3。Fab 片段不含有 Fc 域, 因而经常作为靶向弹

一等特点, 这非常符合临床肿瘤治疗对于理想抗

[4]

肿瘤药物的要求, 作用强、持续时间长和特异性高

I 偶联, 用

等[11]。目前, 常用有放射免疫偶联物、化学免疫偶联

于伽玛显影; 相对于 125I, 123I 可以稳定在人体内显影,

物、免疫毒素等。值得关注的是罗氏公司一种建立在

而 CC49 Fab 片段能够进行良好的肿瘤定位。Fab 片

trastuzumab 基础上的抗体偶联药物 inotuzumab 也处

段除了作为导向药物的显影, 也作为“弹头药物”

于临床 III 期试验阶段, 相信在不久之后, 可以获得

头与多种化学药物及放射性同位素偶联。Cheng 等
将抗 TAG-72 的 Fab 片段与放射性元素

123

[5]

其他抗体
抗 体偶 联 物

抗体偶 联 物由 抗体 或 者抗 体

的载体。Feng 等 利用力达霉素 (LDM) 与抗Ⅳ型胶

一种新的人源化抗体抗肿瘤药物[12]。

原酶单抗小型化免疫偶联物 Fab'-LDM, 进行抗肿瘤

1.3.2

侵袭转移的实验, 结果证明 Fab'-LDM 偶联物对肿瘤

基因技术发展而成的, 细胞因子可以激活某些免疫细

的侵袭转移和新生血管生成有抑制作用, 亦表明该

胞, 从而提高或者削弱自身免疫效应。动物肿瘤模型

种偶联物有望成为新的抗肿瘤侵袭转移的靶向生物

试验表明, 抗体−细胞因子融合蛋白可以靶向性杀伤

治疗剂。

肿瘤并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作用甚至完全除去肿瘤。

融合蛋白

抗体−细胞因子融合蛋白是利用

F(ab)’2 抗体片段由两个 Fab 片段组合并由铰链

De Bruyn 等[13]构建表达了两种融合蛋白 anti-CD3∶

区连接, 可以同时结合两个抗原结合表位, 一般在临

trai 和 K12∶TRAIL, 其中 scFv 片段基因来自于人源

[6]

床尤其是在放射免疫治疗中应用很多。Cheng 等 将
抗肿瘤的糖蛋白 F(ab)’2 片段与放射性元素

125 131

I连

种融合抗体均可以提高 T 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为阴

接构成偶联蛋白 CC49, 用于伽玛显影, 实验证明

性对照的 500 倍), 并且延长移植瘤小鼠存活期 (为

CC49 具有高亲和力, 且在临床检测和治疗方面具有

阴性对照的 6 倍)。

极好的定位肿瘤的能力。

2

1.2.3

2.1

双特异性抗体

I/

噬菌体抗体库, TRAIL 为可溶性活性蛋白片段, 这两

双特异性抗体具有 2 个抗原

制备生产人源化抗体药物的研究
人源化抗体表达系统的选择

结合表位, 一般是一个与靶细胞上的特异性抗原结

2.1.1

合, 另一个结合淋巴细胞或吞噬细胞, 将效应物引导

菌表达目的抗体蛋白, 由于细菌细胞翻译无法进行

至靶组织。由于外源性的双特异性抗体半衰期短, 易

糖基化, 一般只能表达无糖基化的蛋白, 同时细菌系

于在靶细胞处解离且不易达到肿瘤部位, 在肿瘤治

统也无法表达完整抗体, 多用于单链抗体和 Fab 片段

疗上的应用有限。

的表达。通常情况下, 大肠杆菌表达系统由于不能产
[7]

原核表达系统

原核表达系统通常指通过细

Michaelson 等 构建表达了同时抗 TRAIL-R2

生准确的糖基化产物, 多被研究者用于表达单链抗

和 LTbetaR 的 IgG1 的双特异性抗体, 体外实验证

体、Fab 片段等。例如, Liu 等[14]利用噬菌体展示技

明, 该双特异性抗体两端均有抗肿瘤细胞的能力, 且

术筛选出抗整合素 αvβ3 的单链抗体, 通过大肠杆菌

比单独抗体联合用药的药效要强。目前, 有很多靶

系统进行表达, 经检测与其实验室人源化全长抗体

向 EGFR、HER2、CD64、VEGFA 以及 CD30 的双

E10 具有高亲和力, 体内外实验证明可以抑制 αv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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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癌细胞增殖。但 Zhou 等[15]的研究表明, 也可

2.2

以 利 用 大 肠 杆菌 系 统 表 达出 高 活 性 的 融合 抗 体 蛋

策略

白, 应用于肿瘤治疗。他们利用大肠杆菌系统表达抗

2.2.1

EGFR 的单链抗体 —— 植物毒素 Gelonin 的融合蛋白,

部分人源化全长抗体药物都是通过哺乳动物细胞表

这种蛋白具有非常好的靶向性, 可以有效抑制 A549、

达系统进行生产的, 因为这些抗体药物结构主体为

HCC827 和 H1975 细胞的增殖, 同时也不会影响不表

糖蛋白。蛋白分子的糖基化直接影响着抗体效应功

达 EGFR 的 Raji 细胞。

能, 例如 ADCC (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 效

2.1.2

人源化抗体药物在生产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应对
人源化抗体药物糖基不均一问题及解决

大

酵母表达系统通常用来表达

应和 CDCC (补体介导的细胞毒性) 效应。因而, 抗

蛋白质类产物, 主要有酿酒酵母表达系统、甲醇酵母

体药物的糖基化的不均一性问题严重影响着抗体药

表达系统以及其他酵母表达系统。相对于细菌表达系

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Kuribayashi 等[24]设计一种简

统, 酵母表达系统的遗传背景清楚、增殖快、产量高、

单的方式来鉴定抗体药物不均一糖基化的问题, 利

可以进行转录和翻译后修饰, 但同时纯化工艺复杂、

用 LC/MS 技术分析糖型, 再采用柱交换系统分别确

成本高、制品免疫原性差, 而且产物表达水平普遍不

定完整的抗体及独立的轻链和重链。

真核表达系统

高, 分泌表达产物出现过糖基化等问题
Ye 等

[17]

[16]

。但最近

2.2.2

人源化抗体药物纯化问题及解决

目前, 亲

利用糖基因工程改造过的毕赤酵母可以加强

和色谱技术的发展以及抗原抗体之间的特异性相互

蛋白 N 端糖基化, 大量生产人源化糖基化的单克隆

作用, 使得抗体的纯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一步亲和

−1

抗体, 而且产量可以达到 1.6 g·L 。

色谱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纯度。但是亲和色谱填料

昆虫系统可以表达完整的抗体, 抗体活性高、产

代价高, 不适宜工厂进行大规模纯化。Xu 等[25]利用

量高、适用性强, 但是纯化工艺复杂, 不适用于大规

阳离子交换法 (CEX) 来进行抗体的纯化, 根据选择

模生产; 植物表达系统可以表达多种形式的抗体, 但

力和结合力综合选择合适的填料并建立 pH 导向型的

[18]

; 转基因动物

洗脱方式, 最后通过改变不同参数来进行过程评价。

抗体生产量高, 生产的抗体与天然产物完全一致, 分

而安进公司的 Mason 等[26]发现在纯化过程中不仅仅

离纯化容易, 但是由于转基因动物受遗传镶嵌性和

要注意洗脱液盐离子浓度、pH 等基本条件, 不同波

杂合性的影响, 其有性生殖后代变异较大, 难以形成

长的 UV 光对于蛋白都有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来, 暴

是其蛋白糖基化与动物细胞有差异

稳定遗传的转基因品系

[19]

露在 UV 光下会使蛋白降解速度以 pH 8.0 > pH 5.0 >

。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是目前最常见应用于生

pH 3.5 递减, 而构象改变速度则以 pH 3.5 > pH 5.0 >

产抗体药物的表达系统。哺乳动物表达系统凭借真

pH 8.0 递减。

核表达载体在宿主细胞大量稳定复制而获取目的蛋

2.2.3

哺乳动物细胞大型培养问题及解决

正常情

9

白, 因而真核表达载体需要具有高表达量、目的蛋白

况下, 动物组织中的细胞数约为 1×10 /mL, 为自然

生产稳定性以及获得稳定细胞株的可筛选性; 而宿

界细胞所处最高密度状态, 而体外悬浮培养的细胞

主细胞最好是悬浮细胞, 以方便大规模培养, 同时产

数一般在 5×106/mL 以下。为了提高细胞产量, 需要

生极少量自身杂蛋白以方便后续纯化。研究结果表

扩大培养规模, 规模越大则控制越困难。灌流培养

明, 非洲绿猴肾细胞 (COS-7 细胞) 和人胚肾上皮细

法[27]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主要流程包括培养基供给、

胞 (HEK293 细胞) 是常用的短暂表达人源化抗体较

培养罐、培养液分离系统和培养液连续收集装置。采

[20, 21]

, 一般从转染到蛋白表达可以在

用该方法可使细胞数达到 1×107/mL, 为一般悬浮培

5～7 d 内完成。骨髓瘤细胞和中国仓鼠卵巢 (CHO)

养的 10～100 倍, 而培养容量甚至可放大 100～1 000

为理想的细胞

[22]

, 前者

倍。总而言之, 无血清悬浮培养的目的蛋白产量高,

常用的是 NSO 细胞, 后者常用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

纯化相对简单, 但同时其培养条件控制严格; 要求反

(二氢叶酸酶缺陷型, CHO/drhf-) 扩增系统。Kuczewski

应器密封性能良好外, 还需添加抗生素, 培养器管及

细胞是表达人源化抗体最主要的宿主细胞

等

[23]

研究发现胚胎视网膜细胞 (Per.C6) 在下游单一

接头处等材料应为无毒性物质 (通常为不锈钢材料),

工艺的条件下, 只需通过增强细胞沉淀 (ECS) 和深

并且要求控制系统灵敏、精密。

度过滤澄清来收集细胞上清液, 再纯化即可获取目

3

的抗体。

抗肿瘤抗体药物发展趋势
为了发展抗肿瘤的单克隆抗体药物, 大量“抗

何

远等: 抗肿瘤人源化抗体药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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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样分子”药物处于临床前期和临床研究阶段。这

single-chain variable fragment (scFv) protein recognizing MCF7

些药物大多具有特定的抗体药物特征, 但又不是传

breast cancer cells in E. coli cytoplasm [J]. Biochem Genet,

统意义上的抗体药物, 如双特异性抗体、预设计锚蛋

2012, 50: 625−641.

白重复蛋白 (DARPins)、Adnectins、双功能抗体、串

[4]

Cheng KT.

Radioiodinated anti-TAG-72 CC49 Fab’ antibody

联单链抗体等。上文所述, 双特异性抗体特殊的结

fragment [DB/OL].

构使其成为具有 3 种不同功能的抗体药物。例如,

Agent Database), 2008.

catumaxomab[28]是靶向肿瘤表面抗原 EpCAM 以及 T

[5]

MICAD (Molecular Imaging and Contrast

Feng Y, He HW, Li BW, et al.

Inhibitory effects of the

细胞激活受体 CD3 的三功能抗体, 可以直接在肿瘤

immunoconjugate composed of anti-type IV collagenase

微环境中激活 CTLs。目前该抗体药物[29]已经通过临

antibody Fab' fragment and lidamycin on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J].

床 I 期和 II 期试验, 而且部分 III 期试验结果显示该
抗体对很多 EpCAM 呈现阳性的肿瘤有很好的杀伤
力以及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DARPins[30]是一种具

1465.
[6]

Cheng KT.

Radioiodinated anti-TAG-72 CC49 (Fab’)2

antibody fragment [DB/OL].

有靶向结合同时有潜力克服单克隆抗体限制的一种
新型蛋白, 这种蛋白的分子质量只有 14 kD, 具有选

Acta Pharm Sin (药学学报), 2011, 46: 1462−

MICAD (Molecular Imaging

and Contrast Agent Database), 2007.
[7]

Michaelson JS, Demarest SJ, Miller B, et al.

Anti-tumor

择性、高亲和力和特异性。正是因为 DARPins 的这

activity of stability-engineered IgG-like bispecific antibodies

种特性 [31],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被发展成为一

targeting TRAIL-R2 and LTβR [J].

种新型“抗体性”药物。Adnectins 为抗体模拟物, 是

141.

一种工程化的包含抗原结合位点的三型纤维联合蛋

[8]

Chames P, Baty D.

MAbs, 2009, 1: 128−

Bispeciﬁc antibodies for cancer therapy:

白。例如, CT-322[32]就是这样一类新型的抗 VEGFR2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J].

的 Adnectins 药物, 可以抗肿瘤血管新生。目前, 治

539−547.

疗非小细胞肺癌以及 NHL 的 Adnectins 药物正处于

[9]

Bostrom J, Yu SF, Kan D, et al.

MAbs, 2009, 1:

Variants of the antibody

herceptin that interact with HER2 and VEGF at the antigen

II 期临床试验阶段。
随着抗体药物的发展, 临床前研究的单克隆抗
体药物靶点扩大到 12 个领域 73 个靶点, 其中抗肿瘤

binding site [J].

Science, 2009, 323: 1610−1614.

[10] Sukhanova A, Even-Desrumeaux K, Kisserli A, et al.

Oriented

的靶点就有 31 个, 是治疗性单抗药物研究的首要领

conjugates of single-domain antibodies and quantum dots:

域[33]。作为全球大型医药企业的领军集团, 目前罗氏

toward a new generation of ultrasmall diagnostic nanoprobes

和安进两大公司开发的治疗性抗体 (临床 I～III 期)
一共有 39 个, 其中人源化抗体药物有 24 个, 其余都
为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在激烈的药品市场竞争下, 大
型国际医药公司依旧坚持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作
为日后抗体药物发展的最主要方向, 同时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意识到, 未来 5～10 年也将是抗体
药物爆炸式增长的关键期[34]。

[J].

Nanomed Nanotechnol Biol Med, 2012, 8: 516−525.

[11] Sun Y, Yu F, Sun BW.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s targeted

cancer therapeutics [J].

Acta Pharm Sin (药学学报), 2009,

44: 943−952.
[12] Zhang JB, Liu X, Bell A, et al.

Transient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chimeric heavy chain antibodies [J].

Protein

Expr Purif, 2009, 65: 77-82.
[13] De Bruyn M, Wei YW, Valerie R, et al.

Cell surface delivery

of TRAIL strongly augments the tumoricidal activity of T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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