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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载体细胞器靶向的研究进展
孙晓译, 魏丽丽, 陈海靓, 梁文权*
(浙江大学药学院药物制剂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现代给药系统要求药物在充分发挥疗效的同时毒副作用小, 这就需要药物能被特异转运至靶组织、靶
细胞, 甚至是特定的细胞器, 如细胞质基质、细胞核、线粒体、溶酶体、内质网等。阻碍药物达到靶点的主要屏
障有细胞膜、溶酶体降解作用和细胞器膜。纳米载体既可保护药物特别是蛋白、酶、DNA 等活性分子, 也便于
进行功能改进和修饰。本文重点总结了纳米载体通过各种功能修饰克服各种屏障作用, 在进入细胞后对细胞质
基质、细胞核、线粒体、溶酶体和内质网的靶向作用。
关键词: 药物靶向; 细胞器; 纳米粒; 脂质体; 聚合物胶束; 树状聚合物
中图分类号: R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3-4870 (2009) 08-0838-07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organelles targeting nanocarriers
SUN Xiao-yi, WEI Li-li, CHEN Hai-liang, LIANG Wen-qua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s, 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Modern drug delivery system demands high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low toxicity which depends
on efficient intracellular transportation of therapeutics to specific organisms, cells, even targeted organelles such
as cytosol, nucleus, mitochondria, lysosome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Intracellular barriers which prevent
drug molecules accessing to their targets mainly include cell membrane, lysosomal degradation and the
endomembrane system. Nanocarriers can preserve the bioactivities of protein, enzyme and DNA, and also they
are easy to be modified and functionalized.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intracellular fate of nanocarriers,
especially how to bypass intracellular barriers and then target cytosol, nucleus, mitochondria, lysosome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by pharmaceutical mod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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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药水平的发展, 人们对给药系统的要求

物能被转运至靶组织、靶细胞, 甚至是特定的细胞

越来越高, 不仅要求其疗效好, 而且毒副作用小, 最

器。纳米载体的出现给理想给药系统的发展带来了希

好能以微小的剂量达到治疗目的。传统的制剂在口服

望, 它具有保护药物 (特别是易被破坏的 DNA、蛋白

或注射后, 进入血液循环即发挥全身作用或很快被
代谢排泄至体外, 不仅生物利用度低而且毒副作用

酶等生物药物)、达到缓释和毒副作用小等优点。最
重要的是纳米载体便于改造和修饰, 可以根据胞内

大。药物发挥治疗作用必然有其作用靶点, 药物靶点

转运过程, 对其进行逐步修饰, 转运活性成分到靶部

通常是蛋白质、核酸、酶和受体等功能性生物分子,

位。常用的纳米载体有聚合物/金属纳米粒、脂质体、

而这些分子则位于细胞中。因此现代给药系统要求药

聚合物胶束和树枝状聚合物等。本文将重点介绍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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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酶体和内质网靶向的研究进展。

来这几类纳米载体的细胞质基质、细胞核、线粒体、
1

细胞质基质靶向
细胞质基质是细胞质中均质而半透明的胶体部

分, 充填于其他有形结构之间。它为各种细胞器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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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常结构提供所需要的离子环境, 为各类细胞器

固体脂质纳米粒、DNA/聚阳离子复合物、硅纳米粒、

完成其功能活动供给所需的底物, 同时也是进行某

量子点 (quantum dot, QD)、金纳米粒等。CPPs 能明

些生化活动的场所。

显增强脂质体的细胞内转运, TATp 修饰的脂质体可

细胞质基质转运的重要性不仅由于基质中存在

被转运至多种细胞内。用 TATp 或 PenetratinTM 修饰

多种药物的作用靶点 (糖皮质激素受体、蛋白、小干

的脂质体的细胞内化能力和表面多肽分子数量有关,

扰 RNA), 还因为这是到达各类靶细胞器的必经之

摄取动力学特性受穿膜肽种类和细胞株影响。Antp

路。因此, 克服细胞质膜屏障也成了亚细胞结构靶向

修饰的脂质体在肿瘤细胞和树状突细胞中的积蓄

给药的前提。细胞内吞摄取物最终进入后期内体/溶

量较对照脂质体高[2]。产生有效的细胞摄取, 每个小

酶体, 被溶酶体中各种酶系消化降解。对需要到细胞

单室脂质体表面至少需要 100 个 PTD 分子。近来文

质基质或是特定细胞器才能发挥作用的药物来说,

献[3]报道, TATp 修饰聚合物胶束系统能用于抗癌药

从溶酶体中逃逸出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此, 载体

物的实体瘤靶向; 偶联树枝状聚合物可增加目标基

有效地在胞浆基质转运由两个因素控制: ① 有效的

因在细胞和组织内的表达[4]。这些都为进一步发展用

细胞摄取; ② 载体的内体逃逸能力。

于胞内运输的纳米载体给药系统提供了可能性和依

1.1

穿膜肽

据。

细胞穿膜肽 (cell penetrating peptides, CPPs) 是

1.2

表面活性剂
纳米载体的细胞摄取效率与细胞膜-载体间静电

一类具有细胞穿透功能、长度为几个至几十个不等带
有正电荷的氨基酸序列。它们可以双向穿越细胞膜,

作用力、疏水作用力和载体的结构及理化性质有关。

进入细胞质甚至细胞核, 还能介导如 DNA、多胺类,

表面活性剂嵌入细胞膜可扰乱双分子膜的正常液晶

甚至分子质量比自身大很多倍的寡聚核苷酸进入细

态, 使细胞膜去稳定化, 并伴随膜通透性的改变, 利

胞内。CPPs 分为蛋白衍生肽、模型肽和合成肽。蛋

于载体的细胞摄取和内体逃逸。本实验室考察了一系

白 衍 生肽 是 蛋 白 转 导 结构 域 (protein transduction

列表面活性剂对阳离子脂质体细胞摄取的影响[5]。结

domain, PTDs) 中的小片段, 如 Tat 蛋白中的 TAT 多

果发现, 司盘修饰的阳离子脂质体介导的反义寡核

肽 (TATp)、黑腹果蝇触足肽 (antennapedia, Antp) 同

苷酸具有较高的体外细胞摄取效率。司盘系列中以

源结构域的 Penetratin 、膜移位序列和基于信号序

span 40 为优。体外转染中, span 40 的结果也显著高

列的多肽等。模型肽是模拟已知 CPPs 穿膜性能的多

于阳离子脂质体对照, 提示亲水疏水平衡值 6～7 的

肽, 如模型两亲性螺旋肽 (MAP)。合成肽则是将来

表面活性剂通过调节载体表面特性, 有利于细胞内

源不同的亲水性和疏水性结构域融合后得到的多肽,

吞。Zhang 等[6]以卞泽 (Brij 35) 对肝靶向脂质体进行

如转运子。MAP 的细胞摄取最快, 传递效率最高, 其

表面修饰, 显著提高了脂质体的转染率和病毒抑制

次为转运子、TATp。CPPs 介导的细胞内传递可能有

作用。

多种机制。TATp 介导的大分子和纳米粒的细胞内传

1.3

TM

环境触发载体

递是能量依赖过程, 并增强内体逃逸功能; 而单独

利用胞内或细胞器内生理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差

CPPs 或 CPPs 介导的小分子细胞渗透则借助于氢键

异, 设计构建的环境触发型载体可有效地在靶点释

和静电作用, 不消耗能量。

药或携载药物达到靶点。如 Kurtoglu 等[7]用二硫键连

CPPs 可增强不同大小的分子或载体的胞内传

接 N-半胱氨酸与树枝状聚合物, 使其对谷胱甘肽

递。1999 年 Josephson 首次证明了表面吸附有 TATp

(glutathione, GSH) 浓度敏感。由于细胞内液中的

的氧化铁纳米粒可高效进入并标记细胞, 可作为核

GSH 浓度高于外液, 低 GSH 浓度时, 结合物可保持

磁共振观察或体外归巢细胞的磁性分离工具。随后,

稳定; 一旦进入胞浆, 发生硫醇-二硫化物的交换反

涌现出一系列针对超顺磁氧化铁纳米粒表面修饰

应, 可在 1 h 中释放近 60% N-半胱氨酸。在活化的小

CPPs 的研究。TATp 使超顺磁纳米粒在多种细胞株中

神经胶质细胞中, 此类树枝状聚合物的抗氧活性较

的摄取提高约 100 倍, 同时也缩短了纳米粒的体内半

溶液组提高了约 1 个数量级。

衰期, 改变其在网状内皮系统中的分布。未修饰的纳
米粒蓄积在肝血管内皮和 Kupffer 细胞内, 而 TATp

目前在胞内药物转运中研究和应用最多的环境
触发型载体是 pH 敏感载体。pH 敏感载体可以在溶

修饰的氧化铁纳米粒则主要分布在肝实质细胞内 。

酶体中发生结构变化, 进而与内体膜发生作用, 破坏

其他 CPPs 偶联纳米粒的研究还涉及壳交联纳米粒、

膜稳定性, 释放内容物至细胞质, 达到溶酶体逃逸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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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pH 敏感载体的构建依赖 pH 敏感成分的参与,

为 10%, 而非 pH 敏感组只有 1%左右[12]。Park 等[13]

它们主要包括融合肽、pH 敏感聚合物和 pH 敏感脂

将含有 N-糖基化抑制剂的 DOPE 脂质体用于黑素瘤

质等。

细胞, 发现药物能被有效转运至胞浆, 显著提高了药

1.3.1

融合肽

融合肽是病毒侵染宿主细胞时导致

融合的重要疏水片段。如来源于流感病毒红细胞凝

物的脱色素作用。
细胞膜受体配基

1.4

集素亚单位 HA-2 或人工合成 (GALA、KALA) 的融

利用细胞膜表面高度表达受体的配体或细胞内

合肽在 pH 值由中性 (pH 7.0) 向酸性 (pH 5.0) 变化

特定蛋白的抗体制备得到的载体可大大提高载体的

时, 其构型可由随机螺旋转变成两亲 α 螺旋, 插入膜

细胞摄取和靶向定位能力。例如, 影响聚乳酸/乙醇酸

双分子层中, 聚合形成跨膜螺旋孔, 使内体/溶酶体

共聚物 (poly lactic acid-co-glycolic acid, PLGA) 纳

膜失稳。融合肽可提高多种基因载体介导的转染效

米粒胞浆滞留的最大问题是细胞外排。大部分的纳米

[8]

率。研究表明, 单纯疱疹病毒糖蛋白 H 膜融合片段 、
[9]

[10]

粒内吞后被循环内体重新转运至细胞膜内侧, 随后

均可分别加强阳离子脂质体、阳离

排至外侧。Sahoo 等[14]利用肿瘤细胞表面高度表达的

子 β 环糊精聚合物、DNA/聚乙酰亚胺复合物介导的

转铁蛋白受体, 在纳米粒表面修饰转铁蛋白, 改变载

基因转染效率。

体的入胞方式, 加强其胞内留存能力。结果显示, 外

JTS-1 、KALA

基因给药中常

吐粒子百分比由原来的 75%降低至 50%, 人乳腺癌

用的阳离子转染试剂聚乙酰亚胺 (polyethylenimine,

细胞 MCF-7 的摄取水平大大提高。叶酸、内皮生长

PEI) 是内体逃逸的代表性聚合物。其“质子海面”

因子、各类抗体和凝集素都是目前常用的化学靶向分

效应可以使内体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膨胀, 导致内体

子。近年来以小分子活性肽作为导向物与药物结合形

膜破裂, 使携载分子重新进入胞浆。另外, 由于 PEI

成复合物而发展的细胞靶向药物递送系统已显示了

带有大量阳电荷, 可以用于压缩、保护 DNA, 增加载

良好的研究价值 [15], 相信这类短肽在纳米载体上的

体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 提高摄取水平。除了聚阳离

应用也会有较好的前景。

子外还有许多膜去稳定阴离子聚合物, 它们也可增

2

1.3.2

内体逃逸和 pH 敏感聚合物

细胞核靶向

强药物和生物大分子的内体逃逸, 如各种羧基聚合

细胞核是细胞内遗传物质储存、复制、转录的场

物、丙烯酸与甲基丙烯酸共聚物、马来酸共聚物、

所, 在细胞的代谢、生长和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细

N-异丙基丙烯基酰胺聚合物与共聚物。对于 pH 敏感

胞核存在多种药物如 DNA 插入剂、烷化剂、拓扑异

聚合物的研究很多, 特别是构建多功能聚合物或聚

构酶抑制剂的作用位点。细胞核膜由两层膜构成, 其

[11]

上存在核孔复合物 (nuclear pore complex, NPC)。只

合成的一种多功能 pH 响应聚合物, 中性条件下其疏

有当细胞进行有丝分裂时, 核膜才会消失, 其他情况

水性骨 架被 嫁接 的聚乙 二醇 (polyethylene glycol,

下大分子进入细胞核的唯一途径就是 NPC。它允许

PEG) 长链所遮蔽, PEG 以二硫键和缩醛键接在骨架

直径 9 nm 的粒子或分子质量在 40～45 kDa 以下的

上。接触酸性介质后, 连接 PEG 链的缩醛被降解, 暴

分子自由进出, 而包括核糖体合成的核酶、核 RNA

合物载体的报道更是现今研究的热点。Murthy 等

露出具备膜破坏特性的骨架。待聚合物成功从破坏的

在内的其他分子和纳米粒则需连接核定位信号

内体中逃逸出来后, 胞浆的还原环境将聚合物上的

(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 NLS) 通过主动转运进出

二硫键还原, 从而最终释放出结合的药物/质粒

细胞核。

DNA。

2.1
pH 敏感脂质体通常以磷脂

核定位信号是核内核质蛋白 C 端的一个信号序

酰乙醇胺和含酸性基团 (羧基) 的脂质构成, 后者作

列, 一般含有 4～8 个氨基酸。1 条或多条 NLS 形成

为中性条件下的稳定剂。研究最多的致融类脂二油

1 个 NPC 靶向的复合物, 此复合物被输入蛋白家族所

酰磷脂酰乙醇胺 (dioleoyl-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识别, 然后通过能量依赖机制入核。不同转运物质所

DOPE) 在低 pH 下可发生 Lα→HII 相转变, 促使脂质

需的 NLS 各不相同, 但这些信号都具有 1 个带正电

体与内体膜发生融合, 导致药物释放至细胞浆中。将

荷的肽核心。第 1 个被确定的 NLS 是病毒 SV40 T

1.3.3

pH 敏感脂质体

核定位信号

抗肿瘤药物吉西他滨包裹于含 DOPE 的脂质体中,

抗原, 它是病毒 DNA 在核内复制所必需的蛋白质。

发现较游离药物或非 pH 敏感脂质体, pH 敏感脂质体

2.1.1

组的细胞死亡率显著提高, 实验组细胞凋亡率大约

Alestrom 报道了 NLS 多肽与 DNA 联用可增加微注射

NLS 直接修饰 DNA/PNA

自从 Colla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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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胆和斑马鱼卵母细胞核对 DNA 的摄取后, 20 年

3

来全球多个课题组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DNA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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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靶向
线粒体是细胞内能量生成的关键细胞器, 在维

电吸引、肽核酸 (peptide nucleic acid, PNA) 介导的

持生理功能的稳态方面起重要作用。它与电子转移、

杂交或与质粒 DNA 共价结合是常用的直接修饰

调控细胞凋亡、钙的储存、自由基生成、脂质代谢等

DNA 的偶联方式。如接有 SV40 T 抗原 NLS 的线性

重要生化过程密切相关。因此, 线粒体功能的失调和

双链 DNA, 配合 PEI 或 Transfectam

TM

较缺乏 NLS 或

突变无活性的 NLS-dsDNA 转染效率提高了 2～3 个
数量级

[16]

。在 c-myc PNA 的 N 末端共价结合上 SV40

一系列的病理疾病直接有关, 如神经退行性疾病和
神经肌肉疾病、肥胖症和糖尿病、再灌注损伤、肿瘤、
心血管疾病和遗传性线粒体疾病。线粒体膜的通透方

核定位肽, 罗丹明标记的 NLS-PNA 进入了 BL 细胞

式主要包括自由扩散、载体蛋白介导和膜通道 3 种。

核内, 且观察到了 PNA 抑制 c-myc 过度表达后所产

线粒体是细胞内膜电位最高的细胞器, 可高达 150～

生的细胞周期的抑制、凋亡诱导信号减少的药理学效

180 mV, 电性内负外正, 内环境 pH 为 8.0。因此线粒

[17]

应

2.1.2

。

体不仅可富集阳离子透膜物质, 而且对阴离子形式
NLS 修饰载体

早期研究发现, 表面修饰

SV40 T 抗原的金纳米粒在显微注射入细胞后, 能有

的弱酸也具有亲和性。
3.1

线粒体靶向序列

效转移至细胞核内。类似的, 表面接有 NLS 的超顺

已经进入到胞浆中的药物分子在抵达线粒体内

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在胞浆与细胞核内都较对照的信

部前仍然面临两方面的屏障, 一是来自胞浆中蛋白

[18]

号更强。Cheng 等

用量子点 QD 修饰 PLGA 纳米

骨架的阻碍, 二是由于线粒体本身的膜结构将其与

粒表面, 用于细胞内示踪, 并比较了两种 NLS 介导

细胞质阻隔开来, 使外源物质难以进入。因此, 要使

纳米粒入核的能力。发现 SV40 T 抗原修饰的纳米粒

活性分子进一步靶向线粒体, 还需要在纳米载体上

虽然显著提高了 QD-PLGA 纳米粒的胞浆摄取, 但

修饰能特异识别并且进入线粒体的功能结构。目前研

HeLa 细胞核中未发现纳米粒存在; 而腺病毒纤维蛋

究发现主要有两类线粒体特异性识别序列: 非肽靶

白修饰的纳米粒不但能高效地进入胞浆, 而且还能

向序列和多肽/蛋白类靶向序列。

在细胞核浓集。将 sigma1-NLS 与 PEI 共价结合后, 再

非肽靶向序列: 此类序列多为亲脂性阳离子物

与质粒 DNA 复合, 可将荧光素酶在小鼠成纤维 L929

质, 依赖线粒体膜高电位能的推动, 将与之结合的小

细胞中的平均表达提高至对照的 16 倍

[19]

。鱼精蛋白

分子药物或纳米载体转运至线粒体基质。三苯基膦

氨基酸序列中近 2/3 为精氨酸, 它被认为具有 NLS 特

(triphenylphosphine, TPP) 是目前研究较多的一种非

征, 能有效提高 DNA 的核靶向作用。研究发现鱼精

肽靶向序列。早期 TPP 被用于线粒体抗氧化剂的转

蛋白可显著提高肝靶向 DNA/阳离子脂质体复合物在

运, 现在人们发现它还具备有效压缩 DNA 的功能,

[20]

人肝癌细胞 HepG2 中的蛋白表达 。
2.2 CPPs
穿膜肽在增加胞内载体浓度的同时也能增加细

将其应用到线粒体的基因治疗当中。为增加 TPP 的
亲脂性, 提高线粒体靶向效率, 其甲基衍生物 TPMP
也被成功合成。Muratovska 等 [24]先后将抗氧剂维生

胞核内的药物含量。表面用硫普罗宁链保护的金纳米

素 E 和 PNA 与 TPP 共价结合或物理混合, 成功地使

粒, 再在保护链上共价结合功能性 TAT 多肽, 结果在

维生素 E 和 PNA 富集在线粒体内部, 较原型药物有大

人成纤维细胞中很难发现只有保护链的纳米粒, 细

幅提高。Callahan 等[25]在 N-(2-羟丙基) 甲基丙烯酰胺

胞核内没有纳米粒的存在。但接有功能链的纳米粒不

聚合物 [N-(2-hydroxypropyl) methacrylamide, HPMA]

仅转运至细胞内部, 在细胞核中也有广泛分布

[21]

。最

末端接 1 个 TPP 分子, 再用负电荷荧光探针异硫氰酸

近的穿膜肽和细胞器靶向配基联用研究表明, RME

荧光素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FITC) 或中性探

(受体介导的内吞信号) 和 NLS 联用, 如表面连接有

针 BODIPY FL 标记共聚物, 考察不同聚合物分子质

腺病毒纤维蛋白 (含 RME 和 NLS) 或腺病毒 NLS 和

量对线粒体靶向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离体鼠肝线

腺病毒 RME 多肽的金纳米粒可进一步提高核靶向效

粒体中, 分子质量小于 5 kDa 的 TPP-HPMA-BODIPY

能[22]。具有穿膜域 (TAT)、核定位 (SV40 T 抗原) 和

FL 有明显的浓集, 而大于 10 kDa 时, 无靶向现象。另

DNA 结合域的多功能融合蛋白 TAT-NLS-Mu[23]与阳

外, 以 FITC 标记的聚合物均无线粒体摄取, 这主要

离子脂质合用可显著提高报告基因在多种细胞株内

与标记分子的荷电情况有关。地喹氯铵 (dequalinium

的表达。

chloride, DQA), 一种二元阳离子两亲化合物, 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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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靶向线粒体的基因给药。与聚阳离子类似, 它能

3.3

其他

与 DNA 形成名为 DQA 体的复合物结构。Weissig

除了以上介绍的一些靶向分子和序列外, 某些

等[26]发现, 当 DQA 体与大鼠肝细胞线粒体接触后,

特定的制剂也能改变药物的胞内分布, 达到线粒体

能选择性释放出质粒 DNA (pDNA)。D’Souza 等[27]

浓集的效果。Savic 等[33]将四甲基罗丹明-5-羰基叠氮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 DQA 可保护 DNA 完整地从

与聚己内酯-聚氧乙烯嵌段共聚物共价结合后, 研究

核内体中逃逸, 并特异性地将 pDNA 释放到线粒体

形成的聚合物胶束在大鼠肾上腺髓质嗜铬细胞瘤细

的近侧区, 显示出良好的线粒体靶向性。近期由日本

胞中的分布情况。结果发现除细胞核外, 溶酶体、内

科学家合成的以山梨醇为骨架富含胍基的阳离子聚

质网、线粒体和高尔基体内均有载体分布, 其中以线

合物被发现有很强的线粒体定位能力, 并且能在高

粒体为多。显示出此类聚合物胶束的亚细胞结构靶向

线粒体含量的组织 (心脏和脑) 内富集

[28]

。

多肽/蛋白类靶向序列: 超过 99%的线粒体蛋白

前景。
4

溶酶体靶向

是在胞浆核糖体上以前体蛋白的形式合成的, 这些

溶酶体是由单层膜围绕、内含多种酸性水解酶

蛋白需要借助靶向信号介导转运至线粒体中。信号

类的囊泡状细胞器, 其主要功能是进行细胞内消化。

序列通常位于转运蛋白的 N 端, 进入线粒体后即被

溶酶体功能缺陷将引起多种病症。溶酶体贮存病

快速水解。将这些信号肽/蛋白与药物及载体结合或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 LSDs) 包括单一或多种酶

将 编 码 线粒 体 靶 向 信 号 肽 (mitochondria targeting

缺陷的 40 多种遗传病, 这些酶参与分解吞入细胞的

sequence, MTSs) 的 DNA 序列与治疗性 DNA 整合,

大分子物质, 如脂质、糖类和蛋白质。相关水解酶的

即可实现目标分子或载药微粒的线粒体靶向。理论

缺失导致底物未被降解而引起的病理积蓄。

上, 这些前体序列 (细菌或哺乳动物引导肽) 可以携

除细胞膜穴样凹陷介导的内吞外, 其他方式的

带任意蛋白、RNA 或 DNA 进入线粒体。如前体蛋白

内吞都涉及溶酶体过程, 因此溶酶体是一个联系细

引导单链或双链 DNA、细菌信号肽 Toho-1 携带绿色

胞内外的门户, 这对于需要靶向溶酶体的药物来说

荧光蛋白 (GFP)、COX IV 信号序列结合二氢叶酸还

非常有利。对于 LSDs, 酶补充疗法治疗效果很好。

原酶、COX VII 线粒体前体序列融合 PNA 定向进入

但酶在血循环中很容易被清除, 使到达靶部位的药

线粒体。继前体序列在生物大分子线粒体靶向的成功

物减少。通过将酶包裹于载体中, 可以起到保护稳定

例子后, 近期人们又看到了它在纳米载体上的应用

作用, 再经由内吞途径将酶被动靶向至溶酶体, 进一

前景。选用来源于 Grim 蛋白的 GH3, 利用它凋亡触

步提高了治疗效果。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 人们就已

发和线粒体靶向的特性修饰量子点, 结果显示 Hela

经发现用脂质体可高效地将 β-呋喃果糖苷酶、α-甘露

细胞凋亡发生率大大提高
3.2

[29]

。

糖苷酶、神经氨酸酶、β-葡糖苷酸酶等成功转运到溶

蛋白转导域 (PTD)

酶体内, 用于治疗相应的 LSDs。葡糖苷酶和淀粉葡

尽管如前所述 MTS 有诸多成功的例子, 但 MTS

萄糖苷酶脂质体在治疗网状内皮系统疾病 Gaucher

介导的线粒体靶向却受被转运分子大小的严格限制。

氏症和 Pompe 氏症的临床试验中均取得了良好的治

伸展的蛋白或大分子如 pDNA 和 mtDNA 很难进入

疗效果[34]。近年来又发现了不少 LSD 治疗位点, Chu

线粒体。源于 HIV-1 中 Tat 蛋白的 PTD 不仅可以将

等[35] 发现, 由于缺少一种脂质结合蛋白 Saposin C,

寡核苷酸、多肽、蛋白甚至是脂质体快速转运至细胞

细胞中多泡体大量积蓄, 破坏了神经细胞生长发育

膜的另一侧, 也可以通过细胞核。研究还发现 TAT 有

所需的内环境稳态, 从而导致一种复杂的 LSD 产生。

转运分子进入线粒体的能力, PTD 融合 FNK 蛋白既

当静脉注射荷有外源性 Saposin C 的脂质体后, 发现

可跨细胞膜障碍也可穿越线粒体双层膜

[30]

。

如果利用 TAT 的穿膜特点首先将目标物质送入
胞浆, 而后发挥 MTS 的功能, 将药物特异性靶向线
粒体, 则可以达到理想的靶向效果。TAT-mMDH (线
[31]

粒体苹果酸脱氢酶, 一种 MTS)-GFP
[32]

脂质体浓集在神经细胞溶酶体中, 使积蓄的多泡体
回到正常水平。
5

内质网靶向
内质网膜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是由内

和 MTS-Exo

膜构成的封闭的网状管道系统, 其主要功能是合成

进入细胞浆后均能水解脱去 TAT, 通过

蛋白质和脂类。由于 ER 合成蛋白的错误折叠或聚集,

MTS 的作用成功地将 GFP 和核酸外切酶 III 输送到

均可导致一系列疾病, 如阿尔茨海默症、纤维囊泡症

线粒体内。

的发生。

III-TAT

孙晓译等: 纳米载体细胞器靶向的研究进展

目前 ER 的靶向给药还未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36]

但已有研究开始涉及此领域。如 Costin 等

将内质

solid tumors [J].
[4]

网 N-糖基化抑制剂 N-丁基脱氧野尻霉素包载于 pH

Juliano RL. Intracellular delivery of oligonucleotide conjugates
Ann NY Acad Sci, 2006, 1082:

18−26.
[5]

Huang YZ, Gao JQ, Chen JL, et al.

Cationic liposomes

modified with non-ionic surfactants as effective non-viral

减小了给药剂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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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ontrol Release, 2007, 118: 216−224.

and dendrimer complexes [J].

敏感脂质体 (由 DOPE 和胆甾醇半琥珀酸酯组成) 内,
成功抑制了小鼠黑色素瘤细胞酪氨酸活性, 并明显

·

carrier for gene transfer [J].

总结与展望
在过去的 10 年里, 有关脂质体、纳米粒、聚合

物胶束等各种纳米载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6]

Zhang Y, Qi XR, Gao Y, et al.

co-modified with β-sitosterol-β-D-glucoside and Brij 35 [J].

物理靶向、pH 敏感材料、免疫靶向等手段达到组织

Acta Pharm Sin (药学学报), 2006, 41: 1111−1115.
[7]

切的研究成果, 并在整体动物水平得到了较好的验

Kurtoglu YE, Navath RS, Wang B, et al.
dendrimer-drug

conjugates

with

证。但第 3 级靶向即细胞器靶向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intracellular drug delivery [J].

段, 关于细胞处置载体或药物的微动力学过程也没

2121.

有形成体系。

[8]

目前传统的纳米材料本身并不具有细胞及细胞

Tu Y, Kim JS.

Poly(amidoamine)

disulfide

linkages

for

Biomaterials, 2009, 30: 2112−

A fusogenic segment of glycoprotein H from

herpes simplex virus enhances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of

器靶向功能, 因此需要寻找新材料或对它们进行功
能化修饰。着眼于各种药物及载体的细胞内动力学过

Transfection and anti-HBV

effect mediated by the hepatocytes-targeting cationic liposomes

但仍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通过 PEG 长循环、
靶向及细胞靶向特别是肿瘤靶向方面已有较多且确

Colloids Surf B Biointerfaces,

2006, 49: 158−164.

cationic liposomes [J].
[9]

J Gene Med, 2008, 10: 646−654.

Burckbuchler V, Wintgens V, Leborgne C, et al. Development

程, 人们已经发现了 1, 2-二油酰氧丙基-N, N, N-三甲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ew cyclodextrin polymer-based DNA

基溴化铵 (1,2-dioleoyl-3-trimethylammoniumpropane,

delivery systems [J].

DOTAP)、PEI、DOPE 等成分能显著增强脂质体的内

Bioconjug Chem, 2008, 19: 2311−2320.

[10] Min SH, Lee DC, Lim MJ, et al.

A composite gene delivery

体逃逸能力, 增加目的基因的表达。关于其他载体,

system consisting of polyethylenimine and an amphipathic

现在的研究主要还是采用连接各式细胞器靶向信号

peptide KALA [J].

的方法。从“信号假说”推测, 只要能研制出特异性

J Gene Med, 2006, 8: 1425−1434.

[11] Murthy N, Campbell J, Fausto N, et al.

Bioinspired

识别细胞器的结构序列, 然后将其连接到含有药物

pH-responsive polymers for the intracellular delivery of

的纳米载体表面, 药物入胞后, 则可能实现各种细胞

biomolecular drugs [J].

器的靶向。由于到达靶点前给药系统要克服复杂的多
重屏障, 设计和实现多功能载体成为研究的新热点。
21 世纪纳米技术长足发展, 纳米药物的涌现促
进了有关细胞微结构的靶向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胞内靶向会成为靶向研究中的新兴热点, 为靶向制
剂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Tat peptide

Bioconjug Chem, 2002, 13: 264−268.

Marty C, Meylan C, Schott H, et al.

Enhanced heparan sulfate

proteoglycan-mediated uptake of cell-penetrating peptidemodified liposomes [J].

Cell Mol Life Sci, 2004, 61: 1785−

1794.
[3]

long-circulating and EGFR-targeted immunoliposomes [J].
Arch Pharm Res, 2008, 31: 539−546.
[13] Park JY, Choi H, Hwang JS, et al.

Enhanced depigmenting

effects of N-glycosylation inhibitors delivered by pH-sensitive
liposomes into HM3KO melanoma cells [J].

J Cosmet Sci,

2008, 59: 139−150.

directs enhanced clearance and hepatic permeability of magnetic

[2]

Preparation of pH-sensitive,

Enhanced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transferrin-conjugated paclitaxel-loaded nanoparticles is

Wunderbaldinger P, Josephson L, Weissleder R.

nanoparticles [J].

[12] Kim MJ, Lee HJ, Lee IA, et al.

[14] Sahoo SK, Labhasetwa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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