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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G4 在抗体药物亚型选择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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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组单克隆抗体对特定抗原具有专一性和有效性。人们针对不同的适应证, 已开发出许多特异性的治
疗性抗体药物。目前已发现, 在抗体药物开发中 IgG 框架类型不仅可影响治疗性抗体的理化性质, 还可影响治疗
性抗体的活性及治疗效果。因此, 在抗体药物开发策略中应将 IgG 亚型的选择列入考虑范围。由于 IgG4 亚型独
特的生物学特点, 使得它已用于一些不需要效应功能的治疗性抗体的开发。本文主要对治疗性抗体药物开发中
IgG4 亚型抗体的研究及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以期为抗体药物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治疗性抗体; 亚型; IgG4
中图分类号: R9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3-4870 (2015) 07-0802-06

Research progress of IgG4 in isotype selection of antibody drugs
CHEN Chen, WANG Hui, WEI Jing-shuang*
(NCPC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 Ltd.,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ntibody Research & Development,
Shijiazhuang 050015, China )

Abstract: Many specific therapeutic antibody drug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different indications. In
drug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antibody isotype framework can not only affec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rapeutic antibodies, but also influence the activity and therapeutic effect. As a result,
IgG isotype selec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in antibody dru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ecause of the
uniqu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gG4 isotype has been used in some therapeutic antibodies for which effector
functions are not desired.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tibody drugs,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IgG4 isotype in therapeutic antibody drug development has been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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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体具有高特异性、高亲和力, 在人体免疫

83 亿美元、利妥昔单抗 (rituximab, Rituxan ®) 75 亿美

体系中起重要作用, 广泛用于药物开发, 同时, 治疗

元、贝伐单抗 (bevacizumab, Avastin ®) 67 亿美元、曲

性抗体的市场潜力巨大。2013 年, 单克隆抗体药物全

妥珠单抗 (trastuzumab, Herceptin ®) 65 亿美元。当前

球销售收入接近 750 亿美元, 其中销售额超过 50 亿

已批准的单克隆抗体药物销售额持续攀升, 正在开

美元的治疗性抗体药物有: 阿达木单抗 (adalimumab,

发的候选单克隆抗体药物已超过了 300 种, 这将继续

®

Humira ) 106 亿美元、英夫利昔单抗 (infliximab,
Remicade®) 89 亿美元、依那西普 (etanercept, Enbrel ®)

推动生物药物产品销售额的增长[1]。
治疗性抗体可通过多种方式发挥它们的功能, 包
括靶标调控、中和可溶性靶标 (如细胞因子)、破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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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受体互作以及影响细胞信号转导、与免疫效应功
能衔接等, 例如, 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 (ADCC) 和
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 (CDC)。治疗性抗体的作用机
制有力地影响着它的临床应用及开发潜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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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O-1 单克隆抗体 Li33 的 Fab 改装入 IgG1 框架

可分为 IgA、IgD、IgE、IgG 和 IgM 等 5 种。其中, IgG

组成全抗体后溶解度偏低的问题。LINGO-1 是一种

可分为 IgG1、IgG2、IgG3 和 IgG4 等 4 种亚型, IgA

在 CNS 中的神经元和少突细胞中选择性表达的表面

可分为 IgA1 和 IgA2 两种亚型。但是, 目前在抗体工

糖蛋白。在不同 IgG 框架对 Li33 溶解度影响的研究

程中基于实用性和功能上的考虑, 使得现在临床使

中, 他们将抗 LINGO-1 的 Li33 Fab 改造为 3 种不同

用的治疗性抗体均为 IgG 类型
1

[3, 4]

IgG 框架 (IgG1、IgG2 和 IgG4) 的全人源抗体, 并在

。

抗体工程中的亚型选择

哺乳动物细胞中表达, 同时均以野生型和无糖基化

在人类血清所有免疫球蛋白中, IgG 的血清半衰

形式分别进行评估。此外, 对于 IgG2 框架, V234A/

期最长。因此, 目前开发的重组单克隆抗体均是以

G237A 突变是剔除 FcRIIa 结合的糖基化位点突变,

IgG 为框架开发的。IgG 有 4 种亚型, 它们的恒定区

作为一种备选结构同时进行评估。这 7 种 Li33 单克

[3]

序列高度同源 。人类 IgG 中各亚型的含量比例分别

隆抗体中, 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在 4 ℃、20 mmol·L−1

为: IgG1 约 60%、IgG2 约 25%、IgG3 约 10%、IgG4

NaH2PO4 和 150 mmol·L−1 NaCl (PBS) pH 7.0 中的

约 5%。它们在宿主中的生物功能也各有侧重, IgG1 和

溶解度有差异。所有 3 种非糖基化抗体的溶解度均很

IgG3 主要结合蛋白质抗原, IgG2 结合糖类抗原, IgG4

低, IgG1 agly 和 IgG4 agly 均为 0.3 mg·mL−1, IgG2

则响应慢性刺激并且具有抗炎的活性[4]。

agly 为 0.2 mg·mL−1, 当其浓度 > 0.3 mg·mL−1 时单

此外, IgG 的 4 种亚型中, 触发效应功能的能力

克隆抗体均产生大量沉淀。3 种野生型中, IgG1 wt 的

也明显不同, 用于治疗用途的亚型则更需要小心选

溶解度为 0.9 mg·mL−1, IgG2 wt 和 IgG4 wt 则分别为

择。为达到期望的治疗效果并且避免不良反应, 抗体

> 50 mg·mL−1 和 > 30 mg·mL−1, IgG2 wt 单克隆抗体的

亚型的选择首先由所需的效应功能决定[3]。对于不同

溶解度超过 IgG1 wt 50 余倍。IgG2 V234A/G237A 突

的 IgG 类型, 效应功能与其和 Fc 受体的亲和力相关,

变体在溶解度方面居中, 为 5.6 mg·mL−1。由此可见,

[5]

IgG1 > IgG3 > IgG4 > IgG2 。IgG1 和 IgG3 与 IgG2 和

IgG 框架和糖基化程度共同影响 Li33 抗体的溶解度,

IgG4 相比, 具有更强的激活抗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以

以 IgG 框架的影响更为显著。作者认为, 空间因素在

及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的能力[3, 4, 6]。假如需要效应功

其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促进或限制蛋白质互作有

能消除靶点 (如在肿瘤学应用中的摧毁肿瘤细胞), 则

可能导致自联[8]。

应使用 IgG1 或 IgG3[3]。然而, 在实践中, IgG3 亚型

在抗体的物理化学性质中, 均一性和稳定性是

未被用作治疗候选, 主要是由于其相对较长的铰链

特别重要的问题, 有可能会制约治疗性抗体的成功

区使得它对蛋白水解作用敏感, 它的半衰期比其他

开发。因此, 日本科学家对 IgG 亚型在抗体的构象和

。而在中和性抗体中效应功能不是

物理化学稳定性上变化的影响也进行了关注。Ito 等[3]

该类抗体药物的必需, 如果使用 IgG1 亚型则在特殊

对 3 类 (嵌合、人源化以及人源的)、4 种抗体使用排

情况下有触发效应功能的可能, 从而引起细胞因子

阻色谱法 (size-exclusion chromatography, SEC) 、差示

风暴这样的潜在风险。此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

扫描量热法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

亚型短的缘故

[3, 4]

种是更换抗体亚型为 IgG2、IgG4 或两者混合构建的

圆 二 色 谱 (circular dichroism, CD) 以 及 用 宝 石 橙

抗体框架, 一种是进行抗体框架的突变。由于人们对

(SYPRO orange) 作为染色探针进行差示扫描荧光法

IgG 各亚型框架功能研究比抗体框架突变更透彻一

(differential scanning fluoroscopy, DSF) 分析, 在热胁

些, 因而根据抗体药物的适应证选择合适的抗体亚

迫下分析它们的结构稳定性, 而且每种抗体均分别

型, 似乎是更为简便的开发策略

[3, 4, 6]

使用 3 种亚型进行构建。该实验中所使用的每种抗体

。

大部分目前已批准的治疗性抗体属于 IgG1 亚型,
[7]

轻链和 VH 区的氨基酸序列是一致的, 只是亚型不同

仅有少数几个 IgG2 和 IgG4 抗体进入市场 。然而, 由

(IgG1、IgG2 或 IgG2AAAS、IgG4 或 IgG4PE), 也就

于 IgG2 和 IgG4 亚型的阻碍或抑制功能, 它们已越来

是说, 这些分子具有相同的可变区但是恒定区不同,

[4]

越多地用于开发治疗性抗体 。因此, 在治疗性抗体
[3, 4]

的开发中, 考虑抗体亚型的选择显得越来越重要

。

此 外 它 们 的 等 电 点 范 围在 pH 8 ～9 之 间 。 其 中 ,
IgG2AAAS 的 IgG2 重链含有可降低效应功能的氨基

1.1 IgG 框架对单克隆抗体理化性质的影响 Pepinsky

酸点突变。IgG4PE 的 IgG4 重链含有可阻止 IgG4 半

等 [8] 采用抗体亚型转换、互补决定区残基的靶向突

分子交换形成的氨基酸点突变 [3] 。他们的 SEC 和

变、以及糖基化位点插入突变等 3 种策略, 解决了抗

SDS-PAGE 实验结果显示, 所有抗体在 pH 5.5 时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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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稳定。在低 pH 条件下, IgG1 与 IgG2 和 IgG4 相比,

突变的 IgG1、IgG2 或 IgG4。例如, 在 CDP571 的实

对非酶促蛋白质水解更敏感, 因此更易降解。在低 pH

例中, IgG1 和 IgG4 变体体内比较的结果是选择 IgG4

下 IgG2 和 IgG4 比 IgG1 更易形成聚体, 聚体形成随

同型[4, 17]。再如, 灵长源抗人 CD4 抗体, clenoliximab

pH 降低而增加, 聚体总量在 pH 4.0～7.0 的顺序为

(一种稳定化且突变的 IgG4, 也称作 IgG4-PE) 是作

IgG1 < IgG2 < IgG4。结果与文献

[9−13]

报道一致。此外,

为一种非 T 细胞耗尽 IgG1 框架 keliximab 变体而开

评价抗体亚型改变的结构稳定性显示, 每种亚型的

发的[18]。在 keliximab 的恒定区中用人源 IgG4 替换

Fc 区控制该分子的物理化学性质。所有 4 种分子显

人源 IgG1, 并且对两种变体 (IgG4-E 和 IgG4-PE) 进

示 相 同 的 结 构 稳 定 性 趋 势 , 顺 序 为 IgG1 > IgG2 >

行检测。两种变体都共有 IgG4 的 CH2 区中亮氨酸换

IgG4。CH2 区与各亚型抗体的结构稳定性和在酸性

成谷氨酸的突变, 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减少效应功能。

条件下的聚合趋势密切相关, 与可变区关系不密切。

此外, IgG4-PE 具有额外的 IgG4-稳定化, 即在 IgG4 核

此外, 该实验使用 4 种方法成功地交叉验证了变换亚

心铰链中丝氨酸替换为脯氨酸。结果显示, IgG4-E 批

型在热胁迫下对抗体结构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含有 9%～28% 的半分子, 与此相比 IgG4-PE 批 < 1%。

可变区控制结构稳定性方面的变化, 抗体的理化性

此外, 稳定化的 IgG4-PE 体内半衰期是 9 天, 而未稳

质与亚型相关, 与可变区无关。即使更换其他 IgG 的

定化的 IgG4-E 半衰期仅 4 天。基于这些研究结果, 挑

可变区, 抗体的理化性质仍可因此而保留, 有助于选

选 IgG4-PE 用作临床开发[4]。

择合适的亚型, 特别是通过合理预测抗体在理化性

Beenhouwer 等[19]比较了在新型隐球菌 (Crypto-

质上的变化更换 IgG 亚型。同时, 对于使用合适的亚

coccus neoformans) 感染模型中, 一种抗葡糖醛酸木

型进行抗体设计, 以及根据不同亚型的理化性质进

糖甘露聚糖 (glucuronoxylomannan, GXM) 抗体的 4

[3]

种人类同型 IgG1、IgG2、IgG3 和 IgG4 抗 GXM 的功

行抗体生产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
以上实例表明, IgG 框架能够影响抗体的理化性

效。这些抗体具有完全相同的可变区, 但它们与 IgG

质, 在抗体药物开发中需要考虑框架的性质, 并根据

的 3 种类型 Fc 受体 (FcγR) 结合能力、激活补体的

需要进行选择。关于抗体开发研究、开发的思路及方法

能力以及半衰期均不同。结果显示, IgG2 和 IgG4 抗

对于其他抗体或者蛋白质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并可

GXM 组延长了已感染的 BALB/c 小鼠的生存时间,

较容易地应用到其他抗体及蛋白质类药物的开发中。

IgG3 抗 GXM 组没有感染动物存活, 而使用 IgG1 抗

1.2 IgG 框架对单克隆抗体生物活性的影响 Varshney

GXM 治疗的小鼠比使用磷酸盐缓冲盐水或无关同型

等

[14]

在小鼠中使用不同抗体亚型对抗体中和葡萄球

单克隆抗体处理的小鼠生存时间短。因此, 本实验中

菌肠毒素 B (Staphylococcal enterotoxin B, SEB) 活

IgG2 或 IgG4 是最理想的, 而 IgG1 则有害。在感染

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作者之前已证明鼠源抗-SEB

动物中, 所有单克隆抗体均降低了血清 GXM 含量。

IgG1 单克隆抗体 20B1, 可成功地治疗 SEB 诱导的致

一般认为效应通路在防御细菌过程中很重要, 例如

死性休克 (SEB-induced lethal shock, SEBILS)

[15]

及由

调理吞噬和补体结合, 与抗体功效负相关。对于治疗

。本研究构建了

感染用途, 人们通常认为 IgG1 是效应功能最偏爱的

IgG1 单克隆抗体 20B1 的两种亚型转换变体 IgG2a 和

组合[20]。而该研究结果的发现, 对于在目前临床试验

IgG2b, 它们分别拥有相同的可变区序列, 并且在体

用于隐球菌性脑膜炎治疗的人源化鼠 IgG1 有重大启

内和体外分析中的中和与保护活性相当。然而在小鼠

示, 并且对用于治疗其他感染性疾病设计治疗性抗

SEB 中毒和 S. aureu 败血症模型中, IgG2a 亚型变体展

体也一样。同时,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对于抗体同型选

示出比 IgG1 或 IgG2b 更高的保护力。这表明, 对已具

择可能没有通用标准, 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和应用抗

有保护性的单克隆抗体改变亚型, 可提高其保护力而

体介导的保护机制并与具体实验相结合, 从而考察

不影响其抗原特异性或敏感性, 这样在治疗中使用

治疗性抗体的全部潜力[4, 19]。

S. aureu 产生的 SEB 诱导的菌血症

[16]

较低剂量的抗体即可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因此, 作

Lee 等[21]为了解决 IgG1 框架的 TNF-α 阻断剂 (如

者认为有必要在毒素中和单克隆抗体开发及治疗性抗

etanercept) 潜在的效应功能风险, 他们采用 TNF 受

体设计中, 从抗体生物活性方面认真考虑亚型选择。

体和与一种混合框架的 Fc 段融合, 构建出一种类似

对于用于人的治疗性抗体 4 种 IgG 亚型选择, 可

于 etanercept 的 TNF-α 阻断剂 TNFR-hyFc。混合框

根据是否需要效应功能等方面进行选择。假如目标是

架的 Fc 包括 IgG4 的 CH2 和 CH3 区以及 IgD 具有高

中和可溶性抗原, 效应功能较少相关, 则可使用 IgG1、

度灵活性的铰链区, 这些组分的 ADCC 和 CDC 活性

陈

忱等: IgG4 在抗体药物亚型选择中的研究进展

·

805 ·

均很低。他们将 TNFR-hyFc 与 etanercept 进行了多种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 IgG1 中通过引入 P228S 和 K409R

生物化学特征的比较, 如 TNF-α 中和活性、分子量、

两种突变, 可诱导 IgG1 发生 Fab 臂交换[28]。IgG4 亚

N 端氨基酸测序、肽图等等, 结果显示 TNFR-hyFc 在

型中 Fab 臂交换过程、关键位点及链间、链内二硫键

TNF-α 中和活性体外检测中比 etanercept 高约 1.5 倍,

的形成, 参见图 1。

其余各项均与 etanercept 相似。因此, 该种 TNF-α 阻
断剂具有进一步开发为药物的潜力。
2

IgG4 Fab 臂交换与抗体药物开发
IgG4 在人 IgG 亚型中含量最少, 约占血清中全部

IgG 的 5%[22], 具有一些独特的生物学特性[23]。IgG4 是
一种具有两个铰链区半胱氨酸的四聚物分子 (H2L2),
结构上与 IgG1 相似[5, 24]。它可以进行重链交换, 又称
Fab 臂交换 (Fab-arm exchange), 可导致形成单价 (半
抗体分子) 或者进一步形成双特异性抗体 [23], IgG4

Figure 1

Features in IgG4 that relate to Fab arm exchange [34]

[5]

半抗体分子由 IgG4 的 HL 二聚物组成 。在功能上,
IgG4 对于大多数 FcγR 受体具有较弱的亲和力[22], 如
[23]

[22]

此外, 研究结果还表明, IgG4 发生 Fab 臂交换需要

,

在氧化还原条件下进行, 在体外通常使用 0.5 mmol·L−1

比如 IgG4 对于 C1q 的亲和力比其他亚型偏低[5]。在体

GSH 来进行研究, 也有使用 5 mmol·L−1 GSH 作为较极

内, 由于 Fab 臂交换使得 IgG4 典型特征是单价有效,

端的条件进行研究[26, 29, 35]; 在体内 Fab 臂交换反应也

导致阻止抗体形成免疫复合体。因此, 在治疗过程中,

是在氧化还原过程控制下, 并且取决于反应局部的

IgG4 可被选择作为阻断抗体, 大大地避免了效应机制

氧化还原条件[35]。

FcγRII 和 FcγRIII

的触发

[22]

; 而且它还缺乏激活补体的能力

。这些性质使得 IgG4 呈现相对“非炎症性

的”特征, 更适合用于治疗性单克隆抗体生产

[23]

。

在已开发的 IgG4 治疗性抗体药物中, natalizumab
是 IgG4 野生型框架, 可与内源 IgG4 发生 Fab 臂交

与其他 IgG 亚型一样, 每

换[29]。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 natalizumab 与内

个 IgG4 分子含有 12 对链内二硫键, 它的铰链区含有

源 IgG4 发生 Fab 臂交换后会降低治疗效果或产生不

2.1

IgG4 与 Fab 臂交换

[24]

。IgG4 抗

良反应[29]。但对同样是 IgG4 野生型框架的抗体药物

体具有交换由一条重链和一条轻链组成的“半抗体”

TGN1412 研究中显示, 在 TeGenero 公司的临床研究

两对链间二硫键将两条重链连接在一起

[25]

的独特能力, 这种交换过程称作“Fab 臂交换”

。结

中, 所有治疗个体由于 TGN1412 诱导均迅速发生不

合之前的研究, 对于两种不同的 IgG4 分子 Fab 臂交

良反应, 与用动力学研究中检测到的 Fab 臂交换发生

换的过程包括: ① 铰链二硫键的还原/重排; ② 非共

时间一致, 但是 TGN1412 Fab 臂交换诱导这些不良

价键结合 IgG4 分离变为半分子; ③ 重新组合形成 (异

反应的机制尚不清楚, 也许 IgG4 野生型治疗性抗体

质二聚体) 铰链还原的 IgG4 分子; ④ 恢复铰链二硫键

在应用中具有潜在风险[29]。关于此观点, 也有学者认

平衡。已通过实验证明, Fab 臂交换后形成的共价结

为 IgG4 治疗性抗体在体内与内源 IgG4 发生 Fab 臂

合的双特异性抗体可通过质谱分析检测到[26, 27]。

交换, 不是 TGN1412 引起相关细胞因子风暴的直接

在 IgG4 的 Fab 臂交换过程中, 核心铰链区残

原因, 他们更倾向归因于 TGN1412 特异性 CD28 靶

基 S228 和 CH3 区的 R409 对于 Fab 臂交换是重要

点的生物学特性, 不支持 Fab 臂交换是野生型未稳

[22, 28−30]

。在 IgG4 中, 将核心铰链区 228 位 Ser

定化治疗性 IgG4 抗体不良反应的原因, 并担心会误

替换为 Pro (S228P) 可增强核心铰链区内的二硫键连

导科学研究方向[32]。尽管在此领域尚存争议, 但是在

接[5, 29, 30], 从而阻止 IgG4 Fab 臂交换, 大大减少了半

IgG4 治疗性抗体药物开发的策略中, 人们似乎更倾

分子抗体的形成, 目前已用于一些 IgG4 框架治疗性

向于将 IgG4 框架稳定化的策略[4, 29, 31]。

抗体的开发[29, 31−33]。IgG4 的 CH3 区 409 位是 Arg,

2.2

位点

在 IgG1、IgG2 和 IgG3 中这个位点是 Lys

[23]

IgG4 框架的抗体药物开发

目前在治疗性抗

, 这个位

体工程中, IgG4 亚型已用于一些不需要效应功能的

点的差异使 CH3 区结构稳定性在这 4 种亚型之间产

治疗性抗体的开发。比如 natalizumab (Tysabri ®), 它

生显著不同, 研究结果显示将 R409 替换为 K409 可

是鼠源单克隆抗体通过互补决定区人源化嫁接入人

促进 IgG4 CH3 区结构稳定, 阻止 Fab 臂交换[23, 28, 34]。

IgG4 框架的一种重组 IgG4 抗体, 可中和 α4-整合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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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4-integrin) 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 (multiple sclerosis,

的细胞毒作用或补体激活等[42], 则显得更为重要。

MS)[5, 24]。Natalizumab 选择性抑制 α4-整合素介导的
淋巴细胞对内皮受体的黏附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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