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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生物工程是指以生物技术为手段将动物淋巴细胞产生的抗 基因人为地使其 

在非淋巴细胞中有效表达的综合性技术。近年来，抗体的表达和分泌已不只局限于淋巴 

细胞和骨髓杂交瘤细胞，而且已经在酵母 哺乳动物的非淋巴细胞和大肠杆菌 乃至植物 

中获得功能性的表达、分泌和组装，形成一 门新型的跨学科技术。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 

十分活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体在植物中有效表达的实现，是人类利用异质细胞表达 

抗体的成功范例。不仅为植物代谢和发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为农业规模的抗体生 

产提供了可能，而且为利用中和抗体构建抗病害转基因植物开辟了新的途径。抗体生物 

工程是建立在单克隆抗体生物技术之上的，如果说后者是生物科学的一场革命，那么抗 

体的生物工程技术无疑是这场革命的拓宽和延续。 

一 、 抗体 

抗体是动物机体在抗原刺激下由免疫系统 B淋巴细胞产生，并能与抗原特异性结合 

的 '，一免疫球蛋白。 具有特异性结合抗原、 中和病毒和毒素以及与补体协同完成免疫调 

理等生物学功能“ ，可用于治疗和诊断。此外抗体本身亦是一种抗原，而且具有种属、型、 

亚型的特异性，使其具有双重特异性，并作为生物科学的桥梁穿梭于医学、免疫学、肿瘤 

学、病毒学、发 育生物学 、组织移植、分子生物学等诸学科之间，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和 

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体介导的血清学试验和免疫放射技术以特异、灵敏、快速、 

准确而著称，可进行快速检测，生物活性物质的超微定量，抗原在细胞或亚细胞水平的 

定位，抗原组成的分析，生物鉴定和抗原分型以及血清鉴定等多种用途。 自德国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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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免疫学奠基人 Behring(1854—1917) 发现抗体以来，有关抗体的研究已获五 

次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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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1967)c0 和 Edelman 

(1 969)” ， 各自独立地阐明了 

球蛋 白的基 本化学结构， 氨 

基酸顺序和功能。证明抗体是由 

两条轻链 (L)和两条重链 (H) 

通过二硫健彼此连接而成的复合 

分子。 轻链 由 213—2l4个氨基 

酸，重链由420—44O个氨基酸组 

成。轻链 N端前109个氨基酸和 

重链N端的110个氨基酸的排列顺 

序随抗体特异性的不同而异，称为可变区 (Variahle Reg~en，V区 )，是抗体分子出现 

个体基因型特异性 (Idiotypie Speeificltles)的分子基础。余下的重链和轻链的氨基酸 

序列 (c末端)比较稳定称为稳定区(Constant Region，C区)是抗体同种特异性 (1satypie 

Speeiflcitles)的分子基础。用术瓜蛋白酶水解后可将抗体解裂为三个大小相似的片段， 

两个 Fah和一个Fc片段。T0n。gawa(1976)⋯和Early(1980)” 等先后证明免疫球蛋白肽 

链的合成由位于常染色体上彼 此不相连锁的 三个基因群 (重链， 链和 K 链基因群 ) 

所编码，而且重链和轻链的 C区和 V区以及 V区基因本身也不是连续的基因编码。V区由 

V，J两个基因控制， 另外胚胎 DNA的 V基因还有一个引导基 因 (Leader geae)称为 

L基因，编码约17—2O个氨基酸的疏水引导肽段。当产生一种抗体的细胞克隆分化成熟 

时，只可能有一个 V区基因，产生一种抗体， 是因细胞在分 化成熟过程 中抗体基因的 
一 系列重排和连接 (图 1)，这一调控机制不仅是抗体杂交瘤细胞也是抗体基因工程的 

理论依据。而 Milstein和 Kohler二氏 (1975)IS]创造的单克隆抗体技术为抗体的生物 

工程提供了单一的基因来源，对抗体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应用有重要意义。 

=、抗体生物工程的簟略 

从宏观上看，目前抗体生物工程主要在酵母，大肠杆菌，动物非淋巴细胞和植物中表 

达有功能活性的抗体。在技术上包括三大环节t(1) 分泌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 

的建立 I(2) 构建单克隆抗体基因及其表达载体，(3) 转化到非淋巴细胞 中进行表 

达。单克隆抗体技术已广泛应用，转化方法亦随细胞的不同而异，不多赘述。本文将着 

重介绍抗体基因 及表达载体 的构建策略。 抗体基因有 重轻链之分， 其 mRNA来源的 

eDNA也是分别克隆的，因此从技术路线上考虑 抗 体基因载体构建是 抗体有效表达的 

关键。下面将已经报道的构建方式归纳为图 2所示的四种策略予以介绍。 

1． 重链 (H)和轻链 (L)分别构建到两个质粒 

这一方式是 Wood(1985)c。 在酵母中表达抗体基因时首先采用的 (图2一 I)。他 

将来源于鼠分泌抗半抗原 4一羟基一 3硝基苯乙酰的单克隆抗体轻链 ( )和重链 (u) 

的eDNA分别插^质粒 PMAgl选择标记 leu2下位的酵母3一磷酸甘油澈酶 (PGK)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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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抗体生曲工程的策略示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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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插入 A的质粒改称 PYA，插入 p的改称 PY 为了使构建的两 个质粒能在同一 

个细胞中同时表达，需要另一个选择标记。质粒 PLG89含有两个选择标记URA3和 hph， 

将编码 链的序列和 PGK起动子从 PYA切下后再插入 PLG89形成 PLGA，然后将PY 

和 PLGA分别或同时转化到酿酒酵母 x4003—5B中表达。 结果表达两种质粒共同转化的 

酵母细胞可检测出有活性的抗体， 但组装效率较低， 只有 0．5 左右。 以类似方式， 

Weidle(1987)””首次在动物非淋巴细胞中构建了有功能活性抗体分泌的裁体j Cattaneo 

(1988)⋯ 和 Biocca(1990)[j 研究了多聚单克隆抗体IgM在哺乳动物细胞 中表达的倩况 

2． 重链 (H)和轻链 (L)基因构建于同一质粒载体 

这种方式是 Carlson(1988)~” 在研究利用中和抗体在酵母细胞中的表达来灭活细胞 

内的某一特定聋白的力法时采用的(图2一耳)。为了不使抗体分泌到细胞外，在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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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基因的信号序列经核酸操作后的轻链K32一j和重链 r101—9同时插入同一个质粒 pBM 

150，得到构建质粒pJRC150。将 pJRC150在有不同单一蛋白活性的酵母细胞中表达， 

结果有活性中和抗体产生。 

由于在大肠杆菌中不能蛆装成有活性的全抗体，在细咆外的组装水平又很低，因此 

采用的策略多集中在将 目的抗体的功能区基因片段 (FV)的双链或经修饰后成为单链的 

基因同时构建于同一质粒 (2一 Ⅲ)⋯ 。利用 FV片段昀特异性 ，在构建前和构建后将 

蛋白毒素通过化学方式或基因操作与 FV单链相连来制造 “靶毒素” (Target toxin) 

或 “免疫毒素” (immunotoxin)，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生物导弹” (Biological Mis— 

slon)。1 988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 已成为热点， Chaadhary(1990) 巳将 PCR技术 

引入作为快速构建免疫毒素的方法。 

3． 抗体基因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 

抗体基因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有其独特性。Hiatt(1989) ’将一种催化性抗体的 

重链和轻链 eDNA分别插入农杆菌质粒 pMON530，然后分别转化烟草叶片，再用 ELISA 

方法检测 (筛选 )出有重链或轻链表达的转化植株，表达这两条链的单株再通过有性杂 

交的方式来实现轻重链同时在一植株中的表达。检测结果表明有引导序列的转化植株表 

达抗体的水平较高，而且能组装有功能活性的 L—H复合物 ，杂交后每四株子 代中有一株 

表达抗体，产量为植物总蛋白量的 1．3 (见图 2— 1V")。所产生抗体的抗原结合能力 

和特异性均与杂交瘤细胞所产生的单 克隆抗体相似，而不含引 导序列的转化植株产生的 

轻重链不能蛆装成有活性的抗体。 

三、抗体基因在转基因植物中裹选的意义和前景 

抗体基因在植物中的高效表达无疑会对植物科学本身及其与外界环境 (包括生物 ) 

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产生垂大影响，现举几例。 

1． 为植物代谢和发育研究提供了有力手段t 

倒如植物的生长调节是由有限的低分子量荷尔蒙吲哚乙酸，乙烯，卞氨基嘌吟和一 

系列更为复杂的有机分子所控制0”， 其生物合成的途径和这些激素 的活动机制尚知之 

甚少。然而通过封闭这些荷尔蒙的单抗在植物 中表达，使这些激素在植物中的自由存在 

能人为地加以控制，借以评价它们在代谢和发育过程中的作用。理论上人们还可以通过 

控制抗体在不同靶器官或亚细胞位点上的表达来宴现精确的测定。 

2． 表达中和抗体的转基因抗病植物 

田波 (1989)~”’曾提出了用抗植物病毒的中和抗体构建抗病植物的设想，这一原则 

也适用于支原体，细菌和真菌等 引起的病害。这条途径如能成功会大大拓宽抗病转基因 

植物育种的范围，又可 以避免现有抗病毒的外壳蛋白和卫星 RNA策略所带来 异包壳和 

突变产生的潜在危险0”。 

3． 防污染的生物滤膜 

用污染物的抗体基因转化绿化林木和草以及花卉，这种转基因植物能够吸收空气和 

土壤中污染物，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由于植物细胞的特点是具有细胞壁，这种细胞壁 

的孔径很小，只有分子量低子20000d的小分子才能通过 ，而抗体分子 的轻链就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期 潘春刚等：抗体的生物工程 117 

22500d， 是不能通过细胞壁的， 因此污 染物的抗 体基因在植物中表达的抗体，则会在 

细胞壁内将这些有害物质粘着，并固定在细胞壁内，而起到清洁环境的目的，为环境保 

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4． 农业规模生产医用抗体 

目前医用和兽用抗体均来 自动物 如用植 物来生 产则 可更为方便和价廉，因农业 

规模的生产不仅简单，而且不会有动物自身所患某种疾病通过抗体传染人畜的危险。按 

烟草中抗体表达量为 1．3 来计算， 如将抗体在蛋白质含量高的 植物如大豆 (4O 左 

右 )中表达，则产量更为可观。 当然从植物中提取抗体也需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另外 

也可考虑 将人畜的某些疾病 (如腹泻病毒 )的抗体在蔬菜或牧草中表达，直接食用后就 

可起到防病、治病的效果。 

抗体生物工程是基础和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的一个研究领域，特别是其在转基因植物 

中的高效表达，现只处于起步阶段，它即展现了许多诱人的前景，又存在一些需要解决 

的技术难题。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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