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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是由噬菌体展示技术发展而来的一

项新型抗体制备技术。 通过噬菌体表面表达技术,将抗体分

子 Fab 段基因或 Fv 基因通过与噬菌体外壳蛋白芋或蛋白峪
基因连接以融合蛋白的形式表达在噬菌体表面,从而形成噬

菌体抗体。 继 1988 年 Parmley 等[1] 首次阐明噬菌体表面表

达技术以来,抗体分子是噬菌体表面表达的第一个具有天然

蛋白质功能的蛋白质分子。 Hoogenboom 等[2] 将轻链基因插

入噬菌体载体的左臂,重链基因插入噬菌体载体的右臂,连
接后包装成噬菌体,建立了第一个噬菌体抗体文库。 随着噬

菌体载体系统的改进,噬菌体抗体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为
了提高抗体库的多样性,在 CDR 区随机引入核苷酸序列而

构成人工合成噬菌体抗体库;在已获得的阳性克隆的基础

上,在特异性抗体基因 CDR 区进行基因突变筛选[3] ,以获得

高亲和力的特异性抗体。 噬菌体表面展示技术的问世和噬

菌体抗体表达筛选系统的逐渐完善,使人们可以完全跨越抗

原免疫而直接获得丰富多样的特异性抗体。 本文就噬菌体

抗体库构建和筛选技术及应用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

摇 摇 噬菌体属 DNA 单链病毒,长约 7 000 bp。 噬菌体在细菌

内滚环复制,被噬菌体感染的细菌不会裂解,但生长速度减

慢,同时分泌出大量成熟的噬菌体颗粒。 噬菌体基因组共编

码 11 种蛋白,噬菌体展示技术通常选择在信号序列和 p 蛋

白第一结构域之间插入外源蛋白编码序列,经过噬菌体的包

装加工,外源蛋白即可表达在病毒颗粒的表面[4] 。 Ward
等[5]采用 PCR 技术从溶菌酶免疫后的小鼠脾细胞 DNA 中

扩增出 VH 基因,测序证实了其多样性,并随后在大肠埃希

菌中表达了该 VH 片段。 1991 年该项目研究人员[6] 将 PCR
技术、具有活性的免疫球蛋白纯化分离和噬菌体表面展示技

术相结合,首次阐述了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构建抗体库。
1. 1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的构建原理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是

噬菌体表面展示在基因工程抗体应用上的一个成功范例。
该技术的产生依赖于三项实验技术的进展:反转录 PCR 扩

增全套免疫球蛋白可变区基因、大肠埃希菌表达分泌功能性

免疫球蛋白分子片段的成功以及噬菌体表面表达技术的建

立。 其中利用 PCR 获取抗体基因片段是噬菌体抗体库技术

的关键。 目前常见的抗体基因来源有杂交瘤细胞、体外免疫

细胞、致敏或非致敏的 B 淋巴细胞等,从上述细胞中提取总

RNA 扩增,即可得到全套抗体的轻链和重链可变区基因文

库。 抗体可变区 DNA 克隆到噬菌体基因组中后,抗体基因

编码肽段和噬菌体壳蛋白融合,就可得到以单链可变区片段

(ScFv)的形式,或以抗原结合片段(Fab)的形式展示在噬菌

体表面的噬菌体抗体文库。 经过吸附、洗脱、富集过程,可从

噬菌体抗体库中筛选出特异性抗体[7] 。 除噬菌体外,还有一

类文库表达载体噬菌粒。 以噬菌粒为表达载体,利用 VCS
M13 等辅助噬菌体提供包装需要的结构蛋白,可产生混合表

达型噬菌体。 与传统的丝状噬菌体抗体库相比,噬菌粒适合

表达大量的可溶性重组蛋白,因此成为了基因工程抗体表达

的理想选择[8] 。
1. 2摇 噬菌体抗体库的分类 摇 根据基因来源,可分为两种不

同性质的抗体库,即免疫抗体库和非免疫抗体库,后者又包

括天然库半合成库和全合成库[9] 。 免疫抗体库由经过免疫

(包括疫苗注射、微生物感染、自身免疫疾病、肿瘤等)后的供

体 B 淋巴细胞的抗体基因构建。 由于经过免疫的选择压力,
免疫抗体库中针对相应免疫原的特异性的丰度大大高于其

他非特异性抗体,其中一部分特异性抗体经过了免疫系统的

亲和力成熟过程,因此可从这种免疫抗体库中筛选到高亲和

力、高特异性的抗体。 免疫抗体库是研究生物体对某种抗原

的体液免疫的很好工具,如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毒感染等;一
个免疫抗体库能够富集抗原特异性抗体,抗体库中编码能够

识别特定免疫原的功能性抗体的比率较高,意味着从库容量

较小(105)的文库中就能筛选到针对免疫原的功能性抗体及

其基因;这种方法与杂交瘤途径相比,能够产生更多甚至更

好的抗体,甚至亲和力高于从传统技术获得的抗体。 现在经

免疫文库制备的试剂盒已进入商业化应用,例如 Amersham
Pharmacia 公司的 RPAS 鼠 scFv 试剂盒,可从小鼠脾或骨髓

瘤细胞中产生 ScFv 成分。
非免疫抗体库包括天然抗体库、半合成抗体库和全合成

抗体库。 天然抗体库是采用不经过免疫的淋巴细胞构建的

抗体库,半合成抗体库是人工合成一部分可变区序列与另一

部分天然序列组合构建的抗体库,而全合成抗体库是指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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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区序列全部由人工合成。 非免疫抗体库的优点是抗体

均来源于人类,是完全的人源化抗体,但亲和力通常较低,除
非生成大量的抗体片段[10] 。 因此目前制备的非免疫抗体库

容量已经普遍在 1011数量级以上[11 - 12] 。
理论上,可以从库容量大的天然或半合成抗体库中筛选

到任何所需要的高亲和力的特异性抗体。 且目前已通过这

一途径获得了许多中等或高亲和力的抗体分子,其特异性也

可以满足一般研究的要求[12 - 13] 。 但如果从以上文库中得不

到所需亲和力的抗体分子,或者需要一组针对特异性抗原的

抗体,以及对抗体的生物学应答的研究,免疫抗体库则是最

佳选择。

2摇 噬菌体抗体库的筛选

摇 摇 能否从抗体库中得到预期的抗体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包
括抗体库库容、多样性、保存条件、扩增情况以及对抗体库的

筛选过程等,其中筛选手段的正确选择与合理应用具有重要

的意义[14] 。 筛选策略需要根据抗原的性质而定,一般来讲,
获得纯的抗原对噬菌体抗体库的筛选大有裨益,会使其筛选

容易得多。 然而,有的时候难以获得纯的抗原或抗原的性质

根本就不知道,这就需要设计切实可行的筛选办法。
2. 1摇 用纯抗原筛选摇 用纯抗原(表达、纯化)筛选有两种方

法,也是所有筛选方法中的一种经典方法。 (1)固相化抗原

筛选法:将纯抗原包被在固相介质表面,如酶标板、免疫试

管、亲和柱或 BIAcore 传感器芯片上,加入抗体库进行筛

选[15] 。 有些抗原在包被固相抗原介质表面后,其表位可能

受影响,通过针对该抗原其他表位的抗体可捕获该抗原后进

行筛选。 (2)抗原液相筛选法:将抗原标记生物素后在液相

中利用链亲和素磁珠,借助磁场作用进行噬菌体抗体的筛

选,这是一种新颖的筛选手段,它同样可以解决固相化后抗

原表位的破坏问题。
2. 2摇 非纯化抗原进行筛选 摇 当无法得到纯抗原,或者筛选

未知抗原时,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1)细胞筛选法。 这种方

法无须提纯抗原或确定抗原,可以用来筛选以常规手段无法

得到而针对细胞表面分子的特异性抗体。 但由于噬菌体容

易与细胞表面存在大量蛋白质、糖类和脂类等非特异性结

合,使筛选效率明显降低。 近年来,通过磁珠活化细胞分选

法(MACS),可将抗原阳性细胞预先包裹磁珠后,再加入大量

抗原阴性细胞中,当加入待筛选的噬菌体抗体库后,特异性

结合抗原阳性的噬菌体能有磁珠快速分离[16] 。 (2)组织或

体内筛选法。 体内筛选法是近年来出现的筛选策略,将抗体

库注入小鼠体内进行筛选,而组织筛选则是直接用组织筛选

噬菌体抗体库。 与体外筛选相比,组织和细胞是在自然的三

维环境中[17] 。 (3)噬菌体抗体库的高通量筛选。 用蛋白质

芯片筛选抗体库,原理与固相化抗原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

蛋白质芯片具有高密度和自动化操作等特点,将蛋白质芯片

与噬菌体抗体库技术相结合可以高通量地筛选其抗体。 但

尽管如此,目前获得表达的蛋白质数目不多,也没有直接高

密度制备蛋白质芯片用于抗体库筛选的例子,而只有用转入

细菌中的 CDNA 文库电转 PVDF 膜上进行高通量筛选的

报道。
影响噬菌体抗体库筛选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库容量、固相

介质表面抗原的密度及溶液中抗原的浓度和清洗时间。 因

此应根据噬菌体抗体库的容量和不同的筛选目的,选择适当

严谨度的筛选条件:严谨度过高,可能筛掉一些亲和性极高

但表达较低的目的噬菌体;严谨度过低,又会延长噬菌体的

富集过程,增加筛选轮数。 根据文献[18] 报道,通常筛选库容

量较小的抗体库(107 ~ 108)时,在前几轮采用中等的严谨度

有利于避免高亲和性低表达的克隆的丢失,而对较大的抗体

库的筛选,则可采用较高的严谨度以便较快地富集亲和性

克隆。

3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的应用

摇 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自问世以来,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和较

大的发展潜力就受到了关注。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不仅提高

了制备较大数量抗体的能力,同时可对抗体加以改造以满足

诸如亲和力、免疫原性等抗体质量方面的要求。
3. 1摇 制备小分子抗体摇 目前已根据抗体的不同功能和应用

需求制造了多种不同形式的抗体,如 ScFv、Fab 抗体、双特异

抗体等。 与传统的完整抗体相比,ScFv、Fab 抗体因其分子较

小,易于在原核细胞表达和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可在多种表

达系统中表达,同时不含 Fc 段,可以减少广泛分布的 Fc 受

体的不利影响等。 这两类抗体是已构建的噬菌体抗体库中

较为常见的两种类型[19] 。 目前由抗体库技术制备的已经用

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的 ScFv 和 Fab 抗体有病毒中和抗体[20] 、
抗肿瘤抗体[21] 、自身抗体、抗素抗体[22]等。
3. 2摇 制备人源化抗体摇 鼠源性抗体应用于人体会产生人抗

鼠抗体,极大地限制了鼠源性单抗的应用和发展,因此进行

了鼠源性单抗人源化的研究。 最初人们用免疫动物的方法

构建噬菌体抗体库,从制备的免疫文库中筛选获得特异性抗

体;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可以把人 B 淋巴细胞的 VH 和

VL 基因片段,通过 RT鄄PCR 技术进行克隆和扩增,并随机组

合入人表达载体,建立了容量巨大的抗体库[23] 。 这一技术

很好地解决了人体杂交瘤低效的缺陷,简单易行,筛选容量

大,为完全人源化抗体的制备提供了新途径。 例如,Yuan
等[24]以 Mullerian 型抑制性受体为目标抗原,采用非免疫抗

体库制备了全人源化抗体用于卵巢癌的诊断与治疗。
3. 3摇 改良抗体性能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突出的优势之一便

是具备改良抗体的能力,能够以某种特定性能为目标,在尚

不知道具有该性能肽段的一级结构的情况下,通过突变建库

筛选,获得具备该性能或性能得到改善的未知序列[11] 。 抗

体库可以通过引入突变或筛选高亲和力克隆,在体外模拟体

内的抗体亲和力成熟过程,提高抗体亲和力。 根据这一思

路,Hoet 等[25]将制备的嵌合 /全合成 CDR 抗体与改造前的

CDR 抗体相比,亲和力大大提高。

4摇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发展展望

摇 摇 噬菌体展示技术一经建立,就得到广泛的重视并且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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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逐步进入发展成熟阶段。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以其独

特的优势,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的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
学者们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向。 它通过模拟天然抗体库,省
去了繁琐耗时的免疫过程,不仅大大提高了科研与临床亟需

的单克隆抗体的制备能力,更提供了针对任意抗原,甚至未

知抗原的强大筛选能力。 但是此技术目前还有许多问题尚

待解决,如在保证抗体库的多样性和呈现效率的同时,如何

提高库容量;如何提高抗体的产量等问题。 构建库容大、多
样性好的抗体库,开发长时间无损保存抗体库技术和建立新

的筛选方法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相信不断完善的噬菌体

抗体库技术将拥有更加优良的性能。 而且随着分子生物学、
分子免疫学的发展及噬菌体抗体库技术的成熟,它必将成为

抗体生产的主要技术,将给人类的新药开发和疫苗研制带来

极为广阔的诱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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