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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免疫佐剂碳纳米管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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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碳纳米管具有多种良好的生物学特性，是近几年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热点纳米材料之一，可增强机体免

疫应答，提高特异性抗体水平，在免疫佐剂研发领域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碳纳米管作为免疫佐剂的优势在
于其有极高的比表面积，可以非特异性吸附多种药物、基因、蛋白质等物质；可进入免疫细胞，且不破坏细胞
膜结构，从而为抗原运输和递送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关于碳纳米管作用机体免疫应答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其增强机体免疫应答的确切作用机制尚未揭示，今后需对碳纳米管最佳的功能化修饰方式、最适的免疫
剂量及免疫毒性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总结分析了碳纳米管作为佐剂的优势及其应用研究情况，以及存在
的潜在问题及下一步研究重点，以期为碳纳米管免疫佐剂的研发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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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excellent biological properties，carbon nanotube（CNT）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nano materials
studied by science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which could improve immune response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speciﬁc
antibodies，with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mune adjuvant. With extremely high speciﬁc
surface area，CNT，as an immune adjuvant，could non-speciﬁcally absorb various drugs，genes，proteins and other
substances，and enter immune cells without damaging any structure of cell membrane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transport and deliver antigens. At present，the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CNT on immune
response have taken a step forward，but the exact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immune response has not been identiﬁed.
Therefore，the optimal functionalization，immune dose and immunotoxicity of carbon nanotubes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future. In the paper，the 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 of CNT as an adjuvant，as well as possible problems
and future research focus were analyze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new ideas for nex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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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佐剂（简称佐剂）能非特异性增强或改

佐剂，兽医临床常见铝胶佐剂、细胞因子佐剂和

变机体对抗原的特异性免疫应答，目前常见的有矿

中草药佐剂等[2]。上述传统佐剂已被广泛应用于临

物质佐剂、油佐剂、微生物佐剂、中草药佐剂、细

床，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不良反应强等

[1]

胞因子佐剂等 。人医临床常见MF59和AS系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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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因此，开展新型免疫佐剂研究对于提高机体
免疫反应，获得较高的抗体水平，同时降低毒副作
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新型的纳米氢氧化铝、
纳米磷酸钙、纳米金、壳聚糖、脂质体等佐剂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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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关注[3-5]。纳米佐剂具有常规佐剂不可比拟的优
[6-7]

点；MWCNT根据制备条件不同而异，管壁层数从

：纳米粒子表面经修饰后，可成功引入具有

2~50层不等，直径最大可达100 nm。碳纳米管长

靶向性的配体或靶向到特定细胞的其他成份，使携

度可在纳米至数百微米之间变化[13]。碳纳米管具有

带的免疫原有效运输到相应的免疫细胞；纳米佐剂

比表面积高[14]、化学稳定性好、非特异性吸附能力

可提高免疫原稳定性，减少免疫原用量，延长作用

强[15]、可穿过生物膜但不破坏细胞结构等多种特

时间，且自身不具备免疫原性。因此纳米佐剂是目

性[16-17]。科研工作者利用这些优异的性能，在生物

前较为理想的免疫佐剂之一。

传感器、药物载体、肿瘤治疗等生物学领域开展了

势

纳米材料与传统宏观材料相比，具有较为特

积极的探索和研究。研究发现，碳纳米管携带免

殊的物理化学表征，因而在生物医药、航空航天、

疫原进入机体可激活补体系统[15]，促进吞噬细胞吞

资源环境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8-9]。碳纳米

噬，增强机体免疫应答及提高特异性抗体水平[18-19]，

管作为一类重要的新型纳米材料，具有最简单的化

这为免疫佐剂研发提供了新思路，从而引起了关注。

学组成和原子结合形态，其尺度、结构、拓扑学因
素以及和碳原子相结合的特性赋予了碳纳米管极为
独特的性能，因而在力学、电学、磁学、光学、储
氢、热学等方面具有优异的性能，成为近些年备受
关注的纳米材料之一[6]。碳纳米管可以通过物理吸
附或化学耦联等途径与多种物质连接，因而成为多
种药物、基因、生物探针分子的新型载体[10]，可发
挥良好的生物学效应。其中，碳纳米管可与具有免

A. 单壁碳纳米管 ；B. 多壁碳纳米管。

疫原性的物质相连接，直接进入吞噬细胞或网状内

图1

[7]

皮细胞 ，诱发机体细胞免疫或体液免疫应答，产
生特异性抗体，且碳纳米管本身不具有免疫原性[11]，

2

碳纳米管结构示意图

[13]

作为免疫佐剂的优势

因此可起到免疫佐剂作用。该效应的发现，引起科

碳纳米管结构中空多孔，又具有极高的比表

研工作者的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研究。本文从碳纳米

面积，可以非特异性吸附多种药物、基因、蛋白质

管的基本性质、结构修饰、免疫机理及实际应用等

等物质[15，20]，特别是多壁碳纳米管在形成时，因

几方面综述了其发挥免疫佐剂特性的研究进展。

管壁上通常布满小洞样的缺陷，层与层之间很容易

1

形成陷阱中心而容纳更多的生物活性分子[14]。体外

碳纳米管基本性质
碳纳米管是日本电镜专家Sumio Iijima于1991

研究[21]发现，碳纳米管可与血浆中的多种蛋白发生

年通过高分辨率分析电镜，从电弧法生产的碳纤

非特异性吸附，且吸附过程不可逆。通过非共价

[12]

维中发现的一种新型碳晶体 。它由含有六边形

键吸附蛋白等生物大分子于碳纳米管表面或管

网格状的石墨片层卷曲而成，形成无缝纳米管状

腔内 [22-23]，也可提高碳纳米管的溶解性和生物相容

晶体（图1）。根据其管壁层数可将其分为单壁碳

性。这些方法可产生较为稳定的碳纳米管-免疫原

纳米管（single-walled carbon nanotube，SWCNT）

复合物，为进入机体后发挥免疫佐剂作用提供了可

和 多 壁 碳 纳 米 管（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

靠保证。

MWCNT）。SWCNT由单层圆柱形石墨层构成，

然而，碳纳米管自身具有很强的疏水作用，

直径一般为0.4~2.5 nm，具有柔性和高度均一性特

难以溶于水和有机溶剂，在溶液中常以团聚形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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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而降低了其比表面积利用率，影响其吸附
[24]

各类生物分子的能力 。研究者在其表面进行化学
[25-27]

现出直接作用细胞膜的跨细胞行为。对碳纳米管进
行功能化修饰，可影响碳纳米管与吞噬细胞的作

，这样

用，如亲水性或酸性聚合物包覆的多壁碳纳米管比

可以很好地改善碳纳米管表面特性，增强其水溶

疏水性聚合物包覆的可更有效被巨噬细胞内吞[11]；

性和组织相容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化学修饰可定

经过聚乙二醇修饰的单壁碳纳米管可穿透细胞膜进

向引入免疫原分子，形成稳定的免疫原-碳纳米管

入宿主细胞，且不影响细胞生长。碳纳米管进入细

复合物，并突出免疫原的特征位点，更有利于获

胞后，可以在细胞质、内质体中观察到。也有在细

修饰，连接了数量不等的各类化学基团

[28]

得特异性抗体。Parra等 利用羧基化、酸碱中和

胞核内观察到的报道[11]。

及氧化还原反应，将牛血清白蛋白-嘧菌酯半抗原

3

应用及作用机制

（BSA-azoxystrobin）连接至多壁和单壁碳纳米管

Pantarotto等[18]于2003年首次证实氨基化单壁

上，成功制备了针对嘧菌酯半抗原的免疫复合物，

碳纳米管可显著提高抗口蹄疫病毒VP1肽段中和抗

获得了良好的免疫效果。除化学修饰外，依靠物

体的表达水平，且未检测到机体产生针对碳纳米

理修饰，如在溶液中添加聚乙二醇（PEG）、聚乙

管的特异性抗体，表明碳纳米管具备免疫佐剂的

烯吡咯烷酮（PVP），十二烷基硫酸钠（SDS）、

特性。随后多位科研工作者先后开展了有关碳纳

[29]

TritonX-100等化学试剂 ，也可增强碳纳米管的分

米管作用机体免疫应答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

散性、溶解性和渗透性。

展。Pimentel等[33]发现，抗牛厌氧芽孢杆菌合成肽

研究[10]发现，碳纳米管可以进入细胞，且不

（Am1）与多壁碳纳米管形成的纳米复合物免疫后

破坏细胞膜结构，从而为抗原运输和递送提供了有

可显著提高宿主抗Am1的IgG水平。Jia等[34]报道了

利条件。而碳纳米管进入免疫相关细胞是其作为

单壁碳纳米管可显著提升大嘴鲈鱼溃疡综合征病毒

免疫佐剂研究关注的重点。吞噬细胞表面表达模

主要衣壳蛋白（MCP）制成的亚单位疫苗的免疫

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

保护效率。邢杰等[35-36]通过体内及体外试验发现，

与病原生物表面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

香菇多糖修饰的碳纳米管可调节并提高机体免疫功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 相 互 识

能，增强免疫效果。有研究者证实，多壁碳纳米

别、作用，这一过程是启动先天性免疫应答的关

管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能力与弗氏佐剂相当[37]。与

键。Pondman等[11]报 道 了 多 种 模 式 识 别 受 体 都 具

常规的肿瘤免疫治疗相比，多壁碳纳米管偶联肿

备识别纳米颗粒的潜力，纳米物质一旦结合至受

瘤相关蛋白进入机体可更有效促进抗肿瘤免疫的

[30]

体上，将会被吞噬细胞吞噬和清除。Meng等 采

发生 [7]，这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思路。除大分子

取经小鼠背部皮下注射多壁纳米管方式，也观察

物质外，Parra等[28]还报道了羧基碳纳米管能够大

到了巨噬细胞吞噬碳纳米管的现象。除吞噬作用

大提升半抗原的抗体效价，同时还显著降低免疫原

（phagocytosis）外，碳纳米管还可通过内吞作用

剂量，有效节约成本。此外，单壁碳纳米管还能延

（endocytosis）和跨细胞膜途径直接进入吞噬细胞

长DNA疫苗在体内的保留时间，并提高其表达水

[31]

内，且细胞膜均能保持完好。Kam等 通过体外试

平，诱导更强的免疫应答[38]。有研究者将碳纳米管

验发现，短的单壁碳纳米管（长度为50~200 nm）可

当作人工抗原递呈细胞（artiﬁcial antigen-presenting

通过网格蛋白依赖的内吞作用进入细胞。Pantarotto

cells），功能化的单壁碳纳米管可绑定并递呈高浓

[32]

等 研 究 表 明， 稍 长 的 单 壁 碳 纳 米 管（ 长 度 为

度T细胞共刺激分子，如抗CD3分子和MHCⅠ类分

300~1 000 nm）在进入人和小鼠的成纤维细胞时表

子，随后T细胞免疫应答被激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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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碳纳米管增强机体免疫应答的确切作

米管[49]；羟基化修饰的多壁碳纳米管，对人肝癌细

用机制尚未揭示。有研究者发现，皮下注射碳纳米

胞和人结肠癌细胞的毒性显著低于不经修饰的多

管可激活补体系统，改变碳纳米管表面特性可增加

壁 碳 纳 米 管 [50]；功能化修饰后具有水溶性的碳纳

或降低补体系统活化程度[39-41]，而不同的表面修饰

米管，可随血液循环经过尿液排出，不产生蓄积

[11]

可以将补体激活从一种途径切换到另一种途径 。

和毒性作用[50]。由此可见，对碳纳米管进行功能

碳纳米管可影响抗原引起的免疫应答，调控Th细

化修饰是解决碳纳米管相关毒性效应的关键。

胞分化，主要诱导以体液免疫为主的Th2型免疫反

5

[42]

应。但也有少量关于引起Th1型免疫反应的报道 。
[43]

展望
碳纳米管作为免疫佐剂方面的研究表明，其

另外，Kagan等 通过体外和体内试验发现，碳纳

能发挥良好的佐剂效果，减少免疫原剂量，通过皮

米管通过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激活核转录因子

下免疫途径可降低炎症等不良反应，是优良的候选

NF-κB和AP-1，从而增强氧化应激和细胞因子释

佐剂之一。下一步，需对碳纳米管最佳的功能化修

放，激活T细胞。经皮下注射的碳纳米管蓄积于皮

饰方式、最适的免疫剂量及免疫毒性三方面进行深

下组织，引起大量巨噬细胞对其吞噬，而吞噬了碳

入研究，相信其结果的揭示，将为纳米材料免疫佐

纳米管的巨噬细胞随循环系统迁移到淋巴结内，但

剂的开发和应用带来巨大的科研价值和广阔的发展

未在心、肝、脾、肾等脏器中观察到碳纳米管蓄

空间。

[30]

积，也未发现长期炎症反应及明显组织病变 ，因
而认为皮下注射是现阶段碳纳米管用于疫苗佐剂的
最佳免疫途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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