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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紫杉醇是从红豆杉中提取出的具有高效抗肿瘤功能的天然药物，是目前临床
一线化疗药物。紫杉醇水溶性差，临床应用中以聚氧乙烯蓖麻油和乙醇（Ｖ：Ｖ＝ｌ：
１）：为溶剂，而聚氧乙烯蓖麻油是导致临床用药出现过敏反应的主要原因，同时，
它的体内代谢动力学参数不利于药物疗效的发挥。采用生物兼容性好的可生物降
解的脂质纳米粒为载体，能够解决紫杉醇溶解性问题。研究表明：脂质体表面覆
盖聚合物ＰＥＧ可明显增强脂质体体内半衰期及其在肿瘤微血管的渗透，显著提高
疗效。国内外已有报道，在脂质体表面连接适当的肿瘤细胞识别分子，如抗体、
配体等，可以提高药物对肿瘤细胞的靶向性。叶酸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配体，因为
在多种肿瘤细胞的表面有过量的叶酸受体表达，通过以ＰＥＧ为桥梁，间接连接叶
酸与脂质体，必定可以提高药物靶向性，同时也能提高脂质体药物的血浆半衰期，
从而提高肿瘤的治疗效果。

目的：合成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复合物；构建新型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
（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并研究药物的理化性质及其对ＫＢ细胞的效应：为进一步研制
新型抗肿瘤靶向药物提供实验依据。研究放射性同位素１２５Ｉ直接标记紫杉醇的方
法，为开展新的纳米化紫杉醇制剂体内分布与代谢动力学的研究，提供合格的示
踪剂。

方法：采用室温酰化反应分步合成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取及１Ｈ－ＮＭＲ等鉴定合

成产物。采用高压乳匀法—冷乳匀法制备ＴＡｘ帆Ｃ。ＦＡ，激光粒度仪检测纳米粒
的粒径及其分布。ＭＴＴ细胞生长抑制试验观察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的生长抑
制作用。使用Ｃｈ．Ｔ、改良Ｃｈ．Ｔ、ＨＮ０３氧化法等三种方法，进行紫杉醇的１２５Ｉ标
记，并通过纸层析、ＩＲ鉴定标记产物。

结果：１．以Ｄｃｃ／ＮＨｓ活化羧基方法合成ＦＡ—ＰＥＧ—ＮＨ２方法简单，ＨＰＬｃ
液相分离条件适合，ＦＡ．ＰＥＧ－ＮＨ２与ＦＡ可以达到较好的分离，ＦＡ与ＦＡ．ＰＥＧ二ＮＨ２
保留时间（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Ｉｎｅ，Ｉ玎）分别为２．３６８Ｉｎｉｎ、３．３４０疵，产物连接比例

３０．６３％士２．３４％（ｎ＝１０），产率１６．７％士１．４３％（ｎ＿１０）。ＤＳＰＥ、ＳＵＣ．ＤＳＰＥ的Ｉ盯分
别为１．９９７ ｍｉｎ、１．６６３ＩＩ血ｌ，连接比率９０．９％士１．０３％（ｎ’３），产率６０．９％士２．１７％（ｎ－３）。
终产物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以ＤＣＣ活化羧基方法合成终产物，产率１ ９％士１．０６％（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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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磁共振氢谱证实，终产物为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总体产率约为２％，产率低。

２．新型ＴＡＸ．ＮＬＣ．ＦＡ的粒径分布１３４衄仕１８姗（ｎ．３），与非靶向紫杉醇纳
米脂质体粒径（ＴＡＸ－ＮＬＣ）（６６加：１士６衄）相比显著增加。
３．通过ＭＴＴ实验，新型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在作用２４ｈ后，新型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２４ｈ的ＩＣ５０为ＴＡＸ－ＮＬＣ １／６倍左右。
４．对三种标记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率为
６３．１％士５．７％（ｎ＿５），放射化学纯度为９６．３％士１．３％（ｎ－５），储存于４℃生理盐水或乙醇
储存体系２４ｈ、１２０ｈ分别在９５％以上、９０％左右；在血浆中稳定性也较好，在４℃、
３７℃放置２４ｈ，放化纯分别为９２．３％士０．４％、８９．５％士０．６％。Ｃｈ．Ｔ法所得标记率为
２１．４％士３．３％（ｎ－３），标记方法简单，但标记率低，无法得到稳定的标记产物。ＨＮ０３
法标记率为７２．６％士６．０％（ｎ．＝６），标记率较高，产物相对较稳定，但实验当中采用８０℃
反应体系，不易操作及控制；由于温度高，过多的１２５Ｉ升华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放射
性污染及吸入，影响研究人员的身体健康，并降低放射性１２５Ｉ的利用率。改良Ｃｈ．Ｔ
法标记紫杉醇是一个方法简便、标记率高、标记产物稳定性较好的方法，标记产
物能够满足体内放射性示踪实验的要求。

结论：采用室温酰化反应分步合成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方法简单，但总体产率
约为２％左右。产率低。新型ＴＡＸ．－Ⅺ，Ｃ－ＦＡ粒径为１３４彻［１士１８ｎｍ（ｎ－３），对ＫＢ细胞
的生长抑制作用与ＴＡＸ－ＮＬＣ相比明显增强，２４ｈ的细胞毒性达到ＴＡＸ－ＮＬＣ的６倍左
右。采用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紫杉醇，标记方法简单、易操作，标记率达６３．１％士５．７％，
放化纯达９６．３％士１．３％，纯化后的标记产物在血清、生理盐水和乙醇中有较好的稳
定性，能满足体内药代动力学示踪实验的要求。通过本实验的研究，为进一步研
制新型靶向性的纳米化紫杉醇，开展体内药物分布与代谢动力学的研究，奠定了
良好的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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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

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
不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含为获得苏
州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作
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
声明的法律责任。

研究生签名：．．丝翅整．日期：狸茎：望！￡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论
文合作部、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情报中心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学位论
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
文。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除在保密期内的
保密论文外，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论文的公布（包括刊登）授权苏州大学学位办办理。

研究生签名：

ｉ琏整日

导师签名：二ｉ字生日

期：

坦盘：量！￡

鼠ｊ丛≯、§。

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的制各及其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
紫杉醇（ｐａｃｌｉｔａ）（ｅ１，丑气Ｘ），分子式：Ｃ４７Ｈ５ｌＮＯｌ４。分子量：８５３．９０，化学名称：
５Ｄ，２０．环氧．１，２ａ，４，７ｐ，１０ｐ，１３ａ．六羟基紫杉烷．１１．烯．９．酮．４，１０．二乙酸酯

．２．苯甲酸酯．１３．【（２Ｒ３’Ｓ）－Ｎ．苯甲酰．３’．苯基异丝氨酸酯】，化学结构如图２．１。紫杉

醇最早是从短叶红豆杉（‰ｂｒｗｉｆｏｌｉａ）的树皮中分离出的化学结构新颖、作用机
理独特的新型抗肿瘤活性成分，主要用于治疗转移性卵巢癌和乳腺癌，被誉为９０年
代国际上抗癌药三大成就之一【１１，是目前临床一线化疗药物，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
美国ＦＤＡ正式批准用于晚期卵巢癌、肺癌、子宫癌的治疗，它是经ＦＤＡ认证，
目前最好的天然抗癌药物之一，是治卵巢癌、乳腺癌的首选药物，对白血病、肺
癌、脑癌、直肠癌等疗效也显著。由于紫杉醇水溶性差，市售紫杉醇注射液采用
聚氧乙烯蓖麻油等辅料以增加其溶解性，聚氧乙烯蓖麻油，有（中性）粒细胞减少
等剂量限制性毒性和骨髓抑制、室性心律不齐等毒副作用，并可引起严重的过敏
反应，因此临床应用受到限制。解决紫杉醇用药时的溶解性问题成为当前关键问
题之一。
１）紫杉醇溶解性的解决
随着药物学研究和生物纳米科学的发展，一目前已有各种高分子材料和无机材
料用于载体药物的研究，材料的选择必须满足于组织、血液、免疫等生物兼容性
的要求。载体对药物吸附，包裹和键合，通过载体药物进入人体，使药物在释放
部位、速度和方式等具有选择性和可控性，实现药物的缓释和靶向传输，从而更
好的发挥药物疗效。
脂质体作为载体是一个研究热点。脂质体作为载体具有以下特点【２】：脂质体
进入体内被生物降解，不会在体内积累，免疫原性小、无毒；可包埋运载水溶性
和脂溶性药物，使药物缓慢释放，药效持续时间长；脂质体通过细胞内吞和融合
作用，可直接将药物送入细胞内，减少不良反应；脂质体是两性分子的集合，它
的大小、电荷、成分和分子结构容易控制。传统脂质体（１ｉｐｏｓｏｍｅｓ）是一种由排列
有序的脂质双分子层组成的多层微囊，具有类似生物膜双分子层的近晶型液晶结
构，大小通常为几十纳米到几十微米，目前广泛应用于递送蛋白质、基因及抗菌
抗肿瘤药物等。传统脂质体通过细胞内吞和融合作用，可将药物送入细胞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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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定向的靶向给药载体，是无副作用或减少副作用的释药体系，脂质体与细
胞亲和力强，能增强被包封的药物透过细胞的能力，可使药物集中在病灶处，提

高药物的疗效。脂质体纳米粒的粒径分布一般在８０～３００ｍ，相较适合的脂质体粒
径１００ １１ｒＩｌ左右，其被单核吞噬细胞系统截流的量最少，血循环时间最长，在肿瘤
组织中被截留的量最多【３】，调节脂质体的粒径使其血循环时间延长、适合于从血液
转移至肿瘤、在肿瘤组织中易被截留。
．

固体脂质纳米粒（ｓｏｌｉｄ

ｌｉｐｉｄ

ｎ趾ｏｐ砒ｉｃｌｅｓ，ＳＬＮ）是以固态的天然或合成的类

脂为载体材料，将药物包裹或内嵌于类脂中的纳米给药系统。其以毒性低、生物
相容性好的脂质材料为载体，克服了传统脂质体体内易解离、突释的特点；易消
毒灭菌，贮存稳定性好，适合多种给药途径，可以解决Ｔ

Ａ Ｘ溶解性问题，避免

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发生。在ＳＬＮ的基础上，近年发展的纳米脂质载体（ｎａｌｌｏ咖ｃｎ】ｒｅ
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ｒｉ％ＮＬＣ）展现了其优势。与ＳＬＮ的单一固体脂质基质相比，ＮＬＣ由几种

熔点不同的固、液混合脂质作基质，可以避免脂质形成完整晶格而将药物排挤出
来，因此能够增加药物的载带；同时，ＮＬＣ继承了ＳＬＮ的一些优点，如生理相容性
好、保护药物不受化学降解，它成本低廉、制备方法简单，ＮＬＣ作为药物载体是
理想的选择之一。

。

紫杉醇脂质体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研究，至目前为止临床前已研究取得一
些有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的实验结果。商业供应的紫杉醇脂质体（力扑素）是用卵磷
脂等将紫杉醇进行包裹，去除了原来的溶媒，紫杉醇脂质体较传统的紫杉醇注射
液引起的过敏反应发生率低，在耐受性方面前者优于后者降５１。研究显示嘲脂质体
作为两性霉素、紫杉醇载体可以较大地提高疏水性药物的水溶性，并有效地降低
药物毒性。
脂质体作为紫杉醇的载体在使用中有如下优点【７】：解决了紫杉醇的溶解性问
题：提高了紫杉醇在溶液中的稳定性；避免过敏反应而不影响抗肿瘤活性；减少
患者对紫杉醇的耐药性；提高机体对紫杉醇的耐受性，有可能增加给药剂量，进
而提高疗效；缩短滴注时间，使用方便：紫杉醇脂质体还有腹腔给药的可能性。
２）延长血浆半排期，提高生物利用度，提高靶区药物聚集
脂质体作为药物载体，具有一定的靶向性和缓释性，能降低药物给药剂量，
减轻药物毒副作用，提高药物的稳定性。然而普通脂质体进入循环系统后，易被
网状内皮系统（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ｌｌｅｌ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冱Ｓ）吞噬和破坏，半衰期很短，从而影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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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到达预定的治疗靶区【引。
普通脂质体是指未加其他分子成分修饰的脂质体，血循环时间短。包覆脂质
体（ｃｏａｔｅｄ ｌｉｐｏｓｏｍｅ）是指有分子成分修饰，通过对脂质体大小、电荷以及表面水
化作用的控制使之稳定，以减缓它在循环中的清除作用。包覆脂质体是一种新型
的膜修饰脂质体，与普通脂质体相比，它可增加脂质体双层膜的稳定性，提高脂
质体的体内外稳定性，延缓脂质体中的药物释放；能够给脂质体外层周围提供一
个亲水性屏障，阻止血浆蛋白对脂质体表面的吸附，静注给药可延长脂质体在体
内的循环时间，增加药物的靶向性。常用的包覆材料有多糖（如壳聚糖、藻酸盐）
及其衍生物、聚乙烯醇衍生物（Ｐ ＶＡ．Ｒ）、胶原蛋白、右旋糖苷衍生物等。聚
乙二醇（ＰＥＧ）是乙二醇单体聚合而形成的线性高分子材料，是一种主链由两个亚
甲基和一个氧原子重复构成的一种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它既可溶于水，又可溶
于一些有机溶剂，无毒，免疫原性低，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ＦＤＡ）唯一认
可的可用于食品和药物的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国外的抗癌药物脂质体的研究已
历经３０多年，主要成果是长循环技术，其中聚乙二醇（ＰＥＧ）类研究较多。聚乙二醇
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在体内能溶于组织液中，能被机体迅速排出体外而不产
生任何毒副作用。ＰＥＧ分子末端羟基通过适当方式活化或改造可与各类分子相偶
联，通过化学反应，．它可以连接到其他一些分子或表面上去，形成与生物相容的
保护膜，在新型生物材料的合成和改性中ＰＥＧ作为材料的一部分，赋予材料新的特
性和功能，如亲水性、柔性等。决定脂质体与ＲＥＳ产生亲和作用的是脂质体与Ｉ也Ｓ

细胞的非特异性疏水作用和一些血浆成分（主要是调理素，ｏｐｓｏｎ蛐对脂质体的特异
性调理作用。兼有亲水性和柔顺性的聚乙二醇高分子能在脂质体表面形成一层水
化膜，阻碍血浆成分与脂质体表面的吸附，ＰＥＧ化脂质体的ＰＥＧ层空间障碍和表面
亲水性减少了联结到脂质体上的血液蛋白，从而降低网状内皮系统对脂质体的识别
和摄取，使脂质体在体循环中的时间延长。聚乙二醇．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
（ＰＥＧ．ＤＳＰＥ）ＰＥＧ．ＤＳＰＥ是聚乙二醇的磷脂衍生物，为两性高分子化合物，既含
有亲水的聚乙二醇又含有疏水的脑磷脂，在水中的性质近似于表面活性剂，以胶
束的形式存在，当ＰＥＧ．ＤＳＰＥ与脂质体混合时，其疏水端插入脂质体双分子膜，使
ＰＥＧ．ＤＳＰＥ亲油的羧基嵌入脂质体形成稳定的聚乙二醇保护层，亲水性的长链留在
纳米粒的表面，可以吸附大量的水分子，从而脂质体纳米粒表面形成～层水分子
的空间位阻，减少体内巨噬细胞对纳米粒的吞噬，延长了脂质体在血液中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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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采用ＰＥＧ修饰药物载体表面，防止Ｉ迮Ｓ（网状内皮系统）吞噬脂质体，实现了
肿瘤的被动靶向治疗。研究表明，脂质体表面覆盖聚合物ＰＥＧ可明显增强脂质体的

血液半衰期及其在肿瘤部位微血管的渗透【９１。ｃｒｏｓａｓｓｏ掣１０１制各了载有紫杉醇的
经ＰＥＧ修饰的脂质体，是以卵磷脂：磷脂酰甘油：胆固醇：ＰＥＧ５０００。二棕榈酸磷
脂酰乙醇胺（ＤＰＰＥ）为９：１：２：Ｏ．７（摩尔比：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ｓ，ＭＲ），与传统紫杉醇
脂质体相比，经过修饰的紫杉醇脂质体在体内的ｔｌ尼Ｂ（药物消除半衰期）为４８．６ｈ
（传统紫杉醇脂质体的ｔｌ尼Ｂ为９．２７１１），药效学实验证明，ＰＥＧ修饰的载药脂质体与
游离药物的活性相当。陈大兵等【１１】制备的长循环的紫杉醇硬脂酸纳米粒是采用“乳
化蒸发一低温固化”法制各纳米粒，它是以硬脂酸为载体材料制备成紫杉醇的长循
环脂质纳米粒，所制备的长循环纳米粒在小鼠体内的血浆半衰期（Ｔｌ，２防１０．０６ ｈ）高于
普通纳米粒（Ｔｌ，２ｐ，２．６３ ｈ）和紫杉醇注射剂（Ｔｌ，２ｐ，１．３６ ｈ）。Ｉｂｂｅｒｔ Ｊ．Ｌｅｅ等【１２】叶酸紫杉
醇脂质体主要是以二棕榈酰磷脂酰胆碱（ＤＰＰＣ）／磷脂酰甘油∞ＭＰＧ）／ｍＰＥＧ．ＤＳＰＥ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ＭＲ：８５．５：９．５：４．５：Ｏ．５）为载体材料，靶向ＰＥＧ化紫杉醇脂质体与非
靶向ＰＥＧ化紫杉醇脂质体的血浆半衰期分别为１２．３３

ｈ、１４．２３

ｈ，而以聚氧乙烯蓖麻

油为佐剂的游离紫杉醇注射制剂的血浆半衰期为１．７８ｈ。ＰＥＧ的柔韧性的亲水性长
链使脂质体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及亲水性增强而被Ｉ也Ｓ摄取减少，ＰＥＧ的长链越长，
则脂质体亲水性越强。然而不同分子量的ＰＥＧ在肿瘤组织中的积聚程度不同，分子
量增大，ＰＥＧ化脂质体在血液中停留时间延长，而在肿瘤组织的渗透速率却减慢。
不论ＰＥＧ分子量如何，以及肿瘤位于何种部位，ＰＥＧ化脂质体均表现出对肿瘤部位
的高积聚性，停留时间也比在正常组织中长【１３】。药物载体表面覆盖ＰＥＧ，可降低
免疫原性，可逃避Ｉ也Ｓ系统的吞噬作用，且大大增加其在血浆中的寿命，延长半衰
期，提高疗效。
３）提高药物靶向性，增强靶区疗效，降低损伤
靶向治疗是能将治疗性药物通过靶向载体／靶向制剂送达到预定目标部位的药
物制剂，它可使到达需要部位药量比例大大增加，从而减少用药剂量，减轻毒副
作用。
脂质体的靶向作用可分为主动靶向和被动靶向两大类：主动靶向脂质体是指
表面结合有抗体或配体的脂质体，包括配体靶向脂质体和免疫脂质体。被动靶向
脂质体是指脂质体表面没有靶向物质，仅靠其本身的趋化特性作用于组织，包括
普通脂质体和长循环脂质体。与未加修饰的脂质体相比，主动靶向性脂质体（Ａｃｔｉｖ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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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ｉｐｏｓｏｍｅ）可更加精确的到达靶向目标，使得药物在局部聚集。所谓配体

靶向脂质体是脂质体表面结合有能识别细胞表面分子的物质，通过配体分子的特
异性，专一地与靶细胞表面的互补分子相互识别与作用，使脂质体聚集到在靶区
并释放药物。这类配体有：各种糖脂或糖蛋白、植物凝集素、肽类激素和其他蛋白
质，可以根据临床需要来选择不同配体。
发展选择性破坏肿瘤组织的肿瘤靶向治疗已成为当今肿瘤治疗的主导方向。
近年来，有关专家主要致力于研制主动靶向的长循环抗癌药物脂质体，即把肿瘤
靶向配体连接到长循环脂质体的ＰＥＧ链末端，以实现肿瘤的主动靶向。国内的肿瘤
靶向抗癌药物脂质体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目前采用的肿瘤靶向配体
主要有肿瘤细胞靶向的单克隆抗体或其活性片段和叶酸等小分子，以及肿瘤血管
靶向的小分子环状肽等【悼１５】。
叶酸受体（Ｆｏｌａｔｅ ｒｅｃｅｐｔ蚺ＦＲ）是是一种由糖基化磷脂酰肌醇（ＧＰＩ）连接的胞膜
糖蛋白，是肿瘤相关性抗原，分子量为３８～４０ ｋＤ。在正常组织中表达高度保守，而
在上皮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如卵巢癌、宫颈癌、肾癌、乳腺癌、结肠癌、鼻咽癌

等组织中高度表达。ＦＲ有ＦＲ．ａ’ＦＲ．ｐ，ＦＲ－价’３种叶酸受体的异构体，前两者是细
胞膜偶联蛋白，与（谬Ｉ锚链。叶酸辅酶、５．甲基四氢叶酸对ＦＲ．ａ亲和力显著高于ＦＲ
—ｐ【１ ６１，．叶酸对ＦＲ－ｑ（尉～０．１

１１Ｍ）亲和力略高于ＦＲ邛（崩～１ ｎＭ）【１７１，正常组织

如造血组织及非上皮组织表达ＦＲ—ｐ，一些髓细胞性白血病和胃癌高度表达ＦＲ—ｐ，
ＦＲ－丫／丫’缺少修饰ＧＰＩ羧基末端信号肽，是一种分泌型蛋白【１８１。鉴于许多恶性肿瘤细
胞膜表面叶酸受体活性和数量显著高于正常细胞，叶酸脂质体通过叶酸分子修饰
脂质体所获得的主动受体型靶向脂质体，在肿瘤靶向治疗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叶酸化学结构上游离丫羧基（ＦＡ—ｙ．ＣＯＯＨ）与游离叶酸（两羧基未衍生化，处
于游离状态）对叶酸受体具有相似的亲和力，而ＦＡ．ａ．ＣＯＯＨ羧基对叶酸受体几乎
没有亲和力【１９１。因此叶酸偶联物质中保留游离Ｙ羧基（丫．Ｃ００Ｈ）以确保叶酸仍能
够保持与其受体特异结合的活性。叶酸及其衍生物与膜表面叶酸受体结合，富集
在靶细胞膜特定区域，该区域向胞浆内陷形成胞内体，在酸性（ｐＨ５．０～５．５）胞内体
中受体与配体分离，受体返回细胞膜表面，而内化的配体或被溶酶体降解，或由此
释放入胞液。
叶酸作为靶向治疗的导向试剂具有许多优点，如：水溶性的维生素、高度特
异性亲和力（Ｋｄ～１０４０Ｍ）、分子量小、更易浸润肿瘤部位、免疫原性低、可多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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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原料易得、成本低廉、偶联物制备简单、性能稳定、生理相容性好、易于
储存、不被溶酶体破坏、可以通过内化和循环机制来提高转运效率、当叶酸摄入
量受限时，肿瘤细胞摄取叶酸的能力要明显增强。国内外已有很多报道，利用叶
酸与某些药物偶连，能够明显增强叶酸受体阳性细胞的药物摄取Ｍ巾“１。目前叶酸
受体介导的肿瘤靶向治疗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２３’２４】。但目前仍然处于细胞实验阶
段，但其治疗策略在肿瘤靶向治疗中已显示出良好的Ｉ瞄床应用前景。Ｒｏｂｅｒｔ

Ｊ．Ｌｅｅ

等【２５】以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ｄｉｓｔｅａｒｏ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ＤＳＰＣ）、胆固醇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０１）及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为主要原料制备的叶酸靶向脂质体，首次将叶酸与
脂质体连接，获得叶酸柔红霉素脂质体，结果显示靶向柔红霉素脂质体对ＫＢ细胞
的细胞毒性为非靶向脂质体药物的８６倍，ＫＢ瘤细胞摄取靶向脂质体能力明显提高。
Ｚｈａｎｇ【２６】等制备的叶酸柔红霉素脂质体（主要材料为ＤＳＰＣ／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５６：４０：０．１）对ＨｅＬａ－形１和Ｃａｃｏ．２细胞２ｈ杀伤效应分别为非靶向柔
红霉素脂质体９．５、１ １ ９．５倍。Ｉ沁ｂｅｒｔ Ｊ．Ｌｅｅ等【１２】研究的叶酸靶向脂质体主要是以卵
磷脂及脑磷脂为材料，类似细胞膜结构，其制备的叶酸靶向紫杉醇脂质体对ＫＢ细
胞２４ｈ的杀伤效应是非靶向脂质体的３．８倍，但类细胞膜结构可能导致药物在细胞缓
慢释放。ｓｔｅｐｈｅ璐ｏｎ等匹刀制备的叶酸柔红霉素脂质体显示对ＫＢ细胞的杀伤效应为非
靶向脂质体偶联的柔红霉素的１８倍。国内【２８】报道的叶酸脂质体包裹钙黄绿素以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胆固醇、卵黄磷脂酰胆碱（９鹊ｙｏｌＪ（ｐｈｏＳｌ）ｈａｔｉｄｙｌ ｃｈｏＨｎｅ，ＥＰＣ）以
１０：４０：５６配比，用成膜．水化结合冷冻．熔融超声法制备内含钙黄绿素叶酸．脂质
体，用荧光显微镜结果显示ＨｅＬａ细胞摄取叶酸．脂质体影响程度进入ＨｅＬａ细胞量相
对与非靶向脂质体４倍。体外研究证据已提示叶酸脂质体在肿瘤靶向治疗中的潜在
应用价值【２９】。体外试验证明【３０’３１１，叶酸一脂质体可与受体特异性结合，有效地将
药物导人靶细胞，并显著提高药物作用效果。提示叶酸脂质体在肿瘤靶向治疗中
的潜在应用价值。
本课题旨在探索叶酸一ＰＥＧ．脑磷脂的合成方法并对产物进行高效液相色谱
（１ｌｉｇＩｌ ｐｅ面ｎｎ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班蛆，ＨＰＬＣ）、红外光谱（ｉ硒Ｗｅｄ ｓｐｅｃ仃ｏｓｃｏｐｙ，

ＩＲ）、磁共振氢谱（硼ｃｌｅａｒ ｍａ印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锄ｃｅ．ｈｙ如ｇ髓Ｓｐｅｃｔ飓１Ｈ－ＮＭＲ）等鉴定；

采用高压乳匀法，以硬脂酸、玉米油、卵磷脂、胆固醇、脑磷脂、紫杉醇等为材
料按一定比例制备新型的叶酸靶向纳米紫杉醇脂质体（吖Ⅸ－ＮＬＣ．ＦＡ），并对其进
行物理及生物学特性鉴定。生物材料要选择几种熔点不同的固、液混合脂质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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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可以避免脂质形成完整晶格而将内部的药物排挤出来，能够增加药物的载带，
稳定紫杉醇纳米脂质体。
４）新型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体内示踪实验示踪剂的制备
紫杉醇是一种二萜类化合物，化学结构特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以放
射性碘的同位素直接标记紫杉醇的报道。目前文献报道的紫杉醇药代动力学资料
大都是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检测【３２￣３４】得到，工作量大，灵敏度相对低。以放射性同
位素标记的紫杉醇作为示踪剂是研究紫杉醇相关制剂的一种较为简便的检测手
段，可大大减轻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的繁琐，降低成本等。Ｄｅｕｋｊ００ｎ瞄ｍ等【３５】用三
甲基锡化的紫杉醇作为标记底物，将放射性核素１２３Ｉ替换三甲基锡基团，获得紫杉
醇标记物，但方法烦琐，一般实验室无法进行，目标记率也只有６３％～６５％。Ｂ１ｌｃｂｓｂａｕｍ

ＤＪＤ６】等以衍生化的紫杉醇３’一ＯＨ甲ⅨＳＸ（３。一（４－Ｈ）础．０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ｐａｃＨｔａ）【ｅｌ－２’嘲】喇ｎａ妨为

底物，以１０ｄｏｇｅ臌引入１２５Ｉ得到１２５Ｉ－Ｐ似ｓＸ（１≈３’．（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ｐａｃｌｉ觚ｅ１．２’．ｓ

ｕＣ

ｃｉＩｌａｔｅ，１２５Ｉ．３’．ＯＨ．ＰＴｘＳ均，其标记率为９８．５％，标记率较高，但底物一般实验室难
以获得。传统的一步氯胺Ｔ法标记紫杉醇，标记率低且不稳定，无法满足示踪实验
的要求。本课题拟改进Ｃｈ－Ｔ标记法，先用稳定的ＮａＩ与紫杉醇作用，然后再以放射
性Ｎａｌ２５Ｉ标记紫杉醇，以期获得能够满足示踪实验要求的标记产物，从而为研制新
的纳米化紫杉醇、开展体内药物分布与代谢动力学的研究，提供合格的示踪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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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叶酸一ＰＥＧ（３３５０）．脑磷脂的合成及分析
１材料与仪器
１．１仪器

全功能型时间分辨和稳态荧光光谱仪（ＦＬＳ９２０，ＥＤ肿ＵＲＧＨ

ｉｌｌｓ仰ｍｅｎｔｓ，

Ｓｃｏｔｌ觚ｄ，Ｕ］目；恒温磁力搅拌器（ＤＦ．ＩＩ，金坛市医疗仪器厂）；旋转蒸发器（Ｒ．２０１，

上海申江机械厂）；高速离心机（ＡⅡｅ画眦６４Ｒ
ｃ０１７Ｉ冱卫Ｒ『ＩＭ）；７２２型光栅分光光度计；ｗ．ａｔｅｒｓ

２６９５

ｃｅｎｔｒｉ如ｇｅ，ＢＥｃＫＭＡＮ

ａｌｌｉ纽ｃｅ＠高效液相色谱仪，

№２４８７紫外检测器，自动进样器（ＳＭ７，懈ＲＳ）；电子天平（ＦＡｌ００４，上
海天平仪器厂）；超纯水系统（Ｂａｍｓｔｅａｄ Ｄ８９８２．３３，Ｕ．Ｓ．Ａ）；红外光谱测定仪器

（ｖＡｍＡＮ，Ｆｒ－瓜，型号：ＥｘｃａＨｂｌｌｒ ＨＥ ３１００）；核磁共振谱仪（型号：１７ＮＩＴＹ矾ＯＶｒＡ
４００，美国瓦里安公司）；冷冻干燥机（ＦｒｅｅＩｚ０舱６

Ｌｉ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ａｂｃｏｎｃ０）；线性离子阱质谱（ＱＴ黜心ＭＳ／ＭＳ

Ｂ眦ｐ

Ａｐｐｎｅｄ

Ｆｒｅｅｚｅ

Ｄｒｙ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ｎｌ／ＭＤＳ

ＳＣⅢＸ，ＵＳＡ，三极四极杆串联线性离子）
１．２试剂与材料
叶酸（Ｆ０ｎｃ ａｃｉｄ，Ｆｏｌａｔｅ丑～，ｓｉｇｍａ’９８．９％）；聚乙二醇二胺（Ｈ２Ｎ—ＰＥＧ—ＮＨ２，

Ｓｉ印唿Ｘ一脑磷脂一（ｍｓｔｅａｒｏ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ｅｔｌｌａｌｌｏｌ锄血ｅ，ＤＳＰＥ，Ｓｉｇｍａ）；＿一丙酮（ＡＲ）；
甲醇（Ｆｉｓｈｅｒ，ＨＰＬＣ）；氯仿（ＨＰＬＣ）；透析袋（ＭＷｌ０００，上海绿鸟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ＤＭＳ０（ＧＣ，Ｈ２０＜Ｏ．００５％）；三乙胺（ＴＥＡ，ＡＲ）；琥珀酸酐（ＳｕＣ，ｓｉｇｍａ）；
羟基琥珀酰亚胺（ＮＨｓ，ＦＬｕＫａ公司）；二环己基碳二亚胺（Ｄｃｃ，ＦＬｕＫａ公司）；纤
维素磷酸盐阳离子交换树脂（ＣＰＣＥＲ，Ｓｉ９１Ｉｌａ公司）；磷酸二氢钠（ＡＲ）；磷酸氢二
钠（ＡＲ）

２实验步骤
２．１

ＦＡ—ＰＥＧ．ＮＨ２合成

２．１．１

ＦＡ与ＰＥＧ．（ＮＨ２）２ Ｎ．酰化反应——顺序加样法

根据文献【１２＇３７】稍作变动，ＦＡ
ＤＣＣ ６２ｍｇ、ＴＥＡ

６５．８ｍｇ，Ｈ２Ｎ—ＰＥＧ．ＮＨ２４００ｍｇ、ＮＨＳ ３５ｍｇ、

１２０ｐＬ（Ｊ挛尔比例ＦＡ：ＰＥＧ一（ＮＨ２）２：ＤＣＣ：ＮＨＳ：ＴＥＡ＝（ＭＲ：１：０．８：

２：２：５）分别溶解在ＤＭＳＯ中，依次顺序加入，氮气保护，黑暗状态下室：；ｊｌ矗搅拌反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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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ｈ，５０℃搅拌（５００ｒ／ｍｉｎ）反应６ｈ，反应结束后减压蒸发去除三乙胺，有机系滤膜（孔
径：Ｏ．４５岬１）过滤去除副产物ＤＣＵ，粗产品留样待ＨＰＬＣ检测。
纯化方法一：粗产品用５０ｍＭ Ｎ棚Ｃ０３ ２Ｌ清洗三次，每次１２ｈ，去除未反应的
ＦＡ；去离子水透析六次，每次２４ｈ，去除ＤＭＳ０。获得的产品经低压冷冻干燥。粗

产品重新溶解在去离子水中，通过ＣＰＣＥＲ柱，１０ｎ州的Ｍ也ＨＣ０３（ＰＨ８．０）淋洗，
分段收集各组分，去除未反应的Ｈ２Ｎ．ＰＥＧ小ｍ２，再３７℃水浴搅拌蒸发去除
ＮＨ４ＨＣ０３，产品经低压冷冻干燥，获得纯化的终产物。
纯化方法二：根据Ｋａｒｅｎ ｖｏｇｅｌ【３８】等实验的纯化方法，本实验以冷氯仿４５ⅡｌＬ加
入混匀，除去未反应的ＦＡ及副产物ＦＡ．ＰＥＧ．ＦＡ，旋转蒸发去除有机溶剂氯仿，去
离子水透析去除ＤＭＳＯ，产品经过低压冷冻干燥。反应步骤如图１．１。但是因游离
Ｈ２Ｎ．ＰＥＧ－ＮＨ２溶于氯仿，因此单纯用此方法并未除去过剩的Ｈ２Ｎ．ＰＥＧ．Ⅻ％。
．．·。：·‘：·‘·：．：‘·．‘。．‘。：。。．·‘·：．。．。。‘．ｒ·．：‘．。．。■：‘‘：

＋

Ｈ烀Ｈ棚—Ｈ傩棚ｐ＊伽棚２ＮＨ２
（１Ｉ抖孵拍州３）

ＤＯＣ『ＮＨＳ雁～
ＤＭＳＯ／室温，２４ｈ袁５０℃，６ｈ

Ｆ妯啪－ＰＥＧ．Ｎ№
图１．１
２．１．２

ＦＡ与ＰＥＧ二胺Ｎ．酰化反应式（２．１．１一一顺序加样法）

ＦＡ与ＰＥＧ．（ＮＨ２）２Ｎ．酰化反应…一活化酯法

反应条件根据文献【３９’４３１，稍作变动。主要为ＦＡ

１００ ｍｇ，ＤＣＣ ９３

ｍｇ和ＮＨＳ

５２ｍｇ溶解在５ＩｎＬ的ＤＭＳＯ，氮气流吹拂１０ＩＩｌｉＩｌ，黑暗状态下室温反应１ ８ｈ，离心
去除副产物ＤＣＵ。３０％除水丙酮／７０％无水乙醚沉淀并清洗叶酸活化物质
ＦＡ小ｍＳ（取出部分沉淀物真空干燥后行红外光谱及磁共振氢谱检测）。沉淀物质重
新溶解在２ｒｎＬ ＤＭＳＯ中。Ｈ２Ｎ．ＰＥＧ－ＮＨ２ ４００ｍｇ溶解在２ＩｎＬ的ＤＭＳＯ中，１２０此
的ＴＥＡ，１．３ ＩｎＬ的ＦＡ小ｍＳ逐滴加入，边加边搅拌，氮气保护黑暗状态下反应２４ｈ。
减压蒸发去除ＴＥＡ，有机系滤膜（孔径：０．４５肛１）过滤去除副产物ＤＣＵ，粗产品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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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ＨＰＬＣ检测。冷氯仿４５ｍＬ加入除去未反应的ＦＡ及副产物ＦＡ．ＰＥＧ－ＦＡ，旋转
蒸发去除有机溶剂氯仿，去离子水透析去除ＤＭＳＯ，产品低压冷冻干燥。反应步
骤如图１．２。
●１●Ｊ－●

●●●●●

。●●。‘●‘●●●

－●

●●●

Ｆ呶ｔ口－ｆ＿ＥＧ－ＮＨｋ
图１．２

ＦＡ与ＰＥＧ．（ＮＨ２）２ Ｎ－酰化反应化学式（２．１．２一一活化酯法）

２．Ｉ．３一’ＦＡ与ＰＥＧ．（眦２ｈＮ．酰化反应二二－聿酰氯法
ＦＡ

一ｆ一一

６５．８ｍｇ溶解在１ｍＬ的ＤＭＳＯ，加入１８ｕＬ（１．２摩尔比例）的草酰氯，通入氮

气，室温搅拌（５０ｍ腼ｎ）反应２ｈ，减压蒸发去除未反应的草酰氯，Ｈ２Ｎ．ＰＥＧ．ＮＨ２
４００ｍｇ溶解于２ｎｌＬ

ＤＭＳＯ中，ＦＡ酰氯逐滴加入ＰＥＧ一州如体系，边加边搅拌

（５００ｒ／ｍｉｎ），加入过量Ⅱ狐５０ｐＬ，氮气保护，黑暗状态下室温反应３ｈ，反应结束后
减压蒸发去除１ｒＩ狐（粗产品以去离子水为稀释剂，作ＨＰＬＣ检测）。冷氯仿４５ＩｎＬ
加入除去未反应的ＦＡ及副产物ＦＡ．ＰＥＧ．ＦＡ，旋转蒸发去除有机溶剂氯仿，去离
子水透析去除ＤＭＳＯ，产品低压冷冻干燥。反应步骤如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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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与ＰＥＧ一（ＮＨ２）２ Ｎ－酰化反应化学式（２．１．３一一草酰氯法）

高效液相色谱（肿ＬＣ）检测ＦＡ—ＰＥＧ心ｍ２条件

色谱柱：ＧＰｃ－１０００（４．６掌２５０衄，５“ｍ）Ｆｕｊｉ，Ｓｉｌｙｓｉａ；流动相：磷酸钠缓冲液
（ｐＨ

６．Ｏ）与甲醇梯度淋洗；柱温：３０℃；流速：１删ｎ；检测波长（？）：３６３喇４咖

２．１．５红外光谱（ｂ胁ｅｄ）检测
池窗材料：ＫＢｒ；红外光谱能量：４０ ｍｗ；波数范围（ｙ）：４００＿４０００ｃｍ．１
２．１．６磁共振检测
频率：４００ＭＨＺ；溶剂：氘代ＤＭｓＯ（ｄ６一ＤＭｓＯ）：扫描范围（ｄ）：０－１３ｐｐｍ
２．２琥珀酸酐与脑磷脂的连接（ＳＵＣ．ＤＳＰＥ）及鉴定方法
２．２．１琥珀酸酐与脑磷脂的连接
一根据文献‘捌稍作调整，一２．５ｍＬ盼ＣＨＣｌ３溶解５０ｉ岖‘巧ｓｐＥ，０．５ｍＬ’ＤＭｓｏ溶解
１５ｍｇ琥珀酸酐后，逐滴加入前一体系，加入５０ｐＬ ＴＥＡ或１０“ＬⅡ比啶，５０∞，ｒ击ｎ搅
拌室温下搅拌反应２４小时，反应结束时减压蒸发去除ＴＥＡ与氯仿，残留少许液体，

４５ｎｌＬ无水冷丙酮沉淀析出产物，２０ ｏｏｏｇ离心１５ＩＩｌｉｎ，弃上清。冷丙酮继续清洗沉

淀３次。真空干燥，产物重新溶解在氯仿中，．２０℃储存，留样待行肿ＬＣ及质谱检
测鉴定。反应式如图１－４。

誊｜｝誊誊ｉ》·＋玉刮三二馘…，
＾，．ＳｕｃｃｉｎｙＩ ＤＳＰＥ

图１．４

Ｓｕｃ与ＤｓＰＥ Ｎ－酰胺反应化学式（２．２．１）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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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第一部分

ＨＰＬＣ检测产物色谱条件

色谱柱：Ｃ１８（４．６×１５０ＩＩｌＩｎ，５岬，ｗａｔｅｒｓ ｓｙ衄朗奶；流动相：１０ ＩＩ蝴磷酸钠／甲
醇＝８／９２（体积比）；流速：１ｌＩｌＬ／Ｉｎｉｎ；进样：１０此；柱温：３０℃；检测波长：２５４咖
２．２．３

ＬＣ．ＭＳ质谱鉴定产物条件

进样方式：直接进样：电喷雾电压：－４２００Ｖ（负离子模式，ＥＭＳ．）：去簇电压

（Ｄｅｃｌｕｓｔｅ血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Ｐ）：８０．０Ｖ；加热温度：２５０℃；质量扫描范围：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ｚ）
２．３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连接及鉴定

２．３．１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连接

将纯化后低压冷冻干燥的ＳＵＣ．ＤＳＰＥ重新溶解在３ｎ儿的ＣＨＣｌ３中，在室温下与
２６ｎｌｇ

ＤＣＣ反应４ｈ活化羧基，取２５０ｍｇ ＦＡ－ＰＥＧ－ＮＨ２溶解在２ＩｎＬ的ＣＨＣｌ３中后转入

上面的反应体系中，加入ＴＥＡ ２０止。室温整夜搅拌反应２４ｈ，旋转蒸发器减压蒸发
去除混合物中的溶剂氯仿与Ⅱ狐，冷丙酮沉淀并清洗产物。产物真空干燥后待

１Ｈ蝴检测。化学反应式如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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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２．３．２

ＦＡ—ＰＥＧ与ＳＵＣ．ＤＳＰＥ Ｎ．酰胺反应化学式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终产物磁共振鉴定条件

频率：４００ＭＨ［Ｚ；溶剂：氘代氯仿（ｄｌ－ＣＨＣｌ３）；扫描位移（６）：０．１３ｐｐｍ
３统计学分析：统计学检验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作统计分析
４结果

．

４．１

ＦＡ活化酯的鉴定

４．１．１

ＦＡ活化酯红外光谱鉴定

图１．６为ＦＡ－ⅫＳ活化产物的红外光谱分析的结果，在红外光谱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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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７．４ｃｍ。１为叶酸上苯环所特有的吸收峰，１７３７．３ ｃｍ’１为羟基琥珀酰亚胺的特征吸

图１．６：为ＦＡ．ＮＨＳ活化产物的红外光谱
注：红箭头所示ｌ ６０７．４ ｃｍ－１为叶酸上苯环结构特征吸收峰
蓝箭头所示ｌ ７３７．３ ｃｍ．１为羟基琥珀酰亚胺特征吸收峰
４．１．２

ＦＡ活化酯磁共振谱分析

图１．７为ＦＡ小ｍＳ活化产物的磁共振氢谱分析的结果，以ｄ６．瑚ⅥＳＯ为溶剂，
与叶酸相比，ＦＡ．ＤＣＣ在２．７２ｐｐｍ出现氢峰，为ＤＣＣ的碳二亚胺所有，ＦＡ－ＮＨＳ
２．８２ｐｐｍ氢峰为ＮＨＳ氢的位移点，由此可知，叶酸与ＤＣＣ可以形成活化酯
ＦＡ．ＤＣＣ，进而可与ＮＨＳ生成活性较强的ＦＡ－ＮＨＳ活化酯。

图１．７：ＦＡ．ＮＨＳ活化产物的磁共振氢谱
注：黑色箭头所示的２．７２ｐｐｍ为ＤＣＣ所产生的氢位移峰
红色箭头所示的２．８２ｐｐｍ为ＮＨＳ所产生的氢位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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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的鉴定

枣２
４．２．１

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的ＨＰＬＣ鉴定

４．２．１．１

ＦＡ定性分析，标准曲线制各

叶酸１０ｍｇ，以ＤＭＳＯ为溶剂配制母液１０ｍｇ／ｎｌＬ，以去离子水系列稀释６个

终浓度点分别为：１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ｎ咖儿，作为标准曲线的６
个点。表１．１为ＦＡ．ＰＥＧ二ＮＨ２进行ＨＰＬＣ分析时的流动相与梯度洗脱时间表。图
１．８为叶酸的ＨＰＬＣ色谱图，ＦＡ保留时间（Ｒ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玎）：２．３６８ｍｉｎ。ＦＡ标
准曲线如图１．９，标准曲线相关性良好，２５０、１５００、５０００ ｎｇ／ｍＬ三种浓度日内变
异分别为：３．８２％、１．３１％、Ｏ．７８％，日间变异分别为：４．６２％，１．３６％、１．３４％，
精密度良好。
表１．１

ＦＡ．ＰＥＧ．ＮＨ２梯度洗脱时间表（ｔＩｌｅ

ｔｉｍｅ

ｏｆ鲈Ｉｄｉｅｎｔ）

‘

…一

ｆ

。—矿２Ｓ４ｎｍ

ｒ

／

—Ｆ＾．－

／４

／

３６３ｎｍ

Ｌ

．

ＦＡ的ＧＰＣ．ＨＰＬＣ在３６３／２５４衄通道色谱图

图１．８

ＦＡ标准曲线

ＲＴ：２．３６８ｍｉＩｌ

ｙ暑９．１３９２ｘ一２５３．２６

Ｒ２＝０．９９９９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ＦＡ浓度（ｎｇ／硼Ｌ）

图１—９

ＦＡ的标准曲线（ＧＰＣ一阳｝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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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粗产品的ＨＰＬＣ色谱分析

如图１．１０显示各种方法所得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粗产品ＨＰＬＣ色谱（护３６３ｎｍ），

ＦＡ．ＰＥＧ啦的Ｉ汀：３．３４０ｍｉｌｌ，副产物（主要为ＦＡ．ＰＥＧ．ＦＡ）的Ｉ汀：７．３７１ｍｉＩｌ。

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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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０

第一部分

不同方法下ＦＡ与ＰＥＧ．０、『Ｈ２）２＿Ｎ．酰化反应粗产物的ＨＰＬＣ色谱图

注：ａ为单纯ＦＡ的ＧＰＣ．ＨＰＬＣ色谱图

ｂ为顺序加样法室温所得粗产品的ＧＰＣ．肌Ｃ色谱图
ｃ为顺序加样法５０℃反应条件下所得粗产品的ＧＰＣ．｝玎，ＬＣ色谱图

ｄ为活化酯法所得粗产品的ＧＰＣ．肿ＬＣ色谱图
ｅ为草酰氯法所得粗产品的ＧＰＣ．唧ＬＣ色谱图
ｆ为过量草酰氯活化条件下所得粗产品的ＧＰＣ．Ⅷ，ＬＣ色谱图

反应方式——

表１．２

ＦＡ．ＰＥＧ＿Ⅻ２／副产物反应产率（％，ｚ士ｓ，ｎ＞３）
连接比率

ＦＡ．ＰＥＧ－ＮＨ２

副产物

以ＦＡ为标准，通过峰面积计算各种不同反应条件下ＦＡ－ＰＥＧ枷２连接比率，
如表１．２所示。统计学检验显示顺序加样常温反应２４ｈ与５０℃反应６ｈ条件相比

ＦＡ．ＰＥＧ删２连接比率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但后者的副产物比率较高；ＦＡ
活化酯法相比与前两者相比，ＦＡ．ＰＥＧ二ＮＨ２连接比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副产
物亦有统计学差异（Ｐ＜Ｏ．０５），ＦＡ活化酯法所得产物连接比率低；草酰氯法所得产
物ＦＡ．ＰＥＧ－ＮＨ２连接比率最低，但副产物产率较高，草酰氯法作为ＦＡ与
ＰＥＧ．（ＮＨ２）２Ｎ－酰化反应不可取。
顺序加样常温反应２４ｈ透析后所得粗产品冻干后称重约３３０ｍｇ，经ＣＰＣＥＲ过
柱后收集产物冻干后约７５ ｍｇ，终产物产率约１６％；顺序加样常温反应２４ｈ粗产品
经氯仿纯化的产物约２１０ ｍｇ；５０℃反应６ｈ条件下经氯仿纯化后约１９０ｍｇ；ＦＡ活

１６

第一部分

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的制各及其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化酯法经氯仿纯化后的产物约２２５ ｍｇ；草酰氯方法所得产物经收集未见明显产物。
４．２．１．３纯化后的ＦＡ．ＰＥＧ寸汀Ｈ２的ＨＰＬＣ分析
４．２．１．３．１透析后所得产物的｝ＰＬＣ色谱图
顺序加样常温条件下产物未透析产物所示ＦＡ所占比例约４６．５％，ＦＡ．ＰＥＧ小ｍ２
所占比例约３ １．６％，副产物约２２％；经透析后所得产物显示：游离ＦＡ仍有３２．８％，

ＦＡ．ＰＥＧ州２比例约为４１．８％，副产物约２５．４％。可见透析后游离ＦＡ去除效果不好，
而相关文献并未提示透析效果，本实验中发现经透析后游离ＦＡ去除效果不理想。

Ⅷ１Ⅲ１月ⅢⅢⅫⅧ＿ｑ¨，ⅫⅫ■ｌ
－

．

７』７口ⅫⅫ％■∞＂Ⅱ

图１．１ｌ顺序加样常温条件下粗产物透析后的ＨＰＬＣ色谱图
４．２．１．３．２

氯仿纯化法所得产物的ＨＰＬＣ色谱图

顺序加样常温条件下的粗产品经氯仿纯化后所得产物的ＨＰＬＣ产品峰所占比
例约为７５％，‘游离ＦＡ仍有５％，副产物约２０％。氯仿纯化后的废弃沉淀物质的｝玎？ＬＣ分
析显示，游离ＦＡ占沉淀物质的比例约６３％，副产物比例约３３％，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约为４％。

‘ｍ

Ｅ＾

＼

ｊ

卜ｆ一
■●

图１．１２氯仿纯化法所得产品／沉淀物质的ＨＰＬＣ色谱图
注：Ａ图为氯仿纯化后的产物的ＧＰＣ．Ⅷ，ＬＣ

Ｂ图为氯仿纯化后的废弃沉淀物质的ＧＰＣ．阳，ＬＣ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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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红外光谱（瓜）分析

４．２．２．１纯化后的产物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红外光谱（瓜）分析
图１．１３是纯化后产物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的红外光谱（瓜）图，由图可见，

相比

ＰＥＧ－（ＮＨ２）２的红外光谱图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的红外图上出现苯环的特征峰（１６０７．４
ｃｍ．１），显示成功制备了ＦＡ．ＰＥＧ．ＮＨ２，但由透析后产品的ＨＰＬＣ色谱图可知，纯
化后的产品内仍含有少量的ＦＡ，因此此ｍ图谱不能证实产物确已连接。

图１．１３纯化后的产物ＦＡ—ＰＥＧ捌２红外光谱图
４．２．２．２删Ｃ收集Ｉ玎为３．３４０ｍｉｎ峰的红外光谱分析
图ｌ一１３是收集ＲＴ为３．３４０ ｍｉｌｌ、经过｝ｍＬＣ纯化后的产物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的红

外光谱（瓜）图，由图可见，相比ＰＥＧ－（ＮＨ２）２的红外光谱图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的红外
图上出现苯环的特征峰（１６０７．４ ｃｍ．１），显示成功制备了ＦＡ—ＰＥＧ．ＮＨ２。

图１．１４如？ＬＣ纯化后的产物ｆ’Ａ—ＰＥＧ姗２红外光谱图
４．２．３

ＦＡ．ＰＥＧ一Ⅻ％磁共振氢谱（１Ｈ．ＮＭＲ）分析

图１—１４是通过阳｝ＬＣ纯化收集Ｉ玎为３．３４０ Ｉｌ血的产品峰行１Ｈ．ＮＭＲ检测，
６．０—９．Ｏｐｐｍ之间为叶酸苯环结构上氢峰，３．５６·３．７５ｐｐｍ为聚氧乙烯氢峰，两者的存
在说明产物结构中有ＦＡ及聚氧乙烯的存在，说明成功制备了理论上所需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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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５

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的１Ｈ．ＮＭＲ谱图

注：３．５６·３．７５ｐｐｍ处箭头所示为聚氧乙烯片段中的氢位移峰
６．９－９．０ｐｐｍ处三个箭头所示为ＦＡ苯环中的氢位移峰
４．３

ＳＵＣ．ＤＳＰＥ鉴定

４．３．１

ＳＵＣ．ＤＳＰＥ的ＨＰＬＣ分析

如图１．１６：单纯ＤＳＰＥ的Ｉ盯为１．９９７ｍｉｎ，ＳＵＣ．ＤＳＰＥ的Ｉ汀为１．６６３ｍｉｎ，根
据峰面积计算得到ＤＳＰＥ与ＳＵｃ连接占总加入ＤｓＰＥ的比例约９０．９％士１．０３％
（ｎ＝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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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６

叠

ＳＵＣ．ＤＳＰＥ／ＤＳＰＥ高效耐目色谱图

注：黑色线条色谱图为单纯游离的脑磷脂的｝Ⅱ，ＬＣ色谱图
蓝色线条色谱图为合成产物ＳＵＣ．ＤＳＰＥ的｝玎，ＬＣ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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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ＤＳＰＥ质谱分析

负离子质谱扫描ＤＳＰＥ和ＳＵＣ—ＤＳＰＥ，溶剂：甲醇（色谱级），质谱结果如图
示：ＤＳＰＥ经ＥＭＳ负离子扫描，７４６．６分子峰为ＤＳＰＥ（ＭＤｓＰＥ－［Ｈ＋］＝７４７．６．１），
ＳＵＣ．ＤＳＰＥ经ＥＭＳ负离子扫描，与７４６．６峰相对应，出现分子峰８４６．６为产物
ＳＵＣ—ＤＳＰＥ（Ｍｓｕｃ．ＤｓＰＥ－［Ｈ＋］－Ｍ ＤｓＰＥ＋Ｍｓｕｃ一１＝７４７．６＋１００一１＝８４６．６）。收集产物真
空干燥后精密称量约为３３ｍｇ，根据ＨＰＬＣ检测所得ＤＳＰＥ与ＳＵＣ连接比例约９１％，
计算终产率约６１％。

图１．１７

ＤＳＰＥ／ＳｕＣ．ＤＳＰＥ负离子质谱扫描图

注：粉红色箭头所示为ＤＳＰＥ的峰位
蓝色箭头所示为ＳＵＣ—ＤＳＰＥ的峰位
４．４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的磁共振氢谱（１Ｈ－ＮＭＲ）结果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粗产品经丙酮沉淀（去除未反应的ＦＡ．ＰＥＧ．ＮＨ２），真空干燥
后溶解于刀代氯仿（ＣＤ３Ｃ１），由图１．１８显示６．０—９．０ｐｐｍ之间为叶酸苯环氢峰，
３．５６—３．７５ｐｐｍ为聚氧乙烯氢峰，１．２２ｐｐｍ为亚甲基峰，三者的存在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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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终产物的合成。终产品真空干燥后精密称量约４６ｍｇ，终产率约１９％。

图１．１８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的磁共振氢谱（１Ｈ－ＮＭＲ）

注：黑色箭头所示为ＦＡ结构上氢峰；蓝色箭头所示为ＰＥＧ结构中乙烯氧片段中氢峰；
红色箭头所示为ＤＳＰＥ中亚甲基的氢峰

５讨论

有关ＦＡ与ＰＥＧ．（ＮＨ２）２的连接文献多是采用室温顺序加样反应，但是有关
每一步骤所得产物的连接比例、产率及其鉴定并无详细报道。本实验中采用四种
方法，比较不同合成方法对连接比例、产率的影响，并对主要产物行ＨＰＬＣ、ＩＲ、
１Ｈ－ＮＭＲ、ＥＭＳ（．）等鉴定。

ＦＡ活化酯法可去除过剩的ＤＣＣ／ＮＨＳ，不需要加水使ＤＣＣ转变为ＤＣＵ后再
除去，简化ＤＣＣ清除步骤，但ＦＡ活化酯法在ＦＡ－ＮＨｓ中间产物纯化中需要３０％
无水丙酮／７０％无水乙醚，无水条件要求严格，操作较为复杂，受本实验室条件限
制且产率较低，ＦＡ活化酯法非最佳的选择。
草酰氯化的ＦＡ活性极强，基本上ＦＡ全部形成酰氯（此点可从产物的ＨＰＬＣ
色谱图无游离ＦＡ峰得以证实），得到的产物亦较少，而副产物占极大部分。实验
当中也发现加入冷氯仿沉淀副产物及未反应的ＦＡ时大部分被沉淀下来，而根据
ＨＰＬＣ反应的粗产品（未经氯仿纯化）可看出，基本上无游离ＦＡ的存在，说明沉
淀物质基本为副产物，上清经减压蒸发后残留物用水溶解，透析去除ＤＭＳＯ后冻
干，基本收集不到产物，产率极低。草酰氯法不可取还有其他因素如：草酰氯活
性太强，ＦＡ吖．Ｃ００Ｈ和ＦＡ—ａ．ＣＯＯＨ两羧基基本上无选择性的被酰氯化，这样
难以保留所需要的ＦＡ吖．ＣＯＯＨ，失去对其受体的靶向作用；另一方面，草酰氯加
入体系后短时间产生大量热量，易爆炸，因此一般要在冰浴中反应，待充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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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室温反应，而ＤＭＳＯ在１８℃以上处于液体状态，难以在冰浴条件下反应，
因此操作时保持良好通风，滴速慢，但草酰氯体系容易受环境影响，应避氧，造
成操作困难；ＦＡ作为生物样品应使用温和的活化剂，以保持ＦＡ的活性，满足实
验的需求。综上因素，草酰氯法活化ＦＡ不适作为Ｎ．酰化反应的活化剂，因此此
方法不可取。
顺序加样５０℃反应条件下，反应产率较高，但副产物相对也较高，经冷氯仿

纯化后的产率约有４５％（内含过剩的ＰＥＧ．（ＮＨ２）２，ＦＡ．ＰＥＧ－Ⅻ２的含量可以根
据叶酸标准曲线定量，经ＨＰＬＣ检测显示ＦＡ．ＰＥＧ二Ⅻ也的含量约占总产率分量的
３５％左右）。顺序加样室温反应条件下副产物相对高温条件下降低，产率相对略低，
但此反应条件温和，操作简单，此条件作为首选。其次为５０℃反应体系。根据以
上情况，本实验选择室温顺序加样反应。
ＳＵＣ与ＤＳＰＥ的反应程序中，发现根据文献方法无法实现两者的酰胺连接。

根据文献提示条件是以单纯氯仿为溶剂，加入少量ⅡＷ吡啶催化反应２４ｈ，负离
子质谱鉴定并无ＳＵＣ．ＤｓＰＥ的生成。实验中发现，加入氯仿后ＳＵＣ基本保持结晶
状态，至２４ｈ仍未见明显溶解，考虑为ＳＵＣ不溶解的缘故，补加整个体系１／６体
积的ＤＭＳＯ或ｌ／６体积的ＤＭＳＯ溶解ＳＵＣ后转入ＤＳＰＥ的氯仿体系，反应２４ｈ，
经负离子质谱鉴定生成理论所需产物，实验当中分别以ＴＥＡ、吡啶为催化剂，
ＳＵＣ．ＤＳＰＥ连接比率无明显变化。
终产物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反应产率较低，经丙酮沉淀清洗后，磁共振氢谱证实成
功了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ＦＡ与ＰＥＧ－Ｑｍ２）２室温顺序加样Ｎ一酰化反应实验中考虑即

使ＰＥＧ－州２）２过剩，与下一步骤中的反应物ＳＵＣ．ＤＳＰＥ会生成ＰＥＧ．ＤＳＰＥ不会影
响药物的靶向性，反而掺入部分ＰＥＧ．ＤＳＰＥ能够增加药物的水化膜，延长药物的
半排期，更多的药物的能够有较多时间富集于肿瘤组织，脂质体中掺入ＰＥＧ．ＤＳＰＥ
不会影响药物的靶向性【１２＇３９·４５１，ＰＥＧ－ＤＳＰＥ化的脂质体亦可增加脂质体药物的血
液循环时间，增加药物半衰期，故本实验最后采用省略去除过剩ＰＥＧ．（ＮＨ２）２步骤
以简化反应条件，反应最终产物中有ＰＥＧ．ＤＳＰＥ及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
６结论

顺序加样法合成ＦＡ．ＰＥＧ－ＮＨ２，方法简单，连接比例约３１％，产率约１６％，
产率较低；但ＦＡ—ＰＥＧ－ＮＨ２液相色谱条件适合，分离度较好。ＳＵＣ与ＤＳＰＥ室温
Ｎ．酰胺反应连接比例约９１％，产率约６１％：最后的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终产物产率约
１９％；总体产率约２％，产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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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的制备及其对
ＫＢ细胞的杀伤效应
１主要仪器及试剂

高压微射流设备（１１０Ｓ娜ＷＴＯＮ，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ＵＳＡ）；粒径分析仪
（ＨＰＰＳ５００１，Ｍ√址ⅣＥＩ矾，ＵＫ）；超声波细胞粉碎机（吖９２．２Ｄ，ＮｉＩｌｇｂ０
Ｂｉｏｔｅｃｌｌｌｌ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ｔｚ

Ｃｏ．，Ｌ１Ｄ）；恒温磁力搅拌器（ＤＦ．ＩＩ，金坛市医疗仪器厂）；旋转蒸

发器（Ｒ－２０１，上海申江机械厂）；电子天平（ＦＡｌ００４，上海天平仪器厂）；超纯水

系统（Ｂ锄ｓｔｅａｄ Ｄ８９８２－３３，Ｕ．Ｓ．Ａ）；ＨＥＲＡ Ｃ０２培养箱（德国Ｉ沁ｄｒ０）
紫杉醇（９９．５％标准品，批号０３０９０．Ｄ，四川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硬脂酸

Ｏ讯，批号０３０４２３，中国菱湖精细化工厂·浙江）；胆固醇（沪试ＡＲ，批号Ｆ２００３０４１０）；
卵磷脂（ＡＲ，批号２００３０３０５，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玉米油（Ｓｉｇｍａ，
德国）；吐温．８０（Ｅ．Ｍ．Ｋ进口分装，上海化学试剂采购站）；无水乙醇（ＡＲ）；去
离子水；无叶酸１６４０培养基（ＧＩＢＣＯ公司）；小牛血清（ＧＩＢＣＯ公司）；叶酸
口ｏｌａ＿ｔｃ，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ＦＡ，ｓｉｇｍａ）；ＫＢ细胞（中科院上海细胞库）

２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的制备
精密称取紫杉醇２５ｍｇ，硬脂酸５００ｍｇ，胆固醇１２５ｍｇ，卵磷脂２５０ｍｇ，玉米
油３００ｍｇ，溶解于无水乙醇，磁力搅拌器搅拌加热至７０℃使其溶解并充分混匀，ｌ
ｈ后保持温度，去除有机溶剂即得药物脂质混和膜。３７５ｍｇ吐温．８０与３５ｍＬ去离
子水混匀，叶酸．ＰＥＧ．ＤＳＰＥ ３０ｍｇ（溶解于氯仿）旋转蒸发去除有机溶剂氯仿后用
吐温水溶液溶解混匀，保持温度，缓慢滴加药物脂质混和膜进入吐温水相，边加
边搅拌，加完后续搅２ ｈ，快速冷却到室温，即得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

（ｎⅨ－ＮＬＣ．ＦＡ）初乳。在进口压６０ｐｓｉ（９６ＭＰａ）下高压乳匀６个循环，迅速冷却后
得到所需ｎ议－ＮＬＣ．ＦＡ产品，粒径测定仪测定所得产品粒径及其分布。
３平均粒径及其分布的测定方法及条件

吖Ⅸ－ＮＬＣ．ＦＡ的水分散液以去离子水稀释２０倍，用激光散射粒度分析仪测定
纳米粒的平均粒径和分布，测试角：１７３。，测试温度：２５℃，其中平均粒径采用数
量分布（ＮｕＩｎ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结果，多分散性指数（Ｐｏｌｙｄｉｓｐｅｒｓ毋Ｉｎｄｅｘ，ＰＤＩ）

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的制各及其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第二部分

采用单峰分布∞ｍｍｏｄ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结果。
４

ＭＴＴ细胞生长抑制试验检测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生长抑制效应

４．１细胞准备
人口腔上皮癌ＫＢ细胞系购于中科院上海细胞库。ＫＢ细胞用１５％小牛血清的
无叶酸Ｉ强ＭＩ．１６４０培养七天，培养箱Ｃ０２浓度５％，温度３７℃。
４．２

ＭＴＴ法检测细胞的抑制率

将２×１０５／ｍＬ的ＫＢ细胞接种于９６孔板中，设置６个复孔，每孔终体积为９０止。

３７℃培养２４小时后，每孔分别加入ｎⅨ－ＮＬＣ．ＦＡ、吖Ⅸ－ＮＬＣ各１０皿，使其终

浓度分别为ｌ，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衄。儿，空白对照加入１０此的无血清１６４０
培养基，３７℃培养３小时后除去药物，ＰＢＳ ２００此洗涤２次，加入１００ｕｌ培养基继

续３７℃培养２４ｈ，上机测试前四小时加入１０皿ＭＴＴ（５ｍｇ／１ｎＬ），上机前吸去上清

液，加入１００ｐＬＤＭＳＯ，轻微震荡１０Ｉ血，直至沉淀完全溶解，用５７０ＩｕⅣ６３０ｎｍ处
波长测各孔吸光值。每组重复３次。不同浓度下吖Ⅸ－ＮＬＣ—ＦＡ与ｎ～Ｘ．ＮＬＣ对ＫＢ
细胞的抑制率＝（１．剂量组ＯＤ值／对照组ＯＤ值）×１００％。
５结果
５．１

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平均粒径及其分布结果

由图２．１可知，ｎ议－ＮＬＣ．ＦＡ脂质体粒子平均粒径在１３４衄左右，图２．１所

示脂质粒径为１２７ｎｍ，分布宽度１５．６４衄，从粒径分布图来看，小粒径的占主要部
分（９９％），仍有小部分（约占１％）大颗粒存在。说明所合成Ｌ议．ＮＬＣ．ＦＡ粒子
粒径主要分布在小粒径范围内。多分散性指数（Ｐｏｌ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ＰＤＩ）为Ｏ．０８５，

表明所合成纳米脂质体稳定性较好。经统计仉垅－ＮＬＣ．ＦＡ（１３４彻［１士１８ ｎｍ）与刘

敏【４６】所得的非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吖Ⅸ－ＮＬＣ）（６６士６衄）相比较大，考虑为体
系中引入大分物质ＰＥＧ（ＭＷ～３３５０）而增加了脂质药物的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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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ｒ １争．多舅
，Ｖ岍ｄｔｈ：ｏ

即哆峨ｌｐｗ．１日Ｉ钿籼螺，ｏ崩阵：

５．２

ｊ哪ｃ帅：，Ｏ
＇Ｊ

１＝ＡＸ－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ＭＴＴ结果

在药物与细胞培养作用３小时后，洗去多余的药物，继续培养２４小时，ＭＴＴ
法观察其对ＫＢ细胞生长抑制作用。由图２．２看出，吖Ⅸ－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的

杀伤效应在１．１００皿儿低浓度范围内与Ｌ岖．ＮＬＣ相差较明显，高浓度范围两者虽
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ＴＡＸ＿ＮＬＣ—ＦＡ的ＩＣ５０为９５．２７加＝１／Ｉ。，ＴＡＸ－ＮＬＣ的ＩＣ５０为
５４３．１８ｎｍ／Ｌ，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２４ｈ的毒性约为ｎ～Ｘ－ＮＬＣ的６倍。
ＴＡＸ州Ｃ．ＦＡ仃：ＡＸ加Ｃ在３７度条件下对ＫＢ细胞的２４ｈ抑制率
１００
拿

８０

篓一一６０
麦

４０

刊
２０
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紫杉醇浓度ｎ∞ｌ几

—●－ＴＡＸ－ＮＬｃ—ＴＡＸ度ＫＢ细胞２４ｈ抑制率—－◆一一ＴＡｘ—ＮＬｃ
图２．２

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吖Ⅸ帆Ｃ在３７℃条件下对Ｉ∞细胞的２４ｈ生长抑制曲线

讨论：紫杉醇是从红豆杉中提取出的具有高效抗肿瘤功能的天然药物，是目
前临床一线化疗药物。紫杉醇水溶性差，临床应用中以聚氧乙烯蓖麻油和乙醇（Ｖ：
Ｖ＝１：１）为溶剂，而聚氧乙烯蓖麻油是导致临床用药出现过敏反应的主要原因，
因此临床应用受限。脂质体作为载体具有许多优点，脂质体的应用可以解决紫杉
醇的溶解性问题；提高了紫杉醇在溶液中的稳定性；避免过敏反应而不影响抗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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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活性；减少患者对紫杉醇的耐药性；提高机体对紫杉醇的耐受性，有可能增加
给药剂量，进而提高疗效；缩短滴注时间，使用方便；脂质体作为载体进入体内
被生物降解，不会在体内积累，免疫原性小、无毒，具有良好的生物性相容性，
脂质体作为载体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本实验以紫杉醇，硬脂酸，胆固醇，卵磷脂，玉米油为材料，溶解并充分混
匀，去除有机溶剂即得药物脂质混和膜；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 ３０ｍｇ（溶解于氯仿）旋转
蒸发去除有机溶剂氯仿后用吐温水溶液溶解混匀，保持温度；缓慢滴加药物脂质
混和膜进入吐温水相（含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搅拌２ ｈ，快速冷却到室温，在进口
压６０ｐｓｉ（９６ＭＰａ）下高压乳匀６个循环，迅速冷却后得到所需产品，粒径测定仪测
定所得产品测定粒径为１３４衄：ｌ士１８ｍｎ，与刘敏【４６】所得的ＴＡＸ－ＮＬＣ（６６士６ ｎｍ）相

比较大，考虑为体系中引入大分物质ＰＥＧ似Ｗ～３３５０）而增加了脂质药物的粒径。
相较Ｒｏｂｅｒｔ Ｊ．Ｌｅｅ【１２】等所制备的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９３．４ ｌｌｍ）较大。ＭＴＴ

实验表明ＴＡＸ帆Ｃ．ＦＡ对ＫＢ细胞的为２４ｈ的ＩＣ５０为９５．２７ｎｍｏ儿Ｔ：ＡＸ帆Ｃ为
５４３．１８彻：１／Ｌ；ＴＡＸ．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的毒性是非靶的６倍左右，原因为

ＴＡＸ加，Ｃ－ＦＡ在叶酸的介导下紫杉醇纳米脂质体药物进入细胞速率增大，因而同
样作用时间内，与ＴＡＸ－ＮＬＣ药物相比，靶向药物进入细胞的药物总量也较高。此
点在以后的实验中可通过其他实验技术如激光共聚焦或游离叶酸竞争抑制的方法
观察ＴＡＸ二ＮＬＣ．ＦＡ对ＫＢ细胞疗效显著提高是否为叶酸介导所致。Ｒｏｂｅｎ

Ｊ．Ｌｅｅ【１２】

等制备的叶酸靶向紫杉醇脂质体对ＫＢ细胞的ＩＣ５０４８衄ｌｏ儿，非靶向的紫杉醇脂质
体约为ＩＣ５０

１８４衄ｏｌ／Ｌ，两者相比表明本实验制备的靶向脂质体药物疗效可能不及

后者，分析原因可能为本实验在合成ＴＡＸ－ＮＬＣ．ＦＡ中并未除去过剩的游离的
ＦＡ．ＰＥＧ．ＤＳＰＥ，至于其过剩的量也未有相关方面的分析及鉴定，此方面在以后的
实验中有待继续考证。至于非靶向的紫杉醇脂质体疗效亦不如后者，分析原因可
能为后者的脂质体成份为类细胞膜结构，与细胞相容性较好，易于融合与细胞膜
融合，因此单位时间进入细胞的药物总量增加，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实验确定。
至于靶与非靶的疗效相比本实验制备的脂质体药物（６倍）相比后者（３．８倍）较
好。原因可能为本实验中药物是作用３ｈ后弃去，而后者是作用２ｈ后弃去，这很
可能是导致靶／非靶相对较高的主要因素。本实验采用药物作用３ｈ后除去是根据本
实验研究人员提供的已有经验，为进一步考证是否为单纯药物作用时间问题所致
还是其他因素，下一步将采取相关方面的实验进行药物作用２ｈ后的结果对比。
结论：靶向紫杉醇脂质体作用ＫＢ细胞比非靶向脂质体疗效显著提高，靶向紫杉
醇脂质体有望进一步提高紫杉醇纳米药物对ＫＢ细胞的生物学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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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放射性核素１２５Ｉ标记紫杉醇的方法学研究
１材料与方法
试剂及仪器
紫杉醇（ＴＡｘ，９９．５％标准品，批号０３０９０．Ｄ，四川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Ｎａｌ２５Ｉ（放射性浓度９．２５ ＴＢｑ几，放化纯度约９７．８％，北京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Ｃｈ—Ｔ（９８％，Ｃｌｌｌｏｒａｍｉｎｅ－Ｔ 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ｌ“ｃｈ）；偏重亚硫酸钠（化学纯）；ＬＧｌＯ一３Ａ型高
速冷冻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厂）；ＧＣ．１２０昕型放射免疫计数器（中国科技大学

中佳光电仪器公司）；Ｉ洲９０５活度计（ＩⅫｉｏａｃｔｉｖ时Ｍｅｔｅｒ）；珥１型低压吸引器（上
海合力医疗器械厂）；ＦＡｌ００４电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超纯水系统（Ｂａｍｓｔｅａｄ
Ｄ８９８２．３３，Ｕ．Ｓ．Ａ）；８５．Ａ型漩涡混合仪（上海优浦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主要试剂配制方法
Ｏ．５

Ｍ ＰＢ液（ＰＨ ７．５）

精密称取ＮａＨ２Ｐ０４．２Ｈ２０

７．８９，Ｎａ２ＨＰ０４．１２Ｈ２０ １７．９９，蒸馏水４８０ＩｎＬ，用１Ｍ

ＮａＯＨ调节ＰＨ值至７．５，蒸馏水补足体积５００ｍＬ。
Ｏ．０５

．

Ｍ ＰＢ液（ＰＨ７．５）：

一Ａ液：精密称取Ｎ龇ＰＯ‘．２Ｈ２０ ３．９９ｊ加蒸馏水至４８０ⅡｌＬ了佣一１Ｍ ＮａＯＨ调节·
ＰＨ值至７．５，蒸馏水补足体积５００ｌｎＬ，一滴氯仿，室温储存。
Ｂ液：精密称取Ｎａ２ＨＰ０４．１２Ｈ２０ ８．９５９，加蒸馏水至４８０ｍＬ，用ｌＭ ＮａＯＨ调节
ＰＨ值至７．５，蒸馏水补足体积５００ＩｎＬ，加一滴氯仿，室温储存。取Ａ液４０ｍＬ，Ｂ
液２１０ＩＩｌＬ，
２

混匀，即得０．０５Ｍ ＰＢ液。

ｍ咖Ｌ

Ｃｈ－Ｔ：

精密称取ｃｈ—Ｔ ４ｍｇ，０．０５Ｍ ＰＢ液２ｍＬ溶解，混匀。即配

即用。

２ｍ咖Ｌ偏重亚硫酸钠：精密称取偏重亚硫酸钠４ｍｇ，０．０５Ｍ ＰＢ液２ＩｎＬ溶解，
混匀。即配即用。
８ｍｇ，ｍＬ紫杉醇：紫杉醇８ ｍｇ，乙醇１ＩｎＬ溶解，漩涡混匀。
４０“ｇ，ｍＬ ＮａＩ：８ｍｇ ＮａＩ，２ｍＬ

制成终浓度为４０“酌ｎＬ。

ｄＨ２０，漩涡混匀，从４ｍ咖Ｌ中取５０¨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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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２５Ｉ标记ＴＡＸ方法及标记产物鉴定
１２５Ｉ标记吖Ⅸ方法

２．１
２．１．１

１２５Ｉ标记’ｒＡｘ实验流程—圳０３氧化法

２００止２ ｇ／Ｌ的ＴＡＸ、３７ ＭＢｑ Ｎａｍ吸５０止Ｏ．１

ｍｏ儿删０３，８０℃下反应３０

血ｎ，用一滴氨水终止反应，２ １１１Ｌ乙醇稀释反应体系。纸层析法测定标记率及其在
４℃乙醇体系中的稳定性。
２．１．２
１．５

１２５Ｉ标记’ｒＡｘ实验流程一ｈ—Ｔ法ｍ酌［ＩｌＬ的仉Ⅸ、３７

ｍＬ印ｐｅｎｄｏｒｆ（ＥＰ）管中加入２５“Ｌ

ｐＬ ０．５ ｍｏＪ／Ｌ

ＰＢ液和５０

ｐＬ

８

Ｃｈ－Ｔ，室温震荡反应５

ＭＢｑ Ｎａｌ２５Ｉ、５０

Ｉ血，立即加入２

ｇ几偏重亚硫酸

钠２００“Ｌ终止反应，漩涡混匀，纸层析法测定标记率。
２．１．３

１２５Ｉ标记ＴＡＸ实验流程——改良ｃｈ—Ｔ法

１．５ ｍＬ

ＥＰ管中加入２５

冲溶液（ＰＢ，ＰＨ７．５）、５０

ｐＬ ８
ｐＬ

ｇ／Ｌ的ＴＡＸ、５“Ｌ ＮａＩ、５０

ｐＬ Ｏ．５

ｍｏ儿磷酸盐缓

Ｃｈ－Ｔ，室温震荡反应５ ｍｉｌｌ，立即加入２００ ｐＬ偏重亚

硫酸钠终止反应，漩涡混匀，１０

Ｏｏｏ

ｇ离心１５血，弃上清，２００ ｐＬ Ｏ．０５ ｍｏ儿ＰＢ

液清洗沉淀，重复离心１次，弃上清。加入５０¨Ｌ Ｏ．５ ｍｏｕ．ＰＢ液、５０
ＭＢｑ Ｎａ

１２５Ｉ，室温振荡反应５

ｐＬ

ｃｈ．Ｔ和３７

Ｉ山，用２００¨Ｌ偏重亚硫酸钠终止反应。反应结束后，

用纸层析及｝玎ＰＬＣ法测定标记产物的标记率。１０

ｏｏＯ

ｇ离心１０ ＩＩｌｉｎ，用２００¨Ｌ Ｏ．０５

ｍｏ儿ＰＢ液清洗沉淀，ｊｃＩ．５皿乙醇溶解沉淀，．待用！括度计测定产物的活度Ｌ计算
产物的放射性比活度。纸层析法测定标记产物放化纯度并进行稳定性检测。
２．１．４改良Ｃｈ．Ｔ法稳定１２７Ｉ标记ＴＡＸ
采用改良ｃｈ－Ｔ法以稳定１２７Ｉ标记ＴＡｘ，方法同２．１．３。不同的是第二步反应中以

非放射性１２７玳替放射性１２５Ｉ，加入量为９¨Ｌ（４

ｇ／Ｌ），纯化后的产物以去离子水

清洗３次，产品冷冻干燥。
２．２

１２５Ｉ．ＴＡＸ产物鉴定

２．２．１纸层析法测定１２５Ｉ－ＴＡＸ标记率及放射化学纯度的条件及方法
固定相：新华一号层析纸，制成１

ｃｍ×１０

ｃｍ层析纸条；流动相：以生理盐

水为展开剂。步骤：用毛细玻管吸取样品，点样，吹干后放入流动相中，待液面移
至距原点９ｃｍ时，取出层析纸条，晾干后测定每格的放射性计数率（ｍｉｎ－１），以
层析距离（ｃｍ）为横坐标，放射性计数率（ｃｐｍ）为纵坐标，绘制１２５Ｉ．ＴＡＸ放射
性纸层析色谱图。标记率为各峰放射性计数率之和（除游离碘峰之外且扣除本底）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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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峰放射性计数之和的比值，放化纯度为所需产品峰与所有峰的放射性计数的和
之比。
２．２．２

红外光谱（ｉｎｆ衙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Ｒ）鉴定改良Ｃｈ－Ｔ法标记产物

冷冻干燥后得到纯化的１２７Ｉ．’ｒＡＸ与透光材料ＫＢｒ混合压片制样；调整红外光能
量为４０

ｍＷ，波数范围（ｙ）：４００．４０００锄～。

２．２．３标记物１２５Ｉ．ＴＡＸ稳定性检测
溶剂的选择：分别置标记物１２５Ｉ．ＴＡｘ于乙醇，生理盐水、血浆三种不同体系；
温度选择：室温，４℃冰箱、３７℃孵育；层析条件：新华一号层析纸作固定相，ＮＳ
作展开剂，点样。
２．３统计分析：统计学检验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Ｏ作统计分析
３结果

３．１纸层析结果

３．１．１矾０３氧化法１２５Ｉ．ＴＡｘ标记率测定

纸层析法测得游离碘（１２５Ｉ。）的贮０．８．０．９。１２５Ｉ．ＴＡＸ的Ｉ净为０．１．Ｏ．２。图３．１
所示为ＨＮ０３氧化法１２５Ｉ．吖Ⅸ标记率纸层析色谱图，标记率达７２．６％士６．Ｏ％（ｎ＿６），
标记率较高。图３－２为ＨＮ０３氧化法所得产物１２５Ｉ－ＴＡＸ与游离碘对比纸层析色谱图。
ＨＮ０３法标记ＴＡＸ标记率纸层析结果
２５ ＯＯ ０ ０Ｏ

僻

静
辎

２ Ｏ ＯＯ Ｏ０ ０
１ ５ Ｏ０ ＯＯ ０
１ Ｏ Ｏ０ ＯＯ ０
５ ＯＯ Ｏ Ｏ０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层析距离（ｃｍ）
图３．１

ＨＮ０３氧化法所得产物１２５Ｉ．能Ⅸ标记率：７２．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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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０３法标记ＴＡＸ标记率与游离碘纸层析对比图

餐，、２００００００

萋§徽裟
５０００００

辎

Ｏ

２

＋游离碘 ＋删０３法
图３－２
３．１．２

４

６

８

１０

层析距离（ｃｍ）

ＨＮ０３所得标记产物１２５Ｉ．ＴＡＸ标记率与游离碘对比层析图

Ｃｈ－Ｔ法１２５Ｉ．ｎ埙标记率

图３．３为Ｃｈ．Ｔ法１２５Ｉ－ＴＡＸ标记率：２１．４％士３．３％，标记率较低。标记产物无
法纯化，１２５Ｉ利用率低。如图３．３所示。
Ｃｈ＿Ｔ法标记ＴＡｘ标记率纸层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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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１２５Ｉ．ＴＡＸ标记率：２１．４哆挂３．３％

３．１．３改良Ｃｈ－Ｔ法１２５Ｉ．ＴＡＸ标记率及放化纯度
图３－４为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率层析结果，１２５Ｉ．ｎｋＸ标记率为６３．１％士５．７％（ｎ．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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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ｃｈ—Ｔ法标记ＴＡ）【标记率纸层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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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改良Ｃｈ．Ｔ法１２５Ｉ．仉Ⅸ标记率纸层析色谱图

图３．５为三种标记方法制备１２５Ｉ－蚴（及游离碘的放射性纸层析色谱图对比图。
由图可知，ＨＮ０３法标记率最高，为７２．６％士６．０％（ｎ－６），其次为改良Ｃｈ．Ｔ法，其标
记率为６３．１％￡５．７％（ｎ＿６），Ｃｈ．Ｔ法所得标记率最低，只有２１．４％士３．３％（ｎ＿３）。对三
种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可知，ＨＮ０３法与改良Ｃｈ．Ｔ法结果相比，有统计学
差异，Ｐ＜ｏ．０５，由于ＨＮ０３氧化法中需要８０℃反应体系，在此体系１２５Ｉ升华严重，操
作较困难，不易控制，故此种标记方法不作为首选。Ｃｈ－Ｔ法所得标记率只有

．２１。４啦３．３％，标记率较低：标记产物无法纯化，．难以获得稳定的标记产物！改良
Ｃｈ．Ｔ法与Ｃｈ－Ｔ法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故改良Ｃｈ．Ｔ法为紫杉醇的首选
标记方法。
三种不同标记方法所得产物的标记率纸层析对比图

餐，、

２００００００

耋量：黜：
疆

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层析距离（ｃｍ）

一一一ＨＮ０３法一＋一Ｃｈ—Ｔ法一１卜一改良Ｃｈ—Ｔ法——·一１２５Ｉ一
图３．５三种不同标记方法所得产物的标记率及游离碘纸层析图
３ｌ

第三部分

叶酸靶向紫杉醇纳米脂质体的制各及其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改良Ｃｈ．Ｔ法所得标记产物经离心纯化后，纸层析法测得１２５Ｉ．吖Ⅸ放化纯度如图
示３．６，放化纯度为９６．３％士１．３％（ｎ－５）。经活度计检测离心纯化后的产物活度约为

２０．７Ⅷｑ，产物的比活度约为１０３．６

ＴＢｑ／ｇ。结果显示改良Ｃｈ．Ｔ法得到的１２５Ｉ－ＴＡＸ

标记率相对较高，放化纯度＞９５‰满足示踪实验的基本要求。
改良ｃｈ—Ｔ法标记ＴＡ）（放化纯度纸层析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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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析距离（ｃ皿）

图３．６改良Ｃｈ．Ｔ法１２５Ｉ．ｎ议放射化学纯度纸层析色谱图
３．２

１２７Ｉ．ＴＡｘ红外图谱分析

１２７Ｉ．ＴＡＸ的红外光谱检测结果于图３．７。由图３．７显示，１２７Ｉ．ＴＡＸ与ＴＡＸ相
比，出现１７１０、１６３０、１５３３．６ｃｍ．１，与Ｂｙｕｌｌｇ．Ｔａｅ鼬ｍ【３５】等报道的１２３Ｉ．吖Ⅸ相比
红外图谱资料相比，出现相似的峰，表明碘标记在紫杉醇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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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１２５Ｉ．ｎ～Ｘ稳定性检测（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的紫杉醇）

改良Ｃｈ．Ｔ法得到的１２５Ｉ．瞄Ⅸ在不同储存条件下的放化纯度示于图３．８。由图可
知，标记产物在ＮＳ、乙醇中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４℃下保存至２４ ｈ，放化纯
度仍＞９５％，至１２０ ｈ时仍约为９０％；放置于血浆中的标记产物同样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

在４℃和３７℃下放置２４ ｈ，放化纯度分别为９２．３％士Ｏ．４％与８９．５％士０．６％。
温度对标记物稳定性有一定影响，４℃与３７℃储存条件下的放化纯度具有统

计学差异（Ｐ＜ｏ．０５）；室温与４℃下储存，在１４４ ｈ内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之后两
者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ｏ．０５），室温下，放化纯度显著下降。
储存溶剂对放化纯度的影响不明显（Ｐ＞０．０５）。考虑标记产物的溶解性，样品
选择储存在４℃乙醇体系中。
改良Ｃｈ—Ｔ法标记产物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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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８纸层析法测定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的吖Ⅸ稳定性
改良Ｃ排Ｔ法与ＨＮ０３法所得１２５Ｉ．吖Ⅸ在４℃乙醇中的稳定性于图３．９。由图３．９可

以看出，与改良Ｃｈ．Ｔ法得到的标记产物相比较，聃０３法以所得标记产物稳定性较
差，４ ｈ时已明显下降，至９６ ｈ时，已下降至约６３．２％。表明，改良Ｃｈ．Ｔ法标记产物
经纯化后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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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Ｃｈ—Ｔ法和Ｈ№３法标记产物在４度乙醇中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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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９改良Ｃｈ－Ｔ法和ＨＮ０３法标记产物在４℃乙醇中稳定性分析
讨论

紫杉醇最早是从短叶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的树皮中分离出的化学结构新
颖、作用机理独特的新型广谱抗癌药物，主要用于治疗转移性卵巢癌和乳腺癌。紫
杉醇是一种二萜类化合物，文献至今为止还未曾有报道放射性碘同位素直接标记
紫杉醇，文献报道的紫杉醇药代动力学资料大都是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检测，工作
量大。本实验中旨在建立新的稳定方法，以Ｎａｌ２５Ｉ标记紫杉醇，为紫杉醇示踪实验
提供一个更简易的途径。
以放射性同位素１２５Ｉ标记紫杉醇开始使用１０ｄｏｇｅｎ法室温孵育３０ｍｉＩｌ仍未见明
显标记产物峰，标记率极低；采用ＨＮ０３加热氧化法所得标记率为７２％左右，标记

率较高：＿产物相对较稳怎一尽管嘲０；法标记率最高，一但实验当中采用ｇＯ℃反应体
系，不易操作及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温度高，过多的１２５Ｉ升华可能会造成更多的
放射性污染及吸入，影响研究人员的身体健康，并降低放射性１２５Ｉ的利用率，因此，
不宜用于实验；Ｃｈ．Ｔ法标记紫杉醇方法简单，但标记率仅为２１．４％士３．３％，无法得
到稳定的标记产物；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紫杉醇，可在室温中完成，方法简单，易操
作，高速离心纯化产物简单易行，标记率达６３．１％士５．７％，与文献【３５】报道的间接法
得到的标记产物的标记率６３％～６５％相当，经离心纯化后放射化学纯度约
９６．３％士１．３％。

改良Ｃｌｌ－Ｔ法标记产物稳定性实验表明，４℃条件下，在生理盐水与乙醇储存
体系中稳定性均较好，至２４ｈ放射化学纯度仍在９５％以上，至６ｄ仍在９０％左右．
在血浆中稳定性也较好，４℃放置２４ｈ，放化纯有９２．３％士０．４％，３７℃放置２４ｈ，放
化纯８９．５％士Ｏ．６％。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紫杉醇方法简单，通过本方法获得的１２５Ｉ紫杉
醇标记物稳定性较好，能够满足放射性示踪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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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采用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紫杉醇，与Ｃｈ．Ｔ法相比放射性１２５Ｉ．ＴＡｘ标记
率显著提高，其机理可能是Ｃｈ．Ｔ氧化过量的稳定碘，稳定碘取代紫杉醇结构上的
氢元素，得到的产物中，连接上稳定碘的紫杉醇分子数量大大增加，然后放射性
同位素与稳定碘发生同位素取代反应，从而大幅提高了标记率，达到Ｃｈ．Ｔ法的约
３倍；也可能稳定碘与紫杉醇结合后，改变了紫杉醇空间位阻，使紫杉醇上的氢易
于被放射性碘置换，从而提高了标记率。
当然，Ｃｈ．Ｔ法标记的药物如果不及时纯化，稳定性较差。本实验中也发现，
改良Ｃｈ－Ｔ法标记的紫杉醇若不及时纯化，标记产物稳定性也较差，易脱碘，半小
时后放化纯度从原来的６８．９％士０．６％降至１０．９％士０．９％左右，但通过纯化后，标记物
在生理盐水、血清和乙醇中均有较高的稳定性，可较长时间保存待用（图３．８）。
Ｃｈ．Ｔ法标记的产物未及时纯化稳定性较差，分析原因可能为未纯化的产物里面成
分较为复杂，杂质较多，１２５Ｉ射线作用后产生的自由基多，进一步作用则使标记产
物易于脱碘，纯化后的标记产物杂质较少，则标记物质较稳定。因此标记完的产
物应立即纯化，以使产物更加稳定。
结论
采用改良Ｃｈ－Ｔ法标记１＝ＡＸ，标记方法简单，易操作，室温标记，标记率达
６３．１％士５．７％，放化纯度达９６．３乡钍１．３％，纯化后的标记产物在血清、生理盐水和乙
醇中有较好的稳定性，一能满足体内药代动力学示踪的要求，一从而为研制新的纳米
化紫杉醇，开展体内药物分布与代谢动力学的研究，提供合格的示踪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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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的研究现状及其进展
摘要：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是恶性肿瘤一种很有前景的靶向治疗手段。恶性
肿瘤靠单一治疗手段往往难以达到根治效果，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方法，
放射性核素内照射治疗作为手术、化疗、放疗等的补充手段逐渐受到重视。放射
性核素靶向治疗以能高度选择性聚集在肿瘤组织的物质作为载体，将放射性核素

靶向运送到病灶内，核素发出的射线（啦子、ｐ一射线、内转换电子及俄歇电子等）局
部作用于病变组织，辐射剂量集中于病变部位而降低对周围正常组织产生的损伤。
放射性核素的靶向性治疗肿瘤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比较多，现就这一方面作综述。
关键词：

放射性核素：

靶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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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恶性肿瘤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病种之一，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造
成了严重的危害，单一治疗手段往往难以达到根治效果，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综合
治疗方法。传统的三大疗法（手术，化疗，放疗）因缺乏靶向性而不能达到良好的抗
肿瘤效果，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是一种很有前景的肿瘤靶向治疗手段，与传统治
疗手段相比，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具有其独特的优点，它以能高度选择性聚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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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组织的物质作为载体（如单克隆抗体、生物活性肽等），将放射性核素靶向运
送到病变组织或细胞，放射性核素发出的射线粒子（Ｑ粒子、ｐ。射线、内转换电子及
俄歇电子等）通过电离辐射效应局部作用于病变组织或细胞，发挥最大的治疗作用，
而降低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常用的治疗用的放射性核素有１３１Ｉ，１２５Ｉ、９０Ｙ、１７７Ｌｕ、１８８Ｒｃ、１８６Ｒｅ、８９Ｓｒ、１５３Ｓｍ、
１０３Ｐｄ、３２Ｐ等，这些核素能量适宜用于放射治疗，其中有些核素发射Ｙ射线利于定位。
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的目的是杀灭全身播散的肿瘤而不损伤正常组织，治疗
用的放射性药物联合亲肿瘤性的试剂达到靶向聚集于肿瘤的目的。通过连接靶向
基团可以获得对肿瘤的主动靶向。将放射性核素准确导向定位于肿瘤细胞是提高
肿瘤部位核素摄取以及靶／非靶比值（Ｔ／ＮＤ的关键．也是核素治疗取得较好疗效
的基础。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素靶向系统的发展。理想的载
体应具备高特异性、高选择性和高亲和性、穿透力强以及运载能力大等特点，选
择合适的载体为进一步提高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疗效主要问题之一。
１３１Ｉ、１２５Ｉ、８９Ｓｒ、３２Ｐ等与体内稳定核素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化学性质，可直接用
于相应组织的内照射治疗。而对于不摄取该放射性核素的组织脏器不能达到特异
的杀伤效果，选择合适的载体成为近几年研究动向。
１代谢类似物１３１Ｉ、１２５Ｉ、８９ｓｒ、３２Ｐ等
１ｊ１ １３１Ｉ Ｃ１３１１－ＮａＩ）一一一

甲状腺恶性肿瘤较常见，女性多发，大部分为分化型甲状腺癌，１３１Ｉ是放射性
核素治疗应用最多的一种核素，手术＋１３１ Ｉ＋ｓＴＳＨ治疗已被常规用于分化型甲状腺
癌患者，有效率达９０％，对于低分化ＤＴＣ患者摄取１３１Ｉ能力低，癌组织通过多种途径

如微甲酸的诱导【１】，去甲基化【２】，钠．碘同向转运体钠（Ｎａ＋／Ｉ－－ｓ弘叩。腑，ＮＩｓ）
基因的载入【３】等增加组织对１３１Ｉ的摄取以达到治疗的效果。１３１Ｉ对甲状腺癌的疗效与
病理类型关系不大，与转移部位有较大关系，淋巴结转移者疗效最明显，而骨转
移者疗效相对较差，１３１１Ｉ治疗ＤＴＣ隐匿性转移和孤立的小转移灶的疗效特别显著．
１．２ ８９Ｓｒ

骨转移性癌常见于恶性肿瘤晚期，临床报道约８０％是由前列腺癌、乳腺癌、
晚期肺癌转移引起，常伴有剧烈的骨痛，患者难以忍受且对常规放化疗治疗效果
较差，一旦发生骨转移，减轻骨疼痛及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将是临床医师面临的主
要问题【４】．外照射治疗能有效缓解骨癌疼痛，但对于多发性骨转移癌放疗作用是有
４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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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利用一种高度亲骨性放射性治疗药物治疗骨转移癌和缓解肿瘤骨转移引起
的疼痛，是近年来治疗核医学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的ＳＰ：纯ｐ‘发射体，生物化学特性类似于Ｃａ¨，锶与骨内羟基磷灰石结晶中的
钙离子可进行离子交换，使锶离子进入骨骼，是亲骨元素，易在骨中沉积。经静
脉注射后锶自血液中很快消失而聚集在成骨细胞组织，骨转移癌的摄取量可为正
常骨的２—２５倍，其发射的ｐ‘射线的能量为１．４６ＭｅＶ，半衰期５０．６ｄ，ｐ。射线穿透

范围为３Ｉ砌，能有效地杀死周围肿瘤细胞。对于骨转移癌局部，８９ＳｒＣｌ２照射量大而
全身其它正常组织的照射量少。注射后９０ｄ，其在骨转移灶内的滞留量仍可达２０．Ｏ
％～８０．０％，对骨癌引起的疼痛具有相当好的镇痛效果，前列腺癌效果最好，
其次为乳腺癌和肺癌【５１，可持久地维持药效，更广泛和持久的缓解疼痛，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８９ＳｒＣｌ２发射的ｐ射线能直接杀死肿瘤细胞．还可通过降低血液中碱性磷酸
酶和前列腺素的浓度，有减轻骨质溶解，修复骨质的作用【６】，因而８９ｓ疋１２除了起到
镇痛作用之外还可以治疗转移灶，使骨转移病灶缩小或消失，以缓解病情，延长
病人的生命。
１．３ ３２Ｐ

３２Ｐ在淋巴结和某些肿瘤组织浓集量大，在细胞内的浓集程度与细胞分裂的速
度成正比，血液病对３２Ｐ具有选择吸收能力。３２Ｐ磷酸盐或磷酸二氢钠治疗淋巴瘤，
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以及多发性骨髓瘤等，方法简便，效果好。３２Ｐ－Ｎａ３Ｐ０４用
于缓解骨疼痛，但由于其骨髓中毒性副作用作为治疗手段未被广泛接受。
２放射性核素偶联代谢物或其类似物
２．１

１５３Ｓｍ．ＥＤＴＭＰ（１５３Ｓｍ一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

用于肿瘤骨转移疼痛的治疗。放射性核素”３Ｓｍ物理半衰期为４６．·３ ｈ，生物
半减期为５２０ ｈ，其发射的ｐ。射线能量８１０ ＫｅＶ（２０％）、７１０ ＫｅＶ（５０％）和６４０（３０
％）ＫｅＶ，ｐ。射线射程平均为３ ｌｌｕｌｌ，对周围组织影响小。１５３Ｓｍ—ＥＤ卟佃静脉注射

后２＿３ ｈ，约６０％被骨组织的羟基磷灰石晶体吸收，病变骨／正常骨放射性摄取比
值为１６：１【７】。

１５３Ｓｍ＿ＥＤＴＭＰ在体内具有抗水解和降解作用，而且还具有导向性

和杀伤性，又可抑制骨病灶对疼痛物质的分泌。８９Ｓｒｃｌ２与１５３Ｓｍ．ＥＤ呷对恶性
肿瘤骨转移的止痛疗效相当，均是简单可靠、有效、经济的办法，不仅缓解骨痛，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以对骨病灶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但由于

１５３ｓｍ—．ＥＤ肿的骨髓抑制作用明显比８９ｓｒｃｌ２严重【８】，所以临床应用应以趵ｓｒｃｌ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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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选。
２．２

１８６Ｉ沁、１８８Ｒｅ＿－王皿ＤＰ（１８６Ｉ沁、１８８Ｒ－ｅ一羟基亚乙基膦酸盐）

用于肿瘤骨转移疼痛的治疗。１８６Ｒｅ由反应堆生产，１８８Ｒｅ由１８８Ｗ一１８８Ｒｅ发生器
得到，它们均发射低能丫射线，有利于跟踪观察治疗中病变的进程。
３抗体介导的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
一些抗原在肿瘤细胞表面高表达或特异性表达，而正常组织弱表达或不表达，
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组织细胞表面抗原存在差异制备其相应的单克隆抗体，并用
放射性核素加以标记，利用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 ａＩｌ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ＭｃＡｂ）具有能高度特异识别和选择结合肿瘤细胞相关抗原的特性，而逐步发展的放

射免疫治疗（ｒａｄｉｏｉ衄ｕ１１０ｔｌｌｅｒａｐｙ，ｍＴ）技术，但ⅪＴ除了在Ｂ淋巴细胞瘤靶向显著
外，其它组织细胞靶向不理想。
３．１ ＲＩＴ

是治疗Ｂ细胞ＮＨＬ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Ｂ细胞靶向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的出现
为惰性淋巴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淋巴瘤对辐射较为敏感，应用１３１Ｉ标记抗
．ＣＤ２０单克隆抗体（商品名：ＢｅｘＸａｒ，通过了ＦＤＡ认证）治疗对化疗无效的非霍奇金
淋巴瘤ＱｍＬ）患者，安全而有效的，Ｂｅ）【）【ａｒ可能在复发性和顽固性ＮＨＬ的二线治疗
上发挥重要作用。其优势在于能将个体化辐射剂量集中于肿瘤组织，而对正常组
织的毒性较低。Ｂｅｘｘａｒ毒性作用主要是骨髓抑制【９】。一９０Ｖ替伊莫单抗和１３１Ｉ托西莫单
抗对低度恶性，滤泡性的或转移的ＮＨＬ临床疗效显著，９０Ｖ
ａ１１ｄ

１３１Ｉ．ｔｏｓｉｔｕｌｎｏｍａｂ可产生较好的临床疗效，作用持久，

ｉｂｒｉｔ啪ｏｍａｂ廿ｕ）【ｅｔ锄

甚至在一些化疗失败的

患者【１０１。李囡等【ｌｌｌ采用基因工程研制的针对Ｂ细胞ＣＤ２０的表面抗原人源化抗体美
罗华，治疗有效率为３５％－４５％，１３１Ｉ．美罗华可以提高治疗有效率。－与１３１Ｉ．ＢｅＸＸａｒ治
疗相比，美罗华靶结合位点与作用机制完全一致，但美罗华采用人源化抗体，因
此理论上发生人抗鼠抗体（ＨＡＭＡ）几率低。
３．２癌胚抗原
是一种肿瘤相关抗原，它为许多肿瘤所表达。鼠单克隆抗癌胚抗原抗体可以
碘标的形式用于放免治疗【１２】。因其易引起机体产生鼠源性抗体而限制其应用。寻
找小分子量的可以抗原结合的抗体片段，减弱鼠源特异序列，使得人抗鼠源性抗
体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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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抗胰腺癌的单克隆抗体（Ｎｄ２）
Ｎｄ２是抗胰腺癌的单克隆抗体，重组人鼠嵌合抗体Ｎｄ２（ｃ１１ｉｍｅｒｉｃ．Ｎｄ２，Ｃ．Ｎｄ２）
对胰腺癌具有相似的特异性与反应而不会产生人抗鼠抗体。”１ Ｉ—Ｃ－Ｎｄ２在治疗鼠
移植胰腺癌的实验中明显抑制肿瘤生长并延长了生存时间，而且Ｎｄ２具有诱导细胞
毒效应机制的能力，１３１Ｉ．嵌合体的Ｎｄ２可能在治疗胰腺癌上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１３１。但肿瘤靶区药物剂量低，且经改造后的单抗仍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原性。
Ｖａｕｇｌｌａｎ【１４１ ｅｔ ａｌ报导砒Ｔ的平均价值，病变组织浓聚放射性占注射剂量的０．００５％，

远达不到治疗根治肿瘤的所需的剂量，原因是抗体的特异度低，分子量大渗透能
力小，且鼠源性抗体导致宿主产生人抗鼠抗体，因此，改变鼠源特异区域，使其
免疫原性达到最小，采用能够结合抗原的抗体片段及单链抗体、单链多价抗体的
出现有望提高治疗效果。

’

４配体介导的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
肿瘤细胞上常常过度表达某些受体或是表达正常组织不表达的受体，利用配
体与受体结合具有高特异性、高选择性和高亲和性等特性，用适当治疗用的放射
性核素标记相应的配体或其类似物，利用受体的介导作用，可将核素导向到含有
高密度相应受体的肿瘤组织而发挥内照射的治疗效果。
４．１多肽配体
应用放射性核素标记多肽进行受体靶向治疗在肿瘤治疗领域已变得非常重
要，现已成功开发的放射性核素标记的配体主要有生长抑素类似物，胃泌素
（ＧＩ冲）、神经紧张素、血管活性肠肽、蛙皮素、Ｐ物质、神经肽Ｙ、缩胆囊素类
似物、黑色素细胞刺激素等，在多肽配体中，研究最多的是ＳＳＴ类似物奥曲肽。

许多神经内分泌肿瘤多含有丰富的生长抑素（ｓｏｍａｔｏ蚴洫，ＳＳＤ受体（ＳＳＴ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ＳＴＲ，包括ＳＳＴＲｌ、２、３、４、５等），应用与这些受体具有亲和力的ＳＳＴ

的类似物奥曲肽（ｏｃ骶ｏｔｉｄｅ）。用合适的放射性核素加以标记则可用于治疗相关肿瘤
的药物。使用１１１Ｉｎ标记的奥曲肽治疗生长抑素受体阳性肿瘤显示出很好的结果，使
进展期肿瘤处于稳定状态者占很高的比例。然而，这种治疗对晚期肿瘤和大体积
肿瘤效果欠佳。Ｉｌ １Ｉｎ除发射Ｙ射线外．还发射俄歇电子，其射程与ＤＮＡ双螺旋直径
相当，

此必须内化到细胞核内方能起到治疗作用。９０Ｙ发射的ｐ射线最高能量为

２．２７Ｍｅｖ，组织内最大射程１２ｎｕｎ，适于作为治疗核素。１７７Ｌｕ同时发射适合于显
像的射线和适合于治疗的中低能ｐ射线（最大能量０．５０Ｍ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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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的生存率很低，主要因确诊时多发生恶性进展及转移，且对各种现有
治疗方式抵抗【１５】，９０Ｙ．ＤＯＴＡＴＯＣ治疗的患者１５％一３３％有效【１６１，动物实验发现，
对于一些小的胰腺肿瘤，１７７Ｌｕ．ＤＯＴＡＴＯＣ有效率在５０—６０％【Ⅲ，发射ａ粒子的
２１３Ｂｉ，高ＬＥＴ（Ｔ１／２：４５．６

ｍ证；Ｅｍａｘ＝５．８７

ＭｅＶ），在同样的吸收剂量前提下，

２１３Ｂｉ．Ｄｏ吖汀ｏｃ降低胰腺癌细胞存活率比１７７Ｌｕ．Ｄ０１＇ＡＴｏｃ更有则１６１。
９０Ｙ、１７７Ｌｕ是目前用于受体靶向放射多肽治疗的最佳放射性核素。主要治疗的

病种包括不摄取１３１Ｉ的分化型甲状腺癌转移灶、Ｈ删ｌｌｅ细胞甲状腺癌、甲状腺髓样
癌、来自胃肠胰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小细胞癌、嗜铬细胞瘤等【１８】。
４．２间碘苄胍
１３１Ｉ．ＭＩＢＧ（１３１Ｉ．间碘苄胍）：间碘苄胍为肾上腺结构类似物，可与肾上腺素能
受体结合而用来治疗高度表达此类受体的肿瘤细胞，恶性嗜铬细胞瘤、嗜铬细胞
瘤转移灶、神经母细胞瘤交感神经节神经细胞瘤，以及有浓聚１３１Ｉ．ＭＩＢＧ功能的甲
状腺髓样癌和类癌均可考虑１３１Ｉ－ＭＩＢＧ治疗。
５基因辅助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
５．１肿瘤相关抗原或肿瘤特异抗原基因辅助
放射免疫治疗的一个障碍就是肿瘤细胞表面抗原呈递水平低，通过转移编码
肿瘤抗原决定簇的基因诱导肿瘤细胞表达高浓度的与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单抗结合
的抗原可提高肿瘤治疗效果二

放射性核素标记的癌胚抗原（ＣＥＡ）的单克隆抗体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肿瘤的
实验，临床诊断和治疗。＆ｌｂｅｎ【１９】等体外研究发现，腺病毒介导的ＣＥＡ基因转入不
表达ＣＥＡ的肿瘤，结果导致肿瘤细胞可与放射性核素标记的ＣＥＡ单抗结合的ＣＥＡ

高表达。ＳｔａｃＩ（１１０ｕｓｅ【２０】等研究发现，以ｅｒｂ．２或ＭＵＣｌ为启动子连同ＧＰＩ湛因转移后，
许多种肿瘤细胞过度表达ＧＰＲ，在ＧＰＲ限制表达的人乳腺癌及胆管癌取得较好的效果。
５．２受体基因辅助
与抗体介导的靶向治疗相比，配体介导的有其独特的优点：分子量小，渗透
性高，无免疫原性，高选择性，高稳定性。
５．２．１生长抑素受体基因（ＳＳＴＲ）
Ｒｏｇｅｒｓ【２１】等体内外研究发现，通过重组腺病毒转移ｈＳＳＴＲ２基因入小细胞肺癌

Ａ４７２及卵巢癌可诱导产生与１１１ｈ１．Ｄｍ气．Ｄ．Ｐｈｃｌ．ｏｃ骶ｏｔｉｄｅ特异结合ｈＳＳｎ匕，增加
靶组织辐射剂量，肾脏是１１１１１１．ＤＴＰＡ．Ｄ．Ｐｈｅｌ．ｏｃｔｒｅｏｔｉｄｅ代谢清除的主要器官，辐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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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大，通过给予一定量的左旋赖氨酸降低肾脏的辐射剂量。
５．２．２钠．碘同向转运体钠（ＮＩＳ）基因
ＮＩＳ除在甲状腺组织表达外，在一些非甲状腺组织如唾液腺，泪腺，胃黏膜，
肾脏，胎盘及乳腺等也表达ＮＩＳ啪ＲＮＡ和蛋白，超过８０％的乳腺癌表达ＮＩＳ，对乳
腺癌的治疗提供了一条新策略。动物体内外实验表明，ＮＩＳ基因载入有望成为多种
非甲状腺组织来源癌治疗手段，外源性ＮＩＳ的导入能增加肿瘤细胞对１３１Ｉ摄取．但ＮＩＳ
的表达增加１３１Ｉ的摄取同时也会加快１３１Ｉ的溢出，缩短１３１Ｉ在肿瘤细胞的滞留时间，
降低疗效田Ｊ。
ＺｈａＩｌｇ，Ｌ１２３】等体内外研究发现，与单纯载体入ＮＩＳ基因相比，同时载入ＮＩＳ基因
与ＴＰＯ基因，可以增加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乃１Ｉ滞留时间，显著的诱导细胞的凋亡，

经ＮＩＳ胛Ｏ改良的ＮＳＣＬＣ预先用碘孵育后可通过电离辐射的旁观者效应产生杀癌
效应，增加癌细胞的杀伤，旁观者效应与增加细胞间缝隙连接活性及缝隙连接蛋
白４３有关，碘可能是联合基因治疗模式中显著提高放射治疗的强化因子。但Ａｃｌｌｉｍ

Ｗ赴ｅｌ【２４】等研究认为１１Ｐ０基因转染合并ＮＩＳ表达的甲状腺癌细胞并不显著引起碘
的聚集增加，碘的聚集不依赖ＮＩＳ基因的表达，而是与ＴＰ０表达有关。亦有研究发
现ＴＰＯ／ＮＩＳ基因一起载入宫颈癌细胞ｉ圩１Ｉ在细胞内半排期未见明显差异。

１８；ＲｈｅＩｌｉ啪（１８８Ｒｅ）是ｔｅｃｌｌｌｌｅｔｉｕｍ（Ｔｃ）的结构类似物，能被ＮＩＳ转运，可行性研究发
现，表达ＮＩＳ的乳腺癌细胞摄取１８８Ｒｅ－ｐｅｍｌｅｎａｔｅ与１３１Ｉ，前者的辐射剂量是后者胡４．５
倍雎５】，１３８Ｒｅ对于低碘滞留的肿瘤有代替１３１Ｉ的希望。
５．２．３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ｎｏ ｒａＩｄｒｅｌ：ｌａｌｉＩｌｅ ｎ彻ｓｐｏｒｔｅｒ，ＮＡＴ）基因
１３１Ｉ．ＭＩＢＧ是最佳的放射性靶向治疗试剂之一，但只有少数几种肿瘤表达ＮＡＴ，
因此限制了其的应用，研究发现，在不表达ＮＡＴ转运体的人恶性胶质细胞瘤转染
ＮＡＴ基因后，细胞摄取１３１Ｉ．ＭＩＢＧ的能力增强至少５０倍【２６１。膀胱癌占男性恶性肿瘤
发病率第四位，在女性排第八位，９０％的膀胱癌为移行上皮细胞癌，对膀胱癌的治
疗方式主要是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和放疗根治术，前者会使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后
者照射剂量大对周围正常组织产生损伤，７０％的病人会发生急性膀胱白限及肠道并
发症，５０％的患者晚期并发膀胱挛缩，尿路刺激，出血性膀胱炎口丌。通过使用结
合有亲肿瘤药物的放射性核素能选择性辐射病灶及旁观者效应，增强对病灶组织
的杀伤同时减轻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降低复发率，提高疗效。活体外研究发现【２８】：
膀胱癌ＥＪｌ３８通过ＣＭＶ，ＴＲ（ｈ＿ｕＩ】ｎａｎ

ｔｅｌｏｍｅｒ笛ｅ

Ｉ矾Ａ，ｈ１Ｒ），启动子转染ＮＡＴ基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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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ＥＪｌ３８主动摄取”１Ｉ．ＭＩＢＧ，呈现剂量依赖性的杀伤效应，以端粒末端转移酶启动
子ＣＭｖ／ｈＴＲ或人端粒末端转移酶逆转录酶ｔｅｌｏＩｎｅｒａｓ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阳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

ｈ１卫Ｒ耶，对膀胱癌ＥＪｌ３８转染ＮＡＴ基因后，ＥＪｌ３８主动摄取１３１Ｉ．ＭＩＢＧ，呈现剂量依
赖性细胞杀伤，此措施有望成为膀胱癌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５．３针对原癌基因异常，采用反意寡核苷酸，反意鼢舱或础ｂｏｚｙｍｅ等治疗策
略。反义寡核苷酸通过碱基互补和降解抑制活化的致癌基因的表达，它是临床治
疗恶性肿瘤的有潜力的因子
９０Ｙ－Ｂｎ．ＥＤｌ’Ａ．磷硫酰反义寡核苷酸（９０Ｙ．Ｂｎ－ＥＤＴＡ．ｐｂｏｓｐｈｏｒｏｔｈｉｏａｔｅ

ａｎｔｉｓｅＩｌｓｅ

ｏｌｉ９０ｒｍ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９０Ｙ．Ｂｎ．ＥＤＴＡ。ＰＡＯ）标记后不损伤杂交特性，稳定性好，标记３

ｈ

放化纯度后１００士０．０％，７２ ｈ达９８．７士０．４％，正常人血浆孵育７２ｈ后９０．３士０．９％，相对
稳定【２９１。血浆孵育７２ｈ电泳发现宽的电泳迁移，ＡＯ可能结合血浆和组织的蛋白，
特别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３０】。动物实验发现反义寡核苷酸
会引起一些副作用如低血压，静脉注射后抗凝效应，呈现剂量依赖性【３１１，
９０Ｙ．Ｂｎ．ＥＤＴＡ．ＰＡＯ有望降低ＡＯ治疗剂量，降低其毒副作用【２９１，减低毒性。ＡＯ作
为治疗剂，应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多聚阴离子，具有不易透过细胞膜、细胞
难于吸收、胞内积累少等特点，并且在转运过程中还易被核酶降解。阳离子脂质
体（ｃａｔｉｏＩｌｉｃ 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通过静电作用与反义寡核苷酸结合成聚合物，载带核酸的脂
质体可以抵御核酸酶的水解，延缓反义寡核苷酸的降解，安全可靠。脂质体作为
一种载体具有制备简单、材料无毒性、无免疫原性和运载量大等特点。阳离子脂
质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靶向性，具体机制还不十分清楚，Ｎａｌ【ａＩｌｉｓｌｌｉ等【３２】认为复合
体与细胞膜结合后通过内吞方式进入细胞。ＷｎＰｉｎｇ Ｄｅｎｇ【３３】等用放射性核素１１１Ｉｎ
和１７７Ｌｕ．１ａｂｅｌｅｄ的脂质体静脉注射裸鼠ＢＡＬＢ／ｃＢｙＪ（结肠直肠癌，ｃ０１０ｒｅｃｔａｌ
ＣＴ．２６

ｃｅｌｌｓ，ＣＴ．２６）后，血浆放射性从１

ｈ

ｃａＩｌｃｃｒ

２３．１４％ＩＤ／ｇ至７２ ｈ降低至０．０２７％ＩＤ儋，

血浆半衰期１０．２ｈ，肿瘤靶区浓聚放射性４８ｈ达到高峰。两种放射性脂质体有相似的
血浆清除率和生物分布，且靶与非靶辐射剂量比，１７７Ｌｕ比１１１ｈ１．１ａｂｅｌｅｄ．脂质体高四
倍。国外许多研究显示ＦＡ－ＰＥＧ－脂质体靶向性高，有可能成为体内靶向治疗肿瘤良
好的载体。通过连接靶向性配体有望提高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反义寡核苷酸治疗效
果。ＷａＪｌｇ【３４】等研究发现，包裹反义寡核苷酸的叶酸．ＰＥＧ．脂质体，就每一叶酸携
带的反义寡核苷酸而言，叶酸脂质体更具有靶向性。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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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放射性核素靶性治疗主要涉及寻找合适的载体以达到对肿瘤特异性杀伤，降
低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治疗的目的是杀灭全身播散的肿瘤而不损伤正常组织，
对于非实体瘤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效果明显，对于实体瘤治疗体积较小者效果较
好，体积大者效果较差，因此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仍不能作为治疗肿瘤单一的手
段，应联合其他的治疗方式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以抗体介导的放射性核素靶
向治疗在血液系统的恶性病变如Ｂ淋巴瘤有显著疗效，但抗体本身具有一定的弊
端，如鼠源性（ＨＡＭＡ），分子量大（向组织渗透能力低），特异性相对低（靶／
非靶比值低）等，随着人源化的抗体，单链抗体，单链多价抗体等的出现，由抗
体介导的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效果有所提高，寻找更高特异性的抗体也是未来医
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方向。以配体作为靶头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小
分子多肽生长抑素，其治疗神经内分泌起源的肿瘤疗效较好。众多的研究虽然提
示了辅助基因转染可增强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的效果，但是基因转染技术高，效
率低，特异导向癌细胞能力低，而且由病毒载体转染存在风险，脂质体作为新颖
的载体，它具有生物相容性，具有一定的靶向性，通过脂质体载带治疗性药物对
于肿瘤治疗方面将是一大突破，但脂质体介导的基因转染效率低，因此基因辅助
核素靶向治疗的胜利仍然需要众多人员进一步的研究，随着基因转染领域的发展，
必将极大地推动核素靶向治疗肿瘤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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