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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唑衍生物体外抗肿瘤活性研究
李宁１。欧阳贵平１，金林红１，黄银久啦
［摘要】目的：研究吡唑衍生物对ＰＣ３、Ｂｅａｐ３７、ＢＧＣ８２３ ３种肿瘤细胞株生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ＭｒＩ，Ｉ＇比色法测
定吡唑衍生物对３种肿瘤细胞生长的影响；ＡＯ／ＥＢ双染色，荧光显微镜观察细胞凋亡形态；利用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化合物对蛋
白激酶磷酸化的影响。结果：吡唑衍生物对３种肿瘤细胞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浓度依赖性；吖啶橙／溴化乙锭（ＡＯ／
ＥＢ）双染色可见吡唑衍生物Ｆ分别使ＰＣ３细胞变小、变圆，核染色质凝集，Ｂｃａｐ３７细胞周围呈现亮绿色的荧光凋亡小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可知吡唑衍生物对ＥＧＦ诱导的Ｅｒｋｌ／２磷酸化没有抑制效果。结抡：吡唑衍生物对３种肿瘤细胞生长有抑制

作用，化合物Ｆ诱导ＰＣ３和Ｂｃａｐ３７细胞凋亡，吡唑衍生物不能通过阻断Ｅｒｋｌ／２磷酸化来抑制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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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唑类化合物是含氮杂环化合物的一种，具有
消炎、抗真菌、抗肿瘤、抗病毒等广泛的生物活性，所

度为１０％；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购自生工生物工程

以该类化合物的研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研

ＡＤＭ）购自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０％胎牛

究并观察７个吡唑类化合物对ＰＣ３、Ｂｃａｐ３７、
ＢＧＣ８２３ ３种细胞体外增殖和凋亡的影响，进一步以

血清（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ＲＰＭＩ一

ＰＣ３细胞为研究对象，检测它们对Ｅｒｋｌ／２蛋白磷酸

Ｐｒｏｔｅｉｎ

化的影响，初步探讨其对３种肿瘤细胞的作用机制。

ｍｏｕｓｅ（ＫＰＬ），ＨＲＰ—ｒａｂｂｉｔ（ＫＰＬ），ＥＣＬ（ＰＩＥＲＣＥ），

１６４０培养基（美国ＧＩＢＣＯ公司），ＡＯ／ＥＢ染料，
Ｍａｒｋｅｒ（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ＨＲＰ－

ＰＶＤＦ膜（Ｂｉｏ－Ｒａｄ），ＴＥＭＥＤ（Ｓｉｇｍａ），Ｔｗｅｅｎ－２０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化学试剂

（上海）有限公司；注射用盐酸阿霉素（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

ＭｒＩ’ｒ（北京鼎国生物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溶解在过滤除菌的１×ＰＢＳ（ｐＨ

７．４，ＮａＣｌ

（Ｓｉｇｍａ）。
实验药品吡唑类化合物Ａ、Ｂ、Ｃ、Ｄ、Ｅ、Ｆ、Ｇ

１．２

均为本中心合成。

０．１４４％，ＫＨ２Ｐ０４

１．３细胞株前列腺癌细胞株ＰＣ３，乳腺癌细胞株

０．０２４％），终浓度０．５ ｍｇ／ｍｌ；ＳＤＳ（北京鼎国生物技

Ｂｃａｐ３７，人胃癌细胞株ＢＧＣ８２３（均购自中科院上海

术发展有限公司）溶解在１０ ｍｍｏｌ／Ｌ的盐酸中，终浓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细胞库）。

［收稿开期］２００８一１１－１８

生长期细胞，用０．２５％胰酶１ ｍｌ消化贴壁的肿瘤细

０．８％，ＫＣｌ

０．０２％，Ｎａ２ＨＰ０４

１．４细胞抑制率的检测Ｍ１１’比色法¨’２ Ｊ。取对数
［作者单位］１．贵州大学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２．蚌埠医学院生物科学系，安徽蚌埠２３３０３０
［作者简介］李宁（１９８２一），男，硕一｛：研究生．
［通讯作者］欧阳贵平，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

胞，含１０％小牛血清的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培养液配制细胞
悬液，于９６孔培养板内每孔接种１００山（含２ ０００个
肿瘤细胞），３７℃培养２４ ｈ。实验组加入含有不同

ｒａｉｎ。将ＰＶＤＦ膜浸入含有辣根过氧化酶标记的

浓度药物，每个药设５个剂量组，每组设６个平行

３

孔。对照组加入与药等体积的溶剂。置３７℃、５％
ＣＯ，培养箱中培养３天后弃去培养液，每孑Ｌ加

二抗缓冲液中，在室温下摇晃孵育１ ｈ。再以ｌ×
ＰＢＳ洗涤３次，每次３ ｒａｉｎ。最后用ＥＣＬ化学发光

Ｍ１１．溶液（１×ＰＢＳ配制）。３７℃

检测蛋白质印迹，Ｘ光片用凝胶呈像系统记录数据。

１００仙ｌ ０．５

ｍｓ／ｍｌ

保温４ ｈ，弃去上清，每孔加入１０％ＳＤＳ １００肛ｌ溶解
Ｆｏｒｍａｚａｎ颗粒，１２ ｈ后经轻度振荡，用酶标仪，在检

２结果

吡唑衍生物对供试细胞的增殖影响

毗唑衙

测波长５９５ ｌｒｌｍ条件下测定吸光度（ＯＤ）。以溶剂处

２．１

理的肿瘤细胞为对照组，计算供试化合物对肿瘤细

生物Ａ、Ｂ、Ｃ、Ｄ、Ｅ、Ｆ、Ｇ在４０斗ｍｏＬ／Ｌ浓度下对
ＰＣ３、Ｂｃａｐ３７、ＢＧＣ８２３细胞７２ ｈ的抑制率分别为

胞的抑制率。以药物的不同浓度及对细胞的抑制率
作图可得到剂量反应曲线，从中求出药物的半数抑
制浓度（ｈａｌｆ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Ｃ５０）ｏ

７５．３％、７５．４％、８０．３％、８６．２％、９５．２％、９８．４％、

４５．３％；９４．８％、２１．９％、９７．４％、８９．４％、９９．９％、

染色法观察细胞凋亡的形态学变化吖啶橙／

９９．４％、１７．９％；８８．４％、５Ｉ．５％、８８．６％、８３．２％、

溴化乙锭（ＡＯ／ＥＢ）染色法【３’４ Ｊ。把无菌盖玻片放入

９２．９％、９２．２％、５５．７％。ＩＣ５０见表ｌ。量效关系研究

６孔板中，接种细胞于６孔板中，放入３７℃培养箱。

结果表明，随着以上化合物浓度的升高，化合物对供

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消化制成单细胞悬液，以２×

试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活性表现出增强的趋势。

１．５

１０５／ｍｌ接种于６孔板，每孑Ｌ

２

ＩＩｌｌ。将培养板置于

表１化台物Ａ—Ｇ对ＰＣ３、Ｂｃａｐ３７、ＢＣ－Ｃ墨２３细胞７２ ｈ的ＩＣ∞

３７℃、５％ＣＯ，、９５％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２４ ｈ，细

胞贴壁后弃原培养基，更换含吡唑类化合物
（４０斗ｍｏＬ／Ｌ）的带药培养基，继续培养２４ ｈ。在载
玻片上滴一滴含ＡＯ／ＥＢ染料的ｌ×ＰＢＳ，盖上贴有
细胞的盖玻片，尽量避免气泡，加盖玻片后立即置于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凋亡细胞的形态学变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化合物对ｐＥｒｋ的影响

取

２．２化合物对细胞的形态学影响对照组和实验

对数生长期的供试细胞接种于１２孑Ｌ板中，培养

组经ＡＯ／ＥＢ染色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对照组

（３７℃，５％ＣＯ，，９５％湿度）至细胞长满，吸掉培养

细胞呈均匀绿色，细胞结构正常（见图１、２）。在这７

基，更换无血清培养基饥饿６ ｈ，换含有设定浓度待

个化合物中，Ａ、Ｂ、Ｃ、Ｄ、Ｅ、Ｇ无变化，而化合物Ｆ作

测化合物的新鲜培养基，继续培养３０ ｍｉｎ，然后每孑Ｌ

用的ＰＣ３细胞，细胞体积变小、变圆，核染色质凝集

加入３ ｍ ＥＧＦ生长因子，继续培养１０ ｒａｉｎ，吸掉上
清，每孔加１００“ｌ ２×Ｓａｍｐｌｅ Ｂｕｆｆｅｒ充分裂解细胞。

（见图３）。经化合物Ｆ作用的Ｂｃａｐ３７细胞，细胞周
围有呈亮绿色的荧光凋亡小体（见图４）。

１．６

细胞裂解液转至１ ｍｌ离心管，以超声波细胞破碎仪

２．３

处理，于９０℃水浴变性处理５ ｍｉｎ后制成蛋白样

ｐＥｒｋ的影响

品。按配方配制１０％分离胶２０ ＩＩｌｌ和４％凝集胶

诱导的Ｅｒｋｌ／２磷酸化无抑制效果（见图５）。

ｌＯ“，灌胶。蛋白样品经１０

０００

ｇ离心１０ ｒａｉｎ，上

样至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胶孔中，同时加１０¨ｌ标准分

Ｗｅｓｔｍ

ｂｌｏｔｓ检测吡唑类衍生物对ＰＣ３细胞中
吡唑类衍生物对ＰＣ３细胞中Ｅ、Ｇ、Ｆ

３讨论

子量蛋白，利用电泳缓冲液（ｒｕｎ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进行电泳

作为杂环化合物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吡唑类杂

分离（５０ ｍＡ，恒流），当样品条迁移到距ＰＡＧＥ胶底

环化合物因其具有多变的结构类型和广泛的生物活
性而倍受人们关注。近年来，合成不同基团修饰的

边ｌ ｃｍ时，停止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完成后，需要进
行蛋白转膜。ＰＶＤＦ膜以甲醇浸泡３０ ｒａｉｎ，并用蒸

吡唑衍生物并进行抗肿瘤药物筛选及作用机制的探

馏水反复洗涤使之能与水浸润，将Ｂｉｏ—Ｒａｄ电转移

索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６ｊ。鉴于此，本课题组

夹板、电泳完成的ＰＡＧＥ胶、滤纸等装成“三明治”

合成了一系列吡唑类化合物，并对其中的７个进行

状，安装到转移槽中，加入转移缓冲液（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了体外抗肿瘤细胞增殖以及作用机制的初步研究。

ｂｕｆｆｅｒ），１００ Ｖ恒流转移１２０ ｍｉｎ（１．５

ｍｍ厚度

结果表明，随着测试化合物Ａ、Ｂ、Ｃ、Ｄ、Ｅ、Ｆ、Ｇ浓度

ＰＡＧＥ胶），将胶体上的蛋白质转移到ＰＶＤＦ膜上。
电转移后的ＰＶＤＦ膜用封闭缓冲液（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抑制率也分别相应升高，说明这两个化合物对ＰＣ３

室温封闭１ ｈ后，分别先后上一抗（ｐＥｒｋ、ｄ．ａｃｔｉｎ），

细胞、ＢＧＣ８２３细胞增殖抑制作用具有浓度依赖的

４℃孵育过夜，以１×ＰＢＳ于摇床上洗涤３次，每次

特征；而化合物Ａ、Ｃ、Ｄ、Ｅ、Ｆ对Ｂｃａｐ３７细胞也表现

的不断提高，化合物对供试细胞ＰＣ３和ＢＧＣ８２３的

５６５

幽ｌ

ｌ；ｆｊ性对照ＰＣ３细胞幽２

１５Ｉｊ性埘照Ｂｃａｐ３７绌胞圈３化合物Ｆ在４０ ｔｔｍｏｌ／Ｌ浓度ｒ对Ｐｃ３细胞的彤念学影响（ｘ

２００）

其活化形式ＲａｓＧＴＰ，并需要Ｒａｓ、Ｒａｆ－１蛋白参与。
平时Ｅｒｋｌ／２位于胞质内，一旦被激活，Ｅｒｋｌ／２迅速
穿过核膜并通过磷酸化反应调节某些转录因子的活
性如ＡＰ一１、ＮＦ—ＫＢ等，这些转录因子进一步调节它
们各自靶基因的转录，引起特定蛋白的表达或活性
改变，最终调节细胞代谢和功能并影响细胞产生特
定的生物学效应，如细胞的活化、增殖、凋亡的抑制，
说明这些化合物不是通过阻断Ｅｒｋｌ／２信号通路来
抑制细胞增值旧Ｊ。本项研究考察了以上７个吡唑衍
生物对ＥＧＦ诱导的Ｅｒｋｌ／２磷酸化的影响，结果表
明它们没有抑制效果。
综上所述，以上７个吡唑衍生物对３种细胞均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活性的发挥不是通过
阻断Ｅｒｋｌ／２信号通路来抑制细胞增殖；初步的凋亡
图５化合物对ＰＣ３细胞ｐＥｒｋｌ／２磷酸化的影响

出量效关系特征的增殖抑制作用。ＡＯ能透过胞膜
完整的细胞，嵌入细胞核ＤＮＡ，使之发出明亮的绿

诱导实验说明，吡唑衍生物Ｆ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凋
亡发挥增殖抑制活性；但是，以上吡唑衍生物对３种
细胞的具体调控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将
为以该类化合物为先导，进行结构优化，设计、合成、
开发有更好活性的新型抗肿瘤药物提供实验依据。

色荧光。ＥＢ仅能透过胞膜受损的细胞，嵌入核
ＤＮＡ，发橘红色荧光。凋亡的细胞呈现为染色增强，

【
［１］Ｄｅｎｉｚｏｔ Ｆ。Ｌａ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荧光更为明亮，均匀一致的圆状或固缩状、团块状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构。非凋亡细胞核呈现荧光深浅不一的结构样特
征＿Ｊ。此项研究的ＡＯ／ＥＢ双染色细胞形态观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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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娟，盛瑞兰，汪承亚．ＡＯ／ＥＢ荧光染色法测定阿糖胞苷诱
导ＨＬ－６０细胞凋亡［Ｊ］．中华血液学杂志，１９９８，１（Ｉ）：４１—４２．

质凝集；经化合物Ｆ作用的Ｂｅａｐ３７细胞，细胞周围
有呈亮绿色的荧光凋亡小体。因此，本研究初步说

［４］

明化合物Ｆ可能通过肿瘤细胞的凋亡诱导作用发

［５］

挥细胞增殖抑制作用，而其它几个化合物的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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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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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方蓉，李芳秋．武建国．Ｍ１ｒｒ比色法的条件探讨［Ｊ］．临床检

果表明，化合物Ｆ在４０ ｐ，ｍｏＬ／Ｌ下作用ＰＣ３和
Ｂｅａｐ３７细胞２４ ｈ，ＰＣ３细胞体积变小、变圆，核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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