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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唑衍生物体外抗肿瘤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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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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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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pyrazole derivatives against PC3，Bcap37 and BGC823 cells，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Methods：The inhibition effects of pyrazole derivatives on PC3．Bcap37 and BGC823 cells in vitro were tested

through M1T colorimetric assay and the apeptotic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by staining the PC3 ceHs with AO／EB．The inhibition effects

of the compounds on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rkl／2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Results：Pyrazole derivatives showed

inhibition activities aI画砸t PC3，Bcap37 and BGOt23 cells in a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manner；compound F could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PC3 and Bcap37 ceils；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pyrazole derivatives could not inhibit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rkl／

2 induced by EGF．Conclusions：Pyrazole derivatives Can inhibit the activities of PC3，Beap37 and BGC823 ceHs，and compound Fmay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PC3 and Beap37 cells；pyrazole derivatives Can not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PC3 cell through Erkl／2 mediated

signal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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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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该类化合物的研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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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3细胞为研究对象，检测它们对Erkl／2蛋白磷酸

化的影响，初步探讨其对3种肿瘤细胞的作用机制。

1材料与方法

1．1化学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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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KCl 0．02％，Na2HP04 0．144％，KH2P04

0．024％)，终浓度0．5 mg／ml；SDS(北京鼎国生物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溶解在10 mmol／L的盐酸中，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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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10％；二甲基亚砜(DMSO)购自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有限公司；注射用盐酸阿霉素(adriamycin，

ADM)购自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胎牛

血清(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RPMI一

1640培养基(美国GIBCO公司)，AO／EB染料，

Protein Marker(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H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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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DF膜(Bio-Rad)，TEMED(Sigma)，Tween-20

(Sigma)。
1．2 实验药品吡唑类化合物A、B、C、D、E、F、G

均为本中心合成。

1．3细胞株前列腺癌细胞株PC3，乳腺癌细胞株

Bcap37，人胃癌细胞株BGC823(均购自中科院上海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细胞库)。

1．4细胞抑制率的检测M11’比色法¨’2J。取对数

生长期细胞，用0．25％胰酶1 ml消化贴壁的肿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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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药物，每个药设5个剂量组，每组设6个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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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仙l 0．5 ms／ml M11．溶液(1×PBS配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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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波长595 lrlm条件下测定吸光度(OD)。以溶剂处

理的肿瘤细胞为对照组，计算供试化合物对肿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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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染色法观察细胞凋亡的形态学变化吖啶橙／

溴化乙锭(AO／EB)染色法【3’4J。把无菌盖玻片放入

6孔板中，接种细胞于6孔板中，放入37℃培养箱。

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消化制成单细胞悬液，以2×

105／ml接种于6孔板，每孑L 2 IIll。将培养板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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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estern blot检测化合物对pErk的影响 取

对数生长期的供试细胞接种于12孑L板中，培养

(37℃，5％CO，，95％湿度)至细胞长满，吸掉培养

基，更换无血清培养基饥饿6 h，换含有设定浓度待

测化合物的新鲜培养基，继续培养30 min，然后每孑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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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裂解液转至1 ml离心管，以超声波细胞破碎仪

处理，于90℃水浴变性处理5 min后制成蛋白样

品。按配方配制10％分离胶20 IIll和4％凝集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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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量蛋白，利用电泳缓冲液(runing buffer)进行电泳

分离(50 mA，恒流)，当样品条迁移到距PAGE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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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馏水反复洗涤使之能与水浸润，将Bio—Rad电转移

夹板、电泳完成的PAGE胶、滤纸等装成“三明治”

状，安装到转移槽中，加入转移缓冲液(transfer

buffer)，100 V恒流转移120 min(1．5 mm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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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温封闭1 h后，分别先后上一抗(pErk、d．actin)，

4℃孵育过夜，以1×PBS于摇床上洗涤3次，每次

3 rain。将PVDF膜浸入含有辣根过氧化酶标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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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蛋白质印迹，X光片用凝胶呈像系统记录数据。

2结果

2．1 吡唑衍生物对供试细胞的增殖影响 毗唑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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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75．4％、80．3％、86．2％、95．2％、98．4％、

45．3％；94．8％、21．9％、97．4％、89．4％、99．9％、

99．4％、17．9％；88．4％、5I．5％、88．6％、83．2％、

92．9％、92．2％、55．7％。IC50见表l。量效关系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以上化合物浓度的升高，化合物对供

试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活性表现出增强的趋势。

表1化台物A—G对PC3、Bcap37、BC-C墨23细胞72 h的IC∞

2．2化合物对细胞的形态学影响对照组和实验

组经AO／EB染色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对照组

细胞呈均匀绿色，细胞结构正常(见图1、2)。在这7

个化合物中，A、B、C、D、E、G无变化，而化合物F作

用的PC3细胞，细胞体积变小、变圆，核染色质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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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Westm blots检测吡唑类衍生物对PC3细胞中

pErk的影响 吡唑类衍生物对PC3细胞中E、G、F

诱导的Erkl／2磷酸化无抑制效果(见图5)。

3讨论

作为杂环化合物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吡唑类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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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吡唑衍生物并进行抗肿瘤药物筛选及作用机制的探

索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j。鉴于此，本课题组

合成了一系列吡唑类化合物，并对其中的7个进行

了体外抗肿瘤细胞增殖以及作用机制的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测试化合物A、B、C、D、E、F、G浓度

的不断提高，化合物对供试细胞PC3和BGC823的

抑制率也分别相应升高，说明这两个化合物对PC3

细胞、BGC823细胞增殖抑制作用具有浓度依赖的

特征；而化合物A、C、D、E、F对Bcap37细胞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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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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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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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光更为明亮，均匀一致的圆状或固缩状、团块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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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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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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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化合物F可能通过肿瘤细胞的凋亡诱导作用发

挥细胞增殖抑制作用，而其它几个化合物的作用机

制不明。

Erkl／2信号通路的活化是将信号从细胞膜表

面受体转导至核内的关键，参与这一转导过程的有

GTPase、Ras、Raf-l、丝／苏氨酸激酶和MEKl／2双特

异性激酶等；Erkl／2信号通路是由一个小GTP蛋白

连接活化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和胞质蛋白组成的级联

反应，其活化的中心是使脑进行鸟苷酸交换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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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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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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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