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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A549 细胞内新藤黄酸含量方法的建立

张摇 变1,2,常佳丽1,2,余琼芳1,2,陈卫东1,2

[摘要]目的: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肿瘤细胞内新藤黄酸含量的方法。 方法: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细胞内新藤黄酸的

含量。 色谱柱为 COSMOSIL C18 柱,流动相为甲醇 - 0. 1%磷酸水溶液(90颐 10 V颐 V),流速为 1. 0 mL / min,柱温为 30 益,检测

波长为 360 nm,进样量为 20 滋L。 结果:在 0. 05 ~ 30 滋g / mL 内新藤黄酸样品溶液质量浓度与峰面积比线性关系良好(P < 0.
01)。 精密度、稳定性的 RSD < 10% ,准确度均在实测值的 10%以内,特异性良好,同一浓度的新藤黄酸孵育相同时间样品测

定结果重复性好。 结论:该方法简单方便,准确度高,适用于定量测定肿瘤细胞内新藤黄酸的含量。
[关键词] 新藤黄酸;肿瘤细胞;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

[中图法分类号] R 9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7. 11. 003

Establishment of HPLC method measuring the gambogenic acid in A459 cells
ZHANG Bian1,2,CHANG Jia鄄li1,2,YU Qiong鄄fang1,2,CHEN Wei鄄dong1,2,3

(1. College of Pharmacy,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Hefei Anhui 230012;
2. Anhui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Hefei Anhui 230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an HPLC method for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gambogenic acid in tumor cells. Methods:The
gambogenic acid in cells was measured using HPLC. The chromatographic column was COSMOSIL C18 column,the mobile phase was
90% methanol颐 0. 1% aqueous phosphoric acid(90颐 10,V颐 V),the flow rate was 1. 0 mL / min,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益,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360 nm,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0 滋L. Results: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0. 05 to 30 滋g / mL
of gambogenic acid and peak area was good(P < 0. 01). The precision and stability of RSD was lower than 10% .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 value was less than 10% ,the specificity was good. The repeatability of sample deter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concentration
of gambogenic acid was good. Conclusions:The method is simple, convenient and accurate,which is sui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gambogenic acid in tumor cells.
[Key words] gambogenic acid;tumor cell;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content determination

摇 摇 新藤黄酸是从藤黄科植物藤黄树的树干被割伤

后的胶状树脂藤黄中分离的成分,研究[1 - 4] 发现新

藤黄酸对人结肠癌细胞 HCT鄄8、人肝癌细胞 Bel鄄
7402、人胃癌细胞 BGC鄄823、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

A549、人卵巢癌细胞 A2780 增殖均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一般而言,药物是基于细胞内众多特定靶点而

设计的实体分子,它们必须通过多重生物屏障,与胞

内靶点结合,才能发挥药效[5 - 6],而细胞内抗肿瘤药

物的含量往往才是药效的关键因素,所以新藤黄酸

及其新剂型在肿瘤细胞内的作用研究对临床研究是

非常重要的[7 - 8]。 目前阐述药物进入细胞内的作用

过程大多是通过荧光标记或对药物本身自带荧光定

性测定[9 - 10],由于荧光中途的丢失和某些药物不自

带荧光并不能较准确地定量细胞内的药物含量,而
相对直接测定细胞内药物的含量的研究很少[11]。
故本研究通过建立直接测定细胞内新藤黄酸含量的

方法,以期为新藤黄酸及其新剂型在肿瘤细胞内的

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为定量研究细胞内药物含量

提供一定的思路。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药品与试剂 摇 新藤黄酸(安徽中医药大学新

藤黄酸课题组提供,批号:20161109,纯度 > 95% );
藤黄酸(安徽中医药大学新藤黄酸课题组提供,批
号:20170305,纯度 > 95% );甲醇 (色谱纯,批号:
021160403,上海星可高纯溶剂有限公司);乙腈(色
谱纯,批号:1601062164,OCEANPAK);RIPA 裂解液

(碧云天生物技术);分析纯磷酸 (色谱纯,批号:
20140208,上海试剂有限公司);乙酸乙酯(色谱纯,
批号:20160101,上海润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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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49 细胞(上海复旦细胞库)。
1. 2摇 仪器与设备 摇 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

LC鄄20AB 泵, SPD鄄M20A 紫外检测器及岛津 LC鄄
solution 色谱工作站); TG16鄄WS 台式高速离心机

(湖南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LC鄄4016 型低速

离心机(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AB135鄄
S 型 1 / 10 万电子天平(德国 METTLER TOLEDO)。
1. 3摇 色谱条件 摇 色谱柱:COSMOSIL C18 柱(4. 6
mm 伊250 mm,5 滋m);流动相:甲醇 - 0. 1% 磷酸水

溶液(90颐 10 V颐 V),采用等度洗脱;流速:1. 0 mL /
min;检测波长:360 nm;柱温:30 益;进样量:20 滋L。
1. 4摇 溶液的制备摇
1. 4. 1摇 母液的配制摇 精密称取新藤黄酸及藤黄酸

样品 10. 0 mg,置于 10 mL 量瓶中,甲醇溶解并定容

至刻度,混匀制得浓度为 1 mg / mL 的母液,4 益保存

备用。
1. 4. 2 摇 细胞裂解液的制备 摇 将铺满 A549 单层细

胞的六孔板,用 PBS 清洗 3 遍,每孔加入 200 滋L
RIPA 裂解液,裂解 1 min 后收集细胞裂解液。
1. 4. 3 摇 细胞内新藤黄酸溶液的制备 摇 本实验以

A549 细胞为例,将培养好的未给药细胞用一定量的

RIPA 裂解液裂解,得空白细胞基质;取 90 滋L 的空

白细胞基质,分别加入一定浓度的样品溶液和藤黄

酸内标溶液各 10 滋L,混匀,加入 1 mL 乙酸乙酯萃

取液,涡旋 3 min,然后 4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取
上清液 0. 9 mL,氮气浓缩吹干后,100 滋L 甲醇复溶,
15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取 20 滋L 进样测定新藤

黄酸的含量。
1. 5摇 专属性实验 摇 按照“1. 4. 2冶制备细胞空白基

质、细胞空白基质 +新藤黄酸、细胞空白基质 +藤黄

酸、细胞空白基质 +新藤黄酸 +藤黄酸、细胞空白基

质 +新藤黄酸 +藤黄酸、新藤黄酸 + 藤黄酸甲醇溶

液,按照“1. 3 色谱条件冶进样得色谱图进行比较,结
果显示细胞基质内源性物质不干扰待测样品新藤黄

酸的测定和内标物藤黄酸的测定,并且峰形良好

(见图 1)

2摇 结果

2. 1 摇 质量浓度与峰面积比的关系 摇 精密量取

“1. 4. 1冶新藤黄酸样品溶液梯度稀释至浓度为:
300 滋g / mL、 200 滋g / mL、 100 滋g / mL、 50 滋g / mL、
10 滋g / mL、1 滋g / mL、0. 5 滋g / mL;精密量取“1. 4. 1冶
藤黄酸样品溶液稀释至浓度为 50 滋g / mL, 按

“1. 4. 2冶方法制备不同浓度样品,按照“1. 3 色谱条

4 56378941

A B C
D E

F

: &'()*+; : &'()*++,-./; : &'()
*++-./; : &'()*++,-./+-./; : &'
()*++,-./+-./; : ,-./+-./0123

u/mv

min

A
B

C
D
E
F

!
"

#
/(

/
)

u
m

v

$%/

件冶进样,记录峰面积。 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x,
滋g / mL)、峰面积比为纵坐标(y)进行线性回归,得
回归方程 y = 0. 246 2x + 0. 011 4(R2 = 0. 999 4)。
结果表明新藤黄酸在 0. 05 ~ 30 滋g / mL 的线性关系

良好( t = 49. 61,P < 0. 01)(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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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精密度实验与结果 摇 精密量取“1. 4. 1冶新藤

黄酸样品溶液梯度稀释至浓度为: 200 滋g / mL、
50 滋g / mL、1 滋g / mL、0. 5 滋g / mL,选取此 4 个浓度分

别为高、中、低、最低定量下限浓度,按照“1. 4. 2冶配
制成终浓度为 20 滋g / mL、5 滋g / mL、0. 1 滋g / mL、
0. 05 滋g / mL 的样品(ni = 6),按照“1. 3 色谱条件冶
进样为批内精密度,再连续进样 3 d,为批间精密度,
记录峰面积。 样品低、中、高、最低定量下限浓度

RSD 值均 < 10% ,说明本方法的精密度良好。
2. 3摇 准确度实验与结果 摇 精密量取“1. 4. 1冶新藤

黄酸样品溶液梯度稀释至浓度为: 200 滋g / mL、
50 滋g / mL、1 滋g / mL、0. 5 滋g / mL,选取此 4 个浓度分

别为高、中、低、最低定量下限浓度,按照“1. 4. 2冶配
制成终浓度为 20 滋g / mL、5 滋g / mL、0. 1 滋g / mL、
0. 05 滋g / mL 的样品(ni = 6),按照“1. 3 色谱条件冶
进样为批内准确度,再连续进样 3 d,批间准确度,记
录峰面积带入标曲算出浓度,各样品的准确度均在

标示值的 10%以内,说明准确度良好。
2. 4摇 稳定性实验及结果摇
2. 4. 1摇 处理前后稳定性 摇 精密量取“1. 4. 1冶新藤

黄酸样品溶液梯度稀释至浓度为: 200 滋g /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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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滋g / mL,配制成终浓度为 20 滋g / mL、0. 1 滋g / mL
(ni = 6),放置 12 h,再加入乙酸乙酯萃取吹干后甲

醇复溶 15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取 20 滋L 进样测

定新藤黄酸的含量,结果高、低浓度的样品处理前放

置 12 h 的 RSD 值均 < 10% ,准确度均值在标示值的

10%以内。 说明本方法测定新藤黄酸细胞内的含量

稳定性良好。
2. 4. 2摇 长期稳定性 摇 精密量取“1. 4. 1冶新藤黄酸

样品溶液梯度稀释至浓度为:200 滋g / mL、50 滋g /
mL、1 滋g / mL、0. 5 滋g / mL,选取此 4 个浓度分别为

高、中、低、最低定量下限浓度,按照“1. 4. 2冶配制成

终浓度为 20 滋g / mL、5 滋g / mL、0. 1 滋g / mL、0. 05 滋g /
mL 的样品两批不复溶(ni = 6),分别放置 5 d、10 d
后 100 滋L 甲醇复溶按照“1. 3 色谱条件冶进样计算

浓度,结果高、低浓度的样品处理后放置 5 d、10 d
的 RSD值均 < 10%,准确度均值均在标示值 10% 以

内。 说明本方法处理的样品长期储存的稳定性良好。
2. 5摇 残留摇 按照“1. 4. 2冶制备终浓度为 30 滋g / mL
和 0 滋g / mL 的样品,按照 “1. 3 色谱条件冶 先进

30 滋g / mL 的样品再进 0 滋g / mL 的样品,结果在

0 滋g / mL的样品中未测到新藤黄酸,说明此方法无

残留,不影响药物的测定。
2. 6摇 A549 细胞内样品测定摇 将 20 滋g / mL 的新藤

黄酸加入到铺满单层 A549 细胞的六孔板中,2 h 后

终止给药(ni = 5),PBS 清洗细胞 3 遍,除去表面残

留药物,加入适量裂解液,裂解 1 min,取含药细胞裂

解液 100 滋L,加入内标按照“1. 4. 2冶处理样品测定

细胞内药物含量,算出药物浓度;另取 20 滋L 测定蛋

白浓度,以每毫克的蛋白含有的药物量计量单位

计算每毫克蛋白含有的药物量,测定浓度分别为

1. 54 滋g / mg、1. 52 滋g / mg、1. 48 滋g / mg、1. 59 滋g /
mg、1. 51 滋g / mg,结果表明此方法可以很好地测定

出细胞内新藤黄酸的含量。

3摇 讨论

3. 1摇 色谱条件的选择摇 本实验建立了高效液相色

谱法测定细胞内新藤黄酸的含量,由于新藤黄酸在

酸中较稳定,所以在水相中加入一定量的磷酸盐缓

冲液。 本实验比较了乙腈 - 水系统和甲醇 - 水系

统,因甲醇 -水系统分离度好、价格低,乙腈 - 水系

统由于洗脱强度比较好,有杂质干扰样品峰,故选择

甲醇 - 0. 1%磷酸水系统。
3. 2摇 样品处理方法的选择摇 本实验比较了超声裂

解物理裂解方法和 RIPA 裂解液化学裂解方法提取

待测样品,发现物理方法用时比较长,裂解不完全,
RIPA 裂解简单方便而且效果好,所以采用裂解液进

行裂解细胞。
本实验还通过比较液液萃取和蛋白沉淀法,考

察发现液液萃取测定的样品杂质少,可测浓度最低

定量下限比较小,最终选择液液萃取浓缩吹干的方

法进行样品的处理。 在稳定性实验中考察到新藤黄

酸在细胞裂解液中长期储存会影响新藤黄酸的实际

浓度,可能是因为裂解液偏碱性,新藤黄酸在碱中不

稳定,所以最终选择萃取吹干后进行储存;不同药物

可以根据自身的性质选择是处理前储存还是处理后

储存。
以上研究表明,本实验建立了简单准确测定肿

瘤细胞内新藤黄酸含量的方法,但为了更精确地测

量细胞内的含量,排除因为细胞数不同引起的误差,
还需进一步测定细胞蛋白浓度,以每毫克蛋白里所

含的药物质量为单位,精确测定细胞内药物含量。
此方法的建立为定量研究肿瘤细胞内新藤黄酸的含

量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定量研究细胞内药物含量提

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此方法的建立还可以为细胞

药动学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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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鄄溴丙酮酸对耐顺铂鼻咽癌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陈摇 超1,陈妙雯2,王摇 敏2,谭曼曼2,刘摇 浩2,赵素容2

[摘要]目的:探讨糖酵解抑制剂 3鄄溴丙酮酸(3鄄BP)对耐顺铂鼻咽癌细胞 HNE1 / DDP 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方法:MTT 比色法

和集落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3鄄BP 对 HNE1 / DDP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PI 染色法检测 3鄄BP 对 HNE1 / DDP 细胞凋亡的影响,
Western blotting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多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转移酶(PARP)、髓样细胞白血病鄄1(Mcl鄄1)、B 细胞淋巴瘤 /白血病鄄
2(Bcl鄄2)的表达。 结果:3鄄BP 可显著抑制 HNE1 / DDP 细胞的增殖,其 48 h 的 IC50 值为 260. 2 滋mol / L。 低浓度 (10、20、
40 滋mol / L)的 3鄄BP 能明显抑制 HNE1 / DDP 细胞集落克隆的形成。 3鄄BP 可诱导 HNE1 / DDP 细胞发生明显的细胞凋亡(P <
0. 01),80、160、320 滋mol / L 3鄄BP 作用 48 h 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13. 7 依 2. 1)% 、(25. 5 依 2. 4)% 、(45. 5 依 3. 5)% ,对照组的细

胞凋亡率为(1. 6 依 0. 6)% 。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3鄄BP 处理 HNE1 / DDP 细胞后可促进 PARP 的剪切,能下调抗凋亡蛋白

Mcl鄄1 和 Bcl鄄2 的表达。 结论:3鄄BP 对 HNE1 / DDP 细胞具有增殖抑制及凋亡诱导作用,其机制可能与下调抗凋亡蛋白 Mcl鄄1 和

Bcl鄄2 的表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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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3鄄bromopyruvate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cisplatin鄄resistanc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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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lycolytic inhibitor 3鄄bromopyruvate(3鄄BP)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cisplatin鄄resistanc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Methods: The proliferation鄄inhibitory effect of 3鄄BP on HNE1 / DDP cells was
measured by MTT assay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and the effect of 3鄄BP on the apoptosis of HNE1 / DDP cells was detected by PI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oly ADP鄄ribose polymerase(PARP,apoptosis鄄related protein),myeloid cell leukemia鄄1(Mcl鄄1),B
cell lymphoma / leukemia鄄2(Bcl鄄2) were analyz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3鄄BP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HNE1 / DDP cells,the IC50 value of 48 h was 260. 2 滋mol / L,and the low concentrations(10,20,40 滋mol / L) 3鄄BP could obviously
inhibit the colony formation of HNE1 / DDP cells. The 3鄄BP could significantly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HNE1 / DDP cells, and the
apoptosis rates of cells treated with 80,160,and 320 滋mol / L of 3鄄BP for 48 h were (13. 7 依 2. 1)% ,(25. 5 依 2. 4)% and(45. 5 依
3. 5)% ,respectively,and the apoptosis rate of cells in control group was(1. 6 依 0. 6)% .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ting indicated that
the HNE1 / DDP cells treated with 3鄄BP could promote the cleavage of PARP,and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 antiapoptotic
proteins Mcl鄄1 and Bcl鄄2. Conclusions:3鄄BP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HNE1 / DDP cells,the mechanism
of which may be correlated with the downregulation of antiapoptotic proteins Mcl鄄1 and Bcl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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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鼻咽癌是一种在东南亚和我国南方最常见的耳

鼻咽喉恶性肿瘤,最常发生于鼻咽顶部和侧壁[1]。
目前临床上鼻咽癌的首选治疗方法为放疗,但仅局

限于早期的原位癌,且病人的 5 年生存率较低。 放

疗联合化疗可明显提高鼻咽癌的治愈率,但化疗中

出现的耐药制约了这种有效疗法的应用[2 - 3]。
摇 摇 肿瘤多药耐药(M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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