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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药物多西紫杉醇与人血清白蛋白
化学交联药物的合成
刘志国，彪林海*
（东北林业大学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40）

摘要：开发低毒和具有靶向性的新型紫杉烷类药物制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研究探索多西紫杉醇与
人血清白蛋白化学交联药物的合成。将多西紫杉醇的 2’羟基位与人血清白蛋白 34 位半胱氨酸上的巯基处，通
过 5-己烯酸进行精确的共价交联。合成的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采用核磁共振波谱（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NMR）和质谱（mass spectrometry，MS）进行鉴定和表征。人乳腺癌细胞 MCF-7 和人前列腺癌
细胞 PC3 体外活性试验表明，这种交联产物在较低浓度时毒性较小，而在较高浓度时具有与多西紫杉醇相当
或更强的活性。本研究结果对进一步开发新型紫杉烷类白蛋白化学共价交联药物制剂提供了一种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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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 chemical conjugate of anticancer drug
docetaxel with human serum albu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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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of a new kind of formulation of docetaxel with low side effects and high targeting
ability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d the exact covalent linkage of docetaxel and
human serum albumin (HSA) by one organic linker. 5-hexenoic acid was applied to exactly link the 2’ hydroxyl of
docetaxel with the sulfydryl of the cysteine-34 of HSA to obtain docetaxel-albumin conjugate. The
obtained intermediate and final conjugate were identified and characterized by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troscopy (NMR) and mass spectrometry (MS). The cytotoxicity of the docetaxel-HSA
conjugate in vitro cell cytotoxicity experiments was relatively weak for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7 and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 PC3 at relatively low concentration whereas it became equal
or more toxic in comparison to pure docetaxel with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The present result provided a
new conjugation strategy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w kinds of docetaxel-albumin prodrugs.
Key words: medicinal chemistry; docetaxel; human serum albumin (HSA); 5-hexenoic acid; chemical
conju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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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抗癌药物多西紫杉醇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乳腺癌、卵巢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癌症，被认为是人类

未来 20 年间最有效的抗癌药物之一[1~3]。紫杉烷类药物本身的水溶性比较小（多西紫杉醇的溶解度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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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g/L），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制备成合适的制剂。目前，临床上通常选用吐温 80（Tween 80）和乙醇
混合作为多西紫杉醇的运载体。研究发现，助溶剂吐温 80 可引起过敏反应及感觉和运动神经疾病[3]。除
具有很严重的毒性外，吐温 80 也有可能通过形成较大的胶束将药物严密地包裹起来而影响药物的释放和
效力。因此，对于多西紫杉醇而言，开发低毒和具有一定靶向作用的新型运载体一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
重大课题[4~8]。
随着生物化学、材料化学和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已有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运载体可用于抗癌药物的
靶向运送。已报道的运载体有脂质体、有机嵌段聚合物、天然的两亲聚合物、合成的树状分子、金属或
氧化物的纳米材料、抗体、聚多糖、多肽链及白蛋白等。考虑到毒性和安全因素，白蛋白载体受到了普
遍的关注[5, 9~10]。尽管白蛋白没有直接的靶向性，但它可以通过在癌组织高渗透性内皮管道的循环而产生
停留和积累，从而具有一定的被动靶向效应[5,

11~13]

。研究发现，用溶剂法运载的抗癌药物紫杉醇和多西

紫杉醇进入血液中与白蛋白有很高的结合率，通过白蛋白运载和转移到癌细胞而发挥药效[14~15]。最近，
130 nm 大小的白蛋白包裹的纳米紫杉醇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批准，用于病症转移和 6 个月以内联合化疗出现无效和复发症状的乳腺癌治疗[16~17]。这种白蛋
白包裹的纳米紫杉醇药物不包含其他助溶剂，该药于 2008 年获得欧洲药品评价局的批准，用于治疗乳腺
癌的转移病症[14]。这种纳米药物通过高压匀浆法制备，纳米药物中白蛋白的浓度约为 3%～4%，与其在
血液中的浓度接近，当它被注射进入循环系统后，可迅速地分解为与内源蛋白大小相近的约 10 nm 的复
合物，因此这种药物可以静脉注射而不会引起毛细血管的堵塞。据文献报道，白蛋白包裹的多西紫杉醇
纳米药物也正在临床试用阶段[3]。
尽管这种白蛋白-紫杉烷类纳米药物具有较低的毒性和较好的活性，但其在制备方法的重现和稳定
性、纳米颗粒的均一性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18~22]。除这种用白蛋白通过物理吸附和包裹的紫杉烷
类药物外，研究者也开始了将药物与白蛋白或单克隆抗体进行化学共价交联的探索研究[23]。近年来，已
有文献报道将多西紫杉醇与白蛋白进行化学交联的研究，该研究在紫杉醇的 2’位进行脂键的连接，连接
分子的另一端通过酰胺键与白蛋白进行交联，研究结果显示，该化学交联复合物具有活性[6,

24]

。这种化

学连接方法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由于白蛋白的表面存在许多裸露的氨基，因此共价连接的位点和数量
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总之，目前对多西紫杉醇与白蛋白化学交联药物的研究仍处在一个初级探索阶段。
针对上述多西紫杉醇与白蛋白通过物理和化学键方式交联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计划进一步探索多
西紫杉醇与白蛋白的精确化学交联。KRATZ 等[19,

25]

报道了将阿霉素（doxorubicin）通过一个短的连接

臂与白蛋白 34 位半胱氨酸上的巯基进行精确连接的方法。目前，此药物正在进行临床测试[5, 9, 19, 25]。受
到 KRATZ 等研究的启发，本研究计划合成多西紫杉醇与白蛋白的精确共价交联产物。在本研究中，探
索用一个短的有机分子连接臂将多西紫杉醇与白蛋白 34 位半胱氨酸上的巯基进行精确共价交联，并试验
交联产物在活体外的活性，对获得以白蛋白为载体的新型紫杉烷类药物的制备做出有益探索。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多西紫杉醇（MW 807.88）购自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5-己烯酸（5-hexenoic acid）、1-(3-

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EDAC）、4-(二甲氨基)吡啶（4-(dimethylamino)pyridine，DMAP）、
人血清白蛋白（human serum albumin，HSA）均购买自 Sigma 公司（上海分部）。人乳腺癌细胞株 MCF-7
和人前列腺癌细胞株 PC-3 购自哈尔滨医科大学。DMEM 培养基购自 HyClone 公司。胎牛血清的生产商
为赛默飞世尔生物化学制品（北京）有限公司。实验中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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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的合成
称取 99.9 mg 多西紫杉醇、25.3 mg EDAC、5.9 mg DMAP、15 μL 5-己烯酸（0.961 g/mL），分别加

入适量的二氯甲烷溶解后混合，总计加入二氯甲烷的量为 10 mL 左右。将所得混合溶液在小烧杯中搅拌
3 h 后，加入由超纯水配置的饱和氯化钠溶液停止实验。然后利用饱和氯化钠溶液洗涤 2 次，下层的液体
体积约为 10 mL，为目标产物。用分液漏斗分离两相，然后进行旋转蒸发，得到旋蒸产物。旋蒸产物加
入甲醇或乙腈溶解，
用于下一步的纯化和表征。
所得产物使用 Waters 公司 XBrige Prep C18 5 μm 10 mm×250 mm
半制备柱进行纯化，纯化后的产物进一步与人血清白蛋白进行精确化学交联。具体交联实验如下：0.05 g
白蛋白溶解于 1 mL 水中，然后加入 0.95 mL 乙腈，再加入 0.05 mL 含等物质的量的 5-己烯酸-多西紫杉
醇的乙腈样品，将混合溶液于 254 nm 波长紫外光下照射 5 h. 最终交联复合物使用大分子质谱[布鲁克飞
行时间联用仪器，Bruker Ultrafle Xtreme MALDI-TOF-MS，测定电压：25 kV；基质：芥子酸（sinapinic acid）]
进行鉴定。
1.3

活体外的细胞活性试验
MCF-7 细胞培养及处理：将乳腺癌细胞株 MCF-7 置于含 10%新生小牛血清、双抗、DMEM/HIGH

GLUCOSE 培养基中，37℃、5%CO2 的饱和湿度培养箱内无菌培养，细胞传代时用 0.25%胰蛋白酶进行
消化。PC-3 细胞培养及处理：将人前列腺癌细胞株 PC-3 置于含 10%新生小牛血清、双抗、DMEM/HIGH
GLUCOSE 培养基中，37℃、5%CO2 的饱和湿度培养箱内无菌培养，细胞传代时用含 0.25%胰蛋白酶进
行消化。噻唑蓝（MTT）比色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取对数生长期的 MCF-7 细胞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每
孔 100 μL），培养至细胞长满到 80%时加药，药物设置 0.032，0.16，0.8，4，20，50，100 μmol/L 等不
同的浓度，每个浓度设置 5 个平行孔，对照组设置同样浓度，加药培养 72 h 后加入 MTT（每孔 20 μL），
再放入培养箱中培养 4 h 取出，用酶标仪在 492 nm 波长处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尝试用有机小分子连接臂对多西紫杉醇和人血清白蛋白进行精确定位的化学共价交联，其分

子结构如图 1 所示。制备多西紫杉醇-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首先选用短链的带有功能基的有机酸分子
与多西紫杉醇的 2’位通过脂键连接，然后另一端与人血清白蛋白分子中的 34 位半胱氨酸上的巯基进行加

图 1 多西紫杉醇及其交联产物的分子结构图
Fig. 1 Molecular structures of docetaxel and its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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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应，从而实现精确定位共价交联。下面将对各步交联结果逐一介绍。
2.1

短连接臂与多西紫杉醇的交联
借鉴最近阿霉素和白蛋白化学共价交联的研究成果，选用 5-己烯酸与紫杉烷类化合物进行共价连接。

KRATZ 等[5, 9, 19, 25]首次合成出阿霉素和白蛋白的化学交联药 DOXO-EMCH (INNO-206)，该药物在体外
活性试验中表现出了较低的毒性和较高的活性，目前正在进行临床测试。在 KRATZ 等[25]的研究中，阿
霉素通过一个短的连接臂（马来酰亚胺基己酸）与白蛋白 34 位半胱氨酸上的巯基进行了连接。这种连接
方式的一大优点是一个白蛋白只在特定位点连接一个阿霉素分子。本研究也探索使用了这种连接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使用了相同的策略，但用连接臂与紫杉烷类化合物的共价连接与 KRATZ 等针对阿
霉素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和试验。
研究试验了 5-己烯酸与多西紫杉醇的脂化连接。由于多西紫杉醇的 2’位羟基比较活跃，因此 5-己烯
酸也最容易在此位置进行脂化反应。研究对脂化后的产物采用半制备柱进行纯化，对纯化后的产物进行
了 MS 和 NMR 表征。图 2 为所得交联产物的 MS 图，其中 926.5 和 942.5 处的峰为[M+Na]+和[M+K]+（化
合物 2）。此结果显示，5-己烯酸已成功连接到多西紫杉醇分子上。图 3 为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和纯多
西紫杉醇的 1H NMR 图，在化学位移 δ 约为 6.2 时（如图 3a 中箭头所示）出现的峰可指认为多西紫杉醇
2’位上的 H，纯多西紫杉醇 2’位上未脂化时 H 的化学位移 δ 为 5.4（如图 3b 中箭头所示），这一变化可
归结为由于脂键形成导致其向低场方向发生化学位移。据此推断，5-己烯酸连接到了多西紫杉醇的 2’位上。

图2
Fig. 2

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化合物 2）的 MS 图（[M+Na]+和[M+K]+峰）

MS spectra of the conjugate of docetaxel and 5-hexenoic acid (compound 2) ([M+Na]+ and [M+K]+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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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交联物（a）和纯多西紫杉醇（b）的 1H NMR
Fig. 3 1H NMR spectra of docetaxel-5-hexenoic acid (a) and pure docetaxel (b)

2.2

多西紫杉醇-连接臂与人血清白蛋白的化学交联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当用短的连接臂5-己烯酸首先与多西紫杉醇连接后，再将多西紫杉醇-连接臂

的另一端与人血清白蛋白 34 位半胱氨酸上的巯基进行共价交联。首先对人血清白蛋白进行 MS 表征，结
果如图 4 所示。66 604.753 处的 MS 峰为人血清白蛋白的峰，证实了人血清白蛋白的纯度和存在。

图 4 纯人血清白蛋白的 MS 图
Fig. 4 MS spectrum of pure H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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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使用该人血清白蛋白与所制备的多西紫
杉醇-连接臂进行交联实验。图 5 为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化合物 3）的 MS 图。依据 MS 结
果推算，使用这种连接臂实现了对多西紫杉醇与人血清白
蛋白的 1:1 定量交联。
2.3 多西紫杉醇与人血清白蛋白的化学交联药物细胞活
性试验
2.3.1 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对人
乳腺癌细胞 MCF-7 的活性结果
图 6 为交联产物对人乳腺癌细胞 MCF-7 的抑制曲线，

图5

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与人血清白蛋白交联

多西紫杉醇标准品作为阳性对照（MTT 法），测得多西紫
杉醇的 IC50（半抑制浓度）=0.25 μmol/L；多西紫杉醇-

产物（化合物 3）的 MS 图
Fig. 5

5-己烯酸-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的 IC50=1.44 μmol/L.
2.3.2

MS spectrum of docetaxel-5-hexenoic
acid-HSA (compound 3) conjugates

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对人前列腺癌细胞 PC-3 的活性结果

图 7 为交联产物对人前列腺癌细胞 PC-3 的抑制曲线，多西紫杉醇标准品作为阳性对照（MTT 法），
测得多西紫杉醇的 IC50=11.8 μmol/L，多西紫杉醇-5-己烯酸-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的 IC50=1.69 μmol/L.

图6

纯多西紫杉醇及交联产物对人乳腺癌细胞 MCF-7 的

图 7 纯多西紫杉醇及交联产物对人前列腺癌细胞

抑制曲线

PC-3 的抑制曲线

Fig. 6 Growth inhibition curves of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MCF-7 with pure docetaxel and docetaxel-5-hexenoic
acid-HSA conjugates

Fig. 7 Growth inhibition curves of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s PC-3 with pure docetaxel and
docetaxel-5-hexenoic acid-HSA conjugates

上述结果表明，多西紫杉醇与人血清白蛋白的交联产物具有很好的活性，其原因可归结为多西紫杉
醇与人血清白蛋白的交联产物能缓慢释放出多西紫杉醇进入细胞从而产生活性。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
多西紫杉醇与人血清白蛋白的交联产物在较低浓度时细胞毒性较小，随着浓度的增高，细胞毒性逐渐增
强，达到与多西紫杉醇相当或更高的活性。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交联产物缓释特性相关。基于这种交联
产物在活体外良好的活性，进一步的活体活性试验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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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成功地在多西紫杉醇 2’位交联了一种短链有机分子连接臂，并将它与人血清白蛋白进行了进一

步的精确化学交联，得到了 1:1 定量交联产物，MS 和 NMR 表征证实了所设计的交联路线可行。多西紫
杉醇-5-己烯酸-人血清白蛋白交联产物能够缓释出多西紫杉醇，并对人乳腺癌细胞 MCF-7 和人前列腺癌
细胞 PC-3 表现出良好的活性。关于这种新型精确化学交联药物在活体内的活性结果正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开发新型的紫杉烷类白蛋白化学共价交联药物制剂提供了一种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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