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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布了一种原人参二醇衍生物化合物

25hdt，即 20(R)-25-羟基 -达玛烷型 -3β，12β，

20- 三醇，在制备抗癌症药物。该化合物 25hdt

具有优于 PPD、人参皂苷 -Rg3 和 Rh2 的对人体外

肿瘤细胞系的抑制效果，同时，25hdt 对人体肿瘤

细胞具有抑制调控、诱导凋亡、抑制增殖作用，且

25hdt 对人肿瘤细胞具有特异性抑制生长作用，

使用 25hdt 治疗癌症，没有导致实验动物体重明

显的变化，也没有任何的毒性作用，和其他化疗方

法或放疗方法同时配合治疗癌症，更能提高治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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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结构式为

的原人参二醇衍生物化合物 25hdt、即 20(R)-25- 羟基 - 达玛烷型 -3β，12β，

20-三醇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治疗癌症的药物。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癌症为前列腺癌。

3.如权利要求 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生长的药物。

4.如权利要求 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特异性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生长的

药物。

5.如权利要求 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诱导前列腺癌细胞凋亡的药物。

6.如权利要求 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的药物。

7.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癌症为肺癌。

8. 如权利要求 7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抑制肺癌细胞生长的药物。

9.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特异性抑制肺癌细胞生长的药

物。

10. 如权利要求 7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诱导肺癌细胞凋亡的药物。

11. 如权利要求 7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抑制肺癌细胞增殖的药物。

1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癌症为神经胶质瘤。

13.如权利要求 1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生长的药

物。

14.如权利要求 1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特异性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的

药物。

1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癌症为胰腺癌。

16.如权利要求 1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抑制胰腺癌细胞生长的药物。

17.如权利要求 1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特异性抑制胰腺癌细胞生长的

药物。

18.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癌症为乳腺癌。

19.如权利要求 1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的药物。

20.如权利要求 1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制备特异性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的

药物。

21. 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其特征在于，该药物以具有结构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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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人参二醇衍生物化合物 25hdt，即 20(R)-25- 羟基 - 达玛烷型 -3β，12β，

20-三醇为有效成分。

22. 如权利要求 21 所述的治疗癌症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癌症包括：前列腺

癌、肺癌、神经胶质瘤、乳腺癌和胰腺癌。

23. 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该药物含有具有结构式为

的原人参二醇衍生物化合物 25hdt，即 20(R)-25- 羟基 - 达玛烷型 -3β，12β，

20-三醇以及至少一种化疗药物，所述化疗药物为吉西他滨或多西紫杉醇。

24. 如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治疗癌症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癌症包括：前

列腺癌、肺癌、神经胶质瘤、乳腺癌和胰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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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原人参二醇衍生物的抗肿瘤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医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原人参二醇衍生物 25hdt，更具体地，

是关于原人参二醇衍生物 25hdt 在制备治疗癌症的药物方面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癌症是残害人类生命的世界第二大疾病，死亡率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是人类

死亡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在全世界 60亿人口中，目前约有各类癌症患者 3500万。 在全

世界范围内，癌症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 630 万人；另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统计，到

2020年癌症死亡人数将翻一番，达到 1000万人以上。

[0003] 近年来，工业大生产导致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化学、病毒、物理辐射等各

种致癌因素逐渐增多，我国的癌症发病率也逐年上升。 据国家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报道，1999年全国城市恶性肿瘤患病率男性为169.58人/万人、女性为110.05人/万人、

大城市中患病率为 148.90 人 / 万人、中小城市为 110.70 人 / 万人。 按我国 13 亿人口计

算，每年恶性肿瘤的新发病例达 200万人。

[0004] 目前，治疗癌症的常用方法有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和生物治疗等。 经过 50、

60年代主要依靠外科治疗及放射治疗的进步提高癌症病人相对存活率，到现在已有 40多

年，外科手术及放射治疗的进步也已近顶峰，很难再期待有更大的突破，而化疗能成功

地治愈或明显延长病人的生命，在癌症的治疗中占有越来越主要的地位；然而，化疗基

本上着眼于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这一治疗模式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对增长缓慢的实体瘤

效果差或几乎无影响；药物选择性很小，毒副反应多且严重。 肿瘤的生物治疗主要通过

肿瘤宿主防御机制或生物制剂的作用以调节机体自身的生物学反应，从而抑制或消除肿

瘤。 虽然没有太大毒副作用，但由于技术要求严、工艺复杂、价格高，众多癌症患者及

家属难以承受，影响其在癌症治疗领域的普及。

[0005] 鉴于上述原因，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天然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上。 无论是抑制或

杀伤肿瘤细胞、调整机体免疫功能、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还是肿瘤的病后调理，天然

抗癌药物都具有重要作用，天然植物新疗法将成为继手术、放疗、化疗、生物疗法之后

的肿瘤第五大治疗方法。

[0006] 现有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具有明显的抗肿瘤和免疫调节、改善微循环、提高

生命质量等多种生物活性。 但是，由于天然人参皂苷较难吸收，而由天然皂苷转化而

来的低极性皂苷、苷元或二者的衍生物是天然人参皂苷发挥其药效的原型。 因此，有

关低极性皂苷、苷元或二者的衍生物的制备与抗肿瘤活性的研究非常活跃。 迄今，已

发现多种低极性皂苷、苷元或二者的衍生物具有抗肿瘤活性，且基本无毒副作用，这

些低极性皂苷、苷元或它们的衍生物包括：人参皂苷 -Rg3、人参皂苷 -Rh2、人参皂

苷 C-K、人参皂苷 Mc、原人参萜二醇 (PPD) 以及 3β，12β- 二羟 -20(22)，24(25)，

二 烯 达 玛 烷 [dammar-3β，12β-dihydroxyl-20(22)，24(25)-diene] 和 3β，6α，

12β-三羟 -20(22)，24(25)-二烯达玛烷 [dammar-3β，6α，12β-trihydroxyl-20(22)，

说  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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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diene] 等。 现已上市的抗肿瘤药物有参一胶囊 (主要成分是人参皂苷 -Rg3)；正

在用于临床实验研究的抗肿瘤药物有人参皂苷 -Rh2和人参皂苷 -C-K。

[0007] 原人参二醇衍生物 25hdt，即 20(R)-25- 羟基 - 达玛烷型 -3β，12β，20- 三

醇，其结构如以下结构式 I 所示：

[0008] 

[0009] 该化合物也是 PPD 的一种衍生物，在赵余庆等的文献 ( 赵余庆等， Acta.

Pharmaceutica.Sinica.，25(4)：297-301，1990) 中已有报道，但目前对 25hdt 的研究较

少，尚未见到有关该化合物可用于相关肿瘤治疗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10] 发明人在抗肿瘤细胞的研究中，发现原人参二醇衍生物 25hdt 具有抗人癌细胞的

活性。 随后，发明人通过对 25hdt 在体内外的抗肿瘤的研究，评价了 25hdt 在体内外的抗

肿瘤效果。

[0011] 研究发现，25hdt对体外培养的人癌细胞的抑制作用优于PPD、人参皂苷 -Rg3、

Rh2和 25-OH-PPT，且 25hdt对肿瘤细胞具有特异性的抑制生长、诱导凋亡、抑制增殖等

作用。 同时，在进行体内实验时，没有引起实验鼠体重的明显变化，也没有观察到任何

毒性反应。

[0012] 因此，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原人参二醇衍生物 25hdt，即

20(R)-25-羟基 -达玛烷型 -3β，12β，20-三醇，用于制备抗癌症药物的应用。

[0013]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外前列腺肿瘤细胞的抑制效果，

优于 PPD 和人参皂苷 -Rh2 对人体外前列腺肿瘤细胞系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人参皂

苷 -Rg3和 25-OH-PPT 对人体外前列腺肿瘤细胞系的抑制效果。

[0014]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外神经胶质瘤细胞的抑制效

果，优于 PPD和人参皂苷 -Rh2对人体外神经胶质瘤细胞系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人参皂

苷 -Rg3和 25-OH-PPT 对人体外神经胶质瘤细胞系的抑制效果。

[0015]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外胰腺癌细胞的抑制效果，优

于 PPD 和人参皂苷 -Rh2 对人体外胰腺癌细胞系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人参皂苷 -Rg3 和

25-OH-PPT 对人体外胰腺癌细胞系的抑制效果。

[0016]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外肺癌细胞的抑制效果，优

于 PPD 和人参皂苷 -Rh2 对人体外肺癌细胞系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人参皂苷 -Rg3 和

25-OH-PPT 对人体外肺癌细胞系的抑制效果。

说  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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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外乳腺癌细胞的抑制效果，优

于 PPD 和人参皂苷 -Rh2 对人体外乳腺癌细胞系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人参皂苷 -Rg3 和

25-OH-PPT 对人体外乳腺癌细胞系的抑制效果。

[0018]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前列腺肿瘤细胞具有诱导凋亡

作用。

[0019]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前列腺肿瘤细胞具有抑制增殖

作用。

[0020]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前列腺肿瘤细胞具有抑制生长

作用。

[0021]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前列腺肿瘤细胞基因表达具有

调控作用。

[0022]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特别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对人体前列腺肿瘤细胞具有特异

性抑制生长作用。

[0023]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在体内抑制前列腺肿瘤细胞生长同时，

25hdt 没有导致实验动物体重明显的变化，也没有观察到有任何的毒性作用。

[0024]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更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与常规临床抗癌药吉西他滨和 / 或

多西紫杉醇联合使用，能够提高对前列腺癌的治疗效果。

[0025]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更优选的实施例中，25hdt 能够提高临床放射线治疗前列腺癌

的治疗效果。

[0026] 因此，本发明的 25hdt 显然可用于制备癌症药物化合物或药物组合物，也可以用

于制备体外抗癌细胞药物。

[0027] 本发明所提供的新型抗肿瘤制剂中，以 25hdt 为有效成分，其总有效剂量为

1-50mg/kg/d。

[0028] 本发明所提供的新型抗肿瘤制剂中，25hdt 可与任何法定药用配合剂和赋形剂制

成各种药用剂型的制剂。

[0029] 本发明所提供的新型抗肿瘤制剂中，25hdt 可与目前市场上的任何化疗药、生

物制剂，包括激素类、烷化剂类、铂类、抗代谢类、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类、抗微丝微管

类、诱导分化类、抗肿瘤生长类、提高机体免疫类及其他药物，制备成复方制剂。

[0030] 本发明所提供的新型抗肿瘤制剂中，制剂剂型为口服、注射或局部用药剂型。

[0031] 本发明所提供的新型抗肿瘤制剂中，口服剂型包括片剂、粉剂、悬浊液、乳浊

液、胶囊、颗粒剂、糖衣片、药丸、液体、糖浆和柠檬水剂等。

[0032] 所述注射剂包括水剂、冻干粉针、静脉乳剂、多相质脂体制剂、静脉微乳剂、

悬浊液等；

[0033] 本发明所提供的新型抗肿瘤制剂中，局部用药剂型包括软膏、固体、悬浊液、

水剂、粉剂、糊剂、栓剂、气溶胶、泥敷剂、涂抹剂、灌肠剂和乳剂等。

附图说明

[0034] 图 1是 5种人参皂苷化合物 25hdt、25-OH-PPT、PPD、Rh2和 Rg3对人肺癌细

胞的细胞毒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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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 2是 5种人参皂苷化合物 25hdt、25-OH-PPT、PPD、Rh2和 Rg3对肺癌细胞

凋亡活性的影响。

[0036] 图 3是 5种人参皂苷化合物 25hdt、25-OH-PPT、PPD、Rh2和 Rg3对肺癌细胞

抑制增殖活性的影响。

[0037] 图 4是 5种人参皂苷化合物 25hdt、25-OH-PPT、PPD、Rh2和 Rg3对肺癌细胞

的细胞周期分布的影响。

[0038] 图 5 是 25-OH-PPT 和 25hdt 对人前列腺癌细胞 (A)LNCaP 和 (B)PC3 以及对人

原代成纤维细胞 (C)IMR90-EEA 和 (D)IMR90-E1A 的细胞毒性的影响。

[0039] 图 6是 25-OH-PPT 和 25hdt 对前列腺癌细胞凋亡活性的影响。

[0040] 图 7是 25-OH-PPT 和 25hdt 对前列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0041] 图 8是 25-OH-PPT 和 25hdt 对前列腺癌细胞周期分布的影响。

[0042] 图 9是 25-OH-PPT 和 25hdt 对前列腺癌细胞基因表达的影响。

[0043] 图 10 是 25hdt 单独使用或与多西紫杉醇、吉西他滨、放疗联合使用对前列腺异

体移植瘤活性及体重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本发明分别在体外癌细胞系和癌症模型动物体内进行了抗癌细胞实验。 实验结

果显示，25hdt 对体内外癌细胞的抑制作用均优于 PPD、人参皂苷 -Rg3和 Rh2。 另外，

25hdt 对人癌细胞具有特异性抑制作用，且无毒副作用。 25hdt 与常规临床抗癌药联合使

用，能提高对前列腺癌的治疗效果，还能提高临床放射线治疗的疗效。

[0045]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应理解为，以下实施例仅用于

说明本发明，而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46] 本申请的发明人采用赵余庆等人 ( 赵余庆等， Acta.Pharmaceutica.Sinica.，

25(4)，297-301，1990) 的文献中所述的提取工艺，首先制备人参果总皂苷初提液，然

后经氯仿萃取、反向 HPLC 纯化获得了 25hdt，通过电子电离质谱 (EI-MS)，红外光谱

(IR)，1H 核磁共振谱 (1H-NMR)和 13C 核磁共振谱 (13C-NMR)等方法鉴定，确定所获得

的物质为 25hdt 纯品。 以下实施例中所使用的 25hdt，为发明人纯化制备获得的纯品。

[0047]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各细胞系，均购自美国模式培养物收集中心 (ATCC，

Rockville，MD，USA)。

[0048] 实施例 1、25hdt 对体外癌细胞的特异性生长抑制

[0049] 1.1、人参皂苷化合物 25hdt，25-OH-PPT、PPD、Rh2和 Rg3抑制人癌细胞体外

生长实验研究

[0050] 在本实施例中，以人参皂苷化合物 25-OH-PPT、 PPD、 Rh2和 Rg3为参照，考

察了 25hdt 对人癌细胞体外生长的抑制作用。

[0051] 分别配制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100μM、250μM 和 500μM

的 25hdt，25-OH-PPT、PPD、Rh2和 Rg3。

[0052] 采用配制好的以上溶液，针对人神经胶质瘤细胞系 A172(p53 野生 / 突变型

杂合子， p53wt/mt) 和 T98G(p53 突变型， p53mt)、人胰腺癌细胞系 HPAC(p53 野

生 型， p53wt) 和 Panc-1(p53mt)、 人 肺 癌 细 胞 系 A549(p53wt)、 H1299(p53 缺 失

说  明  书



CN 101199534 B 5/9页

8

型， p53null)、 H358(p53wt) 和 H838(p53null)、 人 乳 腺 癌 细 胞 系 MCF7(p53wt) 和

MDA-MB-468(p53mt)、人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p53wt)和 PC3(p53null)，37℃，培养

72h。 具体培养方式如下：

[0053] 将上述细胞分别接种 96 孔细胞培养板，每孔细胞浓度为 4-5×103，37℃，培养

72h。

[0054] 再采用甲基偶氮唑盐 (MTT) 比色法，测定各细胞系半数细胞生长抑制浓度

(IC50)。 具体测定方法为：

[0055] 每孔分别加入 10μL 的 MTT 溶液，37℃培养 2-4 小时后，去上清，用 100μL 

DMSO 溶解剩余的甲月臜结晶，读取 570nm 处的吸光值，计算细胞存活率和 IC50。 结果

如表 1所示。

[0056] 表 1、25hdt、25-OH-PPT、PPD、Rh2和 Rg3对人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0057] 

[0058] 由表 1 的结果可见，25hdt 对于人神经胶质瘤细胞、胰腺癌细胞、肺癌细胞、乳

腺癌细胞和前列腺癌细胞，大多数细胞系的 IC50 值在 10-60μM 的范围，具有明显的抑

制生长作用。 对于人神经胶质瘤细胞、胰腺癌细胞、肺癌细胞的抑制效果，25hdt 明显

优于 PPD 和 Rh2，对于乳腺癌细胞和前列腺癌细胞的抑制效果与 PPD 和 Rh2相当；对于

人神经胶质瘤细胞、胰腺癌细胞、肺癌细胞、乳腺癌细胞和前列腺癌细胞的抑制效果，

25hdt 明显优于 Rg3和 25-OH-PPT。

[0059] 1.2、25hdt 与 25-OH-PPT 对正常人成纤维细胞系 IMR90-EEA 和 IMR90-E1A 细

胞的体外毒性实验

[0060] 在本实施例中，以 25-OH-PPT 为对照，考察了 25hdt 对正常人成纤维细胞系

IMR90-EEA 和 IMR90-E1A 细胞的体外细胞毒性。

[0061] 按实施例 1.1 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

说  明  书



CN 101199534 B 6/9页

9

25μM、100μM、250μM 和 500μM 的 25hdt 和 25-OH-PPT 处理正常人成纤维细胞系

IMR90-EEA 和 IMR90-E1A 细胞 72小时后，采用甲基偶氮唑盐比色法，测定正常人成纤

维细胞 IMR90-EEA 和 IMR90-E1A 的生长状况，实验结果见图 5C 和图 5D。

[0062] 图 5C 和图 5D 的结果显示，25-OH-PPT 对正常人成纤维细胞的存活率降低幅度

的影响与对前列腺癌细胞的存活率降低幅度的影响差异不大；而 25hdt对正常人成纤维细

胞的存活率的影响则不如前列腺癌细胞敏感。 因此，25hdt 对人癌细胞具有特异性抑制作

用。

[0063] 实施例 2、25hdt 在体外肺癌细胞系中的抗肺癌实验

[0064] 在以下实施例中，用 25-OH-PPT、 PPD、 Rh2 和 Rg3 为参照，考察了 25hdt 在

体外肺癌细胞系 H838和 H358中的抗肺癌效果。

[0065] 2.1、25hdt 在体外诱导人肺癌细胞凋亡

[0066] 按照实施例 1.1 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

和 50μM 的 25hdt 和其它 4种人参皂苷化合物 25-OH-PPT、PPD、Rh2和 Rg3处理人肺

癌细胞系 H838和 H358，待处理细胞 48小时后，以 AnnexinV-FITC 凋亡检测试剂盒 (购

自Biovision公司 )检测凋亡细胞发生率，采用与文献 (Li M，Zhang Z，Hill D，Chen X，

Wang H，Zhang R.Cancer Res.，65：8200-8208.2005)相同的方法检测。 根据早期和晚期

凋亡的检测数据，相对于未用药处理的正常细胞，计算凋亡指数 AI( 凋亡指数 AI 是指，

随机计数一定量的细胞中，凋亡形态的细胞所占的百分数)，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

[0067] 图 2 的结果显示，化合物 25hdt、 PPD 及 Rh2 均以剂量依存的方式诱导细胞凋

亡。 在不同的浓度水平，25hdt 均比其他化合物具更强的细胞凋亡诱导活性，而 PPD 和

Rh2在高浓度时有一定活性，Rg3的活性很小，25-OH-PPT 无明显活性。

[0068] 2.2、25hdt 在体外抑制细胞增殖

[0069] 按照实施例 1.1 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

和 50μM 的 25hdt 和其它 4种人参皂苷化合物 25-OH-PPT、PPD、Rh2和 Rg3处理人肺

癌细胞系H838和H358，待处理细胞 24小时后，用溴脱氧尿嘧啶核苷 (BrdU)核素掺入法

(使用 BrdUrd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kit 试剂盒，购自 Oncogene Science，La Jolla，CA)，

测定细胞增殖率，计算增殖指数 PI( 增殖指数 PI 是指，随机计数一定量的细胞中， Brdu

阳性细胞所占的百分数 )，结果如图 3所示。

[0070] 图 3的结果显示，25hdt 对人肺癌细胞系 H838和 H358细胞均能以剂量依存的方

式抑制细胞增殖活性。

[0071] 2.3、25hdt 在体外阻滞细胞在 G1期

[0072] 按照实施例 1.1 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

和 50μM 的 25hdt 和其它 4种人参皂苷化合物 25-OH-PPT、PPD、Rh2和 Rg3处理人肺

癌细胞系 H838和 H358，待处理细胞 24小时后，使用流式细胞仪测定人肺癌细胞周期分

布，结果如图 4所示。

[0073] 图 4的结果显示，25hdt 对人肺癌细胞系 H838和 H358细胞均能以剂量依存的方

式阻滞细胞周期在G1期，而且 25hdt的阻滞细胞周期在G1期的能力要比实验中所用的其

它四种人参皂苷化合物的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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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因此，25hdt 能将人肺癌细胞系 H838 和 H358 细胞阻滞在 G1 期，从而抑制肿瘤

细胞的增殖。

[0075] 综合本实施例和实施例 1 的体外实验结果可见，对于人肺癌细胞，25hdt 具有抑

制肺癌细胞生长、诱导肺癌细胞凋亡、抑制肺癌细胞增殖和阻滞肺癌细胞于 G1 期的作

用。

[0076] 实施例 3、25hdt 在体外前列腺癌细胞系的抗前列腺癌实验

[0077] 在本实施例中，用 25-OH-PPT 做参照，考察了 25hdt 在体外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 和 PC3的抗前列腺癌的效果。

[0078] 3.1、25hdt 在体外诱导人前列腺癌细胞凋亡

[0079] 采用实施例 1.1 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

和 50μM的 25hdt和 25-OH-PPT处理人前列腺癌细胞系LNCaP和 PC3的细胞，待处理细

胞 48小时后，以 Annexin V-FITC 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凋亡细胞发生率，采用与文献 (Li 

M，ZhangZ，Hill D，Chen X，Wang H，Zhang R.Cancer Res.，65：8200-8208.2005)相

同的方法检测。 根据早期和晚期凋亡的检测数据，相对于未用药处理的正常细胞，计算

凋亡指数 AI，并进行比较。 结果如图 6所示。

[0080] 图 6 的结果显示，25hdt 以剂量依存的方式诱导细胞凋亡，且在所有的测试浓度

下，25hdt 均具较强的细胞凋亡诱导活性，而 25-OH-PPT 的细胞凋亡诱导活性则很低。

因此，25hdt 对前列腺癌细胞具有诱导凋亡作用，即其对前列腺癌细胞具有杀伤作用。

[0081] 3.2、25hdt 在体外抑制人前列腺癌细胞增殖

[0082] 采用实施例 1.1 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

和 50μM 的 25hdt 和 25-OH-PPT 处理人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 和 PC3 的细胞，待处理

细胞24小时后，采用溴脱氧尿嘧啶核苷(BrdU)核素掺入法，参照文献(Li M，Zhang Z，

Hill D，ChenX，Wang H，Zhang R.Cancer Res.，65：8200-8208.2005)中所述的方法，检

测人前列腺癌细胞增殖率，并计算增殖指数 PI，结果如图 7所示。

[0083] 图 7 的结果显示，25hdt 对细胞系 LNCaP 有剂量依存的抑制细胞增殖活性。 在

所测试的浓度水平中，25hdt 均显示出很强的抑制细胞增殖的活性，而 25-OH-PPT 对细

胞增殖则无明显影响。

[0084] 3.3、25hdt 在体外阻滞人前列腺癌细胞在 G1期

[0085] 采用实施例 1.1 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

和 50μM 的 25hdt 和 25-OH-PPT 处理人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 和 PC3，待处理细胞 24

小时后，使用流式细胞仪测定人前列腺癌细胞周期分布，结果如图 8所示。

[0086] 图 8 的结果显示，在处理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 细胞 24 小时后，25hdt 均以剂

量依存的方式将前列腺癌细胞阻滞在G1期。 25hdt(在最高浓度 25μM)对细胞系 LNCaP

具更强的活性；而 25-OH-PPT(在最高浓度 50μM)对细胞周期分布无明显影响。

[0087] 3.4、25hdt 调控人前列腺癌细胞基因表达

[0088] 采用以上 1.1的方法，分别用配制好的浓度依次为 0、1μM、10μM、25μM 和

50μM 的 25hdt 和 25-OH-PPT 处理人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 和 PC3的细胞 24小时，然

后用不同的特异性抗体作免疫印迹来检测目标蛋白，结果如图 9A 和 B 所示。 所检测的

目标蛋白包括与癌细胞的增殖密切相关的以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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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原癌基因蛋白：MDM2、Bcl2；

[0090] 抑癌基因蛋白：p53、p21、p27、BAX ；

[0091] 转录因子：E2F1、cleaved PARP ；

[0092] 细胞周期调控因子：cdk2、cdk4、cdk6和 cyclin D1。

[0093] 图 9A 和 B 的结果显示，在 LNCaP 细胞中，25hdt 导致 p21WAF/CIP 和 p27KIP1

及 Bax 的增加，同时降低了 MDM2、Bcl2、E2F1、cdk2、cdk4和 cyclin D1的表达水平。

25-OH-PPT 在 LNCaP 细胞中可适度提高 p21的表达、降低 cdk2的表达。

[0094] 综合本实施例和实施例 1 的体外实验结果，对于前列腺癌细胞，25hdt 具有抑制

前列腺癌细胞生长、诱导前列腺癌细胞凋亡、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和阻滞前列腺癌细

胞于 G1期的作用，且 25hdt 还能调控人前列腺癌细胞基因表达。

[0095] 实施例 4、25hdt 在癌症模型动物体内的抗肿瘤实验

[0096] 4.1、25hdt 单独抑制前列腺异体移植瘤的生长。

[0097] 在本实施例中，在前列腺异体移植瘤模型鼠(Zhang Z，Li M，Wang H，Agrawal 

S，ZhangR.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0：11636-11641.2003)体内，腹腔注射25hdt抑制前

列腺癌生长作用实验。 本实验采取了以下给药方案：

[0098] 以 5mg/kg 体重 / 次，或 10mg/kg 体重 / 次的剂量给实验组老鼠腹腔注射

25hdt( 溶剂为 PEG400)，每周给药 5 次，连续给药 4 周；同时以相同的剂量给对照组老

鼠腹腔注射生理盐水，每周给药 5 次，连续给药 4 周。 每天观察实验动物生存状态，并

测量体重和肿瘤大小，结果如图 10B1、图 10B2所示。

[0099] 图 10B1 的结果显示，在给药 4 周后，以 5mg/kg 体重 / 次的剂量给药的小鼠，

其肿瘤大小只有对照组肿瘤大小的一半；而以 10mg/kg 体重 / 次的剂量给药的小鼠，其

肿瘤大小更是只有对照组肿瘤大小的 16％。

[0100] 图 10B2 的结果显示，这种给药方案没有引起小鼠体重的明显变化，也没有观察

到任何毒性反应。

[0101] 根据图 10B1和 10B2的结果，腹腔注射 25hdt 在对前列腺癌取得良好的抑制作用

的同时，没有引起实验动物体重的明显变化，也没有观察到任何不良的毒性反应。

[0102] 因此，根据上述结果，25hdt 能在体内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生长，有制备成抗前列

腺癌的药物的良好前景。

[0103] 4.2、25hdt 与常规临床抗癌药联合使用，提高对前列腺癌的治疗效果

[0104] 本实施例中，在前列腺异体移植瘤模型鼠体内，观察了 25hdt 分别和吉西他滨、

多西紫杉醇的联合使用的效果。 其中，吉西他滨为雄激素依赖的治疗前列腺癌的一线药

物。

[0105] 实验鼠的处理方法：以 10mg/kg 体重 / 天的剂量，对实验鼠采用腹腔注射方式

注射 25hdt，每周注射 5 天，持续注射 4 周，并在第 5、12 天对实验鼠腹腔注射多西紫杉

醇 (15mg/kg)或吉西他滨 (160mg/kg)。

[0106] 同时，对实验对照鼠进行处理，具体处理方法为：对照组鼠除注射药物为生理

盐水外，其余操作与实验组相同。

[0107] 检测体重、肿瘤大小及其他常见毒性反应指标 ( 如进食量、呼吸、心电图、血

尿粪常规等 )，实验结果如图 10C1、10D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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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图 10C1 和 10D1 的结果显示，25hdt 可提高临床抗癌药的疗效。 多西紫杉醇单

独使用可抑制肿瘤生长 69％，与 25hdt 联合使用肿瘤生长几乎完全抑制 ( ＞ 98％ )。 同

样，与给予药物媒介物的小鼠相比，吉西他滨单独使用会抑制肿瘤生长 80％，与 25hdt联

合使用时，可导致肿瘤生长抑制达 92％。 接受化疗的实验动物出现暂时的体重降低，但

之后又有所恢复，并且没有观察到其它毒性反应。

[0109] 根据本实验的结果可见，与常规临床抗癌药联合使用，25hdt 能提高对前列腺癌

的治疗效果。

[0110] 4.3、25mdt 提高临床放射线治疗的疗效

[0111] 本实施例中，在前列腺异体移植瘤模型鼠体内，观察了 25hdt 对临床放射线治疗

的影响。

[0112] 实验鼠的处理方法：以 10mg/kg 体重 / 天的剂量，对实验鼠采用腹腔注射方式

注射 25hdt，每周注射 5天，持续注射 4周，并在第 5、12和 19天以 3Gy 的放射量对实验

鼠进行放射治疗。 对照组的模型鼠接受放疗，但是不注射 25hdt。

[0113] 检测体重、肿瘤大小及其他常见毒性反应指标 ( 如进食量、呼吸、心电图、血

尿粪常规等 )，结果如图 10E1和 10E2所示，

[0114] 图 10E1 和 10E2 的结果显示，单独放射线治疗可降低约 40％的异体移植瘤的生

长，与 25hdt 联合使用使肿瘤生长抑制提高到 75％。 接受放疗的实验动物出现暂时的体

重降低，但之后又有所恢复，并且没有观察到其它毒性反应。

[0115] 根据本实验的结果可见，25hdt 可提高临床放射线治疗的疗效。

[0116] 综上所述，25hdt具有优于PPD、人参皂苷-Rg3和Rh2的对人体外癌细胞系的抑

制效果，且 25hdt 对人癌细胞具有抑制调控、诱导凋亡、抑制增殖作用，此外，25hdt 对

人癌细胞具有特异性抑制生长作用，在体内抑制前列腺肿瘤细胞生长实验时，25hdt 没有

导致实验动物体重发生明显的变化，也没有观察到 25hdt 对实验动物有任何毒性作用。

[0117] 因此，本发明的 25hdt 显然可制备为抗癌症，特别是神经胶质瘤、胰腺癌、肺

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药物化合物，或作为抗这些抗癌症的药物组合物的活性成分，

或与其他药用配合剂和 /或赋形剂等制成各种药用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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