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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简便制备的青蒿素类抗
癌纳米前药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其中纳米前药
是通过两亲性的青蒿素衍生物和金属离子配位
组装得到的纳米粒子。该纳米前药具有高效装载
青蒿素类药物的能力，
同时能在肿瘤微环境下能
降解，
实现青蒿素类药物的选择性快速释放，
进
而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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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制备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的方法，
包括：
通过酰胺缩合反应将青蒿琥酯和组氨酸，
例如L或D型组氨酸偶联，
得到青蒿琥酯-组氨
酸偶联物；
将所述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溶解在酸性溶液中，
并与锌盐溶液混合均匀，
并在超声
条件下，
通过调节溶液的pH值，
产生乳白色胶体；
反应完成后，
将所述含有乳白色胶体的溶液离心，
并除去上清液，
所得沉淀即为青蒿素
类抗癌纳米前药。
2 .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酰胺缩合反应所用缩合剂为二环己 基碳二亚胺
(DCC)和N-羟基丁二酰亚胺(NHS)或者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和N-羟
基丁二酰亚胺(EDC)，
优选地，
所述酰胺缩合反应投料的所用青蒿琥酯：
DCC或EDC：
NHS：
组氨
酸的摩尔比例为：
(1 .0)：
(1 .0-1 .2)：
(1 .0-1 .2)：
(1 .0-1 .5)。
3 .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酸性溶液为硫酸、盐酸的水溶液或其混合物，
所述
+
酸性溶液的H 浓度为0 .1-100mM。
4 .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锌盐为氯化锌、
硫酸锌、硝酸锌、
乙酸锌的一种或多
2+
种，
所述锌盐溶液的Zn 浓度为0 .1-100mM。
5 .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青蒿琥酯-组氨酸的偶联物与锌离子的投料比为(1 .0) ：
(0 .1-10 .0)。
6 .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用于调节溶液的pH值的溶液为选自以下的一种或多种：
氢氧化钠水溶液，
优选0 .1-2 .0M氢氧化钠水溶液，
碳酸钠水溶液，
优选1％-10％碳酸钠水溶
液，
三乙醇胺水溶液，
优选1％-8％三乙醇胺水溶液，
4-羟乙基哌嗪乙磺酸缓冲液，
优选pH为
7 .2-8 .0的4-羟乙基哌嗪乙磺酸缓冲液。
7 .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调节pH的过程中是在超声水浴环境中完成的，
并且调节
pH的过程中温度为5-45℃。
8 .通过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的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
9 .权利要求8所述的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
其在扫描电镜检测下为球形纳米粒子，
粒
径为50-500纳米。
10 .权利要求8-9所述的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在制备治疗癌症的药物中的应用。
11 .权利要求10所述的应用，
其中所述药物通过静脉注射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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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便制备的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其制备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抗癌纳米药物技术领域。
具体而言，
本发明涉及一种简便制备的青蒿
素类抗癌纳米前药、
其制备方法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癌症的高发态势给人类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巨大的经济负担。
据相关
文献报告，
中国2015年新增癌症确诊病例约为390万，
因癌症死亡病例约为234万。
随着中国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预期国内的癌症发病率还将进一步上升。
[0003] 化学药物治疗仍然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
大约有80％的癌症患者会接受各
种类型的化学药物治疗。然而，
在一线临床实践中的几乎所有的抗癌药物都存在着各种各
样的缺点，
如在水中溶解度低，
缺乏组织选择性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高等，
这造成了给药难
度增加并导致治疗效果不够理想。研究表明，
多种纳米载体对化疗药物进行装载后可以有
效改善药物的临床表现，
例如脂质体阿霉素，
白蛋白紫杉醇等已在临床获得广泛的应用和
认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高昂的用药成本引起的经济毒性：
2012年到2014年间，
一
项覆盖了国内超过1 .4万例恶性肿瘤患者的统计数据显示，
癌症患者的人均诊疗支出约为
同期家庭年收入的1 .13倍，
约3/4的家庭会因为癌症的诊疗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另有回
顾性分析表明，
采用表柔比星联合多西他赛(紫杉醇衍生物)方案用作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辅
助治疗，
其平均药品费用占总有效成本的71％，
而对于表柔比星联合紫杉醇脂质体(紫杉醇
纳米药物)方案，用药成本会进一步上升至80％。这是由于多种疗效较好的化疗药物(如紫
杉醇等)生产制造成本较高，
且进行纳米化的改进会进一步提高药物的价格。因此，
开发更
具成本效益和良好安全性的抗癌纳米药物一直是值得研究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0004]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廉价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作为全球推广的抗疟疾基本药物已
被证明是安全的，
并在临床实践中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自1990年代初期首次观察到青
蒿素具有有效的抗癌作用以来，
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揭示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尝试将其应
用到癌症的临床治疗。尽管现在仍然存在争议，
但是青蒿素类药物的桥氧裂解引起的细胞
内 活 性 氧 的 升 高 (R O S) 被 认 为 是 其 细 胞 毒 性 的 重 要 来 源 。爱 思 唯 尔 生 物 材 料 杂 志
(Biomaterials，
2014年，
35卷，
6498～6507页；
Biomaterials，
2015年，
62卷，
35～46页；
Biomaterials，
2016年，
107卷，
88～101页；
)报道了几种青蒿素类纳米药物载体，
包括多孔
复合材料(Fe3O4@C@Ag@mSiO2)，
转铁蛋白-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Tf-GO)以及双层金属有机
框架(dual-MOFs)的纳米材料，
并在细胞实验或荷瘤鼠模型上表现了良好的抗肿瘤效果，
但
是其复杂的制备工艺、较低的载药量、
以及载体本身的安全性问题都将阻碍其进一步的临
床转化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的简便制备工艺，
其能有效装
载青蒿素类药物，
同时具有响应性释放效应。具体而言，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了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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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目的。
[0006] 1 .一种制备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的方法，
包括：
[0007] 通过酰胺缩合反应将青蒿琥酯和组氨酸，
例如L或D型组氨酸偶联，
得到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
[0008] 将所述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溶解在酸性溶液中，
并与锌盐溶液混合均匀，
并在
超声水浴条件下，
通过调节溶液的pH值，
产生乳白色胶体；
[0009] 反应完成后，
将所述含有乳白色胶体的溶液离心，
并除去上清液，
所得沉淀即为青
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
[0010] 2 .项目1所述的方法 ，
其中所述酰胺缩合反应所用缩合剂为二环己基碳二亚胺
(DCC)和N-羟基丁二酰亚胺(NHS)或者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和N-羟
基丁二酰亚胺(EDC)，
优选地，
所述酰胺缩合反应投料的所用青蒿琥酯：
DCC或EDC：
NHS：
组氨
酸的摩尔比例为：
(1 .0)：
(1 .0-1 .2)：
(1 .0-1 .2)：
(1 .0-1 .5)。
[0011] 3 .项目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酸性溶液为硫酸、盐酸的水溶液或其混合物，
所述
+
酸性溶液的H 浓度为0 .1-100mM。
[0012] 4 .项目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锌盐为氯化锌、
硫酸锌、硝酸锌、
乙酸锌的一种或多
2+
种，
所述锌盐溶液的Zn 浓度为0 .1-100mM。
[0013] 5 .项目1所述的方法，
其中青蒿琥酯-组氨酸的偶联物与锌离子的投料比为(1 .0) ：
(0 .1-10 .0)。
[0014] 6 .项目1所述的方法，
其中用于调节溶液的pH值的溶液为选自以下的一种或多种：
氢氧化钠水溶液，
优选0 .1-2 .0M氢氧化钠水溶液，
碳酸钠水溶液，
优选1％-10％碳酸钠水溶
液，
三乙醇胺水溶液，
优选1％-8％三乙醇胺水溶液，
4-羟乙基哌嗪乙磺酸缓冲液，
优选pH为
7 .2-8 .0的4-羟乙基哌嗪乙磺酸缓冲液。
[0015] 7 .项目1所述的方法，
其中调节pH的过程中是在超声水浴环境中完成的，
并且调节
pH的过程中水浴温度为5-45℃。
[0016] 8 .通过项目1-7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的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
[0017] 9 .项目8所述的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
其在扫描电镜检测下为球形纳米粒子，
粒
径为50-500纳米。
[0018] 10 .项目8-9所述的青蒿素类抗癌纳米前药在制备治疗癌症的药物中的应用。
[0019] 11 .项目10所述的应用，
其中所述药物通过静脉注射施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全水相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的简便制备工
艺，
它能够快速批量制备青蒿素类纳米前药。合适的粒径分布范围使得该纳米药物可以通
过高渗透长滞留效应被动富集于肿瘤部位。配位相互作用的存在，
使得该纳米药物可以在
酸性和高浓度的谷胱甘肽浓度的肿瘤微环境中快速响应释放，
在提高对肿瘤细胞的抑制效
果并降低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透射电子显微镜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的动态光散射测试结果图；
4

CN 114099703 A

说

明

书

3/4 页

[002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的响应性释放试验；
[002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的体外抗肿瘤实验结果；
[002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进行小鼠活体治疗过程中肿瘤体积
变化随着疗程的关系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进行小鼠活体治疗过程中小鼠体重
变化随着疗程的关系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进行小鼠活体治疗结束后离体肿瘤
的平均质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
并参照
附图，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0] 本发明中所用的所有试剂、
材料和仪器均可以通过商业途径获得。
[0031] 实施例1：
[0032] 称取1 .0克青蒿琥酯溶解在50毫升二氯甲烷中，
加入0 .59克二环己基碳二亚胺和
0 .33克N-羟基丁二酰亚胺。将上述反应在室温条件下进行12小时后，
将过滤后的溶液在40
摄氏度下旋蒸得到白色固体。用N ,N-二甲基甲酰胺溶解上述中间产物，
加入0 .48克L-组氨
酸继续反应12小时并减压蒸馏得到固体粉末。用自制硅胶柱对粗产物进行纯化，
采用甲醇
和乙酸乙酯的混合溶剂(甲醇和乙酸乙酯的体积比从0:100梯度递增到50:50)淋洗，
收集含
有目标组分的淋洗液并合并，
40摄氏度旋蒸后得到最终产物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0 .95
克。
[0033] 取步骤1制备的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20毫克溶解在1毫升稀盐酸溶液中，
经稀
释后与氯化锌溶液混合(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浓度3 .8毫摩尔/升，
氯化锌浓度1 .0毫摩
尔/升) ，
均一化处理后，
在超声水浴条件下调节溶液的pH至中性，
得到白色乳光的产物。将
产物用离心机在10000转/分钟条件下离心3分钟，
得到白色的沉淀即为青蒿素类纳米前药
约0 .90毫克。
[0034] 对本发明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分析
测试，
结果参见图1和图2。
由图1可知，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呈现出均匀分散的球形纳米粒子，
其粒径略小于200纳米。
由图2可知，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为实心球形纳米粒子。
[0035] 对本发明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分散在水溶液中进行动态光散射测试(0 .1毫
升，
25摄氏度)，
结果参见图3。
由图3可知，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粒径分布的峰值约为185纳米。
[0036] 对本发明制备的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的响应性释放行为进行测试，
方法如下：
取1 .0
毫升纳米前药置于截留分子量10kDa的透析袋内，
密封后将透析袋置于15毫升缓冲液(分别
为pH5 .2缓冲液 ,pH7 .4缓冲液 ,pH7 .4缓冲液+2毫摩尔/升谷胱甘肽，
和pH7 .4缓冲液+2微摩
尔/升谷胱甘肽) ，
透析开始后每隔一段时间取0 .1毫升透析外液，
并检测其中青蒿琥酯-组
氨酸偶联物的浓度，
结果参见图4。
由图4可知，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在酸性及高浓度的谷胱甘
肽浓度下呈现出快速的响应性释放行为。
[0037] 实施例2：
[0038] 分别将HeLa细胞，
MCF-7细胞接种在96孔板中并培养24小时，
随后用含有梯度浓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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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蒿琥酯、
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梯度浓度为0，
12 .5，
25，
50，
100，
200微摩尔/升，
所有剂量均以青蒿琥酯的质量进行归一化)的培养基替换原有培养基，
并继
续培养24小时。用MTT法检测细胞活力，
结果参见图5。
由图5可知，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对HeLa
细胞和MCF-7细胞在体外培养条件下的抑制效果与青蒿琥酯、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接
近。
[0039] 分别准备合适浓度的青蒿琥酯溶液、
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溶液、
青蒿素类纳米
前药溶液以及生理盐水备用。将24只接种HeLa癌细胞肿瘤的BALB/c雌性裸鼠随机分成四
组，
每组6只，
第一组小鼠通过尾静脉注射生理盐水作为对照组，
第二组小鼠通过尾静脉注
射青蒿琥酯，
第三组小鼠通过尾静脉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
第四组小鼠通过尾静脉注射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每次注射量均为20mg/kg(所有剂量均以青蒿琥酯的质量进行归一化) ，
每2天注射一次，
一共注射4次。每次注射前对小鼠肿瘤体积进行测量，
同时对小鼠体重进行
记录。治疗14天后，
对所有小鼠进行肿瘤剥离、
固定、拍照和称重。
[0040] 对四组小鼠肿瘤体积变化过程进行记录，
如图6所示。结果表明对照组平均肿瘤体
积是起始体积的5 .2倍左右；
青蒿琥酯组平均肿瘤体积是起始体积的3 .9倍左右；
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组平均肿瘤体积是起始体积的3 .3倍左右；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组平均肿瘤体
积是起始体积的1 .7倍左右。
说明青蒿素类纳米前药能够更加有效的抑制肿瘤生长。
[0041] 对每组的小鼠体重变化过程进行记录，
如图7所示。各组小鼠体重呈现小幅波动，
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说明在实验剂量，
青蒿琥酯、
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
青蒿素类纳米前
药对小鼠的全身毒性较小。
[0042] 治疗结束后，
对小鼠的肿瘤进行剥离并称重，
计算各组小鼠肿瘤的平均质量，
如图
8所示。结果表明，
青蒿琥酯、青蒿琥酯-组氨酸偶联物、青蒿素类纳米前药都表现出抗肿瘤
活性，
其肿瘤抑制率(计算公式为：(对照组平均质量-实验组平均质量)/实验组平均质量×
100％)分别为：
21％，
28％，
65％。相比之下，
青蒿素类纳米前药具有最佳的活体抗肿瘤活
性。
[004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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