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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蛋白抗肿瘤活性组分的提取分离
付 芸,黄必胜,李 娟,田代志,陈科力
(湖北中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1)
摘要：目的

分离半夏蛋白的抗肿瘤活性组分,研究该半夏蛋白组分的抗肿瘤作用。方法

用凝胶柱分离纯化半

夏粗总蛋白,采用四氮唑蓝比色法(MTT 法)观察半夏蛋白对肝癌 Bel-7402 细胞增殖的抑制,应用流式细胞术(FCM)检
测其对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

半夏粗总蛋白中 30%硫酸铵沉淀部分、60%硫酸铵沉淀部分对肿瘤抑制的量效关系不

明显,30%硫酸铵沉淀部分经分离后 0.05 mol/L 和 0.1 mol/L NaCl 的洗脱峰呈现较好的量效关系,且对 Bel-7402 细
胞的抑制作用与空白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30%硫酸铵沉淀蛋白有促进 Bel-7402 细胞凋亡的作用。结论

半夏蛋白

中 30%硫酸铵沉淀部分对 Bel-7402 细胞生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及促进 Bel-7402 细胞凋亡的作用。
关键词：半夏；Bel-7402 细胞；抗肿瘤蛋白组分；抗肿瘤活性测定
中图分类号：R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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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5304(2007)01-0045-03

Extraction and Isolation of the Protein Groups with Anti-tumor Activity from Pinellia Ternata
Rhizhome FU Yun, HUANG Bi-sheng, LI Juan, et al (Hubei College of TCM, Wuhan 430061,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solate the anti-tumor protein groups from Pinellia ternata rhizome and
investigate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these protein groups on Bel-7402 cell. Methods The total raw protein
was isolated with sepharose column chromatography. Methyl-thiazolyl-tetrazolinm (MT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inellia ternata Protein on inhibiting growth of tumor cells.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FCM). Results The 30% and 60% (NH4)2SO4 deposition part of total proteins from Pinellia
ternata rhizome have no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y and inhibitory action, but protein peak 3
eluted with 0.05 mol/L or 0.1 mol/L NaCl from 30% (NH4)2SO4 deposition part showed a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depending. FCM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of 30% (NH4)2SO4 deposition part could
induce apoptosis. Conclusion The 30% (NH4)2SO4 deposition part of total proteins from Pinellia ternata
rhizome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Bel-7402 growth and induce its apoptosis.
Key words：Pinellia ternata；Bel-7402；anti-tumor protein groups；assay of anti-tumor activity
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Thunb.)
[1]

[2]

[3]

Breit.的块茎,含有生物碱 、有机酸 、半夏蛋白 和多种氨
[4]

仪 器 厂 ) ； SW-CJ-1F 型 无 菌 操 作 台 ( 苏 州 净 化 设 备 厂 ) ；
FACSCalibur 型 流 式 细 胞 仪 (BD 公 司 ) ； SUNRISE 酶 标 仪

基酸 等成分。本实验从鲜品半夏中分离得到一组活性蛋白组

(tecan)； SHELLRB CO2 恒温细胞培养箱(Sheldon)；CK2-TRC-3

分,并对其体外抗肿瘤活性强度进行了测定,从而为有效成分

倒置显微镜(Olympus)。

的进一步纯化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奠定基础。

1.3

1

材料和方法

1.1

药物
半夏新鲜药材样品现场采自湖北京山,经笔者鉴定为天南

细胞培养
Bel-7402 细 胞 由 武 汉 大 学 中 国 典 型 培 养 物 保 藏 中 心

(CCTCC)提供,采用常规培养,培养液为含有 10%新生牛血清的
RPMI1640,在 37 ℃、5% CO2 的孵箱中培养。

星科半夏 Pinellia ternata(Thunb.)Breit.的新鲜块茎。

1.4

1.2

1.4.1

试剂与仪器

半夏蛋白的提取分离
硫酸铵沉淀粗蛋白

新鲜块茎半夏洗净去皮,加入 4

RPMI 1640(GIBCO 公司)；胎牛血清、新生牛血清(三利生

倍体积 0.05 mol/L Tris-HCl(pH 8.0)缓冲液及少量石英砂高

物制品厂)；DMSO、胰蛋白酶、氯霉素、青霉素、EDTA(Amresco

速匀浆。4 ℃、8 000 r/mim 离心 30 min,收集上清液,即得粗

公司)；MTT、PI(Sigma 公司)；其它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DEAE

蛋白。粗蛋白冷却至 0 ℃,逐步加入固体(NH4)2SO4,当饱和度达

Sepharose FF(Amersham Biosciences)；DHL-A 电脑恒流泵、

到 30%时,4 ℃静置 2 h 后 8 000 r/mim 离心 30 min,收集沉淀,

DBS-100 型电脑全自动部分收集器、HD-3 紫外检测仪(上海沪

得第 1 个分级沉淀部分。上清液继续加(NH4)2SO4 至 60%饱和

西分析仪器厂)；752N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

度,4 ℃静置 2 h 后 8 000 r/mim 离心 30 min,收集沉淀,得第

仪器有限公司)；TGL-16G-A 型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

2 个分级沉淀部分。上清液加(NH4)2SO4 至 90%饱和度,静置,无
沉淀产生。将上述 2 个分级沉淀部分分别用蒸馏水溶解,装入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03A001)

透析袋(透过分子量 8 000),用蒸馏水在 4 ℃透析脱盐,更换透

通讯作者：陈科力,Tel：027-68889110,E-mail：kelichen@

析液至检测不出(NH4)2SO4 为止,把透析袋放入吸水性强的聚乙

126.com

二醇(PEG,分子量 20 000)中,浓缩至小体积,离心后去除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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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半夏蛋白对 Bel-7402 细胞的抑制作用(x±s,每组 n =4)

Sepharose FF 胶装入层析柱中,用 0.05 mol/L Tris-HCl(pH

样品名称

8.0)缓冲液平衡树脂,将 30%硫酸铵沉淀部分溶解后以 0.5

空白对照组(PBS)

mL/min 上柱,分别以 0.05 mol/L Tris-HCl、0.05 mol/L NaCl、

30%(NH4)2SO4 沉淀部分

浓度(mg/mL)

OD 值

RSD(%) 抑制率(%)

1.077±0.794
0.1

9.90

33.120

**

2.34

31.690

*

4.57

20.950

**

2.63

35.380

*

3.57

19.963

**

6.39

41.968

0.10 mol/L NaCl、0.15 mol/L NaCl、0.20 mol/L NaCl 溶液

0.05

0.736±0.017

以 1 mL/min 速度洗脱,用 HD-3 紫外检测仪测定 A280,共出现 4

0.025

0.851±0.039

个比较明显的吸收峰(见图 1),分别自半峰高收集各组分,透

60%(NH4)2SO4 沉淀部分

析脱盐,浓缩,得到各组分蛋白样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 280
nm 和 260 nm 波长分别测各样品吸光度,按下式计算各组分蛋
[7]

白样品中蛋白含量 。

0.1

0.696±0.018

0.05

0.862±0.031

0.025
Tris-HCl 峰部分(峰Ⅰ)

蛋白质浓度(mg/mL)=1.45A280-0.74A260
0.05 mol/L NaCl峰(峰Ⅱ)

0.1 mol/L NaCl 峰(峰Ⅲ)

注：Ⅰ为 0.05 mol/L Tris-HCl 洗脱峰,Ⅱ为 0.05 mol/L NaCl 洗脱峰,
Ⅲ为 0.10 mol/L NaCl 洗脱峰,IV 为 0.15 mol/L NaCl 洗脱峰。

图1

0.625±0.040

**

0.1

0.927±0.062

0.05

0.847±0.092

0.025

0.704±0.039

0.1

0.651±0.021

13.897
21.325

**

5.52

34.602

**

3.74

47.880

**

6.44

39.431

**

4.37

27.793

**

7.33

34.850

**

5.79

32.683

**

4.29

30.022

0.652±0.042

0.025

0.777±0.034

0.1

0.702±0.051

0.05

0.725±0.042
0.754±0.032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0.05,**P <0.01。

表2

半夏蛋白对 Bel-7402 细胞凋亡的影响

样品名称

半夏蛋白 30%硫酸铵沉淀洗脱峰

6.67
10.99

*

0.05

0.025

7.37

**

0.720±0.071

凋亡率(%)

空白对照(PBS)

0.44

将对数生长期的细胞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

30%硫酸铵沉淀

19.56

中,浓度为 2×10 个/mL,每孔接种 180 µL,继续培养 24 h 后,

60%硫酸铵沉淀

3.04

0.05 mol/L Tris-HCl 洗脱峰

0.47

0.05 mol/L NaCl 洗脱峰

0.70

0.1 mol/L NaCl 洗脱峰

8.46

0.15 mol/L NaCl 洗脱峰

未测

1.5

体外抗肿瘤活性测定

1.5.1

MTT 法测定
4

加入待测蛋白样品(见表 1),加样终浓度分别为 0.1、0.05、
0.025 mg/mL(体积为 20 µL),阴性对照加 20 µL PBS,每组 4
个复孔,继续培养 24 h 后每孔加入 MTT 溶液 20 µL(MTT 的配制：
将 25 mg MTT 溶于 5 mL PBS 中,用 0.22 µm 滤膜过滤,于 4 ℃
避光保存),37 ℃,5% CO2 孵育 4 h,小心吸去 96 孔板中的培养

0.6

液后,每孔加入 200 µL DMSO,在恒温振荡器上振荡 5 min,在酶

0.4

标仪上测定各孔 OD 值,测定波长为 492 nm,计算待测样品对

0.3

Bel-7402 细胞的抑制率。

0.2

肿瘤细胞抑制率=

1.5.2

对照组平均 OD 值－给药组平均 OD 值
对照组平均 OD 值

流式细胞仪检测

0.1

×100%

传代的 Bel-7402 细胞生长 24 h 以

后,分别加入待测蛋白样品(终浓度 0.05 mg/mL)继续培养 12 h,
阴性对照组加入等体积的 PBS。0.25%胰酶消化细胞,PBS 洗细胞
2 遍后,用 70%的 4 ℃乙醇固定。检测前 1 000 r/min 离心 5 min,
弃上清液,用 PBS 液洗 3 次,弃上清液。加入 1 mL 染色液(含
PI 0.1 mg/mL,RNase 0.1 mg/mL,PBS 配制),室温避光 20 min,
过 300 目尼龙网后上机,用 CELLQuest 软件分析,测定凋亡率。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t 检验。

2

结果(见表 1、表 2、图 2)

3

讨论

30%
60%
Tris-HCl
0.05M NaCl
0.1M NaCl

0.5

半夏的干品也可以提取蛋白质,但考虑到干品中蛋白质可
能会有降解或失活,所以提取蛋白质的半夏样品采用新鲜块茎。
(NH4)2SO4 分级沉淀后所得蛋白也采用过 Sephadex G-25

0

0.025 mg/mL

图2

0.05 mg/mL

0.1 mg/mL

不同半夏蛋白样品 3 种浓度对 Bel-7402 细胞
抑制作用的量效关系图

Medium 层析柱脱盐,但效果并不理想,故改为透析脱盐,虽然
所需时间较长,但脱盐效果比较肯定。
分级沉淀样品脱盐后尝试过经分子筛凝胶 Sephacryl
S-100 HR 层析分离,但样品分离效果不理想,推测可能是因为
几种主要蛋白之间有相互作用或其分子量比较接近。后虽用弱
阳离子交换剂 CM Sepharose FF 层析也不能将其分开,换用强
阴离子交换剂 DEAE Sepharose FF 后能够将 30%硫酸铵沉淀部
分分离成 4 个峰,分别收集后做等电聚焦(IEF)电泳实验显示
每个峰仍为 2 个以上蛋白质成分,换用辛基-Sepharose Cl-4B
柱疏水层析也不能将此 4 个峰再进一步分开。
半夏蛋白对 Bel-7402 细胞生长抑制试验中,蛋白粗总提
物量效关系不明显,推测可能是因为粗提物成分很多,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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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 法测定平消片中马钱子碱和士的宁的含量
李 明,张 弦,潘 扬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目的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测定平消片中马钱子碱和士的宁的含量。方法

采用

lichrospher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µm);流动相为水-乙腈(60∶40),每 1 000 mL 中含磷酸二氢钾 3.4 g、十二
烷基硫酸钠 1.7 g；流速为 1.0 mL/min；检测波长 254 nm；柱温 25 ℃。结果

马钱子碱在 0.102～0.918 µg、士

的宁在 0.208～1.872 µg 范围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均为 0.999 9；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1.07%(RSD=2.26%)、
99.29%(RSD=2.79%)。结论

本方法操作可靠、精确,适用于平消片中马钱子碱和士的宁的含量测定。

关键词：平消片；马钱子碱；士的宁；高效液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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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the Contents of Bruchine and Strychine in Pingxiao Tablet by RP-HPLC LI Ming,
ZHANG Xian, PAN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RP-HPLC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Bruchine and Strychine in
Pingxiao Tablet. Methods The lichrospher C18 (4.6 mm×250 mm, 5 µm) was Used as the stationary phase.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water-acetonitrile (60∶40) with 1.7 g sodium dodecylsulphate and 3.4 g
KH2PO4 in 1 000 mL mixture. The Detecting wavelength was 254 nm and flow rate was 1.0 mL/min.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25 ℃. Result The linear ranage of Bruchine and Strychine were 0.102～0.918 µg
and 0.208 ～ 1.872 µg respectively. The recovery rates of bruchine and strychnine were 101.07%
(RSD=2.26%) and 99.29% (RSD=2.7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realiable and accurate, the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determination the contents of Bruchine and Strychine in Pingxiao Tablet.
Key words：Pingxiao Tablet；Bruchine；Strychine；HPLC
平消片主要由郁金、枳壳(麸炒)、仙鹤草、五灵脂、马钱

1

仪器与试药
Agilent 1100 液相色谱仪。马钱子碱、士的宁对照品(中

子粉、硝石、干漆、白矾 8 味药组成,具有行气散瘀、止痛散
结、扶正祛邪的功能,有缓解肿瘤患者症状、缩小瘤体、提高

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分别为 706-20024、705-200205),

[1]
免疫力的功效 。马钱子粉为该方的主药,它主要含有马钱子

采用面积归一化法,其含量均大于 98%。Mettler 电子天平。甲

碱(Bruchine)、士的宁(Strychine)等生物碱,其毒性大,安全

醇为分析纯,乙腈为色谱纯。平消片(自制),批号为 20051209、

范围小,过量时会导致延髓麻痹、心脏和呼吸均被抑止而死于

20051210、20051211。

[2]

呼吸麻痹、窒息或心力衰竭 。原来收载平消片的部颁标准中
[3]

仅有士的宁的紫外分光光度法的测定 ,为保证临床用药的安
全性,我们对平消片中的马钱子碱和士的宁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lichrospher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µm)；流动相

取得了满意效果。

为水-乙腈(60∶40),每 1 000 mL 中含磷酸二氢钾 3.4 g,十二

之间有复杂的相互影响作用。经过分离后的蛋白组分中蛋白成

进行活性测定。

分减少,成分之间相互作用减弱,故量效关系容易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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