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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从槲寄生中分离尧提取抗肿瘤有效组份袁并观察该组份对乳腺癌细胞生长的影响遥 方法院采用经典提取分离方

法袁利用槲寄生生物碱不同酸碱度在不同溶剂中溶解度不同袁分离提取槲寄生不同组份曰将槲寄生不同组份溶解并制成系列浓
度的溶液后袁加入到乳腺癌细胞中袁观察该系列组份对乳腺癌细胞生长的影响遥 结果院采用经典提取分离法得到 缘 个组份袁利用
生物碱不同酸碱度在不同溶剂中溶解性不同分离并纯化后袁得到 缘 个组份遥 这 员园 个组份体外对乳腺癌细胞生长均有不同的抑制

作用袁且组份 缘 能显著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袁对乳腺癌细胞系 酝阅粤鄄酝月鄄圆猿员 以及 酝阅粤鄄酝月鄄源猿缘 的 陨悦缘园 分别为 猿援圆源尧源援愿园 滋早 辕 皂蕴遥 结
论院槲寄生系列提取组份在体外对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具有不同的抑制作用袁且组份 缘 作用最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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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葬灶贼蚤鄄贼怎皂燥则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 泽藻责葬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灾蚤泽糟怎皂 糟燥造燥则葬贼怎皂 渊噪燥皂冤 晕葬噪葬蚤 葬灶凿 蚤贼泽 葬灶贼蚤鄄
贼怎皂燥则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蚤灶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
载蚤葬 悦澡葬燥员袁在澡藻灶早 酝葬择蚤灶早圆袁蕴蚤怎 再怎葬灶圆袁悦澡藻灶 匝怎灶赠蚤灶早员袁悦澡藻灶 再葬灶猿袁匀怎葬灶早 载蚤灶爷藻灶猿袁载怎 载蚤葬燥赠怎藻猿袁杂澡藻灶 月燥猿鄢

渊员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酝葬贼藻则蚤葬 酝藻凿蚤葬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栽藻糟澡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曰圆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孕澡葬则皂葬糟藻怎贼蚤糟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栽藻糟澡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员愿员远曰猿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陨灶贼藻则灶葬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允蚤葬灶早泽怎

悦葬灶糟藻则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 栽燥 泽藻责葬则葬贼藻 葬灶凿 藻曾贼则葬糟贼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泽 枣则燥皂 灾 蚤泽糟怎皂 糟燥造燥则葬贼怎皂 渊运燥皂援冤 晕葬噪葬蚤 葬灶凿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蚤则

藻枣枣藻糟贼泽 燥灶 贼澡藻 责则燥造蚤枣藻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栽澡藻 糟造葬泽泽蚤糟葬造 泽藻责葬则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藻曾贼则葬糟贼蚤燥灶 皂藻贼澡燥凿泽 憎藻则藻 怎泽藻凿 枣蚤则泽贼造赠袁葬灶凿

贼澡藻灶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泽燥造怎遭蚤造蚤贼蚤藻泽 燥枣 葬造噪葬造燥蚤凿泽 枣则燥皂 灾 蚤泽糟怎皂 糟燥造燥则葬贼怎皂 渊运燥皂援冤 晕葬噪葬蚤 蚤灶 增葬则蚤燥怎泽 泽燥造增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匀泽袁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藻曾贼则葬糟贼藻凿 葬灶凿 燥遭贼葬蚤灶藻凿援 栽澡藻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凿蚤泽泽燥造增藻凿 葬灶凿 糟怎造贼怎则藻凿 憎蚤贼澡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 蚤灶 增蚤贼则燥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粤遭燥怎贼 员园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燥遭贼葬蚤灶藻凿 葬灶凿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藻枣枣藻糟贼泽 憎藻则藻 燥遭泽藻则增藻凿 蚤灶 糟燥鄄糟怎造贼怎则藻 憎蚤贼澡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援

悦燥皂责燥灶藻灶贼 缘 蚤灶澡蚤遭蚤贼藻凿 贼澡藻 责则燥造蚤枣藻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 增蚤贼则燥 葬灶凿 贼澡藻 陨悦缘园 枣燥则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 造蚤灶藻 酝阅粤鄄酝月鄄

源猿缘 葬灶凿 酝阅粤鄄酝月鄄圆猿员 憎葬泽 猿援圆源 皂早 辕 皂蕴 葬灶凿 源援愿园 滋早 辕 皂造袁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陨灶 增蚤贼则燥袁泽藻则蚤藻泽 燥枣 藻曾贼则葬糟贼泽 枣则燥皂 灾 蚤泽糟怎皂 糟燥造燥则葬贼怎皂
渊运燥皂冤 晕葬噪葬蚤 蚤灶澡蚤遭蚤贼藻凿 燥灶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 责则燥造蚤枣藻则葬贼蚤燥灶袁葬灶凿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 缘 澡葬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藻枣枣藻糟贼泽 燥灶 贼澡藻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援

咱Key words暂 灾 蚤泽糟怎皂 糟燥造燥则葬贼怎皂渊运燥皂冤 晕葬噪葬蚤曰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 造蚤灶藻曰陨悦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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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寄生为桑寄生科槲寄生属半寄生性常绿灌
木或小灌木遥 该物种在临床上具有显著抗肿瘤作
用袁为近年来从植物药中寻找有效抗肿瘤成分的研

究热点之一遥 在国外袁由槲寄生开发上市的品种有

多个咱员暂遥 我国槲寄生与欧洲白果槲寄生同源袁而且天
然资源丰富袁分布较广袁亟待开发遥 槲寄生主要活性

成分包括糖蛋白尧槲寄生毒素尧黄酮尧生物碱尧多糖尧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基金资助

渊蕴在员猿圆猿圆冤曰吴阶平基金资助渊猿圆园援远苑缘园援员源员怨猿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杂澡藻灶遭燥怨愿苑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鄢

脂质等咱员原源暂遥 专家预测袁槲寄生有望成为继紫杉醇之
后又一种天然抗癌药物遥

槲寄生生物碱是槲寄生中有效抗肿瘤成分遥 研

窑员猿员源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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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槲寄生生物碱因产地尧提取方法不同袁得到
的生物碱种类各异袁抗肿瘤作用亦不同遥 本研究从
国产红果槲寄生中提取其生物碱袁进行抗肿瘤作用
研究遥
员

材料和方法

员援员

材料
红果槲寄生药材购自安徽省药材公司袁 经中国

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刘惠娟副教授鉴定为金桑寄生
科槲寄生属植物槲寄生的变型植物红果槲寄生的
带叶茎枝遥 样品存于江苏省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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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组份 苑冤尧非酚性叔胺性生物碱渊组份 愿冤尧酚性叔胺

性生物碱渊组份 怨冤和水溶性生物碱渊组份 员园冤这 缘 个

生物碱组份干燥遥
员援圆援圆

槲寄生生物碱对肿瘤细胞生长的影响

采用 酝栽栽 法观察槲寄生提取物对乳腺癌细胞

生长的影响遥 试验时袁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袁胰酶消化
成单个细胞后袁 调整细胞密度为 缘伊员园源 个 辕 皂蕴袁按

员园园 滋蕴 辕 孔加入 怨远 孔板细胞培养板中袁在 猿苑益尧缘豫
悦韵圆 细胞培养箱中过夜遥 次日移去培养液袁加入含各
组份的无血清培养液继续培养 苑圆 澡遥 本试验设阴性

对照 渊即溶媒对照冤遥 培养结束后每孔加入 缘豫酝栽栽

员园 滋蕴袁猿苑益培养 源 澡 后袁取出培养板袁弃上清袁每孔加

均购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细胞所遥 所有细胞培

阅酝杂韵 员园园 滋蕴袁摇床振荡 缘 皂蚤灶 后袁使蓝色结晶全部

链霉素的 阅酝耘酝 培养液中袁于 缘豫悦韵圆尧猿苑益培养遥 细

长测定吸光度遥 计算各组份对肿瘤细胞增殖的抑制

阅酝耘酝 培养液尧胎牛血清尧胰蛋白酶渊郧蚤遭糟燥 公

试 验组 平 均 吸 光 度 值 冤 辕 对 照 组 平 均 吸 光 度 值 暂 伊

养于含 员园豫云月杂尧员园园 滋早 辕 皂蕴 青霉素和 员园园 滋早 辕 皂蕴
胞密度达 愿园豫耀怨园豫时用 园援圆缘豫胰酶消化传代遥

司袁美国冤袁酝栽栽尧阅酝杂韵渊杂蚤早皂葬 公司袁美国冤袁其余试

剂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曰砸耘鄄缘圆粤 型旋转蒸发器渊上
海荣亚生化仪器厂冤袁孕匀杂鄄猿悦 显示 责匀 计渊上海精密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冤袁宰允鄄员远园粤鄄芋二氧化碳细胞培

养箱 渊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冤袁阅晕酝鄄怨远园远 酶标分
析仪渊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公司冤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槲寄生生物碱的提取

取干燥红果槲寄生嫩茎枝及叶 圆园 噪早 粉碎袁以

员园 倍量的 苑缘豫乙醇渗漉提取袁提取液减压浓缩至无

醇味遥 取一半蒸干得部位渊组份 员冤袁依次以石油醚尧
三氯甲烷尧醋酸乙酯尧正丁醇萃取袁减压浓缩得石油

醚渊组份 圆冤尧三氯甲烷渊组份 猿冤尧醋酸乙酯渊组份 源冤尧

溶解袁 于自动酶标仪内 猿苑益温育 员园 皂蚤灶袁源怨园 灶皂 波

率遥 细胞增殖抑制率渊豫冤越咱渊对照组平均吸光度值原

员园园豫遥
员援圆援猿

槲寄生提取物对肿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为进一步观察槲寄生提取物对肿瘤细胞抑制

作用的强度遥 试验时袁 向已培养好细胞的 怨远 孔板

中袁加入系列浓度的槲寄生提取液袁经过一定时间
培养后袁按照本研究 员援圆援圆 中方法加入 缘豫酝栽栽 培养
液袁并测定吸光度值袁以药物对数浓度为横坐标袁抑
制率为纵坐标作图袁计算抑制 缘园豫细胞生长的浓度
渊陨悦缘园冤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槲寄生生物碱组份的分离
红果槲寄生经经典提取分离法处理分离后袁获

正丁醇渊组份 缘冤源 个部位遥 余用 圆豫 的硫酸溶解尧过

得 缘 个组份袁依次为 苑缘豫乙醇提取物渊组份 员冤尧石油

生物碱冤和酸水层渊中强尧强碱性生物碱冤袁将氯仿层

乙酯萃取物渊组份 源冤尧正丁醇萃取物渊组份 缘冤遥 由于

滤袁取酸水滤液用氯仿萃取袁分液得氯仿层渊弱碱性

醚萃取物渊组份 圆冤尧三氯甲烷萃取物渊组份 猿冤尧醋酸

用 圆豫 的氢氧化钠萃取袁 分液得碱水层和有机溶剂

槲寄生中所含生物碱酸碱度各不相同袁强碱性的生

氯化铵袁再用氯仿萃取袁氯仿层得渊组份 苑袁酚性弱碱

生不完全解离袁这样在分离过程中袁生物碱盐分布

层渊组份 远袁非酚性弱碱性生物碱冤袁在碱水层中加入

性生物碱冤曰 将上述的酸水层用氨水调 责匀 怨耀员园袁然
后用氯仿萃取袁分液得有机溶剂和碱水层袁有机溶

剂层用 圆豫 氢氧化钠萃取袁 得碱水层和有机溶剂层

渊组份 愿袁非酚性叔胺性生物碱冤袁在碱水层中加入氯
化铵袁用氯仿萃取袁氯仿层得渊组份 怨袁酚性叔胺生物
碱冤曰 碱水层用氨水调 责匀 跃 员圆 用正丁醇萃取袁分

液袁正丁醇层为渊组份 员园袁水溶性生物碱冤遥 将制得的
非酚性弱碱性生物碱渊组份 远冤尧酚性弱碱性生物碱

物碱在水相中完全解离袁而弱碱性生物碱在水中发
在水相袁而部分弱碱性的生物碱则进入有机相咱缘暂遥 因
此袁在分离过程中袁通过调节生物碱溶液的酸碱度

来控制可进入有机相的部分袁从而达到分离生物碱
组份的目的遥 本研究中袁通过槲寄生生物碱不同酸
碱段在不同溶剂中溶解度不同袁分离得到另外 缘 个
组份袁依次为非酚性弱碱性生物碱渊组份 远冤尧酚性弱

碱性生物碱渊组份 苑冤尧非酚性叔胺性生物碱渊组份
愿冤尧酚性叔胺性生物碱渊组份 怨冤和水溶性生物碱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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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袁郑马庆袁刘 媛袁等援槲寄生抗肿瘤有效成份提取及其对乳腺癌细胞的抑制作用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员员冤院员猿员猿鄄员猿员缘袁员猿怨远

份 员园冤遥 以上各组份经过进一步浓缩袁真空干燥后袁

员园园
愿园

圆援圆 槲寄生生物碱不同组份对肿瘤细胞生长的影响

苑园

将红果槲寄生生物碱提取组份用 阅酝杂韵 溶解

远园

后配置成 源 皂早 辕 皂蕴 的母液遥 试验时袁各组份用无血

缘园
源园

清培养液稀释袁终浓度为 员园 滋早 辕 皂蕴袁用于细胞试验

猿园

研究袁观察槲寄生生物碱不同组份提取物对乳腺癌

圆园

肿瘤细胞生长的影响遥 光镜下袁 阴性对照组 渊含

园援圆缘豫阅酝杂韵 无血清培养液冤乳腺癌细胞生长状态良

好袁 说明 园援圆缘豫阅酝杂韵 溶剂对乳腺癌细胞生长无影

响曰槲寄生生物碱不同组份提取物对乳腺癌细胞系
酝阅粤鄄酝月鄄圆猿员尧酝阅粤鄄酝月鄄源猿缘 均可 产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抑制作用渊图 员冤遥 其中袁采用经典提取分离法得到的
组份 缘 对两种乳腺癌细胞系抑制作用最为显著袁分
别为阴性对照的 员圆援源豫尧圆愿援源豫遥

酝阅粤鄄酝月鄄圆猿员
酝阅粤鄄酝月鄄源猿缘

员圆园
员园园
愿园

酝阅粤鄄酝月鄄圆猿员
酝阅粤鄄酝月鄄源猿缘

怨园

用于肿瘤细胞试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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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蚤早怎则藻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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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缘

缘援园
员园援园
浓度渊滋早 辕 皂蕴冤

圆园援园

槲寄生提取组份 缘 对乳腺癌细胞生长抑制作用
悦怎则增藻 燥枣 贼澡藻 枣蚤枣贼澡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 藻曾贼则葬糟贼藻凿 枣则燥皂
灾蚤泽糟怎皂 糟燥造燥则葬贼怎皂 渊运燥皂冤 晕葬噪葬蚤 枣燥则 贼澡藻 早则燥憎贼澡
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燥枣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泽

人的关注遥 目前袁世界上对欧洲及韩国产槲寄生提
取物的抗肿瘤作用研究较多袁 相关报道显示袁 英尧
德尧法尧荷兰尧比利时等国家已对数万名癌症患者使
用槲寄生治疗各种肿瘤袁且疗效显著遥 欧洲上市槲
寄生制剂有 陨泽糟葬凿燥则禄砸尧匀藻造蚤曾燥则禄砸尧孕造藻灶燥泽燥造禄砸 等袁 并已取

得非常好的临床效果咱员原猿暂遥 槲寄生作为一种天然抗肿

远园

瘤药物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袁专家预测野槲寄生冶

源园

有望成为继紫杉醇之后又一种天然的抗癌药遥

圆园

目前袁 国内研究开发的槲寄生相关产品很少遥

园

我国槲寄生与欧洲白果槲寄生同源袁而且天然资源
丰富袁分布较广袁亟待开发遥 红果槲寄生是桑寄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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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寄生生物碱不同组份对乳腺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陨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泽 藻曾贼则葬糟贼藻凿 枣则燥皂
灾蚤泽糟怎皂 糟燥造燥则葬贼怎皂 渊运燥皂冤 晕葬噪葬蚤 燥灶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糟藻造造 早则燥憎贼澡

圆援猿

槲寄生提取物对乳腺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为进一步观察槲寄生生物碱组分 缘 对乳腺癌

细胞系 酝阅粤鄄酝月鄄圆猿员尧酝阅粤鄄酝月鄄源猿缘 的抑制作用袁特

将本组份制成系列浓度的培养液遥 研究发现袁随着

槲寄生属植物袁药用部位是干燥带叶茎枝袁在我国
使用很久遥 为进一步观察槲寄生中各组份对肿瘤细
胞的生长抑制作用袁 本研究将槲寄生组份进行分
离袁采用经典提取分离法及利用生物碱不同酸碱段
在不同溶剂中溶解度的不同袁共得到 员园 种组份袁其
中袁利用中药有效成分经典提取分离法进行系统分

离得到组份 员耀缘袁 利用生物碱不同酸碱度在不同溶

剂中溶解度不同进行分离纯化得到组份 远耀员园遥 为观

给药浓度的增加袁 槲寄生生物碱提取组份 缘 对肿瘤

察这 员园 种组份对肿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袁 选择

细胞抑制作用更为明显遥 酝阅粤鄄酝月鄄圆猿员 和 酝阅粤鄄酝月鄄

中袁 槲寄生 员园 种分离组份对乳腺癌细胞系 酝阅粤鄄

细胞抑制作用增强袁当浓度达 圆园 滋早 辕 皂蕴 时袁对肿瘤

源猿缘 的 陨悦缘园 值分别为 猿援圆源尧源援愿园 滋早 辕 皂蕴渊图 圆冤遥
猿

讨

论

槲寄生为桑寄生科半寄生常绿小灌木袁常寄生
于桑科尧茶科尧山毛莨科尧芸香科尧蔷薇科和豆科等

圆怨 科 缘园 余种植物上遥 槲寄生中含多种活性成分袁现

已从槲寄生中分离得到挥发油尧黄酮尧有机酸等小
分子化合物以及多肽尧蛋白尧多糖等高分子化合物遥

槲寄生作为一种天然抗肿瘤药物一直受到世

常见的恶性肿瘤乳腺癌细胞系进行研究遥 本研究

酝月鄄圆猿员 及 酝阅粤鄄酝月鄄源猿缘 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袁其

中采用醋酸乙酯萃取分离的组份 缘 对两种肿瘤细
胞均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袁 终浓度为 员园 滋早 辕 皂蕴 时

对两种肿瘤细胞的抑制率分别为 愿苑援远豫和 苑员援远豫袁
其 陨悦缘园 值分别为 猿援圆源尧源援愿园 滋早 辕 皂蕴遥 研究表明院槲寄
生提取物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肿瘤细胞的活性袁如
细胞凋亡尧细胞周期尧蛋白合成尧血管生成以及免疫

调节等咱远暂遥 本研究采用经典分离法得到的组份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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