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钌配合物[Ru(MeIm)4(4mopip)]2+稳定 G-四链体
对抑制肺癌细胞生长机制的研究
孙冬冬，牟志鹏，李

暖，张伟伟，赵志伟，黄东辉，杨小方，汪维云*

(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制备一种新型钌配合物[Ru(MeIm)4(4mopip)]2+（RuMeMo），运用元素分析(C、H、N)、电喷雾电离质

谱(ESI-MS)、核磁共振谱（1H NMR）
对 RuMeMo 进行了结构表征。紫外光谱、热变性试验和圆二色光谱研究 RuMeMo
与 F21T 的分子作用机制，发现其能诱导线性 G-四链体 DNA 形成混合型结构并能有效稳定 G-四链体。MTT 法评
估 RuMeMo 对癌细胞的抑制作用及其对正常细胞的毒性，发现其对肺癌细胞（A549）表现出高选择的抑制作用，
而对正常人类肺原胚细胞（CDDP）则表现出较低的细胞毒性。本研究结果表明，RuMeMo 因其稳定 G-四链体 DNA
的能力，从而有被运用于肺癌治疗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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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umor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apoptosis of tumor
cells induced by ruthenium complexes
SUN Dongdong, MOU Zhipeng, LI Nuan, ZHANG Weiwei, ZHAO Zhiwei,
HUNAG Donghui, YANG Xiaofang, WANG Weiyu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hui Agricultru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new ruthenium complex, [Ru(MeIm) 4(4mopip)]2+(RuMeMo), was designed, synthesized, and further characterized by Elemental analyses (C, H and N)，ESI-MS and NMR. UV-Visible spectroscopy (UV-Vis), fluorescent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FRET), and circular dichroism (CD) were used to research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ctions between RuMeMo and F21T. RuMeMo showed a high inhibitory activity to A549 and a low cytotoxicity activity to CDDP via MTT analysis. Al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uMeMo may
be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due to its ability for stabling G-complex.
Key words: ruthenium complexes; G-quadruplex; apoptosis; lung cancer; mechanism
端粒酶( telomerase) 是一种具有逆转录活性的

重要作用 [1]。影响端粒酶活性的重要因素是端粒的

核糖核蛋白酶。端粒酶的异常活化是细胞永生化和
肿瘤形成的关键步骤。端粒酶活性与细胞周期及细

长度，端粒的末端是富含鸟嘌呤的突出单链[2]。端
粒 DNA 形成的独特二级结构 G-四链体对端粒酶的

胞凋亡调控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正常体细胞中几
乎检测不到端粒酶活性，而多数肿瘤细胞中端粒酶

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能达到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
作用[3]。研究表明，能够诱使端粒 DNA 形成 G-四

活性异常升高，可见端粒酶在维持肿瘤增殖中起着

链体及可以稳定这种结构的药物均可能成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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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药物。这种结构的形成能够破坏端粒的稳定性，
影响端粒酶的活性使端粒缩短，进而诱导细胞凋亡。

KH2PO4/K2HPO4, 1 mmol·L-1 K2EDTA, pH 5.5；
缓冲溶液 C：100 mmol·L-1 KCl, 10 mmol·L-1

此外，G-四链体结构还可以出现在癌症相关基因的
启动子区，参与调控基因转录。因此能够诱导并稳

KH2PO4/K2HPO4, 1 mmol·L-1 K2EDTA, pH 7.0。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级。

定 G-四链体结构的小分子配合物可能抑制端粒酶
活性，调节基因表达，进而发挥抗肿瘤效应 [3-4]。

1.1.2

目前，对铂类配合物的研究较多，铂类配合物
作为抗癌药物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金属抗肿瘤化疗
药物[5-7]，其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金
属配合物的抗肿瘤研究的兴趣。但目前, 临床应用
铂类抗癌药的最大问题是耐药性，许多患者先天或
后天对铂类抗癌药物产生耐药性, 严重降低了药物
的疗效及其抗癌谱 [8-9]。在非铂类药物中, 金属钌配
合物是最有前途的抗癌药物之一。作为与铂类配合
物的对照物，钌配合物普遍采用六配位八面体的构
型，改变配体的类型和结构可以改变其性质[10-11]。

仪器

元素分析(C、H、N)用 Perkin-Elmer

240C 元素分析仪测定；
电喷雾质谱(ESI-MS)用 LCQ
系统(Finnigan MAT, USA)记录，选用甲醇作流动相；
核磁共振谱（ 1H NMR）采用 Varian Mercury-plus 300
NMR；电子吸收光谱用 Perkin- Elmer Lambda-850
紫外可见光谱仪记录；发射光谱用 Hitachi F-4500
荧光光谱仪测定；圆二色 (CD) 谱用 JASCO- J810
圆二色谱仪测量；
荧光定量 PCR 用 Bio-Rad Chrome
4 PCR 仪测量。
1.2 方法
1.2.1

钌络合物 RuMeMo 的制备

2-(4-甲氧基苯

近年来，很多课题组设计合成了新型钌配合物，并
评价了其抗肿瘤活性。但到目前为止相关报道以及

基)-1H-咪唑 [4,5-f][1,10]菲罗啉 (4mopip) 的合成
见参考文献[8,14]。[Ru(4mopip)Cl 4]的合成见参考文

研究都较少，仍是亟待发展的具有抗肿瘤活性的新
型配合物，并需进一步阐释其抗肿瘤作用机制[12-13]。

献[15]。
[Ru(MeIm)4(4mopip)](ClO4) 2·2H2O 的合成: 在

为了阐明钌配合物与端粒 DNA 的作用能力对
其抗肿瘤活性的影响，及其抗肿瘤作用机制，本试

氩气的保护下，将[Ru(4mopip)Cl 4] (0.142 g, 0.25
mmol) 和 1-甲 基 咪 唑 (0.41 g, 5 mmol) 混 入 到

验制备了新型钌配合物[Ru(MeIm)4(4mopip)]2+( RuMeMo) ， 对 其 与 端 粒 DNA F21T （ 5′-FAM-G3

DMF (N,N-dimethylformamide) (15 mL) 中，搅拌回
流 8 h，得到深红色溶液。缓慢的冷却至室温，过

[T2AG3]3- TAMRA-3′ ）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
并探索了其抗癌活性。

滤，
滤液旋转蒸发至 5 mL，
冷却至室温后加入 10 mL
水进行稀释，在缓慢搅拌的条件下向稀释液中逐滴

1 材料与方法

加入饱和的 NaClO4 溶液，产生大量的红色沉淀。
反应完全后静置 1 h，抽滤，用乙醚对固体进行洗

1.1 材料
1.1.1 药品与试剂

台盼蓝、MTT、DMSO 购自美

国 Sigma 公司；DNA 寡聚物 5′-AGGGTTAGGGT
TAGGGTTAGGG-3′ (F21T) 购 买 自 生 工 生 物 工 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并且未进行任何纯化等处
理，通过测量解链后在 260 nm 下的吸光度确定浓
度，单链的消光系数根据最邻近域计算法获得；G四链体的结构和基序通过以下方法获得：寡居核苷
酸样本被不同的缓冲溶液溶解，
加热到 90℃ 5 min，
缓慢的冷却到室温，在 4℃下孵育过夜；DCFH-DA
(2',7'-二氯 荧光黄 双乙酸 盐)购买 自生工 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所用到的缓冲溶液的配制均采用超纯水配制，
缓冲体系如下：
缓冲溶液 A：100 mmol·L-1 NaCl, 10 mmol·L-1
-1

NaH2PO4/Na2HPO4, 1 mmol·L Na2EDTA, pH 5.5；
缓冲溶液 B：100 mmol·L-1 KCl, 10 mmol·L-1

涤后真空干燥得到粗产品。将干燥后的粗产品用少
量的乙腈溶解，装入约 15 cm 的中性氧化铝柱中。
用乙腈:甲苯 = 3:1 (v/v), 淋洗下主要的红色组分，
减压旋干，在乙腈-乙醚中重结晶获得精制品。
1.2.2

紫外光谱研究钌配合物 RuMeMo 与 F21T

的相互作用

在样品池与参比池中分别放入 3.0

mL 的缓冲液，进行室温（25℃）条件下基线的扫
描处理。向样品池中加入 10 mmol·L-1 的 RuMeMo，
扫描记录下钌配合物 RuMeMo 在 200～600 nm 的范
围内的紫外吸收光谱 [12]，然后分别在样品池和参比
池 中 用 微 量 进 样 器 加 入 等 量 的 DNA 样 品 ， 使
DNA 与钌配合物浓度比值（CDNA/CRu）按 2.5、5、
7.5、10、15 和 20 的比例递增, 混匀约 5 min 后，
记录 200 ～ 600 nm 的范围内的紫外吸收光谱变
化。根据下列公式(1)[16-17] 计算配合物与 DNA 作用
的结合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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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a−εf)/(εb−εf)=(b−(b2−2K 2 C t[DNA]/s)1/ 2)/2KC t （1）
b= 1+ KC t + K [DNA]/ 2s 公式中，[DNA]是 DNA 的
浓度，εa 是配合物的表观消光系数 Aobsd/[M]，εb 是
没有与 DNA 分子结合的配合物的消光系数，εf 是完
全结合 DNA 分子以后的配合物的消光系数；C t 代
表配合物总浓度，s 为键合位点的大小。K 为曲线
拟合的结合常数。
1.2.3 热变性实验研究钌配合物 RuMeMo 与 F21T
的相互作用

荧光标记的端粒 DNA F21T（5′-FAM-

G3[T 2AG3]3-TAMRA-3′）[18]，在 5′ 末端标记荧光探
针 FAM（ 6-羧基 荧光素）， 3′末端标记 荧光探针
TAMRA（6-羧基-四甲基罗丹明）溶解在含有 60
mmol·L-1 KCl，Tris-HCl（10 mmol·L-1，pH 7.4)缓冲
液中，加热至 92℃维持 5 min 后，自然冷却至室温
备用。荧光溶解曲线用 Bio-Rad iQ5 实时 PCR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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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RuMeMo 的结构表征
设计制备的含甲基咪唑配体的 RuMeMo 是一
种红色微晶状固态化合物，产率：67%，元素分析
C36H42Cl 2N12O11Ru: C, 43.64; H, 4.27; N, 16.96;
found: C, 43.56; H, 4.28; N, 16.93。如图 1 和图 2 所
示，经核 磁共振和 质谱确 认其分 子结构 特征 1H
NMR (300 MHz, ppm, DMSO-d6):  8.98 (d, 2 H, J =
5.3 Hz); 8.87 (d, 2 H, J = 8.2 Hz); 8.23 (d, 2 H, J = 8.8
Hz); 7.97～7.92 (m, 2 H); 7.89 (s, 2 H); 7.46 (s, 2H);
7.21～7.14 (m, 4H); 6.96 (s, 2H); 6.75 (s, 2H); 6.14 (s,
2H); 3.87 (s, 3H); 3.61 (s, 6H); 3.41 (s, 6H). UV-Vis
(λ/nm, ε/M -1∙cm-1)(H2O): 284 (52297), 452 (6398),
523 (5614) 。 ESI-MS (MeCN): m/z = 755.2
([M2ClO4H]+), 378.1 ([M2ClO4]2+)。

系统记录。反应体系总体积 25 mL，其中包含 1
mmol·L-1 的 F21T DNA 和不同浓度的 RuMeMo，缓
冲溶液用含 60 mmol·L-1 KCl 的 Tris-HCl 缓冲液
（10
-1
mmol·L ，pH 7.4）
，平行复孔 3 次。设定激发波长
470 nm，发射波长 530 nm；温度范围：35～95℃，
保持 1℃/1 min，延迟时间为 30 s，测定加入配合物
前后 F21T 的熔解曲线。结果用 Origin7.5 进行数据
分析。
1.2.4

图 1 RuMeMo 的 1H 核磁共振
Figure 1 1H NMR of the RuMeMo

圆二色谱研究钌配合物 RuMeMo 与 F21T

的相互作用

首先，在 3.0 mL 的样品池中加入缓

冲液进行背景扫描。
然后样品池中加入 2.0 mmol·L-1
的 DNA，在扣除背景后进行，记录 DNA 的 CD 光
谱 图 ， 然 后 向 样 品 中 加 入 RuMeMo 1 mL (1
mmol·L-1)，混匀约 5 min 后，记录 200～350 nm 范
围内的 CD 光谱变化。
1.2.5 MTT 法测定钌配合物 RuMeMo 对肿瘤细胞
株的抑制作用

经 0.25%胰蛋白酶消化 5 min 成单

细胞悬液，台盼蓝染色计数活细胞数 [19]。调整活细
胞浓度为 5 ×103 mL-1 加于 96 孔培养板，每孔 100
µL，培养 24 h 后，再分别加入浓度为 2.5、5、10
和 20 μmol·L-1 的 RuMeMo，置 37℃下培养，体积
分数为 5% CO2 培养 24 h，于结束前 4 h 加入 MTT
20 µL/孔，4 h 后弃上清液，加入 DMSO 100 µL /孔，
振荡 10 min 左右，酶标仪测定 D 450nm 值。按下列
公式(2)计算存活率，同时作图并求得半数杀伤浓度
(IC50)，评价药物的细胞毒性。
存活率/%=加药孔平均 D450nm 值/对照孔平均
D450nm 值×100%

（2）

图 2 RuMeMo 的电喷雾电离质谱图和结构原理示意图
Figure 2 ESI-MS of the RuMeMo and structural schema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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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2 RuMeMo 与 F21T 相互作用的紫外光谱研究
RuMeMo 与 F21T 相互作用的紫外光谱如图 3
所示，减色率及红移数据列于表 1 中。通过对图 3
和表 1 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 F21T 浓度的逐渐增
加，RuMeMo 的吸收光谱出现明显减色现象，说明
RuMeMo 与 F21T 的有较大的作用强度。
2.3 RuMeMo 与 F21T 相互作用的热变性研究
在 25℃时，100 mmol·L-1 的 NaCl 缓冲溶液中，随着
F21T 量 的 增 加 ， RuMeMo 的 实 时 紫 外 吸 收 光 谱 。

RuMeMo 与 F21T 作用的 FRET 结果如图 4 所
示。F21T 在缓冲溶液中的熔点为 55.9℃，当加入

[RuMeMo]=10 M, [DNA]=0～200 M 从上至下。箭头指出的
是吸光度变化位置
Under the condition of 100 mmol·L-1 NaCl buffer at 25℃
in the presence of increasing amounts of F21T. [RuMeMo]=10 M, [DNA]=0-200 M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Arrows indicate the change in absorbance upon increasing the
DNA concentration
图 3 RuMeMo 吸收光谱
Figure 3 Absorption spectra of RuMeMo
表 1 化合物 RuMeMo 吸收光谱最大波长（ max）和减光度
Table 1 Absorption spectra ( max/nm) and hypochromism of
complexes RuMeMo
化合物 Compound
 max
H/%

RuMeMo 使［RuMeMo］/［F21T］为 1:1 后，F21T
的解链温度升至 60.8℃，即使 F21T 的 Tm 升高了

[Ru(MeIm)4(4mopip)]2+

518

4.9℃。当［RuMeMo］/［F21T］达到 10:1 时，F21T
的解链温度升至 62.7℃，F21T 的 ΔTm 值的改变情
况为 ΔTm（RuMeMo）=6.8℃。显然，在 10 mmol·L-1
Tris-HCl 60 mmol·L-1 NaCl 环境中，随着 RuMeMo
浓度的增加，RuMeMo 能显著地提高 F21T 的解链
温度。这说明 RuMeMo 能够稳定了人体端粒序列的
G-四链体 DNA。

7.6

图 4 A：0.2 μmol·L-1 的 F21T 和分别混入 0.2、0.5、1.0、1.5 和 2.0 μmol·L-1 RuMeMo 后的△ Tm 值；B：0.2 μmol·L-1 的
F21T 和加入浓度分别为 0.2、0.5、1.0、1.5 和 2.0 μmol·L-1 下的 RuMeMo 荧光共振解链曲线
Figure 4 A: F21T-melting curves obtained with F21T ( 0.2μmol·L-1) alone and with RuMeMo (0.2, 0.5, 1.0, 1.5 and 2.0 μmol·L-1).
B: △ Tm values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RuMeMo with F21T (0.2, 0.5, 1.0, 1.5 and 2.0 μmol·L-1)
Figure 5 CD spectra of F21T（2 µmol·L-1）in 10 mmol·L-1
tris-HCl, pH=7.4, in the absence (a) and the presence
of 1 µmol·L-1 RuMeMo

2.4 RuMeMo 与 F21T 相互作用的圆二色谱研究
在 K+存在的缓冲液中，G-四链体 DNA 是一种
-1

-1

图 5 浓度为 2 µmol·L 的 F21T在 10 mmol·L tris-HCl, pH
=7.4 条件下的圆二色谱图，曲线（a）空白，曲线（b）
1 µmol·L-1 的 RuMeMo

平行的构型。如图 5B 所示，加入 RuMeMo 后，平
行型的 G-四链体 DNA 构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
236 nm 处负峰增强，在 251 nm 处的正峰增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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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nm 处出现一新的负峰，在 290 nm 处的正峰增

可能抑制端粒酶活性，调节基因表达，进而发挥抗

加，使得平行型的 G-四链体 DNA 结构转变成了一
种新的混合型构型。说明 RuMeMo 能够诱使线形

肿瘤效应，因此 RuMeMo 有可能发展成为潜在的抗
肿瘤药物。

F21T 形成混合型 G-四链体 DNA 结构。
2.5 MTT法测定 RuMeMo 对肿瘤细胞株的抑制作

为了 进 一步 研究 其 抗肿 瘤 活性 ， 我们 采用
MTT 法测定 RuMeMo 对肿瘤细胞株的抑制作用，

用的分析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RuMeMo 能与 F21T 发

所 选 肿 瘤 细 胞 株 有人 肝 癌 （ HepG2）、 人 宫 颈 癌
（Hela）
、人肺腺癌（A549）
、人黑色素瘤细胞（A375）

生相互作用，并具有与 G-四链体 DNA 形成混合型
G-四链体 DNA 结构，从而稳定 G-四链体的能力。

以及正常人胚肺成纤维细胞（MRC-5）等。不同浓
度的配合物作用于各种肿瘤细胞 48 h 后，根据肿瘤

能够诱导并稳定 G-四链体结构的小分子配合物有

细胞的生存率，计算出半数致死浓度 IC50。

配合物
Complexes

表 2 钌配合物 RuMeMo 和顺铂对不同人类癌细胞的 IC50
Table 2 IC50 of Ruthenium complexes RuMeMo and CDDP in various human cancer cells
IC50/μg·mL-1
HeLa

HepG-2

A375

A549

MRC-5

RuMeMo

40.5±3.4

72.7±8.7

22.5±3.2

16.1±1.3

95.1±8.3

CDDP

7.6±1.5

10.4±1.7

18.6±3.1

13.6±2.8

26.8±3.6

图 6 (A) RuMeMo 对人类肺癌细胞的生长性抑制作用。细胞被不同浓度的 RuMeMo 处理 48 h 后，用 MTT 法进行分析；
(B) RuMeMo 对人类肺癌细胞和正常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的生长性抑制作用；（C）RuMeMo 的抗增殖活性。细胞分别
被处理 24 h，48 h 和 72 h
Figure 6 (A) Growth inhibitory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s of RuMeMo on A549 cells.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he extract for 48 h and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MTT assay as described in Materials and Methods. (B)
Growth inhibitory effects of RuMeMo on A549 and MRC-5 cells. (C)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of RuMeMo,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he extract for 24 h, 48 h and 72 h

表 2 给出了 RuMeMo 以及顺铂对各肿瘤细胞株

制备的新型钌配合物 RuMeMo，引进了具有生

作用的 IC50 值。从表中可看出 RuMeMo 对 A375、
A549 细胞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尤其对 A549 细胞

物活性的甲基咪唑基团做为辅助配体。采用紫外光
谱、热变性实验进一步验证了配合物与人体端粒序

的 IC50 为 16.1 μg·mL-1，
与顺铂
（IC50 为 13.6μg·mL-1）
接近。

列 F21T 的相互作及稳定 G-四链体 DNA 的能力。
CD 光谱研究表明 RuMeMo 可以诱使线形 F21T 形

在评价药物的抗肿瘤活性时，其对正常细胞的
毒性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同时测定了 RuMeMo 对正

成混合型 G-四链体 DNA 结构。能与端粒 F21T 相
互作用并能稳定 G-四链体结构的配合物一般表现

常人胚肺成纤维细胞（MRC-5）的毒性。如图 6 实
验结果显示，即使配合物的浓度达到 64 μg·mL-1

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我们通过 MTT 实验发现
RuMeMo 对多种肿瘤细胞株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具

时 ， 对 MRC-5 细 胞 毒 性 作 用 仍 然 很 低 。 说 明
RuMeMo 对 A549 细胞具有选择性抑制作用，而对

有剂量依赖关系,尤其是对 A549 肺癌细胞具有较高
的选择性抑制作用。综合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钌配

正常细胞毒性较低。

合物的抗肿瘤活性与其能够能与 G-四链体 DNA 相
互作用并稳定 G-四链体结构的能力相关，钌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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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eMo 有可能是一种以端粒 DNA 为靶标的潜在
抗肿瘤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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