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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双[三(2-甲基-2-苯基)

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为如下结构式(I)的配合物。本发明还

公开了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

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制备方法及在制备抗肿瘤

药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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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为如下结构式的

(I)的配合物：

所述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具有一定的热稳定范

围，在300℃以下能稳定存在,所述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

其红外数据：IR(KBr ,cm-1):3086 ,3057 ,3021 ,2959 ,2922 ,2860v(C-H) ,1670vas(COO-) ,

1304vs(COO-) ,621v(Sn-C) ,557v(Sn-O)；其核磁谱数据：1H  NMR(CDCl3，500MHz)，δ(ppm)：

8.90，8.88(s，3H，Ar-H)，7.30-7.10(m,30H,Ar-H) ,1.29(s，12H，CH2Sn)，1.25(s，36H，CH3)

；13C  NMR(CDCl3，125MHz)，δ(ppm):32 .99(SnCH2-)，37 .74，37 .82(-CH3)，37 .90(Ar-C) ,

125.38，126.10，127.67，128.56,135.29,136.64,148.17,150.75(Ar)，167.96(COO)；119Sn 

NMR(CDCl3,186MHz) ,δ(ppm):108.16；其中，所述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

间苯二甲酸酯分子中含有两个锡核，且两个锡原子均为四配位畸变四面体构型,所述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熔点为139-140℃。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反应容器中按顺序依次加入5-硝基间苯二甲酸、双[三(2-甲基-2-

苯基丙基)锡]氧化物及溶剂甲醇，在温度为50～65℃的条件下反应8～24h；冷却，过滤，在

20～35℃的条件下，控制溶剂挥发结晶，得白色固体，即为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

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所述5-硝基间苯二甲酸、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两者

的物质的量比为1:(1～1.05)，所述溶剂无水甲醇用量为每毫摩尔氧化双[三(2-甲基-2-苯

基)丙基锡]加30～45毫升。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在制

备抗癌药物中的应用。

4.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中所述癌为肺癌、乳腺癌或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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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以及该配合物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锡是一类含有Sn-C键的金属有机化合物，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在杀菌、杀

虫、抗癌药物制备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已有的研究表明，有机锡中的烃基R是决定

化合物抗癌活性高低的主要因素，如，环己基、正丁基和苯基锡化合物的抗癌活性较强，乙

基次之，甲基则几乎无抗癌活性。配体的结构对配合物的抗癌活性以及杀灭癌细胞的广谱

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验证明，有机锡羧酸酯配合物的生物活性往往比相应的有机锡化

合物高。

[0003] 欧洲专利EP0177785B1公开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羧酸酯比双[三(2-

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具有更强的生物活性。

[0004] 文献(化学学报,1999,57:210-218.)报道：双(三环己基锡)二元羧酸酯对蚊子与

红叶螨有较好的的药效。

[0005] 文献(高等学校化学学报,1999,20(11):1743-1745.)  证明：双[三(2-甲基-2-苯

基丙基)锡]羧酸酯具有比三环己基氢氧化锡更强的杀螨活性。

[0006] 基于氧化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是经实验证明具有较好生物活性的物

质，本发明选择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与配体5-硝基间苯二甲酸，在一定

条件下反应，合成得到了对NCI-H460(人肺癌细胞），MCF7(人乳腺腺癌细胞），HEPG2(人肝癌

细胞)的抑制活性较强的配合物，为开发抗癌药物提供了新途径。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提供了一种双[三(2-甲基-

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

[0008]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提供上述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

酯配合物的制备方法。

[0009] 本发明的第三目是提供上述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

配合物在医药中的应用。

[0010] 作为本发明第一方面的一种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

配合物，其为如下结构式(I)的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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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I)。

[0013] 本发明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经元素分

析、红外光谱分析及核磁共振谱结构分析，结果如下：

[0014] 元素分析(C68H81NO6Sn2)：理论值：C，65.56；H，6.55；N，1.12。测定值：C，65.59；H，

6.51；N，1.18。

[0015] IR(KBr,  v/cm-1):  3086,  3057 ,  3021 ,  2959,  2922,  2860  v(C-H) ,  1670  vas

(COO-) ,  1304  vs(COO-) ,  621  v(Sn-C) ,  557  v(Sn-O)。

[0016] 1H  NMR(CDCl3，500  MHz)，δ(ppm)：8.90，8.88(s，3H，Ar-H)，7.30-7 .10(m ,  30H, 

Ar-H) ,  1.29(s，12H，CH2Sn)，1.25(s，36H，CH3)。

[0017] 13C  NMR(CDCl3，125  MHz)，δ(ppm):  32.99(SnCH2-)，37.74，37.82(-CH3)，37.90

(Ar-C) ,  125 .38，126 .10，127 .67，128 .56 ,  135 .29 ,  136 .64 ,  148 .17 ,  150 .75(Ar)，

167.96(COO)。

[0018] 119Sn  NMR(CDCl3,186  MHz) , δ(ppm):  108.16。

[0019] 本发明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结构特点

是：分子中含有两个锡核，且每个锡原子均为四配位畸变四面体构型。

[0020] 作为本发明第二方面的一种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

的制备方法，在反应容器中按顺序依次加入5-硝基间苯二甲酸、双[三(2-甲基-2-苯基丙

基)锡]氧化物及溶剂甲醇，在温度为50~65℃的条件下反应8～24h；冷却，过滤，在20~35℃

的条件下，控制溶剂挥发结晶，得白色固体，即为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

苯二甲酸酯配合物。

[0021]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5-硝基间苯二甲酸、双[三(2-甲基-2-苯基丙

基)锡]氧化物两者的物质的量比为1:(1~1.05)。

[0022]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溶剂甲醇用量为每毫摩尔双[三(2-甲基-2-

苯基丙基)锡]氧化物加30~45毫升。

[0023] 作为本发明第三方面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

物的结构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

[0024] 申请人对上述配合物进行了体外抗肿瘤活性确认研究，确认该配合物具有一定的

抗肿瘤生物活性，也就是说上述配合物的用途是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具体地说就

是在制备抗人肺癌药物、人乳腺癌、人肝癌药物中的应用。

[0025] 本发明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对人肺癌

药物、人乳腺癌、人肝癌药物等显示出良好的抗癌活性，可以其为原料制备抗肺癌、抗乳腺

癌、抗肝癌药物。与目前普遍使用的铂类抗癌药物相比，本发明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

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具有抗癌活性高、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等特点，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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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药物提供了新途径。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IR谱图。

[0027] 图2为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1H  NMR谱图。

[0028] 图3为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13C  NMR谱图。

[0029] 图4为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119Sn  NMR谱

图。

[0030] 图5为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TG-DTG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通过以下实施例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但应注意本发明的范围并不受这些实施

例的任何限制。

[0032] 实施例1：

[0033] 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制备：

[0034] 在100ml圆底烧瓶中按顺序依次加入5-硝基间苯二甲酸0.2111g(1mmol)、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1.0532g(1mmol)、溶剂甲醇30mL，在温度为50~65℃的条件

下反应8h；冷却，过滤，在20~35℃的条件下，控制溶剂挥发结晶，得白色固体，即为双[三(2-

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产率：74%，熔点：139-140℃。

[0035] 元素分析(C68H81NO6Sn2)：理论值：C，65.56；H，6.55；N，1.12。测定值：C，65.59；H，

6.51；N，1.18。

[0036] IR(KBr,  v/cm-1):  3086,  3057 ,  3021 ,  2959,  2922,  2860  v(C-H) ,  1670  vas

(COO-) ,  1304  vs(COO-) ,  621  v(Sn-C) ,  557  v(Sn-O)。

[0037] 1H  NMR(CDCl3，500  MHz)，δ(ppm)：8.90，8.88(s，3H，Ar-H)，7.30-7 .10(m ,  30H, 

Ar-H) ,  1.29(s，12H，CH2Sn)，1.25(s，36H，CH3)。

[0038] 13C  NMR(CDCl3，125  MHz)，δ(ppm):  32.99(SnCH2-)，37.74，37.82(-CH3)，37.90

(Ar-C) ,  125 .38，126 .10，127 .67，128 .56 ,  135 .29 ,  136 .64 ,  148 .17 ,  150 .75(Ar)，

167.96(COO)。

[0039] 119Sn  NMR(CDCl3,186  MHz) , δ(ppm):  108.16。

[0040] 实施例2：

[0041] 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制备：

[0042] 在100ml圆底烧瓶中按顺序依次加入5-硝基间苯二甲酸0.2116g(1mmol)、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1.1060g(1.05mmol)、溶剂甲醇47mL，在温度为50~65℃的

条件下反应12h；冷却，过滤，在20~35℃的条件下，控制溶剂挥发结晶，得白色固体，即为双

[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产率：76%，熔点：139-140℃。

[0043] 元素分析(C68H81NO6Sn2)：理论值：C，65.56；H，6.55；N，1.12。测定值：C，65.59；H，

6.51；N，1.18。

[0044] IR(KBr,  v/cm-1):  3086,  3057 ,  3021 ,  2959,  2922,  2860  v(C-H) ,  1670  vas

(COO-) ,  1304  vs(COO-) ,  621  v(Sn-C) ,  557  v(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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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1H  NMR(CDCl3，500  MHz)，δ(ppm)：8.90，8.88(s，3H，Ar-H)，7.30-7 .10(m ,  30H, 

Ar-H) ,  1.29(s，12H，CH2Sn)，1.25(s，36H，CH3)。

[0046] 13C  NMR(CDCl3，125  MHz)，δ(ppm):  32.99(SnCH2-)，37.74，37.82(-CH3)，37.90

(Ar-C) ,  125 .38，126 .10，127 .67，128 .56 ,  135 .29 ,  136 .64 ,  148 .17 ,  150 .75(Ar)，

167.96(COO)。

[0047] 119Sn  NMR(CDCl3,186  MHz) , δ(ppm):  108.16。

[0048] 实施例  3：

[0049] 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制备：

[0050] 在100ml圆底烧瓶中按顺序依次加入5-硝基间苯二甲酸0.4218g(2mmol)、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2.2112g(2.1mmol)、溶剂甲醇63mL，在温度为50~65℃的条

件下反应18h；冷却，过滤，在20~35℃的条件下，控制溶剂挥发结晶，得白色固体，即为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产率：72%，熔点：139-140℃。

[0051] 元素分析(C68H81NO6Sn2)：理论值：C，65.56；H，6.55；N，1.12。测定值：C，65.59；H，

6.51；N，1.18。

[0052] IR(KBr,  v/cm-1):  3086,  3057 ,  3021 ,  2959,  2922,  2860  v(C-H) ,  1670  vas

(COO-) ,  1304  vs(COO-) ,  621  v(Sn-C) ,  557  v(Sn-O)。

[0053] 1H  NMR(CDCl3，500  MHz)，δ(ppm)：8.90，8.88(s，3H，Ar-H)，7.30-7 .10(m ,  30H, 

Ar-H) ,  1.29(s，12H，CH2Sn)，1.25(s，36H，CH3)。

[0054] 13C  NMR(CDCl3，125  MHz)，δ(ppm):  32.99(SnCH2-)，37.74，37.82(-CH3)，37.90

(Ar-C) ,  125 .38，126 .10，127 .67，128 .56 ,  135 .29 ,  136 .64 ,  148 .17 ,  150 .75(Ar)，

167.96(COO)。

[0055] 119Sn  NMR(CDCl3,186  MHz) , δ(ppm):  108.16。

[0056] 实施例4：

[0057] 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制备：

[0058] 在100ml圆底烧瓶中按顺序依次加入5-硝基间苯二甲酸0.4221g(2mmol)、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2.1056(2mmol)、溶剂甲醇70mL，在温度为50~65℃的条件

下反应24h；冷却，过滤，在20~35℃的条件下，控制溶剂挥发结晶，得白色固体，即为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产率：73%，熔点：139-140℃。

[0059] 元素分析(C68H81NO6Sn2)：理论值：C，65.56；H，6.55；N，1.12。测定值：C，65.59；H，

6.51；N，1.18。

[0060] IR(KBr,  v/cm-1):  3086,  3057 ,  3021 ,  2959,  2922,  2860  v(C-H) ,  1670  vas

(COO-) ,  1304  vs(COO-) ,  621  v(Sn-C) ,  557  v(Sn-O)。

[0061] 1H  NMR(CDCl3，500  MHz)，δ(ppm)：8.90，8.88(s，3H，Ar-H)，7.30-7 .10(m ,  30H, 

Ar-H) ,  1.29(s，12H，CH2Sn)，1.25(s，36H，CH3)。

[0062] 13C  NMR(CDCl3，125  MHz)，δ(ppm):  32.99(SnCH2-)，37.74，37.82(-CH3)，37.90

(Ar-C) ,  125 .38，126 .10，127 .67，128 .56 ,  135 .29 ,  136 .64 ,  148 .17 ,  150 .75(Ar)，

167.96(COO)。

[0063] 119Sn  NMR(CDCl3,186  MHz) , δ(ppm):  108.16。

[0064]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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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的制备：

[0066] 在100ml圆底烧瓶中按顺序依次加入5-硝基间苯二甲酸0.4223(2mmol)、双[三(2-

甲基-2-苯基丙基)锡]氧化物2.1581g(2.05mmol)、溶剂甲醇70mL，在温度为50~65℃的条件

下反应24h；冷却，过滤，在20~35℃的条件下，控制溶剂挥发结晶，得白色固体，即为双[三

(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产率：72%，熔点：139-140℃。

[0067] 元素分析(C68H81NO6Sn2)：理论值：C，65.56；H，6.55；N，1.12。测定值：C，65.59；H，

6.51；N，1.18。

[0068] IR(KBr,  v/cm-1):  3086,  3057 ,  3021 ,  2959,  2922,  2860  v(C-H) ,  1670  vas

(COO-) ,  1304  vs(COO-) ,  621  v  (Sn-C) ,  557  v  (Sn-O)。

[0069] 1H  NMR(CDCl3，500  MHz)，δ(ppm)：8.90，8.88(s，3H，Ar-H)，7.30-7 .10(m ,  30H, 

Ar-H) ,  1.29(s，12H，CH2Sn)，1.25(s，36H，CH3)。

[0070] 13C  NMR(CDCl3，125  MHz)，δ(ppm):  32.99(SnCH2-)，37.74，37.82(-CH3)，37.90

(Ar-C) ,  125 .38，126 .10，127 .67，128 .56 ,  135 .29 ,  136 .64 ,  148 .17 ,  150 .75(Ar)，

167.96(COO)。

[0071] 119Sn  NMR(CDCl3,186  MHz) , δ(ppm):  108.16。

[0072] 试验例：本发明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其

体外抗癌活性测定是通过MTT 实验方法实现的。

[0073] M T T析法 ：以 代谢还原3 - ( 4 ,5 - D i m e t h y l t h i a z o l - 2 - y l ) - 2 ,5 -

diArenyltetrazolium  bromide  为基础。活细胞线粒体中的琥珀酸脱氢酶能使外源性  MTT 

还原为水不溶性的蓝紫色结晶甲瓒(Formazan)并沉积在细胞中，而死细胞无此功能。二甲

基亚砜(DMSO)能溶解细胞中的甲瓒，用酶标仪测定特征波长的光密度，可间接反映活细胞

数量。

[0074] 采用MTT法来测定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对

人肺癌细胞(NCI-H460)、人乳腺癌细胞(MCF7)、人肝癌细胞(HepG2)的抑制活性。

[0075] 细胞株及培养体系：NCI-H460，MCF7和HepG2细胞株取自美国组织培养库(ATCC)。

用含10%胎牛血清的RPMI1640(GIBICO  公司)培养基，在5%(体积分数)CO2、37℃饱和湿度培

养箱内进行体外培养。

[0076]   测试过程：将测试药液(0.1nM-10uM)按照浓度的浓度梯度分别加入到各个孔中，

每个浓度设6个平行孔。实验分为药物试验组(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测试药)、对照组(只加

培养液和细胞，不加测试药)和空白组(只加培养液，不加细胞和测试药)。将加药后的孔板

置于37℃，5%CO2培养箱中培养72h。对照药物的活性按照测试样品的方法测定。在培养了

72h后的孔板中，每孔加  MTT40uL(用D-Hanks缓冲液配成4mg/mL)。在37℃放置4h后，移去上

清液。每孔加150uL  DMSO，振荡5min，使Formazan结晶溶解。最后，利用自动酶标仪在570nm

波长处检测各孔的光密度。

[0077]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使用GraAr  Pad  Prism  version5.0程序，化合物IC50通过程序

中具有S形剂量响应的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得到。

[0078] 以MTT分析法对人肺癌细胞(NCI-H460)细胞株、人乳腺癌细胞(MCF7)细胞株、人肝

癌细胞(HepG2)细胞株进行分析，测定其IC50值，结果如表1所示，结论为：由表中数据可知，

本发明的抗癌药物，对人肺癌、人乳腺癌、人肝癌抗癌活性较高，可作为抗癌药物的候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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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

[0079] 表  1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抗癌药物体外活

性测试数据

[0080]

  人肺癌细胞 人乳腺癌细胞 人肝癌细胞

细胞株 NCI-H460 MC-7 HEPG2

IC50 μM 5.29 5.75 7.52 

[0081] 其余实施例制备的双[三(2-甲基-2-苯基)丙基锡]5-硝基间苯二甲酸酯配合物以

MTT法对人肺癌细胞（NCI-H460）、人肝癌细胞（HepG2）和人乳腺癌细胞（MCF7）的抗癌活性测

试方法同试验例，测试结果与表1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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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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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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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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