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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

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可生物降解的黑磷

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制备及其应用。其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黑磷纳米片分散于

有机溶剂中，得到黑磷纳米片溶液；(2)将铋盐溶

于有机溶剂中，得到铋盐溶液；(3)将步骤(2)中

得到的铋盐溶液加入到步骤(1)中得到的黑磷纳

米片溶液中，静置，离心，得到可生物降解的黑磷

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该方法工艺简单，易

操作，制样量大、耗时短、重现性好，制得的光敏

剂在黑磷表面生长了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保留了

黑磷的特性，同时增加了黑磷的稳定性，在生理

环境中可降解，能被X射线诱导产生单线态氧，实

现了协同的光动力效果，可应用于光电器件、太

阳能电池、锂电池和生物医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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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1)将黑磷纳米片分散于有机溶剂中，得到黑磷纳米片溶液；

(2)将铋盐溶于有机溶剂中，得到铋盐溶液；

(3)将步骤(2)中得到的铋盐溶液加入到步骤(1)中得到的黑磷纳米片溶液中，静置，离

心，得到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

步骤(2)中所述的铋盐为可溶性铋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

步骤(1)和(2)中所述的有机溶剂为N-甲基吡咯烷酮，N,N-二甲基甲酰胺，1,3-二甲基-

2-咪唑啉酮，异丙醇，乙二醇，四氢呋喃和二甲基亚砜中的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所述的铋盐为五水硝酸铋，醋酸铋和柠檬酸铋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黑磷纳米片溶液的浓度为1～1000μg/mL；

步骤(2)中所述的铋盐溶液的浓度为1～100mM；

步骤(3)中所述的铋盐溶液和黑磷纳米片溶液的体积比为2～21：2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黑磷纳米片溶液的浓度为10～50μg/mL；

步骤(2)中所述的铋盐溶液的浓度为8～25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

步骤(3)中所述的静置的条件为：4～80℃静置0.5～8小时；

步骤(3)中所述的离心的条件为：8000～14000rpm离心10～30分钟。

7.一种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其特征在于：通过权利要求1～6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

8.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在光电器件、太阳能

电池或锂电池领域中的应用。

9.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在制备抗肿瘤药物

中的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在制备抗肿瘤

药物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肿瘤为人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人宫颈癌、人胃癌、

人肝癌、乳腺癌、鼻咽癌或脑胶质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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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新型纳米材料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

治疗光敏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癌症报告2014》，2012年全球癌症患者及死亡病例

均有所增加，达到约1400万人，其中，近一半新增癌症病例出现在亚洲。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在未来百年内，癌症将继续位居人类杀手榜首位。

[0003] 光动力疗法是一种新的疾病治疗技术，是一种冷化学反应，只需要光敏剂，氧和

光，光激发光敏剂，光敏剂将能量传递给周围的氧，从而产生活性很强的单线态氧，杀死或

者损伤癌细胞达到治疗的目的。光光动力疗法光动力疗法和传统放疗相比由于其低侵袭性

和低毒性，无抗药性等优点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目前的光敏剂需要采用可见光

或者近红外光激发，而可见光或者近红外光的穿透深度极其有限仅有(1～5mm)，且能量低

对深层恶性肿瘤无法有效发挥治疗效果。临床使用的光敏剂通常为多种卟啉及其衍生物的

复合物，其成分复杂、容易受到生物体内环境因素的影响，不易控制光敏治疗效果，并且给

药后需避光1～2个月，给患者生活带来不便同时也对光动力疗法的实际应用埋下隐患。

[0004] X射线拥有很大的能量范围并且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可以穿透人体不同的深度。

因此X射线在光动力疗法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放射线虽然对肿瘤细胞具有较直接的杀死

和抑制效果，但是它依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存在较大的毒副作用，并且放疗也只能针对原

发原发瘤体进行治疗，依然无法杀死已经发生转移的肿瘤细胞。而化疗技术目前相对成熟，

这种治疗手段对肿瘤原发灶、转移灶和亚临床转移灶均具有良好的疗效。于是，在目前的治

疗中，同步放化疗在肿瘤治疗中展现出很好的效果和应用前景。但是在放疗过程中，由于肿

瘤的低氧环境，使得单独的放疗无法彻底根除肿瘤细胞，反而使肿瘤对X射线产生耐受而不

敏感。因此，设计合成一种成分简单，能高效利用穿透能力强的X射线且在生理环境中能降

解得光敏剂并发挥其与放疗的协同抗肿瘤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望推动临床抗肿瘤新药的

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提供一种可生物降解的黑磷

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所述方法制备得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

力治疗光敏剂。

[0007]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所述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

应用。

[0008]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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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光敏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将黑磷纳米片分散于有机溶剂中，得到黑磷纳米片溶液；

[0010] (2)将铋盐溶于有机溶剂中，得到铋盐溶液；

[0011] (3)将步骤(2)中得到的铋盐溶液加入到步骤(1)中得到的黑磷纳米片溶液中，静

置，离心，得到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

[0012] 步骤(1)中所述的黑磷纳米片通过液相剥离黑磷晶体获得；优选为通过如下方法

制备得到：将黑磷粉末分散到有机溶剂中，超声处理，离心去除沉淀，再离心，得到黑磷纳米

片。

[0013] 所述的有机溶剂优选为N-甲基吡咯烷酮。

[0014] 所述的超声处理的条件优选为：先1200W超声5小时，然后在冰浴下、1200W超声5小

时。

[0015] 所述的离心去除沉淀的条件优选为：7000转离心15分钟。

[0016] 所述的离心获得黑磷纳米的条件优选为：12000转离心15分钟。

[0017] 步骤(1)中所述的黑磷纳米片溶液的浓度为0～1mg/mL；优选为1～1000μg/mL；更

优选为10～50μg/mL。

[0018] 步骤(1)和(2)中所述的有机溶剂为N-甲基吡咯烷酮，N,N-二甲基甲酰胺，1,3-二

甲基-2-咪唑啉酮，异丙醇，乙二醇，四氢呋喃和二甲基亚砜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9] 步骤(2)中所述的铋盐为可溶性铋盐；优选为五水硝酸铋，醋酸铋和柠檬酸铋中的

一种或几种。

[0020] 步骤(2)中所述的铋盐溶液的浓度为0～100mM；优选为1～100mM；更优选为8～

25mM。

[0021] 步骤(3)中所述的铋盐溶液和黑磷纳米片溶液的体积比为0～1：1；优选为2～21：

21。

[0022] 步骤(3)中所述的静置的条件为：4～80℃静置0.5～8小时；静置的条件优选为：室

温静置0.5～8小时。

[0023] 步骤(3)中所述的离心的条件为：8000～14000rpm离心10～30分钟；离心的条件优

选为：12000rpm离心15分钟。

[0024] 步骤(3)中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为在黑磷纳米片

表面形成三氧化二铋量子点；所述的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为5±3nm。

[0025] 一种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通过上述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制备得到。

[0026] 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在光电器件、太阳能电池、锂

电池和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0027] 所述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的应

用。

[0028] 所述的肿瘤包括人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人宫颈癌、人胃癌、人肝癌、乳腺癌、

鼻咽癌和脑胶质瘤。

[0029]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效果：

[0030] 1、本发明中，黑磷作为磷的同素异形体中最为稳定的一种，是具有天然褶皱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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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半导体，这种独特的褶皱结构赋予了黑磷许多独特的理化性质，如黑磷具备直接带

隙，拥有超出过渡金属的电子迁移率，可达1,000cm2V-1s-1以上。黑磷在生理环境中可降解，

且低生物毒性，利用其制备得到的新型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分散

性好，水中稳定，生理环境中可降解，能被X射线诱导产生单线态氧，治疗深度大，受生理环

境中其他因素影响小。

[0031] 2、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是将铋盐分散于乙二醇等溶剂中，再将铋盐溶液与黑磷纳米

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然后静置一段时间后离心即可获得三氧化二

铋量子点修饰的黑磷纳米片，即一种新型可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该方法

利用黑磷纳米片吸附溶液中的铋离子，铋离子再发生水解，从而在黑磷纳米片表面形成三

氧化二铋量子点，可以提高黑磷水中的稳定性。该方法工艺简单易操作，制样量大、耗时短、

转化效率高、重现性好，可以实现纳米级黑磷的低成本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并对环境不产生

二次污染问题。

[0032] 3、本发明利用铋盐在黑磷纳米片表面水解的方式制备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修饰的

黑磷纳米片，即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与原始黑磷相比，其稳定性显著提高，在水

中稳定，但在生理环境中如磷酸盐缓冲液中仍然可降解。与传统光敏剂卟啉类药物相比，此

材料可以被X射线诱导产生单线态氧，治疗深度大；此材料可以在生理环境中降解，给药后

无需避光，无光致毒性。

[0033] 4、本发明光敏剂在黑磷表面生长了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保留了黑磷的特性，同时

增加了黑磷的稳定性，由于铋原子序数较高，对X射线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三氧化二铋量子

点和黑磷直接接触，X射线照射时，三氧化二铋吸收X射线并直接将部分能量转移给黑磷纳

米片，而黑磷纳米片中的电子再转移给周围的氧，同时三氧化二铋作为半导体也可将电子

转移给周围的氧，形成单线态氧，从而实现了协同的光动力效果。

[0034] 5、本发明可以实现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大规模化制备，

为其在光电器件、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奠定基础。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透射电镜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在水中稳定吸收光谱

和在磷酸盐缓冲液中降解吸收光谱图；其中，图A为光敏剂在水中稳定吸收光谱；图B为光敏

剂在磷酸盐缓冲液中降解吸收光谱图。

[0037] 图3为与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光热升温曲线

图。

[003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增强抗肿瘤效果图。

[003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增强单线态氧累积

图。其中，图A为光敏剂在PBS中产生单线态氧随时间变化图；图B为光敏剂在X射线放疗下在

PBS中产生单线态氧随时间变化图；图C为光敏剂在A375黑色素瘤细胞中产生单线态氧随时

间变化图；图D为光敏剂联合X射线放疗后在A375黑色素瘤细胞中产生单线态氧随时间变化

图。

[0040]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对肿瘤体积影响的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07715110 B

5



曲线图。

[0041]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对肿瘤重量影响的

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43] 本发明实施例中涉及的黑磷纳米片是通过液相剥离黑磷晶体获得。其具体步骤

为：将黑磷粉末分散到有机溶剂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中，探头超声5小时，功率1200W，然后

冰浴超声5小时，7000转离心15分钟去除沉淀，然后再12000转离心15分钟，获得沉淀即为所

需黑磷纳米片。

[0044] 实施例1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

[0045] 一种新型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1)将黑磷纳米片分散于N-甲基吡咯烷酮中，配制浓度为20μg/mL的黑磷纳米片N-

甲基吡咯烷酮溶液，备用；

[0047] (2)将五水硝酸铋溶于乙二醇溶液，配制浓度为25mM的五水硝酸铋的乙二醇溶液

(铋盐溶液须新鲜配置)；

[0048] (3)取21mL步骤(1)中得到的黑磷纳米片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然后加入3.5mL步

骤(2)中得到的五水硝酸铋的乙二醇溶液，混合均匀后在室温环境中静置3小时，12000转离

心15分钟，获得的沉淀为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修饰的黑磷纳米片，即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

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记为Bi2O3@BP。

[0049] 实施例2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

[0050] 一种新型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1] (1)将黑磷纳米片分散于N-甲基吡咯烷酮中，配制浓度为10μg/mL的黑磷纳米片N-

甲基吡咯烷酮溶液，备用；

[0052] (2)将醋酸铋溶于乙二醇溶液，配制浓度为20mM的醋酸铋的乙二醇溶液(铋盐溶液

须新鲜配置)；

[0053] (3)取21mL步骤(1)中得到的黑磷纳米片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然后加入2mL步骤

(2)中得到的醋酸铋的乙二醇溶液，混合均匀后在80℃环境中静置0.5小时，12000转离心15

分钟，获得的沉淀为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修饰的黑磷纳米片。

[0054] 实施例3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制备

[0055] 一种新型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6] (1)将黑磷纳米片分散于1,3-二甲基-2-咪唑啉酮中，配制浓度为50μg/mL的黑磷

纳米片1,3-二甲基-2-咪唑啉酮溶液，备用；

[0057] (2)将醋酸铋溶于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配制浓度为8mM的醋酸铋的N-甲基吡咯烷

酮溶液(铋盐溶液须新鲜配置)；

[0058] (3)取21mL步骤(1)中得到的黑磷纳米片1,3-二甲基-2-咪唑啉酮溶液，然后加入

21mL步骤(2)中得到的醋酸铋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混合均匀后在4℃环境中静置8小时，

12000转离心15分钟，获得的沉淀为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修饰的黑磷纳米片。

[0059] 实施例4Bi2O3@BP的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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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1、对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进行透射电

镜检测，结果如图1所示，黑磷片表面修饰有大量的量子点(三氧化二铋量子点为5±3nm)，

说明实验方案成功实施。

[0061] 2、对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进行稳定性检

测，具体步骤如下：

[0062] 取相同质量(100μg)的新型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分别分

散于5mL水中和磷酸盐缓冲液中，(磷酸盐缓冲液通常被用来模拟生理环境)，以不同时间点

(0、1、2、3、4、5、6天)测试吸收光谱，如图2所示，发现光敏剂在水中吸收光谱基本不下降，而

在磷酸盐缓冲液中随时间出现下降，说明本发明的光敏剂在水中稳定，在生理环境中可降

解。

[0063] 3、对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光热效果进

行检测，具体步骤如下：

[0064] 取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配制成最终浓度

为20ppm的光敏剂溶液，然后取1mL上述光敏剂溶液置于透明塑料EP管中，用发射波长为

808nm、功率为1W/cm2的激光器照射10分钟，每隔30秒用可视红外热成像仪测定溶液温度，

同时以超纯水作为对照组，绘制光热升温曲线，其结果如图3所示。10分钟后，该光敏剂溶液

由22.7摄氏度上升到55摄氏度，而作为对照组的超纯水仅从22.7摄氏度上升到27.2摄氏

度，这表明实施例1制得的光敏剂具有优秀的光热转换能力，是一种优良的光热材料，在光

电器件和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0065] 实施例5Bi2O3@BP协同X射线增强体外抗黑色素瘤活性研究

[0066] 对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进行体外光动力

治疗检测，具体步骤如下：

[0067] 取呈对数生长期的A375黑色素瘤细胞(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以密度为2×

104cells/mL接种于96孔板中(100μL/孔)，使其贴壁生长24小时。取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

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配制成最终浓度分别为0.3、0.6及1.2μg/mL的光敏

剂溶液加入细胞中，孵育6小时后，X射线放疗组于X射线直线加速器下照射剂量4Gy，然后继

续培养72小时，非放疗组直接培养72小时。待时间到后，每孔加入25μL的MTT溶液(5mg/mL，

PBS溶液)并孵育4小时。去除96孔板中的上层培养液(DMEM高糖培养基，Gibco)，加入150μL 

DMSO(二甲基亚砜)，摇床上轻轻摇动15分钟，使96孔板中的紫色结晶物充分溶解。接着用多

功能酶标仪测量570nm下各孔的吸光值(OD570)，并计算细胞存活率，同时作图以求得半数

抑制浓度(IC50)。细胞存活率(％)＝(OD570实验组/OD570对照组)×100％。其细胞存活率如

图4所示，单独X射线在4Gy剂量照射下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胞存活率为80.6％，浓度为0.3、

0 .6及1 .2μg/mL的Bi2O3@BP在没有X射线照射下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胞存活率分别为：

95.2％、91.4％及80.4％。当在照射剂量为4Gy的X射线照射下，浓度为0.3、0.6及1.2μg/mL

的Bi2O3@BP在X射线照射下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胞存活率分别为：70.7％、66.3％及53.7％。

结果表明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能作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增强放疗对

A375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

[0068] 理论而言，放射性治疗主要是利用X射线或者γ射线等高能辐射通过诱导细胞产

生大量活性氧自由基(ROS)并引起DNA损伤，最终杀死肿瘤细胞。ROS主要包括超氧阴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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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过氧化氢(H2O2)、羟基自由基(HO·)以及单线态氧(1O2)。其中单线态氧由于寿命最

长、氧化能力最强而变得尤为重要。于是我们检测了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在

单独处理或者协同X射线联合作用时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胞产生1O2的量(反映为DPBF探针

荧光值的下降)。如图5所示，在PBS溶液中，10μg/mL的Bi2O3@BP在60分钟的时候诱导40.8％

的1O2产生，当在照射剂量为4Gy的X射线照射下，10μg/mL的Bi2O3@BP在60分钟的时候诱导1O2

产生量达到92.5％。接着我们也检测了Bi2O3@BP以及X射线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胞产生1O2

的量。实验结果发现，10μg/mL的Bi2O3@BP在60分钟的时候能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胞产生

38.4％的1O2，当联合X射线后，10μg/mL的Bi2O3@BP在60分钟的时候能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

胞产生1O2的量达到55.4％。这些结果充分说明：实施例1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在X射

线照射下能诱导A375黑色素瘤细胞产生更多的1O2，从而增强放疗对A375黑色素瘤细胞的生

长抑制作用。

[0069] 实施例6Bi2O3@BP协同X射线增强荷瘤移植裸鼠的体内抗抗肿瘤活性

[0070] 对实施例1中制得的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进行体内光动

力治疗检测，具体步骤如下：

[0071] (1)：A375人黑色素瘤荷瘤移植裸鼠模型建立：

[0072] 裸鼠60只，雄性，4周龄，体重20g左右(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购

入小鼠检疫10天。期间每日检查小鼠一次，如发现不健康的动物立即剔除，选用健康动物进

行实验。收集体外培养的A375人黑色素瘤细胞，计数，调整细胞悬液浓度为1×107个/mL。将

裸鼠固定，75％酒精常规消毒裸鼠腹股沟皮肤，待酒精完全挥发后，皮下注射接种0.15mL细

胞悬液于裸鼠右侧腋窝，拔针时注意避免注射液外溢。细胞接种10余天后，进针处可见微小

肿瘤形成。用游标卡尺隔日测量一次肿瘤长径及短径。待肿瘤生长至75～100mm3后将动物

随机分组，一共分为四组，每组10只，分别为：空白对照组、X射线放疗组、Bi2O3@BP组以及

Bi2O3@BP联合放疗组。

[0073] (2)药物处理方式：各组荷瘤移植裸鼠通过尾静脉注射药物，隔天注射，一共给药

10次，第21天后对各组裸鼠断颈处死，手术剥取瘤块称重。其中，空白对照组和X射线放疗组

注射生理盐水，Bi2O3@BP组以及Bi2O3@BP联合放疗组注射生理盐水配制的Bi2O3@BP，浓度为

20μg/mL，每只裸鼠尾静脉注射100μL。肿瘤体积(TV)的计算公式为：TV＝1/2×a×b2，其中

a、b分别表示长宽。

[0074] (3)如图6所示，实验结果发现随着时间增加，对照组肿瘤体积生长迅速，到第21天

对照组肿瘤体积平均值达到0.89cm3，Bi2O3@BP处理组小鼠肿瘤体积在第21天的时候也达到

0.97cm3，结果说明单独Bi2O3@BP并不能抑制小鼠体内黑色素瘤的生长。当联合X射线放疗

后，Bi2O3@BP联合放疗组小鼠肿瘤体积在第21天的时候为0.38cm3，明显小于空白对照组以

及单独Bi2O3@BP组。接着我们对给药21天后的各处理组小鼠肿瘤进行解剖，称重。如图7所

示，空白对照组和单独Bi2O3@BP组小鼠肿瘤重量平均分别为：1.06克、1.07克，而放疗组肿瘤

平均重量为0.61克，结果进一步说明单独Bi2O3@BP纳米片不能抑制小鼠体内黑色素瘤生长，

而X射线放疗能表现出良好的疗效。当Bi2O3@BP联合X射线放疗对小鼠进行处理后，小鼠黑色

素瘤的生长明显被抑制，其瘤重的平均值下降到0.35克。因此，进一步说明实施例1制得的

可生物降解的黑磷基能作为X射线光动力治疗光敏剂增强放疗对A375黑色素瘤在小鼠体内

的生长抑制作用。这说明新型光敏剂是一种优良的光敏剂。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07715110 B

8



[0075]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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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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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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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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