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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姜黄素对Ｒａ．ｉ细胞体外抗癌作用及其机制，对比研究其对Ｒａｊｉ细胞和人单个核细胞

的细胞毒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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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对Ｒａｊｉ细胞体外抗癌作用的实验研究

用ＭＴＴ法检测姜黄素对Ｒａｊｉ细胞及人单个核细胞增殖的影响，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双标流

式术、缺口末端标记法检测姜黄素对Ｒａ．ｉ细胞及人单个核细胞凋亡的影响，ＰＩ单标流式细胞术测定姜黄素
对Ｒａｉｉ细胞ＤＮＡ含量分布的影响。结果

（１）姜黄素对Ｒａｊｉ细胞具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２）姜黄素可

以时间和剂量依赖性方式诱导Ｒａｊｉ细胞凋亡。（３）姜黄素组Ｒａｊｉ细胞周期发生变化，细胞周期被阻滞于
Ｇｎ／Ｇ，和Ｇ，／Ｍ期，Ｓ期比例减少。（４）姜黄素对人单个核细胞无明显抑制增殖和诱导凋亡作用。结论

姜

黄素能够调控Ｒａｊｉ细胞的细胞周期并诱导其凋亡，从而抑制Ｒａｊｉ细胞增殖；姜黄素对人单个核细胞无明显
细胞毒作用，而选择性作用于肿瘤细胞。
姜黄素；Ｒａｊｉ细胞；细胞凋亡；细胞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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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ｄｉ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具有广泛的

胞和人单个核细胞的细胞毒性。

w.

药用价值，包括抗炎、抗氧化、抗凝、抗人类免疫缺陷病

材料与方法

毒、抗肿瘤、抗突变等。近年来对姜黄素抗肿瘤作用进
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姜黄素对多种肿瘤具有明显的抑

ｌ

细胞

人Ｂ细胞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细胞系

Ｒａｊｉ细胞由本校免疫教研室提供。用含１０％胎牛血

及对人单个核细胞的作用尚未见报道。本实验采用

清、青霉素１００Ｕ／ｍ１、链霉素１００肛ｇ／ｍｌ的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

ww

制作用¨３，但有关其对Ｂ细胞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细胞

Ｒａｊｉ细胞探讨姜黄素对Ｂ细胞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细胞

常规３７℃、５％ＣＯ，培养箱中培养，１～２天传代１次，

生长和细胞周期的作用，并对比研究姜黄素对Ｒａｊｉ细

生长曲线测试倍增时间为（２４±１）ｈ。实验前２４ｈ半量
换液，台盼蓝拒染法鉴定细胞活性在９８％以上。单个
核细胞来自正常人外周静脉血，肝素抗凝，经Ｆｉｃｏｌ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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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ａｑｕｅ梯度离心获得。

６２７６６１８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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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分子式为Ｃ２，Ｈ２００６，分

子量为３６８．４，纯度９９％），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溶解于二
甲基亚砜（ＤＭＳＯ）中，配成８ｍｍｏｌ／Ｌ溶液，等量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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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一２０℃保存，临用前解冻。
采用ＭＴＴ法检测。将人单

m

３细胞增殖测定

个核细胞（细胞终浓度为１×１０６／ｍ１）和处于对数生长
期的Ｒａ“细胞（２×１０’／ｍ１）接种于９６孔板，每孔

５ｍｇ／ｍｌ Ｍ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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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肚ｌ，经不同浓度姜黄素处理２４～７２ｈ后，加入
２０ｐｌ，继续孵育４ｈ，弃去孔内培养液，加

蛐∞加∞∞∞如加ｍ

入１５０”ｌ ＤＭＳｏ，振荡使结晶溶解后于４９０ｎｍ波长酶

０

标仪测定各孔光密度（ＯＤ）值。增殖抑制率（％）＝

图２姜黄素对Ｒａｊｉ和人单个核细胞抑制增殖作用的比较

（１一实验组ＯＤ值÷对照组ＯＤ值）×１００％。
４

细胞凋亡测定

核细胞的诱导凋亡率明显低于Ｒａｉｉ细胞（Ｐ＜０．０５）。

采用Ａｎｎｅｉｎ—ｖ／碘化丙锭

其中２０＂ｍ０１／Ｌ姜黄素作用不同时间结果显示（见图

（ＰＩ）双标流式凋亡检测，试剂盒购自深圳晶美公司，参

３），姜黄素以时问依赖性方式诱导Ｒａ．ｉ细胞凋亡，而

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同步用ＴＤＴ酶介导的缺口末端

作用时间短于２４ｈ时，姜黄素对人单个核细胞无明显

标记（ＴＵＮＥＬ）法检测细胞凋亡，采用原位细胞凋亡检

的诱导凋亡作用，作用２４ｈ之后，姜黄素对人单个核细

测，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细胞涂片经固定

胞的诱导凋亡率明显增高，但仍明显低于Ｒａｊｉ细胞对

后，依次加入封闭液、ＴＵＮＥＬ反应液、透化液、ＰＯＤ转

５

细胞周期分析

采用ＤＮＡ倍体分析法检测。

受姜黄素处理的细胞用７０％冷乙醇固定２４ｈ，ＰＢｓ缓
冲液洗去固定液，ｌｍｇ／ｍ１

ＲＮａｓｅ

３７℃水浴３０ｍｊｎ，然

ｍｏｄｉｆｉｔ软件分析细胞周期，流式细胞仪（ＢＤ公司）ＣＶ

相似的变化趋势（结果具体数据略）。
两种方法对不同浓度的姜黄素诱导Ｒ ａｊｉ细胞和

表１

删”—磊产‰

人单个核细胞的凋亡情况（％，ｊ±５）

对照

值纠正于３％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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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Ｐ＜０．０５）。用末端ＴＤＴ酶标技术测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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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液和ＤＡＢ底物液，光镜下观察，计数并计算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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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Ｏ．０５，“Ｐ＜０．０１；与Ｒａｊｉ细胞相同方法、
相同剂量比较，６Ｐ＜０．０５

sci

胞增殖抑制作用呈时效和量效关系，作用２４ｈ时ＩＣ，。
为（２０．４０±１．８２）肚ｍｏｌ／Ｌ（见图１）。姜黄素对人单个
核细胞无明显增殖抑制作用，姜黄素作用２４ｈ对人单
个核细胞的ＩＣ５０为（１２７．８０±８．４１）肛ｍｏｌ／Ｌ，比对Ｒａｊｉ

w.

的Ｉｃ。。高６．２６倍，两者之间蚵差异有显著性（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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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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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姜黄素对Ｒａｉｉ细胞增殖抑制作用

姜黄素对细胞凋亡的影响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双

２０斗ｍｏｌ／Ｌ姜黄素对人单个核细胞和Ｒａｊｉ细胞诱

导凋亡作用的比较
注：与相应的对照组比较，≯＜０．０５，＋中＜Ｏ．０１

３姜黄素对细胞周期分布的影响

流式细胞仪

标流式术检测姜黄素对细胞凋亡的作用（见表１），随

分析不同条件下Ｒ ａｉｉ细胞周期改变，低浓度姜黄素

着姜黄素浓度的增加，Ｒａｊｉ细胞凋亡率递增；同步

（５、１０、１５、２０肛ｍｏｌ／Ｌ）主要使细胞积聚于Ｇ２伽期，同

ＴＵＮＥＬ实验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姜黄素对人单个

时ｓ期细胞数减少；而高浓度姜黄素（２５肚ｍ０１／Ｌ）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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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和ＴＵＮＥＬ分析显示姜黄素以剂量和

黄素作用不同时间段后，其细胞周期改变亦呈现此种

时间依赖方式诱导Ｒａｉｉ细胞凋亡，但在明显诱导Ｒａｊｉ

趋势。姜黄素作用１２ｈ时表现为Ｇ２伽期阻滞，２４ｈ
阻滞更为明显；随处理时间延长，Ｇ２例期细胞数开始

细胞凋亡的浓度范围内姜黄素对人单个核细胞无明显

下降，而Ｇ１／Ｇｏ期细胞数显著增加（见图５）。

作用时间延长，姜黄素也可诱导人单个核细胞凋亡，但

m

要使细胞周期受抑于Ｇ，／Ｇｏ期（见图４）。同一浓度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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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凋亡作用，与抑制增殖结果相符。另一方面，随着

其凋亡率仍显著低于Ｒａｉｉ组。姜黄素的这种对肿瘤

ｋ ３｜蛙５虻

细胞的选择性细胞毒作用对姜黄素的化学预防作用具
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可诱导其
他肿瘤细胞包括乳腺癌细胞和结肠癌细胞凋亡和生长
抑制¨’“。这些结果显示姜黄素确实可通过诱导肿瘤
细胞凋亡而有效抑制细胞增殖。然而，其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的机制尚未完全明了。

研究进展表明肿瘤细胞之所以无限制增殖是因为
监测细胞内基因缺陷的监测点功能丧失及细胞周期紊
乱，细胞周期的失控在肿瘤发病中处于极其重要的环
个实验均重复５次）

节；细胞的增殖、凋亡、分化、衰老均是细胞周期依赖性

-tr

图４不同浓度姜黄素对Ｒａｊｉ细胞周期的影响（每

的。因此，选择能同时破坏细胞并引起凋亡的药物，以

调节细胞周期为策略将是今后抗肿瘤治疗的新途
径＂’。因而我们用ＰＩ标记流式细胞仪分析对姜黄素

ce

作用后的Ｒａｊｉ细胞进行了ＤＮＡ含量分析，结果发现

最早受影响的细胞群为Ｇ俐期细胞，１２ｈ后此期细
胞增多，２４ｈ时达峰值，显示姜黄素具有调控Ｇ’伽期

en

监测点的能力。姜黄素作用３６ｈ后，Ｇ０／Ｇ，期细胞数

sci

图５姜黄素（１５¨ｍｏＩ，Ｌ）作用不同时间对Ｒａｊｉ细
胞周期的影响（每个实验均重复５次）

讨

论

姜黄素是从姜科植物的根茎姜黄中提取的一种植

w.

物多酚，广泛用作食品天然色素及染料，在印度和一些
南亚国家被用作天然抗炎药物。姜黄素具有多种药理
学作用，抗癌是其主要活性之一，实验证实其对肿瘤的
起始、促进、发展三个阶段均有抑制作用¨ｑ’。但是其

ww

对Ｂ细胞非霍奇氏淋巴瘤Ｒａｊｉ细胞和人单个核细胞
的作用至今尚无详细报道。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姜黄
素能有效抑制Ｒａｉｉ细胞增殖，其抗增殖作用与时间、

量增加，Ｓ期细胞减少，表明姜黄素同时具有调节Ｇ，／
Ｓ期监测点的能力。姜黄素使细胞周期阻滞将有利于
肿瘤的放、化疗，并已从姜黄素联合化疗药增强对肿瘤
细胞抑制作用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恶性淋巴瘤中Ｂ细胞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占大多
数，传统的化疗其长期存活率不到５０％，ａ—ＩＦＮ为治疗
淋巴瘤的新药，其与传统化疗药物联用已取得一定成
效，但其长期作用效果尚未明确。姜黄素由于其来源
广泛，价格低廉，同时对正常细胞无明显毒性，有望为
恶性淋巴瘤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总之，我们的实验
表明，姜黄素可有效抑制Ｒａｉｉ细胞增殖，其机制可能
为调控细胞周期进程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姜黄素也
可抑制人单个核细胞的生长，但其作用明显低于对
Ｒａｊｉ细胞的作用。姜黄素的这种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
杀伤作用，提示其可能成为Ｂ细胞淋巴瘤治疗的一种
新型的靶向型的药物。

剂量呈正相关。而本实验还发现Ｒａ｛ｉ细胞比人单个
核细胞对姜黄素诱导的增殖抑制作用要敏感得多，这
与有关文献报道人类乳腺上皮细胞ＭＣＦ一１０Ａ比多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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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巨大肝脓肿６例
郭盖章
１９９８年１月一２００４年５月笔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愈

况良好，能从事轻微体力劳动。
讨论本病发病急，表现为肝功能的严重损害和全身中

ce

巨大肝脓肿６例，取得较好的疗效，现将其中１例典型病例介
绍如下。

毒症状，多出现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笔者治疗６例中

４例预先有手术史粘连中２例行手术引流，增加了再手术的难

典型病例

度和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并发症。本法在Ｂ超引导下多次穿刺

寒、高热、黄疸７天，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６日拟“肝内胆管结石伴感

抽脓和中医辨证论治治疗，损伤轻，减少或避免大剂量抗生素

en

患者洪某，男，４４岁，住院号：２０４３７９。因右上腹胀痛，伴畏

染”人院。患者既往有肝内胆管结石，先后于２０００年８月和

应用。本病由于久病必虚、久热伤阴，津液耗损，中焦湿热导致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行胆囊切除术和胆总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

食欲不振，腹胀，二便不畅；脓液排出引起蛋白质大量的丢失，
全身免疫功能及抗感染能力低下，抗生素的长期大量应用又造

ｍｉｎ，巩膜及皮肤轻度黄染，右上腹见手术疤痕，右上腹压痛及

成肠道细菌的移位而发生菌群失调，依靠周围血管补液静脉营

肝区叩击痛，右下肺呼吸音低及叩之浊音；血常规检查ｗＢＣ

养或完全胃肠道外营养费用高，一般患者难以承受。中医学认

２０．３×１０９／Ｌ；Ｂ超检查示肝右前叶有一约１０ｃｍ×１２ｃｍ液性暗

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肝脓肿为毒素入血，采用五味消毒饮（金银

区，估计脓液５００ｍｌ，左右肝管汇合部以上有一约３ｃｍ×３ｃｍ大

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子、牡丹皮）和二陈汤（茯苓、陈皮、

小中等偏强回声团块，诊断为“肝脓肿、肝内胆管结石”。劝其

法半夏、白芍、甘草）以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健脾和胃、化痰等。

sci

体格检查：体温４０．２℃，呼吸急促（２６次／ｍｉｎ），心率１２４次／

在上药的基础上，全部病例均以鱼腥草为主加入适量大黄，如

时在Ｂ超引导下行穿刺抽出稠厚黄色脓液４６０ｍｌ，给予补液及

对虚中夹实多日未排便的典型病例将大黄用至２０９，使中毒症

大量抗生素（凯福隆、瑞特安、替硝唑等）应用，患者一直处于高

状明显改善，体温正常，食欲增加。由于肝脓肿之毒素可引起

热，全身消耗严重，又经过前后１３次在Ｂ超引导下的脓腔穿

胃肠道黏膜充血水肿，肠蠕动功能减弱以及肠腔内的有毒物质

刺，虽中毒症状明显减轻，但仍有低热、食欲不振、全身衰竭、尿

的刺激造成腹胀、纳差、低热、全身不适甚或发生应激性溃疡大

黄，且９日未排大便，此时给予五味消毒饮加二陈汤（鱼腥草、

出血等。应用清热解毒、化痰排脓之剂加大黄，能够明显促进

金银花、紫花地丁、蒲公英、天葵子、茯苓、法半夏、陈皮、车前

胃肠蠕动，减轻腹胀，改善心肺功能，清除肠源性内毒素和氧自

子、牡丹皮、白芍、甘草），重用鱼腥草３０～５０９，大黄２０９（后下）

由基，从而对肠道的机械屏障，免疫屏障和生物屏障起到一定

ww

w.

手术引流，患者因多次手术而拒绝手术治疗，故于当日下午４

以清热解毒、排脓去湿，２周后病情明显好转，由于经费限制，要

的保护作用。辅助中药治疗肝脓肿可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疗

求出院后每周来院复查１次；根据病情以上药为主加减连服３０

效，缩短住院期和降低费用，特别对病情后期，采用攻补兼施，

剂，于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８日复查Ｂ超示肝脓肿基本消失，一般状

滋阴清热，佐以健脾和胃等中药治疗，不失为促进肝脓肿患者

作者单位：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芜湖市２４ｌ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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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康复的有效方法。
（收稿：２００４—０７—０５

修【司：２００４一０８—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