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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通过 PI3K/Akt 通路抑制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增殖
毛蜀，何密斯，刘桂元，张雄，李昱, 唐俐（400016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重庆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

[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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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重庆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姜黄素对髓母细胞瘤PI3K/Akt通路的作用，探讨其抑制髓母细胞瘤Daoy细胞增殖的机制。方法

MTT

co

法检测姜黄素对髓母细胞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凋亡率；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检测PI3K、p-Akt和Akt在
细胞中的定位和表达情况；Western blot和RT-PCR分别检测PI3K、p-Akt和Akt蛋白及mRNA的表达水平。 结果

20-100μmol/L

姜黄素处理24、48和72h后, 细胞生长出现不同程度的抑制, 并且呈时间-剂量依赖关系(P<0.05)；姜黄素处理48h后细胞出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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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凋亡。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发现PI3K、p-Akt和Akt阳性表达于细胞质或细胞膜，姜黄素处理细胞后阳性表达减少(P<0.05)。
Western blot和RT-PCR检测结果发现姜黄素处理后PI3K、p-Akt蛋白表达水平和PI3K mRNA水平都明显减弱(P<0.05)，Akt总蛋
白表达水平变化不明显。结论
[关键词]

姜黄素能抑制髓母细胞瘤细胞生长，并通过抑制PI3k/Akt信号通路而调控髓母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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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curcumin-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 medulloblstoma Daoy cells. Methods Daoy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curcumin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ime intervals. The proliferation was analyzed by MTT assay, apoptosis was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expression of PI3K, Akt and p-Akt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as detected by
immunocytochemistry,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Exposure of cells to curcumin resulted in marked
decrease in cell proliferation in dose-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s．Treatment of cells with curcumin at 35μmol/L
for 48 h also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poptosis (45%). The expression of PI3K and p-Akt in Daoy
cells were decreased upon curcumin treatment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 Furthermore, treatment of cells
with curcumin caus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PI3K and p-Akt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total Akt were not altered upon curcumin treatment. Conclusion Curcumin can
inhibi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 apoptosis in medulloblstoma Daoy cells through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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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母细胞瘤(Medulloblastoma，MB)是一种多发于儿童第四脑室的恶性肿瘤，占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

10%～20%。发病高峰在7岁左右，预后差，发病机制不明确。目前治疗以手术切除和放化疗为主，但效果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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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髓母细胞瘤生物学特性与干细胞类似，以往研究发现Sonic Hedgehog和Wnt信号通路的激活支持了髓母
细胞瘤是胚胎性肿瘤的发生[1]。近年发现PI3K/Akt对维护胚胎干细胞的多向潜能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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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髓母细胞瘤的发生发展[2]。
姜黄素（Curcumin）是从姜黄根茎中提取的一种酚类化合物，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诱变、抗病毒以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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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研究发现姜黄素可通过 Sonic Hedgehog 和 Wnt 等信号通路抑制髓母细胞瘤的增殖[3-4]。
目前姜黄素对髓母细胞瘤中 PI3K/Akt 通路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用姜黄素处理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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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并检测 PI3K/Akt 通路中关键分子的表达情况，探讨姜黄素防治髓母细胞瘤的可能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细胞和试剂

人髓母细胞瘤细胞株Daoy由第三军医大学卞修武教授惠赠。兔抗PI3K、Akt和p-Akt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
司；兔抗β-actin抗体购自北京中杉生物公司；辣根过氧化酶标记山羊抗兔IgG购自美国联科生物公司；MEM培
养基购自赛博飞生物公司；胎牛血清(FBS)购自北京元亨金马生物公司；二甲基亚砜（DMSO）购自美国Sigma
公司；姜黄素（Curcumin）购自美国Sigma 公司；SP免疫组化试剂盒和浓缩型DAB试剂均购自北京康为世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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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技有限公司；RNA提取试剂盒和DNA marker均购自TaKaRa公司；逆转录试剂盒购自北京百泰克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Annexin V-FITC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购自美国BD公司。
1.2 方法

en

1.2.1 药物配制 姜黄素用DMSO溶解配成10 mol/L 的母液,再用MEM 培养液稀释成500μmol/L分装,-20℃ 避
光保存备用。实验前用MEM以工作液稀释, DMSO终浓度< 0.1%。
1.2.2 细胞培养 由含有10％新生胎牛血清加100 U /ml青霉素和100 U /ml链霉素的MEM培养液于37℃、5％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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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湿度的细胞培养箱培养，实验使用细胞均为处于对数生长期的细胞。
1.2.3 MTT法检测姜黄素对细胞增殖的影响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按1×104／100μl/孔接种于96孔细胞培养板。
设对照组（Ct组）、姜黄素处理组（Cur组）。细胞在37℃、5％CO2饱和湿度培养过夜待其贴壁后，Cur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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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姜黄素（20，40，60，80，100μmol／L）。每组设5个复孔，并设DMSO对照，24、48和72h后，每孔
加入MTT溶液(5 g／L)20μl 继续培养4 h，彻底吸去培养液，加入二甲基亚砜100μl／孔，震荡10 min，终止反
应。酶标仪570nm读取光密度值(OD)，计算增殖抑制率。抑制率=（l-处理组OD值／对照组OD值）×100％。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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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重复3次。

1.2.4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根据MTT结果，选用35μmol/L姜黄素作用细胞24、48和72h后，1000×g离心5
min收集细胞， PBS液冲洗2次，用80％乙醇4℃固定细胞12h。PBS液洗涤2次，加入Annexin V-FITC染液1ml，
4℃孵育60 min，流式细胞仪测定细胞凋亡率。
1.2.5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检测PI3K、Akt和p-Akt在细胞中的表达

细胞接种于6孔板中的盖玻片上，35μmol/L

姜黄素作用48h。PBS 洗涤3次，4%多聚甲醛室温固定15min，PBS洗2次，0.5%Triton X-100 孵育20min，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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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3次，3%H2O2孵育15 min，血清封闭20min，加入兔抗PI3K(1:200)、Akt(1:200)、p-Akt (1:200) 4℃过夜。次日
加辣根过氧化酶标记山羊抗兔IgG, 37℃ 30 min，PBS洗3次，DAB显色（避光，镜下观察至棕色 ）
，苏木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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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中性树胶固定。采用双盲法统计实验结果，每张切片在高倍镜下随机选取5个视野统计阳性细胞所占百分
比，以细胞膜和（或）细胞浆出现棕黄色颗粒为PI3K阳性表达，以细胞浆和（或）细胞核中出现棕黄色颗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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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阳性表达。<5％为(一)，<25％为(+)， 25％～50％为(++)， >50％为(+++)。

1.2.6 Western blot 检测 PI3K、Akt 和 p-Akt 蛋白水平的表达 35μmol/L 姜黄素作用 48h，蛋白提取试剂盒提
取对照组和处理组蛋白，BCA 法测定蛋白浓度。取蛋白 50μg 进行 SDS-PAGE 凝胶电泳, 将分离后的蛋白电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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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 PVDF, 5%脱脂牛奶室温封闭 1h，加入兔抗 PI3K( 1: 200)、Akt( 1: 200)、p-Akt ( 1: 200), 4℃过夜。次日 TBST
洗涤，加入辣根过氧化酶标记山羊抗兔 IgG ( 1: 5000 )室温孵育 1 h, 采用 ECL 化学发光显影，Chmidoxr 化学发
光成像系统（美国 BIO-RAD 公司）检测分析蛋白。

1.2.7 RT-PCR 检测 PI3K 和 Akt mRNA 转录水平的表达

根据 Genbank 中 PI3K、Akt 基因序列，由北京鼎国

生 物 技 术 公 司 设 计 合 成 引 物 。 PI3K: 上 游 ： 5'GAGTCCTATTGTCGTGCATGTGG3' ， 下 游 ： 5'
AAGCCTGAGGTTTCCTAGTTGAT3' ； Akt: 上 游 ： 5'TGCTGGAGGACAATGACTAC3', 下 游 ：
5'CACGATACCGGCAAAGAA3' ； GAPDH ： 上 游

5'GAGCCAAAAGGGTCATCATCTC3' ， 下 游

5'

AAAGGTGGAGGAGTGGGTGTC3'。试剂盒提取细胞总 RNA，按逆转录试剂盒说明书合成 cDNA,再以 c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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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板按 Tap 酶说明书进行 PCR 扩增。PCR 反应的循环条件为 94℃ 3min；94℃ 30s，60℃ 30s，72℃ 45s，共
33 个循环；72℃ 5 min。取各管扩增产物于 2%琼脂糖凝胶中电泳，经 BIO-RAD 凝胶成像系统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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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阳性表达率用 χ2 检验，独立样本比较采用 t 检
验，多样本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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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姜黄素对Daoy细胞增殖的影响

MTT检测结果显示，随着姜黄素浓度的增大，细胞增殖抑制率增加，当姜黄素达60μmol/L时，细胞抑制率

w.

最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9.847，P＜0.05)。经姜黄素作用不同时间后，细胞的增殖也受到明显抑制，>48h
时抑制作用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1.829，132.382，215.999，175.238，P＜0.05)。24h的IC50为35μ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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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h的IC50为25μmol/L。见图1。表明姜黄素对Daoy细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呈剂量-时间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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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浓度姜黄素对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的抑制作用
2.2 姜黄素对 Daoy 细胞凋亡的影响

姜黄素作用不同时间后，流式细胞术分析结果显示: 48h后,与Ct组比较，Cur组细胞出现明显的凋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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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一定浓度的姜黄素能促进髓母细胞瘤凋亡。

图2 流式细胞术检测Daoy细胞凋亡率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检测姜黄素对PI3K、Akt和p-Akt蛋白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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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I3K、Akt和p-Akt蛋白在对照组髓母细胞瘤中的表达呈强阳性，胞质或胞膜出现棕褐色或黄色颗粒,阳性表
达率分别为80.7％、84.8％和87.5％。35μmol/L姜黄素作用48h后，其阳性表达率明显下降，分别为2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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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6.7%。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3。表明姜黄素能抑制PI3K和Akt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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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组 PI3K 强阳性表达； B：Ct 组 Akt 强阳性表达；C：Ct 组 p-Akt 强阳性表达；
D：Cur 组 PI3K 阳性表达明显减少；E：Cur 组 Akt 弱阳性表达；F：Cur 组 p-Akt 阳性表达
明显减少
图3 髓母细胞瘤中PI3K和Akt表达情况(sp×4OO)
2.4

Western blot检测姜黄素对PI3K、Akt和p-Akt蛋白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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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姜黄素处理后，PI3K 和 p-Akt 蛋白表达水平均较对照组有所降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530，33.482，P<0.05）
，而 Akt 总蛋白水平变化不明显（t=6.777，P>0.05）
。见图 4。表明姜黄素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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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 和 p-Akt 蛋白的表达。

图 4 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 Daoy 细胞中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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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T-PCR 检测姜黄素对PI3K、Akt和p-Akt mRNA转录的影响
姜黄素处理后，PI3K mRNA 转录水平较对照组降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468，p<0.05), Akt

mRNA 转录水平变化不明显(t=5.370，p>0.05)。见图 5。表明姜黄素抑制了 PI3K mRNA 的转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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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RT-PCR 检测两组 Daoy 细胞中基因的转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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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姜黄素对多种肿瘤有强烈的杀伤作用。姜黄素通过抑制 NF-κB、COX-2、Bcl-2、Bcl-X
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5]，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乳腺癌增殖[6]。姜黄素可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促
进膀胱癌 EJ 细胞的凋亡[7]，或通过调控 Akt 信号通路抑制结肠癌的增殖[8]。近年来，姜黄素对髓母细胞瘤的作
用已有些许研究，但其对髓母细胞瘤中 PI3K/Akt 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本研究用 MTT 法测定姜黄素对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株的生长抑制效应，实验结果表明姜黄素对 Da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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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具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并能诱导细胞发生凋亡，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细胞的生长抑制率及细胞凋亡
率均明显升高。肿瘤的发生、发展与细胞凋亡异常密不可分，使用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的抗癌药物是目前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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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Akt 信号通路调节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 与肿瘤的侵袭转移行为关系密切。Akt 作为一种丝氨酸/苏
氨酸蛋白激酶是 PI3K 调控的主要靶蛋白之一。Akt 通过 PH 结构域与活化的 PI3K 激活产物相结合，自身发生
磷酸化而被激活，调节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9]。Akt 的磷酸化水平可以作为衡量 PI3K 活性的指标反映 PI3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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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的活性。人类多种肿瘤如卵巢癌、胰腺癌、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和胃癌等，PI3K 和 AkT 常显示过
表达[ 10-13] PI3K/Akt 通路在髓母细胞瘤中的作用研究也日渐深入。林晓等[14]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发现髓母细胞
瘤组织中 PI3K 和 Akt 蛋白的表达率显著高于对照脑组织。PI3K 可通过 Akt 信号通路促进髓母细胞瘤的增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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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调控辐射后髓母细胞瘤干细胞的生存 [15]。另有研究发现，PI3K/Akt 最重要的负调控因子-肿瘤抑制基因
PTEN 的缺失或者失活导致了 PI3k/Akt 异常激活而发生髓母细胞瘤[16]。PI3K/Akt 下游的信号分子 NF-κB、
GSK-3β 的异常表达也与髓母细胞瘤的进展有关[17-19]。GSK-3β 作为 Wnt/β-catenin 通路中的负向调节因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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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影响 β-catenin 的磷酸化而参与了 PI3K/Akt 信号通路对髓母细胞瘤增殖的调控 [20]。这些研究结果均提示
PI3K/Akt 参与了髓母细胞瘤的发生发展, 是髓母细胞瘤预防和治疗的重要靶点。
本研究通过免疫细胞化学染色、Western blot 和 RT-PCR 检测发现，姜黄素处理 Daoy 细胞后，PI3K、p-Akt

蛋白和 mRNA 的表达水平比对照组下降，表明姜黄素抑制了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中 PI3K 的表达。本研究中
总 Akt 蛋白的表达没有明显改变，但 p-Akt 水平降低，提示姜黄素可通过抑制 PI3K 活性，从而抑制 AKT 的
表达及活化。但姜黄素对 PI3K/Akt 信号通路下游分子的作用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探讨。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本研究结果提示，姜黄素通过调控 PI3K/AKT 信号转导通路影响髓母细胞瘤细胞增殖，但该信号转导途径
中所涉及的其他调控分子还需进一步明确。深入研究姜黄素对髓母细胞瘤的作用机制，对探索姜黄素对肿瘤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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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治疗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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