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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在肺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汤玲玲，倪振华，孙莉，王雄彪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中心医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姜黄素是从传统中草药姜黄、郁金和莪术等姜黄科植物根块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大量研究证明，姜黄素具有
抗氧化、抗炎、抗癌、清除自由基、抗微生物以及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多方面药理作用，尤其对于多种肺癌细胞产

生、增殖、侵袭转移以及增强克服多药耐药均具有抑制作用。文章综述了姜黄素在肺癌领域的研究现状，以期推动姜黄

素在肺癌治疗领域的发展，探寻新的肺癌治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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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已成为我国发病
率最高的癌症，病死率也相应位于我国恶性肿瘤首位，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而手术、放、化疗等传统治疗

方式的局限性、带来的副作用导致病人生存率低和生

活质量下降，多种因素决定了我们急需要找到一种新

的治疗方式［１］。中药姜黄中的主要成分姜黄素作为一

种植物化学物质具有较强的抗癌作用，不仅可以对肺

癌达到早期预防作用［２］，而且对于年老不能耐受化疗

的病人可以起到替代治疗的作用［３］，可以有效避免化

疗药物的副作用。文章将围绕姜黄素抑制癌细胞增

殖，侵袭转移以及增强克服多药耐药等多个方面的作

用进行论述。

１　姜黄素抑制肺癌细胞增殖
多数体外细胞研究显示姜黄素可以有效抑制肺癌

细胞的增殖［４－７］，姜黄素作为一种多靶点的抗肿瘤药

物，其抑制肺癌增殖的作用途径广泛，机制复杂。近年

来关于诱导肺癌细胞自噬以及逆转肺癌基因启动子的

甲基化水平报道较多，此外姜黄素还可以通过 Ａｋｔ－
Ｂｃｌ－线粒体凋亡通路诱导肺癌细胞凋亡［８］。通过诱

导中性粒白细胞弹性蛋白酶启动子活性，上调体内外

中性粒弹性蛋白酶水平从而抵消 α１－抗胰蛋白酶表
达水平抑制肿瘤生长［９］。也有报道显示其作用机制可

能是通过上调 Ｐ５３和 Ｐ２１基因的表达水平，下调 ＰＣ
ＮＡ和ｅＩＦ４Ｅ基因的表达水平，启动 Ｐ５３／Ｐ２１／ＰＣＮＡ／
ｅＩＦ４Ｅ信号通路的级联［１０－１１］。李子广发现姜黄素作用

于Ａ５４９细胞可引起ｐ－ＥＲＫ１／２的表达显著降低，但
不影响总ＥＲＫ１／２的表达，说明姜黄素可以抑制异常
激活的ＥＲＫ１／２信号通路。而且姜黄素可以通过调节
ＭＭＰｓ家族蛋白表达，促进 Ａ５４９细胞的凋亡，达到抑
制肿瘤生长的目的，这可能是中药姜黄素抗肿瘤的又

一新机制［１２］。

１１　姜黄素诱导细胞自噬　自噬是细胞对于外界环
境威胁的一种自我保护途径，在肿瘤细胞中，自噬扮演

双重角色，一方面负责通过保护机制促进细胞存活，另

一方面却是肿瘤细胞程序性死亡的方式之一。在多种

人类实体肿瘤中都存在自噬抑制的表现，从而促进了

肿瘤的发生发展［１３］。近年来，自噬与肺癌的关系在癌

症治疗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何聪发现姜黄素

能够明显抑制 Ａ５４９细胞增殖并诱导 Ａ５４９细胞发生
自噬，同时伴有 ｍＴＯＲ蛋白的表达水平的下降，提示
姜黄素可能通过下调 ｍＴＯＲ蛋白表达水平从而抑制
细胞增殖，促进自噬体的形成并推测 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姜黄素诱导的自噬［１４］。徐金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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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双脱甲氧基姜黄素即姜黄素 －３（ＢＤＭＣ）具有明显
的抗９５Ｄ和Ａ５４９细胞的活性作用，且 ＢＤＭＣ处理后
的９５Ｄ以及Ａ５４９细胞中的ＬＣ３－ＩＩ表达增加，表明姜
黄素可以通过自噬抑制细胞活性，促进癌细胞的凋亡。

ＢＤＭＣ处理组的 ＳＭＯ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明显下降提示
ＢＤＭＣ诱导的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自噬作用与 Ｓｏｎｉｃ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的调节有关［１５］。周广舟课题组通

过姜黄素类似物 ＨＢＣ体外培养 Ａ５４９细胞，吖啶橙染
色后观察细胞自噬现象，细胞自噬随着剂量的增加细

胞自噬呈现由少到多再逐步减少的过程。为进一步探

究Ａ５４９自噬的信号途径，该课题组在接下来的实验
中发现ＨＢＣ可以促进ＡＭＰＫ及其下游因子ＡＣＣ磷酸
化，且在添加ＨＢＣ前使用 ＡＭＰＫ信号阻断剂后 Ａ５４９
细胞自噬现象明显减少，ＡＭＰＫ可能是引起Ａ５４９细胞
自噬的另一个途径［１６－１７］。

１２　姜黄素降低ＤＮＡ甲基化水平　肺癌的发生是多
因素多阶段的过程，涉及基因和基因外的多种改变，基

因改变指本身结构的异常，方式有点突变、基因缺失、

扩增、重排等。ＤＮＡ甲基化是最重要的表观遗传学调
节方式之一。众多研究［１８］显示启动子异常甲基化是

许多肿瘤的发生过程中的早期事件，ＤＮＡ甲基化的可
逆性使其成为肺癌治疗的另一个靶点。江阿沛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发现Ａ５４９和 Ｈ４６０肺癌细胞中 ＲＡＲβ表
达水平明显降低，且姜黄素可以激活 ＲＡＲ的表达，进
一步研究发现姜黄素同样可以抑制ＤＮＭＴ３ｂ的ｍＲＮＡ
水平，提示姜黄素通过抑制 ＤＮＡ甲基转移酶３ｂ降低
ＲＡＲ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从而恢复 ＲＡＲβ的表
达［１９］。ＷＩＦ－１启动子在 Ａ５４９、Ｈ４６０和 ＳＰＣ－Ａ－１
细胞系中呈超甲基化状态，且姜黄素 －３可以通过低
甲基化作用恢复 ＷＩＦ－１的表达，抑制 ＤＮＭＴ１活性，
下调 Ｗｎｔ信号通路，通过影响 Ｗｎｔ通路相关凋亡基
因，从而诱导 Ａ５４９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的生长和发
展［２０］。

２　姜黄素抑制肺癌细胞的侵袭转移
肺癌的侵袭转移是导致其死亡率增高的重要原

因。研究［２１］表明姜黄素可抑制小细胞肺癌细胞的生

长、迁移和诱导细胞凋亡，并与姜黄素的浓度呈正相

关。姜黄素对肺癌细胞微丝骨架的调控以及肿瘤血管

的抑制已经成为抑制肺癌侵袭转移的两个重要研究方

向。

２１　姜黄素调控癌细胞微丝骨架　微丝骨架是细胞
骨架的成分之一，在多种肿瘤细胞中被大量修饰，与肿

瘤细胞黏附和转移等异常生长特点有关。姜黄素可以

调控微丝骨架的改变，进而促进肺癌细胞的生长和凋

亡［２２］。也可通过下调ＲｈｏＧＴＰ酶基因，影响细胞骨架
重组相关的ＲｈｏＡ，Ｒａｃ１，Ｃｄｃ４２蛋白和ｍＲＮＡ的表达
从而调控肺癌细胞微丝骨架结构，进而抑制肺癌细胞

体外增殖和转移能力［２３－２４］。此外徐伟还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法检测姜黄素对与细胞骨架重组相关的 ＬＩＭＫ－
１／ｃｏｆｉｌｉｎ及磷酸化 ＬＩＭＫ－１／ｃｏｆｉｌｉｎ蛋白表达的影响，
姜黄素能显著下调 ＬＩＭＫ－１／ｃｏｆｉｌｉｎ蛋白的磷酸化水
平（Ｐ＜００５），并能影响细胞内微丝骨架的结构，从而
抑制肺癌细胞体外增殖和转移能力［２５］。

２２　姜黄素抑制肿瘤细胞血管生成　肿瘤血管的生
成可以为肿瘤的增长与侵袭提供营养与氧气来源，因

此肿瘤血管生成也成为肿瘤的重要病理特征。近年

来，抑制肿瘤的血管生成已经成为抗肿瘤治疗的临床

策略，但目前临床上的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仍有许

多局限性［２６］。姜黄素可以作用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受体（ＶＥＧＦＲ）分泌，从而抑制癌细胞的血管再生［２７］。

汪丛丛发现姜黄素对肺癌 Ａ５４９血管生成拟态（ＶＭ）
具有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介导肿瘤血管形成的靶

点β－ｃａｔｅｎｉｎ为主的信号蛋白。并且随着姜黄素药物
浓度的增加，以β－ｃａｔｅｎｉｎ为主的信号蛋白表达量逐
渐减少［２８］。近期临床试验发现姜黄素可以有效控制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的临床症状，且有较好的远

期疗效，其机制可能与阻断肿瘤血管生成以及控制瘤

灶周围炎症相关［２９］。

３　姜黄素增强克服多药耐药
顺铂作为肺癌化疗的临床一线药物主要通过抑制

细胞有丝分裂达到临床抑癌疗效。然而癌细胞的抗凋

亡机制导致顺铂耐药［３０］已成为了临床上肺癌治疗的

瓶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相关的药物，如：吉非替尼和

埃罗替尼通同样出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阴性病人的明

显的药物抵抗现象。现在急需研究作用于其他异常信

号通路的抗肿瘤新药物。而姜黄素在治疗肿瘤以及增

强克服多药耐药疗效方面已经得到多方面的证实。

３１　姜黄素增强克服顺铂耐药　ＤＤＰ耐药肺癌细胞
株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被广泛应用于姜黄素抗顺铂耐药的
体外细胞实验中，陈萍发现姜黄素可抑制ＤＤＰ耐药肺
癌细胞株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的 ＦＡＮＣＤ２单泛素化，减少
核聚小体形成，增强ＤＤＰ对耐药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
作用，并能促进 ＤＤＰ诱导肺癌细胞调亡，从而增加耐
药肺癌细胞对 ＤＤＰ的敏感性［３１］。同样，陈旭昕利用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进行姜黄素抗癌机制研究，研究中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显示在姜黄素处理组均可见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活性裂解片段 Ｐ１０的蛋白条带，并随浓度
增加条带光密度积分值逐渐升高。说明姜黄素诱导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胞凋亡过程中存在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的活化，
推测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的活化是姜黄素诱导 Ａ５４９／ＤＤＰ细
胞凋亡的机制之一［３２］。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ａ课题组发现高通
ｍｉＲＮＡ芯片和 ｑＲＴ－ＰＣＲ结果均证实１５μＭ姜黄素
作用４８ｈ可下调亲本Ａ５４９细胞和耐药Ａ５４９／ＤＤＰ细
胞中ｍｉＲ－１８６的表达，ｍｉＲ－１８６能与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０的
３′－ＵＴＲ结合，抑制其含量和活性。姜黄素下调 ｍｉＲ
－１８６的表达后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０活性增加，从而逆转肿瘤
细胞耐药，诱发细胞凋亡。此外该课题组还发现姜黄

素能够通过缺氧诱导因子－１α（ＨＩＦ－１α）逆转Ａ５４９／
ＤＤＰ细胞耐药，增加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
性［３３－３５］。

姜黄素与顺铂的协同使用也可以起到增强顺铂疗

效的作用，Ｍｉｎ－ＳｈａｏＴｓａｉ发现姜黄素协同顺铂可以
下调顺铂耐药靶点ＴＰ和 ＥＲＣＣ１的表达，诱导细胞毒
作用，提高肺癌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３６］。（ＦＡ）／
ＢＲＣＡ作为一种 ＤＮＡ交联损伤修复途径是顺铂耐药
产生的另一种途径，姜黄素可以有效抑制 Ａ５４９／ＤＤＰ
细胞中的（ＦＡ）／ＢＲＣＡ途径达到顺铂增敏的作用［３７］。

姜黄素不仅具有抑制 Ａ５４９细胞增殖的作用，与顺铂
联合使用还具有放射增敏作用［３８］。

虽然姜黄的抗肿瘤多药耐药的作用已经得到学术

·０２４· 　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１７年第４４卷第２期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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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广泛认可姜黄素水溶性差使其其生物利用度以及治

疗用途受到限制［３９］。生物纳米载体的应用不仅改善

药物的溶解度，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而且还具有缓

释性，延长药物体内滞留时间和靶向性，从而降低药物

的毒性。采用乳化聚合法制备包载姜黄素的聚氰基丙

烯酸正丁酷纳米粒可以提高生物利用度并延长了姜黄

素在循环系统内的滞留时间［４０］。吴军利用 ＰＢＣＡ纳
米粒同时包裹阿霉素与姜黄素协同用药可以增强克服

乳腺癌细胞多药耐药的疗效［４１］。因此姜黄素纳米粒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挥姜黄素在抗肿瘤中的关键作

用。

３２　姜黄素克服替尼类药物耐药　现阶段姜黄素对
于克服替尼类药物耐药多为国内研究报道。盛琦通过

姜黄素联合吉非替尼组细胞存活率比单用吉非替尼组

降低１３％～２２％，姜黄素使 ＰＩ３Ｋ的表达水平明显下
降，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凋亡蛋白活性显著提高，推导出姜黄素
对ＰＣ９／Ｇ２具有耐药逆转作用，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
下调ＰＩ３Ｋ的表达水平，诱导更多的凋亡蛋白 ｃａｓｐａｓｅ
－３而实现［４２］。张楠发现姜黄素与吉非替尼联用可以

显著提高对 Ａ５４９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表现出强相
加协同效应，且在吉非替尼浓度为１μｍｏｌ·Ｌ－１时，添
加姜黄素可使Ａ５４９细胞膜内吉非替尼浓度上升至吉
非替尼单独用药组的（１２５±０２６）倍，推测其原因可
能是姜黄素通过提高吉非替尼在 Ａ５４９细胞膜内的浓
度从而达到增强吉非替尼对肺癌细胞的抑制效果［４３］。

４　展望
总之，姜黄素在肺癌的预防与治疗疗效已经得到

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成为了当前抗肿瘤药物研究的切

入点。其安全性高，抑制多药耐药，适用于肿瘤预防等

优点奠定了其在抗肿瘤药物中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其

抗癌机制复杂，临床研究较少，进一步了解其临床疗效

与作用机制将是接下来需要深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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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２５（２）：１７７－
１８５．

［２５］　徐炜，陈清勇，陈方园，等．ＬＩＭＫ－１／ｃｏｆｉｌｉｎ在姜黄素抑制人肺癌
细胞增殖和转移中的作用［Ｊ］．实用肿瘤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１）：３６
－４０．

［２６］　ＷａｎｇＺ，ＤａｂｒｏｓｉｎＣ，ＹｉｎＸ，ｅｔａｌ．Ｂｒｏａｄ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ｏｆ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３５：Ｓ２２４－Ｓ２４３．

［２７］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Ｓ，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ｊｅｅＢ．Ｕｓ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ａｓａｎｔｉ－ａｎ
ｇｉ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ｆｏ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Ｊ］．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８（２５）：１２４９－１２５４．

［２８］　汪丛丛，庄静，冯福彬，等．姜黄素抑制肺癌细胞血管拟态形成机
制探讨［Ｊ］．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４３－２４６．

［２９］　汪丛丛，庄静，吕庆亮，等．姜黄素胶囊联合放疗治疗非小细胞肺

·１２４·　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１７年第４４卷第２期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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