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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增强人乳头瘤状甲状腺癌细胞
ＴＰＣ⁃１ 放射敏感性的研究
赵永强　 田德增　 魏晓华　 鲍启德　 吴广银　 崔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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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姜黄素对人乳头瘤状甲状腺癌细胞 ＴＣＰ⁃１ 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并探索姜黄

素可能作用的信号通路，为甲状腺癌放射增敏剂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使用姜黄素和放射性

碘处理人乳头瘤状甲状腺癌细胞 ＴＰＣ⁃１，ＣＣＫ⁃８ 法检测细胞增殖，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克隆形成能

力，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ｐ５０、ｐ６５、凋亡相关蛋白 Ｂｃｌ⁃２ 和 Ｂａｘ 的表达变

化。 使用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抑制剂 ＰＤＴＣ 抑制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活性，检测细胞增殖、克隆形成和凋亡

变化。 结果　 姜黄素和放射性碘处理人乳头瘤状甲状腺癌细胞 ＴＰＣ⁃１ 后，细胞增殖率下降，克隆形成

减少，凋亡上升，凋亡抑制蛋白 Ｂｃｌ⁃２ 表达下调，促凋亡蛋白 Ｂａｘ 表达上调，并呈浓度依赖性。 这些结

果表明姜黄素可增加 ＴＰＣ⁃１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碘放射后 ＴＰＣ⁃１ 细胞 ＮＦ⁃κＢ 通路活化，姜黄素可以

抑制碘放射后 ＴＰＣ⁃１ 细胞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 使用抑制剂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的活性，细胞增殖下降，
克隆形成减少，凋亡上升，放射敏感性升高。 结论　 姜黄素可能靶向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通过抑制 ＮＦ⁃
κＢ 信号通路活性调节甲状腺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关键词】 　 姜黄素；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　 甲状腺癌细胞系；　 放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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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床上治疗甲状腺癌的方法主要有手术、
１３１Ｉ、ＴＳＨ、分子靶向治疗等［１］，其中１３１Ｉ治疗是术后主

要辅助治疗方法［２］。 姜黄素是从姜黄中提取出的

天然多酚，多项研究表明姜黄素可以抑制肿瘤生长，
诱导细胞凋亡［３⁃６］。 本研究以人乳头瘤状甲状腺癌

细胞 ＴＰＣ⁃１ 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姜黄素对甲状腺

·６８８·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２５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５，Ｎｏ．８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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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细胞１３１Ｉ治疗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为
甲状腺癌１３１Ｉ治疗提供新的辅助治疗方案，为进一步

的动物和临床研究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实验材料：人乳头瘤状甲状腺癌细胞 ＴＰＣ⁃１
购自美国模式培养物保藏所（ＡＴＣＣ）；胎牛血清、
ＤＭＥＭ 青霉素、链霉素购自 Ｇｉｂｃｏ 公司；ＢＣＡ 蛋白浓

度测定试剂盒购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姜黄

素、ＰＤＴＣ、ＤＭＳＯ、胰酶、吉姆萨染液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

司；ＮａＩ 购自中核高通同位素有限公司；ＲＩＰＡ 裂解

液购自碧云天生物有限公司；兔抗人 Ｂａｘ 多克隆抗

体、鼠抗人 Ｂｃｌ⁃２ 单克隆抗体购自 ＢＤ 公司；鼠抗 β⁃
ａｃｔｉｎ、兔抗 ＮＦ⁃κＢ ｐ５０、兔抗 ｐ６５ 抗体、ＨＲＰ 标记的

山羊抗兔、山羊抗鼠购自 Ａｂｃａｍ 公司；ＥＣＬ 显色液

购自 Ｐｉｅｒｃｅ 公司；流式细胞仪购自 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
公司；ＡｎｎｅｘｉｎＶ ／ ＰＩ 凋亡试剂盒购自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

司；ＣＣＫ⁃８ 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２．细胞培养：ＴＰＣ⁃１ 细胞使用含有 １０％胎牛血

清、１００ Ｕ ／ ｍｌ青霉素和 １００ μｇ ／ ｍｌ链霉素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培养，置于含 ５％ ＣＯ２、饱和湿度的 ３７℃培养

箱中常规培养。 当细胞长至大约 ８０％融合度时进

行传代，取指数生长期的细胞用于后续实验。
３．药物及放射处理：姜黄素溶于 ＤＭＳＯ 配成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的储存液，使用时稀释成工作液，实验组分

别加入终浓度为 ５、１０、２０ μｍｏｌ ／ Ｌ 的姜黄素，对照组

加入等量的 ＤＭＳＯ 作对照，每个处理设置 ３ 个复孔。
姜黄素处理 ＴＰＣ⁃１ 细胞 ２４ ｈ 后，向细胞中加入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的１３１Ｉ继续培养 ４８ ｈ。 克隆形成实验时，细胞

中先用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姜黄素作用 ２４ ｈ，然后加入 ０、
２５０、５００、７５０、１ ０００ μｃｉ ／ ｍｌ 的 １３１Ｉ继续培养 ４８ ｈ。
ＴＰＣ⁃１ 细胞用含 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的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抑

制剂 ＰＤＴＣ 作用 ２４ ｈ，然后再加入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的１３１Ｉ
继续培养 ４８ ｈ 和后续实验。

４．ＣＣＫ⁃８ 法检测细胞增殖：采用 ＣＣＫ⁃８ 试剂盒

检测细胞增殖活性，药物处理后向细胞中加入 １０ μｌ
ＣＣＫ⁃８ 溶液，３７℃孵育 ２ ｈ，测定每孔细胞在 ４５０ ｎｍ
出的吸光度（Ａ 值）。 细胞抑制率＝（对照组 Ａ 值－实
验组 Ａ 值） ／对照组 Ａ 值×１００％。

５．克隆形成实验：细胞药物处理后胰酶消化计

数，按 １００ 个细胞 ／孔的量接种于 ６ 孔板中，继续培

养 ７～１０ ｄ 至形成肉眼可见的细胞克隆。 倒掉培养

基终止培养，ＰＢＳ 洗 ２ 次，甲醇固定 １０ ｍｉｎ，吉姆萨

染色 ２０ ｍｉｎ，显微镜下计数＞５０ 个细胞为 １ 个集落。
细胞存活分数 ＝实验组 ＰＥ ／对照组 ＰＥ （ＰＥ ＝集落

数 ／接种细胞数×１００％）。
６．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胰酶消化收集处

理过的细胞，１ ０００ ｇ 离心 ５ ｍｉｎ 沉淀细胞。 将细胞

用 ＰＢＳ 洗 ２ 遍，加入结合缓冲液重悬细胞，加入 ５ μｌ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ＦＩＴＣ 和 １ μｌ ＰＩ，混匀后室温避光孵育 １５
ｍｉｎ，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７．蛋白印迹法检测蛋白表达：收集各组细胞，用
细胞蛋白裂解液提取细胞总蛋白，ＳＤＳ⁃ＰＡＧＥ 凝胶

电泳后用半干转的方法将蛋白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

上。 ５％脱脂奶粉封闭，加入鼠抗 β⁃ａｃｔｉｎ、兔抗 Ｂａｘ
抗体、鼠抗 Ｂｃｌ⁃２、兔抗 ＮＦ⁃κＢ ｐ５０、兔抗 ｐ６５ 抗体作

为一抗，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山羊抗鼠、山羊抗兔

二抗，ＥＣＬ 显色检测蛋白表达情况。
８．统计方法：使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５ 软件分析

处理数据，ＳＰＳＳ １３ ０ 软件对组间差异行配对 ｔ 检
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姜黄素对 １３１Ｉ放射后甲状腺癌细胞增殖的影

响：图 １ 显示细胞增殖下降并呈浓度依赖性，细胞存

活分数下降，表明姜黄素可以抑制１３１Ｉ放射后 ＴＰＣ⁃１
细胞的增殖、增加 ＴＰＣ⁃１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图 １　 姜黄素对１３１ Ｉ放射后甲状腺癌 ＴＰＣ⁃１ 细胞增殖的影响（１Ａ 为

不同浓度姜黄素和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１３１ Ｉ处理 ＴＰＣ⁃１ 细胞后 ＣＣＫ⁃８ 检测细

胞抑制率，１Ｂ 为姜黄素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和不同浓度１３１ Ｉ处理 ＴＰＣ⁃１ 细胞
后细胞存活分数。 Ｐ 值为与 ０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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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姜黄素对 １３１Ｉ放射后甲状腺癌细胞凋亡的影

响：图 ２ 显示姜黄素处理和１３１Ｉ放射后细胞凋亡率上

升，凋亡抑制蛋白 Ｂｃｌ⁃２ 表达下调，促凋亡蛋白 Ｂａｘ
表达上调，并呈浓度依赖性，表明姜黄素可以促进
１３１Ｉ放射后 ＴＰＣ⁃１ 细胞的凋亡。

图 ２　 不同浓度姜黄素对１３１ Ｉ放射后甲状腺癌 ＴＰＣ⁃１ 细胞凋亡的影

响（２Ａ 为姜黄素和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１３１ Ｉ处理 ＴＰＣ⁃１ 细胞后细胞凋亡率，
２Ｂ 为姜黄素和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１３１ Ｉ处理后白 Ｂｃｌ⁃２ 和 Ｂａｘ 表达。 Ｐ 值为
与 ０ 比较）

　 　 ３．姜黄素对１３１Ｉ放射后甲状腺癌细胞 ＮＦ⁃κＢ 信

号通路活性的影响：图 ３ 显示１３１Ｉ放射后 ＴＰＣ⁃１ 细胞

ｐ５０ 和 ｐ６５ 表达上调，姜黄素处理和１３１Ｉ放射后 ＴＰＣ⁃
１ 细胞 ｐ５０ 和 ｐ６５ 表达下调，表明姜黄素可以抑制
１３１Ｉ放射后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

图 ３　 姜黄素对１３１ Ｉ放射后甲状腺癌 ＴＰＣ⁃１ 细胞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活

性的影响（３Ａ 为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１３１ Ｉ处理前后的电泳图，３Ｂ 为不同浓度

姜黄素和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１３１ Ｉ处理后的电泳图）

　 　 ４．ＰＤＴＣ 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活性后细胞放射敏感

性变化：图 ４ 显示 １３１Ｉ放射后细胞增殖率下降，细胞

存活分数降低，细胞凋亡上升，Ｂｃｌ⁃２ 表达下调，Ｂａｘ
表达上调。 表明 ＰＤＴＣ 抑制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活性

可以增加 ＴＰＣ⁃１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图 ４　 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ＰＤＴＣ 和 ５００ μｃｉ ／ ｍｌ １３１ Ｉ处理后甲状腺癌 ＴＰＣ⁃１
细胞放射敏感性变化（４Ａ 为细胞抑制率变化，４Ｂ 为细胞存活分数，
４Ｃ 为细胞凋亡率，４Ｄ 为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活性变化电泳图，４Ｅ 为凋
亡相关蛋白 Ｂｃｌ⁃２ 和 Ｂａｘ 表达变化电泳图。 Ｐ 值为与 ０ 比较）

讨　 　 论

　 　 姜黄素对多种肿瘤的放射敏感性具有调控作

用。 在宫颈癌细胞中，姜黄素通过增加活性氧的产

量和过度激活 ＭＡＰＫ 通路增加癌细胞的放射敏感

性［７］。 在结肠癌、横纹肌肉瘤细胞中，姜黄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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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增加肿瘤的放射敏感性，提
高放射效果［８⁃９］。 在胶质瘤 Ｕ８７ 细胞中，低浓度的

姜黄素可以上调 ＤＵＳＰ⁃２ 的表达和抑制 ＥＲＫ 和 ＪＮＫ
的磷酸化，导致细胞 Ｇ２＋Ｍ 期周期阻滞，增加细胞放

射敏感性［１０］。 在人伯基特淋巴瘤细胞中，姜黄素通

过抑制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和 ＮＦ⁃κＢ 通路加强放射诱导的细

胞凋亡［１１］。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实验结果一致，姜黄

素可以抑制１３１Ｉ放射后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促进其

凋亡，对甲状腺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有增强的作用。
姜黄素可调控多种信号通路，对多种肿瘤细胞

具有抑制增殖和诱导凋亡的作用。 在非小细胞肺癌

细胞中，姜黄素通过上调 ｍｉＲ⁃１９２⁃５ｐ 的表达抑制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通路从而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

亡［１２］。 在人胆管癌细胞中，姜黄素通过 ＮＦ⁃κＢ、
ＳＴＡＴ、Ａｋｔ 等多种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

发生凋亡［１３］。 姜黄素可以抑制人结肠癌 ＬｏＶｏ 细胞

的增殖，通过线粒体凋亡通路诱导细胞凋亡［１４］，通
过调控 Ａｋｔ 和 ｐ３８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引发卵巢癌细胞

Ｇ２＋Ｍ 期周期阻滞和凋亡［１５］。 在套细胞淋巴瘤细胞

中，姜黄素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抑制细胞增

殖，诱导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１６］。 姜黄素以剂量依

赖的方式抑制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和诱导细胞

凋亡［１７］。 除上述姜黄素对癌细胞抑制机制外，我们

又探索了姜黄素可能作用的其他信号通路，发现１３１Ｉ
放射后甲状腺癌细胞 ＮＦ⁃κＢ 通路活性增加，添加姜

黄素抑制了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 使用 ＮＦ⁃κＢ 抑制

剂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活性，甲状腺癌细胞１３１Ｉ放射后增

殖减少、凋亡增加。 ＮＦ⁃κＢ 在癌细胞放射敏感性中

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认为姜黄素可能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活性增加甲状腺癌细胞１３１Ｉ放射敏感性。
ＮＦ⁃κＢ 是一种重要的调节多种炎症和免疫相关

基因表达的转录调节因子，常见的 ＮＦ⁃κＢ 由 ｐ５０ 和

ｐ６５ 组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 在静息状态下，ＮＦ⁃κＢ
与其抑制蛋白 ＩκＢ 形成复合体以非活性状态存在于

细胞质中，有外界信号刺激时，ＩκＢ 发生磷酸化，ＩκＢ
与 ＮＦ⁃κＢ 解离，暴露核定位信号并进入细胞核，与
靶基因上的 κＢ 位点序列相结合，诱导靶基因的转

录［１８］。 ＮＦ⁃κＢ 通路对多种生物学过程有调控作用，
对肿瘤细胞增殖、凋亡、细胞周期、放化疗敏感性等

有重要影响，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可以被放射射线激

活［１９］。 放射会损伤 ＤＮＡ，ＮＦ⁃κＢ 被激活调控靶基因

表达，对保护细胞免受放射射线的损害发挥重要的

作用。 在头颈部癌细胞中，组成型的 ＮＦ⁃κＢ 活性对

细胞凋亡和放射敏感性有重要调控作用［２０］。 在前

列腺癌细胞中，使用抑制剂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活性可

增加细胞放射敏感性［２１］。 在结肠癌细胞中，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激活可增加射线诱导的细胞凋亡和提高

细胞放射敏感性［２２⁃２３］。 在甲状腺癌细胞中，抑制

ＮＦ⁃κＢ 活性减少放射后细胞的存活率，加强了放射

诱导的细胞凋亡［２４］。
总之，姜黄素可能靶向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通过

抑制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活性调节甲状腺癌细胞的放

射敏感性。 本实验研究结果为甲状腺癌放射增敏剂

的开发及 ＮＦ⁃κＢ 抑制剂在甲状腺癌临床应用中提

供了新的潜在的途径，也为进一步的动物和临床研

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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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μｃｉｂｌｅ ＮＦ⁃κ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０９，７５（２）：５３４⁃５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ｉｊｒｏｂｐ．２００９．０６．
０３４．

［９］ Ｏｒｒ ＷＳ， Ｄｅｎｂｏ ＪＷ， Ｓａａｂ ＫＲ，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ｔｅｓ
ｒｈａｂｄｏｍｙ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Ｆ⁃κ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ＯＬ］．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３，８ （ ２）： ｅ５１３０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７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ｏｎｅ．００５１３０９．

［１０］ Ｑｉａｎ Ｙ，Ｍａ Ｊ，Ｇｕｏ Ｘ，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ｕ８７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ｉｎｄμｃｉｎｇ ｄｕｓｐ⁃２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
Ｂｉｏｃｈ，２０１５，３５（４）：１３８１⁃１３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９ ／ ０００３７３９５９．

［１１］ Ｑｉａｏ Ｑ，Ｊｉａｎｇ Ｙ，Ｌｉ Ｇ．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３Ｋ ／ ＡＫＴ⁃ＮＦ⁃κＢ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ｗｉｔｈ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９８８·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２５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５，Ｎｏ．８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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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ｋｉｔｔ’ ｓ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Ｊ］ ．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ｃｉ，２０１３，１２１ （ ４）：２４７⁃
２５６．

［１２］ Ｊｉｎ Ｈ，Ｑｉａｏ Ｆ，Ｗ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１９２⁃５ｐ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Ｏｎｃｏｌ Ｒｅｐ，２０１５，３４（５）：２７８２⁃２７８９．
ＤＯＩ：１０．３８９２ ／ ｏｒ．２０１５ ４２５８．

［１３］ Ｐｒａｋｏｂｗｏｎｇ Ｓ， Ｇｕｐｔａ ＳＣ， Ｋｉｍ ＪＨ，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Ｊ］ ．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１１，３２ （ ９）： １３７２⁃１３８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３ ／ ｃａｒｃｉｎ ／
ｂｇｒ０３２．

［１４］ Ｇｕｏ ＬＤ，Ｃｈｅｎ ＸＪ，Ｈｕ ＹＨ，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３，２７（３）：４２２⁃４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ｐｔｒ．４７３１．

［１５］ Ｗｅｉｒ ＮＭ，Ｓｅｌｖｅｎｄｉｒａｎ Ｋ，Ｋｕｔａｌａ ＶＫ，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Ｇ２ ／
Ｍ ａｒ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ｋｔ ａｎｄ ｐ３８ ＭＡＰＫ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ｉ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７，６（２）：１７８⁃１８４．

［１６］ Ｓｈｉｓｈｏｄｉａ Ｓ， Ａｍｉｎ Ｈ Ｍ， Ｌａｉ Ｒ，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 ｄｉ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 ）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ＮＦ⁃κＢ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Ｇ１ ／ Ｓ ａｒｒｅｓ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ｍａｎｔｌｅ ｃｅｌｌ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５，
７０（５）：７００⁃７１３．

［１７］ Ｓｏｎｇ Ｆ， Ｚｈａｎｇ Ｌ， Ｙｕ ＨＸ，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ｄμ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ｏｎ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 ２０１２， １３２
（１）：４３⁃５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２０１１．１０．０２４．

［１８］ 杨春妮，杨一兵．ＮＦ⁃κＢ 及其信号传导通路与肿瘤放射耐受的
研究进展［Ｊ］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１７（１２） ．１０６⁃１６９．
Ｙａｎｇ ＣＨＮ， Ｙａｎｇ ＹＢ． Ａｄｃ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Ｆ⁃κＢ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Ｍｏｄｅｒ Ｍｅｄ，２０１５，１７（１２） ．１０６⁃１６９．

［１９］ Ｍａｇｎé Ｎ， Ｔｏｉｌｌｏｎ ＲＡ， Ｂｏｔｔｅｒｏ Ｖ， ｅｔ ａｌ． ＮＦ⁃κＢ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ｏｎｉｚ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２３１（２）：１５８⁃１６８．

［２０］ Ｄｉｄｅｌｏｔ Ｃ，Ｂａｒｂｅｒｉ⁃Ｈｅｙｏｂ Ｍ，Ｂｉａｎｃｈｉ Ａ，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ＮＦ⁃κ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ｂａｓ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ｄ⁃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Ｊ］ ．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０１，
５１（５）：１３５４⁃１３６０．

［２１］ Ｋｏｚａｋａｉ Ｎ， Ｋｉｋｕｃｈｉ Ｅ，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 Ｍ，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ｏｖｅｌ ＮＦ⁃κＢ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ＤＨＭＥＱ，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Ｂ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１０７（４）：６５２⁃６５７．ＤＯＩ：１０．
１０３８ ／ ｂｊｃ．２０１２ ３２１．

［２３］ Ｒｕｓｓｏ ＳＭ， Ｔｅｐｐｅｒ ＪＥ，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Ｓ，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ｐｒｏｔｅａｓｏ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Ｆ⁃κＢ ［Ｊ］ ．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０１，５０（１）：１８３⁃１９３．

［２３］ 王媛，惠双．沙利度胺对人结肠癌小鼠移植瘤放射敏感性的影
响及其机制［Ｊ］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１３）：３５４４⁃３５４５．
Ｗａｎｇ Ｙ， Ｈｕｉ ＳＨ． Ｔｈａｌｉｄｏｍ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ｍｉ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ｔｕｍｏｒ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Ｃｈｉｎ Ｊ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２０１５，３５（１３）：３５４４⁃３５４５．

［２４］ Ｓｔａｒｅｎｋｉ ＤＶ， Ｎａｍｂａ Ｈ， Ｓａｅｎｋｏ ＶＡ，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Ｆ⁃κ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Ｃ］．Ｉｎｔ Ｃｏｎｇ Ｓｅｒ，２００３：１４７⁃１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７）

中国抗癌协会第四届鼻咽癌专业委员会

　 （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表排序）

　 顾问 徐国镇

　 名誉主任委员 潘建基

　 名誉副主任委员 卢泰祥

　 主任委员 胡超苏

　 侯任主任委员 郎锦义

　 副主任委员 陈晓钟　 马　 骏　 郎锦义　 林少俊　 朱小东

　 常务委员 陈韵彬　 高　 黎　 何　 侠　 胡德胜　 胡国清　 金　 风　 李金高　 石　 梅　 王佩国　
席许平　 夏云飞　 易俊林

　 秘书长 林少俊　 王孝深

　 委员 敖　 帆　 蔡　 晶　 陈传本　 陈　 凡　 高力英　 高　 劲　 高太虎　 郭　 良　 郭　 翔　 郭　 晔　
管一国　 韩　 非　 郝俊芳　 黄生富　 季明芳　 姜　 锋　 李国庆　 李　 龄　 李　 平　 李晓江　
林少民　 林志雄　 刘秋芳　 刘士新　 马　 林　 麦海强　 秦继勇　 邱元正　 申良方　 沈文斌　
石永刚　 孙　 艳　 王仁生　 王若峥　 王胜资　 王孝深　 王　 颖　 温凤云　 吴　 慧　 吴伟莉　
徐向英　 应红梅　 于　 洪　 郁志龙　 赵　 充　 张石川　 折　 虹　 宗井凤

　 秘书 区晓敏　 宗井凤

·０９８·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２５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５，Ｎｏ．８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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