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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hotoactivated 

curcumin on cell growth and apoptosis in hu-
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 MGC-803 and to 
analyze its intracellular distribution.

METHODS: After MGC-803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5.0 μmol/L of photoactivated curcumin 
for different durations (12, 24 and 48 h), cell 
growth was assessed by MTT assay; apoptosis 
was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nuclear 
morphological changes were detected by fluo-
rescence microscop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
tracellular curcumin was examined by confocal 
laser microscopy. 

RESULTS: The reduced rates of cell growth 
were 35.53% ± 3.52%, 40.17% ± 2.01% and 44.93% 
± 3.61% in MGC-803 cells treated with photoac-
tivation curcumin for 12, 24 and 48 h, and the 
apoptosis rates were 20.32% ± 3.07%, 22.46% 
± 1.51% and 26.58% ± 2.67%.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duced rates of cell growt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apoptosis rat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hotoactivation 
curcumin group at all time points (all P < 0.05). 
Obvious apoptotic bodies were observed after 
treatment with photoactivated curcumin for 48 
hours. Photoactivated curcumin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ll membrane and nuclear 
membrane. Scattered distribution of photoacti-
vated curcumin was noted in other subcellular 
structures.

CONCLUSION: Photoactivated curcumin can 
inhibit growth and promote apoptosi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in a time-dependent manner. Pho-
toactivated curcumin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plasma membrane and nuclear membrane and 
sporadically in other subcellular structures.

© 2013 Baishideng.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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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手术、化疗和放
疗是传统的3大治
疗胃癌的方法, 这
些方法在杀伤肿
瘤细胞的同时, 也
会带来严重的并
发症. 光动力学疗
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能选
择性地杀伤肿瘤
组织, 而对周围组
织影响较小, 成为
一种新的非常有
前景的肿瘤治疗
方法. 

■同行评议者
程英升, 教授, 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六人民医院放
射科; 侯风刚, 副
教 授 ,  副 主 任 医
师, 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市中医医
院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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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光敏化姜黄素对人胃腺癌MGC-803
细胞的影响及其细胞内的分布情况. 

方法: 用MTT法检测细胞株的增殖抑制率, 流
式细胞仪检测细胞的凋亡率, 荧光显微镜观察
细胞核形态;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姜黄素
在细胞内的分布. 

结果:  光敏化姜黄素作用于M G C-803细胞
12、24、48 h后, MTT法检测细胞的抑制率
分别为35.53%±3.52%、40.17%±2.01%、

44.93%±3.61%; 凋亡率分别为20.32%±

3.07%、22.46%±1.51%、26.58%±2.67%, 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光敏
化姜黄素作用48 h后能见明显的凋亡小体. 激
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光敏化姜黄素发出的
黄色荧光主要在细胞质膜、核膜呈聚集性分
布, 散在分布于其他亚细胞结构, 细胞核分布
较少. 

结论: 光敏化姜黄素能抑制胃癌细胞的生长
及凋亡, 具有显著的光动力学效应, 随作用时
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加. 光敏剂主要分布于细胞
质膜和核膜, 散在分布于其他亚细胞结构, 细
胞核分布较少. 

© 2013年版权归Baishideng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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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治疗

核心提示: 光敏化姜黄素作用于MGC-803细胞后, 
具有明显促进细胞抑制和凋亡的作用, 能见明显

的凋亡小体.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光敏化姜

黄素发出的黄色荧光主要在细胞质膜、核膜呈

聚集性分布, 散在分布于其他亚细胞结构, 细胞

核分布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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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光动力学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是一

种能诱导细胞坏死和凋亡的细胞毒性治疗方

法. PDT作用的主要因素包括光敏感物质(光敏

剂)、可见光及氧分子. 随着光敏物质、光激活

装置和导光系统的发展和进步, PDT与传统治疗

联合应用于癌症已逐渐被接受. PDT具有很好

的选择性和适用性, 可重复, 协同手术能提高疗

效, 还可消灭隐性癌病灶, 同时可保护容貌及重

要器官功能. 光敏剂是决定PDT效应的关键因素

之一. 本文主要研究光敏化姜黄素对人胃腺癌

MGC-803细胞的影响及其在细胞内的分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人胃腺癌MGC-803细胞柱(中山大学动

物实验中心提供), 姜黄素(Sigma公司), 小牛血

清, RPMI-1640(华美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及药物处理: 人胃腺癌MGC-803
细胞于含10%小牛血清、100 U/mL青霉素及100 
U/mL链霉素的RPMI 1640培养液、5%CO2、

37 ℃培养传代. 细胞按1-2×105/mL接种, 37 ℃
培养24 h后按实验要求加入一定浓度的姜黄素, 
对照组加同量的溶剂, 继续培养24 h后即收集

细胞. 姜黄素(Sigma公司)0.1842 g先用100 μL 
DMSO溶解后, 用无水乙醇定容至50 mL, 即为

10 mmol/L姜黄素母液, 分装0.5 mL/管, -20 ℃避

光冻存. 应用时以细胞培养液稀释至所需浓度. 
1.2.2 激光照射: PDT组用姜黄素避光2 h, PBS 3
次, 加入培养液, 即刻用激光器照射. 前期研究

结果显示姜黄素吸收波长在360-480 nm范围内

具有明显的PDT作用[1]. 本研究选择的波长为

405 nm. 
1.2.3 MTT法检测细胞的抑制率: 细胞分为单纯

姜黄素组和PDT组. 前期研究结果显示5.0 μmol/L
具有较好的处理效应[1]. 单纯姜黄素组处理因素

为5.0 μmol/L姜黄素和避光. PDT组处理因素为

5.0 μmol/L姜黄素和激光照射, 分别检测不同培

养时间段的抑制率(12、24、48 h). 
1.2.4 荧光显微镜观察细胞核形态: 荧光显微镜下

观察单纯姜黄素组和PDT组细胞核形态并拍照. 
1.2.5 Annexin V-PI 双染测定细胞凋亡: 分别检测

单纯姜黄素组和PDT组细胞检测不同培养时间

段的凋亡率(12、24、48 h). 
1.2.6 激光共焦扫描显微镜观察光敏化姜黄素在

胃癌细胞内的分布: 采用Leica TCSS-SP2型激光

共聚焦扫描显微镜观察单纯姜黄素组和PDT组
细胞内的荧光分布, 利用层析技术断层扫描细

■研发前沿
基础研究显示姜
黄素治疗肿瘤的
效果, 光敏化能进
一步促进姜黄素
的杀伤肿瘤作用, 
但激光的波长和
剂量不一, 其效果
也不一. 姜黄素在
细胞内的具体定
位能决定姜黄素
给药的最佳剂量. 
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的机制以及光
动力治疗的有效
激光作用剂量及
激光波长的选择
等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相关报道
戴维德等的研究
表明第2代光敏剂
HMME在细胞内
的亚细胞具体定
位, 认为线粒体、
溶酶体、内质网
和高尔基体均有
分布. 汲振余认为
光敏剂的亲脂性
和所带电荷决定
了肿瘤细胞中的
亚细胞定位和分
布浓度. 其次还与
细胞类型或孵育
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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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内部结构, 分析姜黄素在细胞内的分布情况.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 计量资料采用mean±SD, 用重复测量变量

的方差分析进行两两比较, 以P<0.05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光敏化姜黄素诱导人胃腺癌MGC-803细胞

抑制情况 单纯5.0 μmol/L姜黄素对MGC-803细
胞显示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 48 h后细胞增殖

抑制率为29.74%±2.30%[1]; 光敏化增强了姜黄

素对MGC-803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 培养12 h和
24 h后细胞的抑制率分别为35.53%±3.52%、

40.17%±2.01%, 培养48 h后, 细胞抑制率增加到

44.93%±3.61%, 在一定范围内, 随作用时间的

延长而逐渐增加. 不同作用时间, PDT组与单纯

姜黄素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2 光敏化姜黄素诱导人胃腺癌M G C-803细

胞凋亡的情况 前期研究表明, 单纯5.0 μmol/L
的姜黄素能够影响MGC-803细胞的周期分布, 
诱导MGC-803细胞凋亡: G0/G1期细胞明显增

多, G2/M期细胞下降. 其细胞凋亡率为(12.54±
1.75)%[1]. 光敏化进一步增强了诱导细胞凋亡

的作用, 培养12 h和24 h后细胞的凋亡率分别为

20.32%±3.07%、22.46%±1.51%, 培养48 h后, 
其细胞凋亡率升高为26.58%±2.67%, 在一定范

围内, 随作用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加. 不同作用

时间, PDT组与单纯姜黄素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表2). 
2.3 光敏化姜黄素诱导人胃腺癌MGC-803细胞

形态的影响 单纯姜黄素组MGC-803细胞形态

规则, 可见部分细胞凋亡. PDT组采用能量密度

40.2 J/cm2的405 nm波长的激光照射后, 培养48 h
后, 可见明显细胞凋亡[1]. 同时细胞数目减少, 部
分细胞体积缩小, 形态不规则, 圆形细胞分解增

多, 见凋亡小体, 呈典型凋亡改变. 
2.4 光敏化姜黄素在MGC-803细胞内的分布 经
405 nm, 40.2 J/cm2波长的激光照射后的姜黄素(光
敏化姜黄素)本身能发出黄色荧光. 在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光敏化姜黄素发出的黄色

荧光主要在细胞质膜及核膜处呈聚集性分布, 其
他细胞结构也有散在分布, 细胞核分布较少(图1). 

A B 图 1 姜黄素在细胞中的分布(×
400). A: 姜黄素分布于细胞核核膜

及其周围; B: 姜黄素分布于细胞质

膜及其周围. 

表 1 不同作用时间光敏化姜黄素对MGC-803细胞抑制率的影响 (mean±SD, n  = 10, %)

     

分组
    抑制率

        12 h       24 h        48 h

空白对照组   1.16±0.34   1.97±1.65   2.85±0.87

单纯姜黄素组 18.94±1.26 24.50±4.50 29.74±2.30

光动力学疗法组 35.53±3.52 40.17±2.01 44.93±3.61

表 2 不同作用时间光敏化姜黄素对MGC-803细胞凋亡率的影响 (mean±SD, n  = 10, %)

     

分组
    凋亡率

       12 h       24 h       48 h

空白对照组   1.74±1.43   2.06±2.56   3.34±0.55

单纯姜黄素组   6.04±2.34   8.04±1.30 12.54±1.75

光动力学疗法组 20.32±3.07 22.46±1.51 26.58±2.67

■创新盘点
本文研究光敏化
姜黄素应用于人
胃腺癌MGC-803
细胞的增值抑制
率、凋亡率及细
胞核形态的变化, 
并用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观察细胞
内的分布情况. 初
步解决姜黄素可
作为PDT的光敏
剂应用于临床的
关 键 问 题 ,  即 光
敏化姜黄素对胃
癌细胞的PDT作
用 的 主 要 靶 点 , 
为确定姜黄素的
给药剂量做好基
础 研 究 .  进 一 步
拓展姜黄素的药
用价值和开发利
用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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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PDT是一种能诱导细胞凋亡和坏死的细胞毒性

治疗方法, 主要因素包括光敏剂、可见光及氧

分子. 光敏剂吸收能量后产生对细胞有不良作

用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其中

光敏剂是决定PDT效应的关键因素之一. 激光照

射可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 而对正常细胞的

影响极小. 这一特点让PDT成为有前景的肿瘤治

疗方法, 对不能承受手术, 放疗不敏感的晚期胃

癌患者选择PDT治疗效果较好. 
姜黄素已在基础研究中显示出其光敏效应

强、抗癌作用强、毒性低、用量低等优点, 具
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Moragoda等[2]研究发现姜

黄素能诱导胃癌和结肠癌细胞凋亡. Link等[3]也

研究了姜黄素对结肠癌细胞的作用. Bush等[4]发

现姜黄素也能诱导恶性黑素瘤凋亡. Wei等[5]和

Cheng等[6]最近也研究了姜黄素对前列腺癌细胞

的影响. 同时Du等[7]、Masuelli等[8]、Zhang等[9]

还研究了姜黄素对肝癌、乳癌和甲状腺癌细胞

的抗癌效应, 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姜黄素也开始

应用于肿瘤的临床治疗及预防, 如焦广宇等[10]取

得了较好的辅助治疗效果. Park等[11]也发现姜黄

素具有很好的防癌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5.0 μmol/
L光敏化姜黄素对人胃癌MGC-803细胞的影响, 
表明光敏化作用促进姜黄素抑制胃癌MGC-803
细胞的增殖, 促进其凋亡, 具有显著的光毒效应.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分辨率高、能断层扫描细胞

内部结构及观察三维图像, 广泛应用于生物医

学领域, 如细胞骨架的研究. 标记有荧光的特异

性抗体与亚细胞结构(如细胞膜、线粒体、溶酶

体、核膜)结合, 可出现破裂、萎缩、变形等结

构变化, 从而确定其作用的靶点[12]. 
本研究应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有荧光

的姜黄素在胃癌细胞内各层面的光学切片图

像, 发现姜黄素主要分布在细胞质膜、核膜, 散
在分布于其他细胞结构, 细胞核分布较少. 与
国内的研究类似, 戴维德也研究了肺癌细胞内

HMME的分布, 认为细胞核周围的细胞质是分

布的主要位点, 细胞核较少分布[13]. 郑景存等[14]

认为叶绿素衍生物在人膀胱癌细胞主要分布于

细胞核周围, 细胞浆内. 我们推测细胞质膜可能

是姜黄素在人胃癌MGC-803细胞内首先分布的

位点, 其次可能分布到核膜、线粒体或溶酶体. 
当聚集于线粒体时, 通过损伤线粒体迅速启动

凋亡机制杀伤细胞. 如进入溶酶体时, 可导致溶

酶体破裂, 释放出水解酶导致细胞坏死. 光敏剂

在细胞内的分布及定位决定了光动力学作用最

初损害的位置. 近距离的接触对产生光动力学

作用的ROS的能量转移很重要. 汲振余等[15]认为

决定定位的因素还与光敏剂的亲脂性、电荷、

浓度等理化性质有关, 一般来说, 脂溶性光敏剂

易结合到质膜和线粒体膜, 而水溶性光敏剂则

主要位于溶酶体和肿瘤间质. 低浓度时主要定

位于线粒体, 高浓度时也定位于溶酶体. 具体的

定位还有待进一步实验的研究. 尤其是特异性

免疫探针染料如经标记的线粒体、蛋白、膜抗

体、受体、细胞骨架等定位及定量、空间分布

及病变细胞动态观察方面的研究还不足. 
总之, 光敏化进一步增强了姜黄素诱导人胃

癌MGC-803细胞的凋亡, 我们认为光敏化姜黄

素主要分布于细胞质膜和核膜, 其PDT作用还可

能与损坏线粒体和溶酶体, 造成细胞的凋亡和

坏死有关. 其他凋亡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志谢: 衷心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生命激光研究所
魏华江教授及广东药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亓
翠玲教授等的热心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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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光动力学治疗是
一种能诱导细胞
凋亡和坏死的细
胞毒性治疗方法, 
主要因素包括光
敏剂、可见光及
氧分子. 光敏剂吸
收能量后产生对
细胞有不良作用
的活性氧,  其中光
敏剂是决定PDT
效应的关键因素
之 一 .  姜 黄 素 已
在基础研究中显
示出其光敏效应
强、毒性低、用
量低等优点, 具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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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息 •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 英文版 )》
影响因子 0.873

本刊讯 一年一度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2-12-07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在北京发布.《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统计显示, 2011年《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总被引频次6 979次, 影响因

子0.873, 综合评价总分88.5分, 分别位居内科学类52种期刊的第1位、第3位、第1位, 分别位居1998种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第11位、第156位、第18位; 其他指标: 即年指标0.219, 他引率0.89, 引

用刊数619种, 扩散因子8.84, 权威因子2 144.57, 被引半衰期4.7, 来源文献量758, 文献选出率0.94, 地区分布数

26, 机构分布数1, 基金论文比0.45, 海外论文比0.71.

      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及同行专家评议推荐,《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再度被收录为“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根据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 2011）统计

结果,《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荣获2011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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