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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对甲状腺癌细胞增殖与迁移能力的影响
施丹丽，王和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普外二科，上海 201900）

【摘要】 目的 观察姜黄素对甲状腺癌细胞SW579侵袭力影响，并探讨姜黄素抗癌的作用机制。方法 甲

状腺鳞癌SW579细胞株经5~20 μmol/L的不同浓度姜黄素作用48 h后，MTT法测定细胞增殖能力；流式细胞仪

检测细胞周期；RT-PCR方法检测细胞CD147及p21 mRNA的表达。结果 伴随姜黄素作用浓度的升高，SW579细

胞的生长呈显著抑制状态，呈剂量、时间依赖性。肿瘤细胞生长滞留在G1期，CD147 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下调，

而p21 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上调，呈剂量、时间依赖性。结论 姜黄素能有效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并且

可能通过下调CD147的表达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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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urcumin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thyroid carcinoma cells. SHI Dan-li, WANG
He-xian. 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Shanghai,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19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urcumin on the invasion of human thyroid carcinoma cell SW579,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curcumin against cancer. Methods Thyroi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ell line SW579

were cultur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urcumin 5~20 μmol/L for 48 h, and then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cell growth

and morphology under inverted microscope; the proliferation was determined by MTT assay; cell cycle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expression of RT- PCR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CD147 and p21 in mRNA cells. Results Along with the in-

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curcumin, the growth of SW579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ell growth in G1, CD147 and

p21 mRNA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Conclusion Curcumin can effec-

tive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thyroid carcinoma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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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证明，姜黄素（Curcumin）对于包括喉癌、
肺癌、乳腺癌、胃癌、肝癌、结肠癌、宫颈癌、骨髓瘤等多
种肿瘤细胞具有抑制作用[1-3]。但关于姜黄素对甲状腺
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能力研究报道尚不多见。因此，
本研究拟通过观察姜黄素对甲状腺癌SW579细胞侵袭
力的影响，探讨姜黄素对甲状腺癌辅助治疗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人甲状腺癌 SW579细胞系(甲状腺
鳞癌)购于中科院上海细胞所；姜黄素(美国，Sigma公
司) 使用时用 DMEM 培养液稀释至所需浓度。
DMEM 培养基(美国，Gibco 公司)；小牛血清(美国，
Hyclone公司)；四氮唑溴盐(MTT)、AnnexinV/PI双标
试剂盒 (美国，Sigma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用低糖 DMEM 培养基在

37℃、5% CO2培养箱中培养SW579细胞，待细胞80%

左右融合时，传代培养行后续实验。
1.2.2 姜黄素对SW579细胞增殖活力影响的检测

采用MTT法，将浓度为104个/ml的SW579细胞100 μl

以接种于 96 孔板，37℃、5% CO2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分别使用浓度为 5.00 μmol/L、10.00 μmol/L、
20.00 μmol/L的姜黄素处理，观察并记录48 h细胞吸
光度值，并设DMSO对照组，每组设6个复孔；酶标仪
读取SW579细胞的A490值，并按下式计算细胞增殖抑
制率。增殖抑制率(%)=(1-给药组A490值/对照组A490

值)×100%。
1.2.3 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凋亡 根据Annexin V/

PI双标试剂盒说明，用双蒸水1: 4稀释结合缓冲液，磷酸
盐缓冲液(PBS)洗涤样品细胞后，以稀释的结合缓冲液重
悬细胞，并调整细胞浓度为(2~5)×105/ml。取195 μl细胞
悬液，加入5 μl Annexin V混匀，室温反应10 min，PBS洗
细胞一次，再以190 μl稀释的结合缓冲液重悬，加10 μl PI

(20 μg/ml)，用流式细胞仪分析。每样本收集1×104个细
胞荧光信号，采用Cellquest软件分析结果。

1.2.4 姜黄素对SW579细胞CD147及p21 mRNA

转录水平影响的检测 采用RT-PCR 法，收集1.2.2项
不同浓度姜黄素作用24 h和5.00 μmol/L姜黄素作用
不同时间的SW579细胞提取细胞总RNA，用紫外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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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计根据260 nm处的吸光度值测定RNA纯度，并
进行RNA定量；取0.5 μg RNA进行逆转录，以逆转录
合成的cDNA为模板，进行PCR反应。引物序列设计
见表1，由上海吉马生物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合成。反应
条件为：94℃预变性5 min；94℃变性30 s，56~62℃退
火 30 s，72℃延伸 l min，共 35 个循环；72℃再延伸
10 min。PCR产物经1.5%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凝胶
成像系统保存图像，Quantity One系统进行灰度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数据参
数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SNK-q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姜黄素对 SW579 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情

况 5.00 μmol/L 姜黄素对 SW579 细胞增殖抑制率
为(12.34±4.90)%(n=5)，10.00 μmol/L姜黄素对SW579

细胞增殖抑制率为(17.87±3.85)%(n=5)，20.00 μmol/L

姜黄素对 SW579 细胞增殖抑制率为(34.29±4.44)%

(n=5)，对照组(0 μmol/L姜黄素)对SW579细胞增殖抑
制率为(0.10±0.10)%(n=5)，见图 1。各组之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Annex in V/PI检测细胞凋亡 5.00 μmol/L、
10.00 μmol/L、20.00 μmol/L 的姜黄素分别作用于
SW579细胞48 h后，凋亡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3.17±

7.87）%、(19.98±5.01)%、(28.20±3.65)%(n=5)，而未加
姜黄素处理的对照组为(3.01±1.50)%(n=5)，见图2，各
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姜黄素对 SW579 细胞 CD147 和 p21 基因
mRNA 转录水平影响 图 3A 中 1~4 泳道内分别是
0 μmol/L、5.00 μmol/L、10.00 μmol/L、20.00 μmol/L姜
黄素作用SW579细胞48 h后对应样本，p21基因mRNA

表达相对比值为(1.03±0.11)、(1.21±0.24)、(1.26±0.10)、
(1.36 ± 0.27)；20.00 μmol/L 姜黄素作用后 p21 基因
mRNA表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8)；
图 3B 中 1~4 泳道内分别是 0 μmol/L、5.00 μmol/L、
10.00 μmol/L、20.00 μmol/L 姜黄素作用 SW579 细胞
48 h后对应样本CD147 mRNA表达相对比值为(1.33±

0.19)、(1.07±0.15)、(0.84±0.09)、(0.65±0.16)。5.00 μmol/L、
10.00 μmol/L、20.00 μmol/L姜黄素作用SW579后CD147

mRNA表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10.00 μmol/L与20.00 μmol/L姜黄素作用SW579细胞后
CD147 mRN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图4)。

表1 CD147、p21及各引物序列

基因

CD147

P21

β-actin

序列

5'-TGCTGGTCTGCAAGTCAG-3′

5'-CGAGGAACTCACGAAGAAC-3′

5'-CACTGTTCCTCCACTCCATTTAG-3′

5'-CATTTATTGACATCTACCCACTGC-3′

5'-TCACCCACACTGTGCCCATCTACGA-3′

5'-CAGCGGAACCGCTCATTGCCAATGG-3′

长度(bp)

18

19

23

24

25

25

图1 姜黄素对SW579细胞增殖抑制情况

图3 凝胶电泳结果

注：A，p21 mRNA表达凝胶电泳结果；B，CD147mRNA表达凝胶电泳结果。

图2 姜黄素影响SW579细胞凋亡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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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姜黄素是从姜科、天南星科中的一些植物的根茎

中提取的一类成分，为二酮类化合物的色素，常被用于

食品的着色，其主要来源包括莪术、郁金、姜黄等中药，

同时在咖哩中含量丰富[1]。姜黄素具有抗包括前列腺

肿瘤、淋巴瘤及肺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的作用[2-3]、抗

炎、降血脂等广泛的药理活性[1]。关于其药理作用机

制的深入研究也正在不断进行中。姜黄素的抗癌作

用尤其在近些年来更受关注。

甲状腺癌是普外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甲状腺

癌的分型中有 60%~70%是预后较好的乳头状癌[4-5]，

但甲状腺癌的转移率较高，有报道曾达 50%~70%。

甲状腺癌一旦发生转移，一方面会增加手术的复杂程

度。另一方面，会增加手术后癌肿复发的可能性。最

近的研究发现，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MMP）介导甲

状腺癌转移的重要分子之一[6-7]。它参与破坏天然组

织机械屏障并有助于癌细胞的侵袭和扩散。肿瘤细

胞来源的CD147
[8]（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作为合

成基质金属蛋白酶的上游蛋白，可以高效刺激基质金

属蛋白酶（MMP）的生成；同时还能促进肿瘤组织中

的血管发生加速肿瘤的生长，加重病情。因此，有效

地控制CD147的表达，将为抑制甲状腺癌的转移提高

治疗效果提供帮助[8]。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姜黄素作用

后甲状腺癌细胞 CD147 mRNA 表达明显下降，而且

CD147 mRNA表达与姜黄素浓度呈明显的量效依赖关

系，药物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p21基因是细胞周

期蛋白依靠性激酶抑制剂家族中的重要一员[4]。p21

基因能通过抑制周期素依赖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s，CDKs）复合物活性，p21 的表达与肿瘤细胞

的增殖呈负相关，肖建英等[4]在观察应用维甲酸作用

甲状腺癌细胞的影响时发现，维甲酸在抑制甲状腺癌

细胞增殖的同时，能够上调p21的表达。我们的研究

结果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在研究皮肤 T 细胞淋巴瘤(CTCL)的治疗时，有

学者发现姜黄素浓度为 5~20 μmol/L时，对体外培养

的CTCL细胞作用24 h和48 h，便能诱导细胞凋亡且

呈时间剂量依赖关系[6]。Everett等[7]在姜黄素抑制慢

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B-CLL)细胞凋亡的研究中，向

体外培养的B-CLL患者细胞添加姜黄素，结果显示

姜黄素的半数有效浓度(EC50)为 5.5 μmol/L，而对照

组(健康捐赠者的单核细胞)，其EC50为 21.8 μmol/L。

即肿瘤细胞对于姜黄素作用相对更为敏感。而关于

细胞凋亡诱导通路的研究显示，诱导细胞凋亡与抑制

细胞增殖密切联系 [9]；而 GRP78 分子 PKB_CDC25B

信号通路可能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10]。我们在研究

发现，浓度为5 μmol/L的姜黄素作用于甲状腺癌细胞

后，细胞的增殖率即可以有效抑制CD147基因表达，并

能有效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的迁移。并且随着姜黄素

作用浓度的升高，其细胞增殖抑制率也同步升高。

综上所述，姜黄素作为一种天然药物成分，通过抑制

肿瘤细胞增殖，以及抑制CD147与p21基因的表达，为治疗

甲状腺癌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途径，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蒋建兰, 靳晓丽, 张 欢, 等. 姜黄素类化合物及其抗肿瘤机理研

究进展[J]. 中药材, 2012, 35(2): 325-330.

[2] Cine N, Limtrakul P, Sunnetci D, et al. Effects of curcumin on glob-

al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in the highly invasive human breast car-

cinoma cell line MDA-MB 231: A gene network-based microarray

analysis [J]. Exp Ther Med, 2013, 5(1): 23-27.

[3] 何小进, 曾德华, 张 雄, 等. 姜黄素对人骨肉瘤MG63细胞增殖

及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J]. 中国生物制

品学杂志, 2012, 25(1): 78-81.

[4] 肖建英, 李 男, 张秀梅. ATRA对甲状腺鳞癌细胞生长及RAR和

p21mRNA表达的影响[J]. 肿瘤防治研究, 2010, 37(7): 759-762.

[5] 王 琼. NF_kBp65蛋白在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周期的

关系[J]. 中国实用医药杂志, 2007, 2(7): 26-28.

[6] 吴勇军, 唐 仪, 冯德云, 等. CD151对甲状腺癌细胞迁移及侵袭

能力的影响[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1, 11(11): 2071-2074.

[7] Everett PC, Meyers JA, Makkinje A, et al. Preclinical assessment of

curcumin as a potential therapy for B-CLL [J]. Am J Hematol,

2007, 82(1): 23-30.

[8] 张立永, 赵文新, 颜守义, 等. CD147-siRNA对甲状腺乳头状癌K1

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J]. 肿瘤防治研究, 2012, 39(5): 493-496.

[9] 杜 颖, 洪天配. TF_1细胞凋亡相关基因 19与甲状腺肿瘤之间

关系的初步探讨[J]. 中华内科杂志, 2003, 42(7): 492-494.

[10] 杜宏道, 付 强, 王强维, 等. 中药夏枯草对人甲状腺癌细胞系

SW579的促凋亡作用[J]. 现代肿瘤医学, 2009, 17(2): 212-214.

(收稿日期：2013-06-04)

图4 姜黄素作用SW579细胞后p21 mRNA与CD147 mRNA表达情况

IGF-1、VEGF在宫颈病变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刘金峰 1，李 盛 2，李 伟 3，彭 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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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GF-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宫颈病变组织中的表达及

临床意义。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TM)法分别检测 IGF-1、VEGF在30例慢性宫颈炎和70例恶性病变

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 IGF-1 表达阳性率在慢性宫颈炎中为3.33%，在宫颈鳞状细胞癌组织中为61.4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77，P<0.01)；VEGF 表达阳性率在慢性宫颈炎中为0，在宫颈鳞状细胞癌组织中为48.5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08，P<0.01)。IGF-1、VEGF的表达均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远处脏器转移、FIGO分期有

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二者的表达均与年龄、组织学类型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宫颈鳞

状细胞癌组织中，IGF-1表达与VEGF表达呈显著正相关(r=0.59，P<0.01)。结论 IGF-1和VEGF在宫颈鳞状细胞

癌中呈现过表达，两者相互协同参与了宫颈鳞状细胞癌的发生发展，因此其联合检测有助于判断患者预后。

【关键词】 宫颈鳞状细胞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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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IGF-1, VEGF in cervix morbid change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LIU Jin-feng 1, LI Sheng 2, LI
Wei 3, PENG Chen 4. 1.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Yuxian Yuzhou Central Health Center, Yuxian 075700,
Hebei,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Worker’s Hospital of Yuzhou Mining Company Ltd., Kailuan Group,
Yuxian 075700, Hebei, CHINA; 3.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the 251th Hospital of Chinese PLA, Zhanjiakou 075000,
Hebei, CHINA; 4. 2009 Clinical Department,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Sh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 vascular endo-

the lial growth factor (VEGF) in cervix morbid change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IGF-1, VEGF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y (EnVisionTM) in 30 patients of chronic cervicitis and 70 patients

of malignant lesion. Result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IGF-1 protein was 3.33% in chronic cervicitis and

61.43% in cervical squamous-celled carcinoma,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28.77, P<0.01). The expres-

sion rate of VEGF protein in chronic cervicitis and cervical squamous-celled carcinoma was 0%, 48.57%,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22.08, P<0.01). The expression of IGF-1 and VEGF were related to tumor

size, lymph node metastasis, distant place organ metastasis and FIGO staging (P<0.05), but not to age and histological

type (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GF-1 and VEGF (r=0.59, P<0.01) in cervical

squamous-celled carcinoma tissue. Conclusion IGF-1 and VEGF are over-expressed in cervical squamous-celled

carcinoma tissue, which are both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ervical squamous-celled carcinoma.

Therefore, the detection of IGF-1 and VEGF is helpful for judg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 words】 Cervical squamous-celled carcinoma; IGF-1; VEGF; Immunohistochem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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