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ffect  of  curcumin  

on  proliferation  of  human  bile  

duct  carcinoma  MZ-Cha-1  cells

【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optotic  effects  of  human  bile  duct  carcinoma  MZ-Cha-1  cells  

induced  by  curcumin.  METHODS：After  the  MZ-Cha-1  cells  induced  by  0，10，20  and  40  μg/mL  curcumin  for  

12，24，36  h，the  apoptotic  effects  of  curcumin  were  studied  using  the  methods  of  MTT  to  detect  the  curcumin  on  MZ-

Cha-1  cell  suppression，and  selected  10  μg/mL  of  curcumin  treatment  MZ-Cha-1  cells  after  24  h，using  Giemsa  

staining  and  Hoechst33258  dye  to  assess  MZ-Cha-1  cell  apoptosis，using  flow  cytometry  to  detect  the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RESULTS：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curcumin  on  MZ-Cha-1  bile  duct  carcinoma  cell  had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and  in  dose-  and  time-  dependent  mamer (P<0.05).  Proliferation  of  MZ-Cha-1  cells  could  be  

inhibited  by  10  μg/mL  curcumin  after  24  h.  Light  microscope  showed  that  the  morphology  of  the  cells  treated  with  

curcumin  appeared  shrunken.  Concentrated  cell  nucleus  appeared  granular  and  fluorescent  by  Hoechst33258  staining.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showed  that  G0/G1  phase  was  increased  and  G2/M  phase  decreased  (P<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curcumin  could  induce  apoptosis  of  the  human  MZ-Cha-1  cell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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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姜黄素对胆管癌MZ-Cha-1细胞凋亡的诱导作用。方法：用0、10、20、40  μg/mL姜黄素处理MZ-Cha-1 

细胞12、24、36  h后，应用噻唑蓝  (MTT)检测姜黄素对MZ-Cha-1细胞的抑制情况，再选择10  μg/mL姜黄素处理MZ-Cha-1细胞24  

h后应用Giemsa和Hoechst33258染色检测MZ-Cha-1细胞的凋亡情况，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结果：与对照组相比

较，各姜黄素处理组对胆管癌MZ-Cha-1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显示出对剂量和时间的依赖效应  (P<0.05)。10  μg/mL姜黄素诱

导处理24  h后，经Giemsa染色显示细胞体积缩小、核固缩、染色质凝聚等显著的凋亡特征；细胞核经Hoechst33258  染色出现浓染

致密的固缩形态和颗粒状荧光；细胞周期检测出现细胞被阻滞在G0/G1期，G2/M期细胞较对照组显著减少  (P<0.05)。结论：姜黄素

能够有效诱导人胆管癌MZ-Cha-1细胞的凋亡。

【关键词】 姜 黄素；胆管癌细胞；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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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癌是胆道外科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占全部胃 发病晚期才出现临床症状及体征，早期诊断困难，治

肠道肿瘤的3%，占肝胆恶性肿瘤的10%~15%，是继 愈性切除率不高，已经成为肝内原发肿瘤导致患者死
[1]肝癌之后第二大肝胆系恶性肿瘤 。该病起病隐匿， 亡率排行第1位的肿瘤，治疗关键在于早期诊断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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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虽然近年来在胆管癌治疗药物的研究上越来越 1.4 细胞周期测定

受到人们的重视，但胆管癌依然是最难治疗的癌症之 将对照组和10  μg/mL姜黄素处理24  h的MZ-Cha-
[2]一 ，因此寻找有效的抑制胆管癌细胞增殖的药物是目 1细胞分别用PBS清洗，消化收集细胞，细胞重悬于4  

[3-4]前临床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姜黄素  (curcumin， ℃预冷的75%乙醇中固定，4  ℃保存。检测时先离心

Cur)是从姜科姜黄属植物姜黄的根茎中提取的一种酚 去乙醇，PBS洗涤3次，于10  mg/mL  RNase中37  ℃温育

类色素，主要药理功用不仅包括抗氧化、抗炎、抗动 20~30  min，加入50  mg/L碘化丙锭  (PI)500  μL染色30  

脉粥样硬化、降血脂，还具有抗肿瘤、抗HIV病毒的 min。流式细胞仪进行细胞周期时相动力学检测，分
[5-8]独特作用，且毒性很低 。为此，本文应用姜黄素处 析细胞周期分布。

理人胆管癌细胞，研究姜黄素对胆管癌细胞凋亡的诱 1.5 统计学分析

导作用，以期为胆管癌等疾病的治疗研究提供科学依 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据。 量资料以 x±s表示，多组间数据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α=  0.05  为检验水准。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材料及细胞培养 2 结 果

RPMI-1640培养基为Invitrogen公司产品；胎牛血 2.1 姜黄素对MZ-Cha-1细胞增殖的影响

清为Hyclone公司产品；姜黄素购自中国生物药品检定 结果如表1所示。与对照组(100%)比较，各姜黄素

所。人胆管癌MZ-Cha-1细胞引自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 处理组对MZ-Cha-1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显示出

中心，培养在含15%  热灭活小牛血清、10万U/L  青霉 对剂量和时间的依赖效应，其抑制率随浓度的升高而

素、10万U/L链霉素及50  mg/L卡那霉素的RPMI-1640 升 高  (P<0.05)，抑 制 作 用 随 时 间 的 延 长 而 增 强  

培养基  (pH=7.2)中，于37  ℃培养。 (P<0.05)。  由于10  μg/mL姜黄素诱导处理MZ-Cha-1细

1.2 MTT法测定姜黄素对细胞生长的影响 胞24  h效应已经很明显，其他两个浓度20、40  μg/mL 

将MZ-Cha-1细胞接种于96孔平底细胞培养板，每 对细胞生长抑制率过高，不便于形态观察。故只选用
4孔200 μ L，细胞密度为5×10  / mL， 置CO 培养箱中，37  10  μg/mL姜黄素诱导处理24  h作为后续试验的分组。2

℃培养1  d  后分别加入10、20、40  μg/mL姜黄素处理

液200  μL，空白对照为相同体积RPMI-1640培养液，

继续培养12、24、36  h后加入20  μL  MTT溶液  (5  mg/  

mL)，培养4  h后，弃上清，每孔加入200  μL  二甲基亚

砜  (DMSO)，37  ℃充分溶解后，用酶标仪测量吸光度D  

(490)，按下式计算抑制率：

抑制率=[对照组D (490)值-实验组  (490)组]/对照组  (490) 

值×100% 2.2 姜黄素对MZ-Cha-1细胞形态的影响

1.3 Giemsa染色和hoechest33258染色 见图1，Giemsa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胞排列不

将MZ-Cha-1细胞接种于6孔板，每孔3  mL，细胞 规则，细胞体积较小、细胞核大、核质比例大、细胞
5密度是1×10 /mL。放入盖玻片，培养24  h后，加入10  核形状不规则。10  μg/mL姜黄素处理组细胞，细胞数

μg/mL姜黄素3  mL，同时设不加药对照组，继续培养 目减少，细胞体积缩小，细胞核固缩，染色质凝聚，

24  h后，取出玻片，PBS洗涤两次，加入Giemsa工作液  可见有成群或单独存在的凋亡细胞。

(0.4%)500  μL，室 温 染 色 10  min，用 水 轻 轻 洗 去 染 Hoechst33258  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胞核出现

液，树脂封片，在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并拍照。 弥散均匀的低强度荧光，细胞核结构完整；10  μg/mL 

分组处理同上。取对照组和10  μg/mL姜黄素处 姜黄素处理组细胞数量减少，细胞核出现浓染致密的

理组的盖玻片，用预热的PBS洗3次，然后用固定液  固缩形态或颗粒状荧光，荧光发光强度不均匀，部分

(V ∶V =3∶1)固定10  min，PBS漂洗3次，每次10  核膜崩解，细胞核碎裂。甲 醇 乙 酸

min，加入10  μg/mL  Hoechst33258  染料50  μL  室温避 2.3 姜黄素对MZ-cha-1细胞周期分布的影响

光温育10  min，PBS漂洗3次，晾干后，用含有抗淬灭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姜黄素对MZ-Cha-1细胞周

剂的封片液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进行检测。 期分布的影响。检测结果显示，经10  μg/mL姜黄素处

●

●

●

● ● ●

●

●

●

●

●

D D

Group 12 h 24 h 36 h

10 μg/mL Cur 45.62%* 71.31%* 75.71%*

20 g/mL Cur μ 71.34%* 80.20%* 86.70%*

40 g/mL Curμ 76.51%* 87.56%* 94.43%*

表  1    姜黄素对胆管癌细胞MZ-Cha-1增殖的抑制效应
Table  1    Inhibitory  rate  of  the  curcumin(Cur)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MZ-Cha-1  cells

Compared  with  control，*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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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MZ-Cha-1细胞在细胞周期各个阶段的分布发生 物、抑制剂)刺激发生的一种由细胞内部基因控制的、
[9]了明显变化，其中处于G0/G1期的细胞比例增加，由 主动性的死亡行为 。细胞凋亡的过程中常常伴有特

42.31%增加为75.66  %；S期细胞比例减少，由31.76% 征性的形态学和生化改变，包括细胞质浓缩、细胞周

下降为13.97%；而G2/M期细胞比例下降，由17.65%下 期阻滞、染色体凝集、DNA断裂、细胞生长抑制、形

降为6.88%。由图2可见，与对照组相比，姜黄素处理 成凋亡小体等。目前这些变化已成为判断细胞凋亡的

组细胞S期和G2/M期细胞比例明显下降  (P<0.05)，其中 重要指标。

S期细胞比例减少尤为明显；G0/G1期细胞增多 ( P<0.05)， 鉴定外源性物质对肿瘤细胞增殖活动的抑制和周

出现G0/G1期细胞堆积的现象。 期调控是鉴定其抗肿瘤作用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鉴

定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一项重要指标。本研究中

MTT实验结果表明，姜黄素对胆管癌MZ-Cha-1细胞的

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随着姜黄素浓度的升

高以及处理时间的延长，其抑制增殖作用也随之增

强，呈现量效和时效趋势。

我们初步研究了姜黄素对体外培养的胆管癌MZ-

Cha-1细胞的细胞形态的影响。光镜下  Giemsa染色结

果显示经10  μg/mL姜黄素处理24  h后MZ-Cha-1细胞的

体积明显变小，变圆，呈现皱缩变形，核内染色质向

核膜聚集并呈凝块状。Hoechst  33258染色结果显示，

对照组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核完整，荧光成

弥散状，染色均匀，经姜黄素处理的MZ-Cha-1细胞则
[10] 染色质凝聚，细胞核裂解，荧光加深，这与已报道

3 讨 论 的用三苯氧胺对胆管癌QBC939细胞凋亡时观测到的实

细胞凋亡是当细胞受到内外信号  (紫外线、药 验结果相一致。这些特征均是细胞凋亡发生时的重要

● ●

图  1    10  μg/mL姜黄素作用24  h对MZ-Cha-1细胞形态的影响 (×400)
Figure  1    The  effect  of  10  μg/mL  curcumin  on  the  morphology  of  MZ-Cha-1  cells  (×400)  for  24  h

Control 10 μg/mL curcumin 

Hoechst33258

Giemsa

图  2    10  μg/mL姜黄素作用24  h对MZ-Cha-1细胞周期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
Figure  2    The  effect  of  10  µg/mL  curcumin  on  the  cell  cycle  of  
MZ-Cha-1  cells  for  24  h.    Compared  with  control,  * <0.0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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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oma：a  case  ser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J].  J  La  State  Med  事件。
Soc，2009，161  (2)：89-94.细胞周期阻抑和形态学改变是肿瘤细胞增殖抑制

[11] [12] [4]    杜冠华.   药物筛选新技术与中药现代化研究[J].  世界科学技的一个重要特征 ，Park等 曾报道用绿茶多酚处理人
术，2000，2  (4)：6.

成骨肉瘤MG-63细胞后发现细胞出现接触性抑制、G0  
[5]    Lu  HF，Lai  KC，Hsu  SC，et  al.  Curcumin  induces  apoptosis  

/G1期增多、S期阻抑，并出现正常细胞形态等变化。
through  FAS  and  FADD，in  caspase-3-dependent  and  -

本研究结果表明，10  μg/mL姜黄素处理的人胆管癌
independent  pathways  in  the  N18  mouse-rat  hybrid  retina  

MZ-Cha-1细胞，细胞周期各时相的细胞比例发生了显 ganglion  cells[J].  Oncol  Rep，2009，22  (1)：97-104.

著变化，G0/G1  期增多、S期、G2/M期减少。由此表 [6]    Kwon  Y，Magnuson  BA.  Age-related  differential  responses  to  

明姜黄素能有效的减少人胆管癌MZ-Cha-1细胞的恶性 curcumin-induced  apoptosis  during  the  initiation  of  colon  cancer  

in  rats[J].  Food  Chem  Toxicol，2009，47  (2)：377-385.程度。

[7]    Li  ZX，Ouyang  KQ，Jiang  X，et  al.  Curcumin  induces  apoptosis  本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了姜黄素能有效诱导人胆管
and  inhibits  growth  of  human  Burkitt's  lymphoma  in  xenograft  癌MZ-Cha-1细胞的凋亡，因此，深入探索姜黄素诱导
mouse  model[J].  Mol  Cells，2009，27  (3)：283-289.胆管癌细胞凋亡的机制，对于进一步研究胆管癌等恶

[8]    Malik M ，Mendoza M ，Payson M ，et a l. C urcumin，a n utritional  
性肿瘤疾病的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际应

supplement  with  antineoplastic  activity，enhances  leiomyoma  
用价值。

cell  apoptosis  and  decreases  fibronectin  expression[J].  Fertil  

Steril，2009，91  (5  Supl)：2177-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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