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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抗肿瘤作用机制

韩金荣　张林西

　　【摘要】　姜黄素可通过外在的死亡受体途径来诱导人类软骨肉瘤细胞的凋亡，诱导细胞周期阻滞
抑制人肺癌细胞的增殖，通过阻断肿瘤细胞的多种生长信号传导通路来抑制胆管癌细胞的增殖并诱导

其凋亡，通过减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来抑制艾氏腹腔积液癌细胞形成实体肿瘤的血管形成，通过

调节肿瘤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来抑制乳腺癌细胞的游动性和侵袭力，还可以通过调节多药耐药相关基

因的表达来增加化疗药物对癌细胞的敏感性。姜黄素的应用为肿瘤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　肿瘤；细胞凋亡；姜黄素

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ｏｎ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ＨＡＮＪｉｎ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ｘｉ．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ＨｅｂｅｉＮｏｒ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０７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ｘｉ，Ｅｍａｉｌ：ｚｌｘｗｘｌ＠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ｎｄｒ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ｄｅａｔｈ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ｂｙ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ｔ，ａｎｄｃａ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ｐｒｏ
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ｍｏｒ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ｓｂ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ｉｎ
Ｅｈｒｌｉｃｈａｓｃｉｔｅｓ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ｒｕｇｓｔｏ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ｂ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ｈ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ｕｍ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ａ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３２８·国际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４０卷第１１期　ＪＩｎｔＯｎｃ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１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
w.

sc
ien

ce
-tr

uth
.co

m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姜黄素是最早由Ｖｏｇｅｌ和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从草本植物姜
黄的根茎中分离得到的一种酚类天然药物，因其抗肿

瘤谱广，不良反应小，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已将其列

为第３代肿瘤化学预防药物［１］。其抗肿瘤的作用机

制主要是诱导细胞凋亡，诱导细胞周期阻滞，阻断肿

瘤细胞的生长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抑

制黏附分子的表达，增加化疗药物对癌细胞的敏感性

等６个方面。
１　诱导细胞凋亡

近年大量研究表明，姜黄素可诱导多种肿瘤细胞

凋亡。在大多数细胞，姜黄素可通过内源性途径（也

称线粒体途径）和外源性途径（又称死亡受体途径）

来诱导细胞凋亡。

Ｌｅｅ等［２］研究发现，姜黄素通过上调 Ｆａｓ、Ｆａｓ配
体（ＦａｓＬ）等外在的死亡受体途径诱导体外培养的人
类软骨肉瘤细胞 ＪＪ０１２和 ＳＷ１３５３的凋亡。胡辉
等［３］对人肝癌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细胞进行培养，在体外观
察姜黄素对肝癌细胞的影响，进行细胞内过氧化氢测

定、细胞亚二倍体凋亡峰测定、线粒体膜电位检测。

结果表明，姜黄素呈时间依赖性损伤细胞线粒体，诱

导细胞凋亡。

２　诱导细胞周期阻滞
在细胞周期中，肿瘤抑制蛋白 Ｐ５３的调节功能

主要体现在 Ｇ１和 Ｇ２Ｍ期校正点的检测，与转录激
活作用密切相关，控制着细胞周期的生长和停滞［４６］。

研究发现姜黄素可减少体外培养的人肺癌 Ａ５４９的
单克隆形成数、使细胞阻滞在Ｓ期、抑制细胞增殖，作
用机制可能与上调ｐ５３和ｐ２１基因的表达水平，下调
增殖细胞核抗原（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ｅｌｌ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ｎｔｉｇｅｎ，
ＰＣＮＡ）和真核起始因子４Ｅ（ｅｕｋａｒｙｏｔｉｃ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４Ｅ，ｅＩＦ４Ｅ）基因的表达水平，启动 ｐ５３／ｐ２１／ＰＣＮＡ／
ｅＩＦ４Ｅ信号通路的级联过程有关。野生型 ｐ５３是调
节细胞周期的重要抑癌基因，能调控 ｐ２１、生长抑制
及ＤＮＡ损伤诱导基因、鼠双微体２基因等基因的表
达，在细胞增殖中起核心作用。ｐ２１基因是 ｐ５３的下
游基因，其编码的 Ｐ２１Ｃｉｐ／Ｗａｆｌ蛋白是一种具有广泛激
酶抑制活性的细胞周期抑制蛋白，可与细胞周期蛋白

（ｃｙｃｌｉｎ）Ｄ、ｃｙｃｌｉｎＥ、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２等结
合发挥抑制作用，阻滞细胞周期。ＰＣＮＡ是细胞ＤＮＡ
合成所必需的一种蛋白质，可与 ｐ２１结合影响 ＤＮＡ
的合成，其表达水平可直接反映肿瘤细胞的增殖程

度。ｅＩＦ４Ｅ是真核细胞翻译起始和调控的核心成分，
可特异性地与ｍＲＮＡ５′端结合。正常情况下，细胞中
的ｅＩＦ４Ｅ水平相对较低，在蛋白翻译起始过程中起限
定作用，研究证实ｅＩＦ４Ｅ基因在包括肺癌在内的大多

数肿瘤中存在过表达［７］。

３　阻断肿瘤细胞的生长信号传导通路
姜黄素可以通过调控多种生长信号通路来达到

抗肿瘤的目的。Ｐｒａｋｏｂｗｏｎｇ等［８］从３种胆管癌细胞
株 ＫＫＵ１００、ＫＫＵＭ１５６和 ＫＫＵＭ２１３中选出 ＫＫＵ
Ｍ１５６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体外培养，通过检测多种信
号通路蛋白的表达来了解姜黄素的抗肿瘤机制。细

胞集落形成能力实验证明姜黄素可抑制胆管癌细胞

的增殖并且诱导其凋亡。研究发现：①姜黄素抑制了
核因子κＢ（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κＢ，ＮＦκＢ）活性、抑制了
ｐ６５的核保留和磷酸化作用；②姜黄素抑制了信号转
导和转录激活因子３的活性，抑制了蛋白质酪氨酸激
酶１的磷酸化作用；③姜黄素抑制了过氧化物酶体增
殖物激活受体γ的表达；④姜黄素上调了死亡受体４
和死亡受体５；⑤姜黄素抑制了蛋白激酶Ｂ的活性通
路；⑥姜黄素抑制了细胞生存蛋白 Ｂ细胞淋巴瘤２
基因、Ｘ连锁凋亡抑制蛋白、碱性磷酸酶１、２、生存
素（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和细胞增殖相关蛋白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和原癌基
因的表达；⑦姜黄素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在
ＮＦκＢ激活酶缺乏的细胞增强。Ｄｕａｒｔｅ等［９］用姜黄

素作用于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和荷瘤小鼠，发现姜黄

素通过抑制 ＮＦκＢ激酶介导的 ＮＦκＢ激活和下调
ＮＦκＢ调节的Ｂ细胞淋巴瘤２基因、ｃｙｃｌｉｎＤ、白细胞
介素６、细胞色素氧化酶２等基因的表达，抑制头颈
部鳞状细胞癌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Ｔｓａｉ
等［１０］在姜黄素抑制紫外线诱导的裸鼠皮肤癌细胞机

制研究中发现，姜黄素通过抑制癌细胞中的 ＮＦκＢ、
细胞色素氧化酶２、一氧化氮和前列腺素 Ｅ２活性来
达到抑制癌细胞增殖及诱导癌细胞凋亡的目的。

４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肿瘤原发灶的生长和转移都依赖来源为即存血

管的新生血管生成，从宿主基质中建立自身的血液供

应系统。血管新生大致可分为４个阶段：毛细血管基
底膜和基质局灶性降解、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血管内

皮细胞向血管外迁移形成细胞索、血管腔从细胞索基

底部向顶部延伸，血流贯通。其中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迁移是血管生成过程中重要步骤。血管内皮细胞增

殖受血管生成刺激因子调控，其中以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作用最
强。ＶＥＧＦ是内皮细胞的特异性有丝分裂原，也是一
种有效的血管形成和通透性诱导因子。ＶＥＧＦ特异
性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促进肿瘤血管的新生［１１］。

ＥｌＡｚａｂ等［１２］研究发现，姜黄素具有抗肿瘤血管生成

作用，可通过抑制ＶＥＧＦ及其对应受体，明显抑制荷
瘤小鼠艾氏腹水癌细胞形成实体肿瘤的血管形成，

·４２８· 国际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４０卷第１１期　ＪＩｎｔＯｎｃ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１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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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姜黄素是一种特异性血管生成抑制剂。Ｔｕｎｇ
等［１３］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显著减少 ＶＥＧＦ的过表
达至正常，尤其在转基因小鼠肺 Ｃｌａｒａ细胞中，并且
抑制肿瘤的形成。

５　调节肿瘤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
恶性肿瘤细胞在侵袭和转移过程中，与宿主成分

发生多次黏附。现有资料表明，这一现象与细胞黏附

分子的作用有关。上皮间质转化是肿瘤细胞获得迁
移和侵袭能力的过程；肿瘤迁移和侵袭能力下降，黏

附能力增强称间质上皮转化［１４］。上皮间质转化是
细胞间失去黏附、细胞移动性增加的生物学过程。在

肿瘤是指细胞从上皮表型向间质表型转变的形态学

及遗传学改变，是肿瘤细胞转移的基础。Ｅ钙黏蛋白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是Ｃａ２＋依赖的黏附分子，与链蛋白分子
形成复合物参与构成细胞间黏附而维持上皮表型。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下调，细胞间黏附能力下降，同时上
皮细胞骨架成分细胞角蛋白表达下降、间叶细胞骨架

成分波形蛋白和肌动蛋白表达增加。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
达下降往往导致肿瘤的发生、侵袭和转移［１５１６］。

Ｈｕａｎｇ等［１７］研究发现姜黄素可以抑制体外培养的乳

腺癌细胞的游动性和侵袭力，降低波形蛋白表达和增

加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破坏上皮间质转化进程和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是其可能的分子机制。姜黄素还能够完全

阻断单核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以及细胞内支持分

子２１、内皮细胞源性的血管细胞黏附分子２１和内皮
白细胞黏附分子２１在内皮细胞上的表达。Ｂｏｏｎｒａｏ
等［１８］研究发现姜黄素通过抑制上游的激活蛋白１转
录、ＮＦκＢ活性而抑制体外培养的人类侵袭性乳腺癌
细胞的基质金属蛋白酶３基因的表达。姜黄素还能
抑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ｃＪｕｎ氨基末端激酶等激
酶的磷酸化［１９］。

６　增加化疗药物对癌细胞的敏感性
影响化疗疗效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肿瘤耐药，应用

多药耐药（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ＤＲ）逆转剂或逆转方
法是提高临床化疗效果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多药耐

药逆转剂多存在体内活性小、不良反应大的缺点，姜

黄素因具有不良反应低而本身有抗癌活性的特点正

日益受到重视。Ｓｒｅｅｎｉｖａｓａｎ等［２０］研究发现姜黄素能

降低体外培养转染 ＭＤＲ１基因的视网膜母细胞 Ｙ７９
细胞中Ｐ糖蛋白的表达，说明姜黄素可以抑制ＭＤＲ１
基因的表达和功能，从而增加视网膜母细胞瘤对化疗

药物的敏感性。曹仕琼等［２１］报道了姜黄素通过下调

ＭＤＲ１、Ｐ糖蛋白，上调凋亡相关蛋白５来逆转肝癌
耐药细胞株Ｂｅｌ７４０２／５ＦＵ的耐药性。上述研究表明
姜黄素有可能作为某些化疗药物的增敏剂而逆转肿

瘤的ＭＤＲ。
７　结语

姜黄素明确、广泛的治疗效果以及良好的安全性

使其受到关注，其抗肿瘤机制的体外、动物模型研究

及临床试验均已开展。大量研究证明，姜黄素具有广

泛的生理活性作用，不但能保护受损的正常细胞，也

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在抗肿瘤药物中比较有发展

前景，但其疗效因口服吸收率低而受到限制。这就要

求我们也要不断发现姜黄素中更易于吸收、更有效的

成分。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联合药物治疗、基

因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可进一步提高恶性肿瘤治疗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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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射频消融治疗后的免疫反应及抗肿瘤效应

蔡凯　张闯　江涛

　　【摘要】　射频消融治疗不仅造成局部肿瘤细胞的坏死，产生免疫原性的肿瘤相关抗原，还可产生
大量炎性细胞因子和多种免疫原性介质，促进免疫细胞的局部浸润和活化，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抗

肿瘤效应，但是这种抗肿瘤作用的强度较弱，不足以抵抗肿瘤生长。将射频消融治疗联合特定的免疫治

疗如免疫刺激剂、过继免疫细胞治疗、树突状细胞疫苗、单克隆抗体等，可以取得最大临床获益，是免疫

治疗有机融入肿瘤综合治疗的一个很好的模式。

　　【关键词】　肿瘤；免疫系统；细胞因子类；淋巴细胞；射频消融

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ｆｔｅｒ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ｕｍ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ＡＩ
Ｋａ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８１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ｍａｉｌ：ｎｊ８０８６４５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ｔｕｍ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ａｎｄ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ａｎｄａｖａｒｉｅ
ｔｙ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ｍｕｎｅ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ｆｅｅｂｌｅａｎｄ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ｏ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ｍｍｕｎｏ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ｍｍｕｎ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ｎｔｓ，ａｄｏｐｔｉｖ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ｃａ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ｇｏｏ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ｂｏｕｔｔｕｍ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６２８· 国际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４０卷第１１期　ＪＩｎｔＯｎｃ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１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
w.

sc
ien

ce
-tr

uth
.c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