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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联合顺铂对卵巢癌细胞 ＣＯＣ１的
体外抗肿瘤作用

关松磊ａ，ｃ　胡秀丽ａ　刘忠英ａ　宋凤瑞ｂ　刘志强ｂ

（ａ吉林大学药学院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ｂ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质谱中心　长春；
ｃ吉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长春）

摘　要　利用ＭＴＴ比色法研究了姜黄素（Ｃｕｒ）联合顺铂（ＤＤＰ）对卵巢癌ＣＯＣ１细胞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当ρ（ＤＤＰ）为２５～１０ｍｇ／Ｌ，ρ（Ｃｕｒ）＝５ｍｇ／Ｌ时，与ＤＤＰ相比，二者联合用药对卵巢癌ＣＯＣ１细胞可产生协
同抑制作用；ρ（Ｃｕｒ）＝５ｍｇ／Ｌ就可明显增强ＣＯＣ１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增敏倍数为２６６倍；光学显微镜观
察发现，药物作用后ＣＯＣ１细胞的形态发生了改变，细胞折光度下降，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排列疏散和胞浆空
泡化严重。为探讨姜黄素协同顺铂抑制肿瘤的机制，本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姜黄素辅助用药前后细

胞内ＤＤＰ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加入姜黄素前后，ＣＯＣ１细胞内顺铂含量虽然略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姜黄素与顺铂联合用药对人卵巢癌ＣＯＣ１细胞增殖具有协同抑制作用，且姜黄素
可同时增加ＣＯＣ１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但姜黄素可能并未明显改变顺铂在细胞内的含量，即姜黄素可能不
是通过影响顺铂进入细胞的通路而起协同抑制作用的。

关键词　姜黄素，顺铂，抑制作用，ＭＴＴ比色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Ｏ６２９；Ｒ７３７．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５１８（２０１１）０９１０２２０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２４／ＳＰ．Ｊ．１０９５．２０１１．００５８８

２０１０１００６收稿，２０１１０３２２修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６７５０７９）资助项目

通讯联系人：刘忠英，教授；Ｔｅｌ／Ｆａｘ：０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２３６；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ｚｙ＠ｊｌｕ．ｅｄｕ．ｃｎ；研究方向：药物分析

顺铂（ｃｉｓＤｉａｍｍｉｎｅ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ＤＤＰ）是目前临床上治疗卵巢癌的一线化疗药物，虽然其具有较
大的毒副作用———肾毒性、耳毒性、神经毒性和骨髓毒性［１］，但由于以下几点原因使顺铂目前仍然是临

床上广泛使用的抗卵巢癌一线用药：１）顺铂是传统抗肿瘤药物，其抗肿瘤效果确切；２）卵巢癌的多种病
理类型对顺铂的药物作用较敏感；３）新的铂类抗肿瘤药物虽然毒副作用略低于顺铂，但价格昂贵，且药
效亦不能够完全替代顺铂；４）毒性谱与其它抗癌药物有不同之处，因此易与其它抗癌药物配伍，包括与
其它铂类抗癌药物配伍；５）与其它抗癌药物缺乏交叉耐药性，有利于临床的联合用药；６）顺铂价格低
廉，易被广大肿瘤患者接受。基于以上几点原因，临床医生仍将顺铂作为一线用药。多年来研究人员一

直在开发顺铂的替代药物或是寻找某种药物与顺铂合用减低其毒性，并有了一定进展［２］，但寻找的辅

助药物多数价格昂贵、原料稀有，无法推广应用［３］。姜黄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ｕｒ）是从姜科、天南星科中的一
些植物的根茎中提取的一种化学成分，其中姜黄约含３％～６％，是植物界很稀少的具有二酮的色素，为
二酮类化合物，无毒副作用，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应用，具抗肿瘤、抗氧化、抗病毒、抗菌、抗动脉粥样硬

化和调节免疫等多种作用［４］，自从１９８５年印度Ｋｕｔｔａｎ首次提出姜黄和姜黄素具有抗肿瘤特性以来，众
多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确证了Ｃｕｒ的抑瘤活性，其抗癌谱较广，不良反应小，已成为肿瘤预防和治疗的
一个研究热点，但关于姜黄素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多项研究表明，姜黄素通过影

响凋亡相关基因表达、阻遏细胞周期、抑制信号转导和抑制相关酶的活性等多种分子水平机制发挥作

用［５］。主要的研究集中于 ＮＦＫＢ（Ｐ５６）信号通路蛋白［６］和 ｐ５３依赖性途径［７］，这些途径均是在分子水

平的研究，而目前尚缺乏姜黄素在细胞水平上作用的研究证据。该研究主要探讨姜黄素联合顺铂对卵

巢癌ＣＯＣ１细胞的体外抑制作用及其细胞水平的作用机制。

第２８卷 第９期 应 用 化 学 Ｖｏｌ．２８Ｉｓｓ．９

２０１１年９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Ｓｅｐ．２０１１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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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ovo
高亮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仪器和材料

ＬＭ１２００４型倒置光学显微镜（重庆光学机械厂）；ＧＥＮｉｏｓ型酶标仪（澳大利亚 ＴＥＣＡＮ公司）；２６９５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Ｗａｔｅｒｓ公司），检测条件：色谱柱Ｃ１８柱（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流
动相甲醇水（体积比为７０∶３０），柱温为（３５±１）℃，进样体积１０μＬ，流速０６ｍＬ／ｍｉｎ，波长２１０ｎｍ；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５８１０Ｒ型冷冻超速离心机（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ｆ公司）；ＫＱ５００ＤＥ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

人卵巢癌细胞ＣＯＣ１购于武汉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美国 ＧＩＢＣＯ公司）；
标准胎牛血清（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噻唑蓝（北京鼎国生物科技公司）；姜黄素（天津市科

密欧化学试剂开发中心，临用时用９５％乙醇溶解，再用０９％生理盐水稀释至所需浓度）；顺铂（山东齐
鲁制药厂，纯度＞９９％）。色谱级甲醇（美国Ｆｉｓｈｅｒ公司）。
１．２　ＭＴＴ比色法检测细胞活性

按常规悬浮细胞培养法接种于含体积分数为１０％小牛血清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液中，１００ＩＵ青霉素；
１００ｍｇ／Ｌ链霉素。在３７℃、含体积分数为５％ＣＯ２的条件下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细胞用于实验。ＣＯＣ１
细胞以５×１０４／ｍＬ密度接种于Ｕ底９６孔培养板，加药组加不同浓度药物，对照组加等体积的０９％生
理盐水，每组设６个复孔，无细胞孔为背景。置３７℃、５％ＣＯ２、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１８ｈ后加四唑盐
（ＭＴＴ）２０μＬ／ｗｅｌｌ，继续培养 ４ｈ，离心（３５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弃去上清液，加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
２００μＬ／ｗｅｌｌ，充分振荡直至沉淀完全溶解，用酶标仪检测 ＯＤ５１５，实验重复 ３次。细胞生长抑制率
（ＩＲ）＝（对照组ＯＤ值－实验组ＯＤ值）／对照组ＯＤ值，增敏倍数＝未加增敏剂ＩＣ５０／加增敏剂ＩＣ５０。
１．３　细胞观察

取１．２小节药物处理前后的细胞在倒置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胞加药前后的状态，观察内容包括细胞
大小、形态、排列、折光度和碎片等情况。

１．４　ＨＰＬＣ检测细胞内ＤＤＰ含量
ＣＯＣ１细胞接种于１２孔细胞培养板，１５×１０６／ｗｅｌｌ，Ｃｕｒ终浓度为０或５ｍｇ／Ｌ，ＤＤＰ终浓度为５或

１０ｍｇ／Ｌ，每组设３个复孔。置３７℃、５％ＣＯ２、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２ｈ，收集细胞，离心弃去上清，用冰
冷０９％生理盐水反复清洗２次，离心弃上清。细胞破碎采取反复冻融法＋超声波破碎法：将收集的细
胞加蒸馏水５０μＬ，置－２０℃冷冻２０ｍｉｎ后取出置室温融化，再置入超声中破碎（超声功率５００Ｗ，频率
４０ｋＨｚ）１０ｍｉｎ，１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４℃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如此反复３次。采用最后得到的上清液检测
ＤＤＰ含量。以顺铂对照品进样，对照品浓度是２０ｍｇ／Ｌ，体积分别为５、１０、１２、１５和２０μＬ，以峰面积对
样品的含量做标准曲线：ｙ＝３１６ｅ＋００５ｘ＋５．５７ｅ＋００５，ｒ＝０９９６２。
１．５　数据计算和分析

为了评价药物合用体外细胞抑制是否有协同作用，参照文献［８］中金氏公式判断：Ｑ＝Ｅａ＋ｂ／（Ｅａ＋
Ｅｂ－Ｅａ×Ｅｂ），式中，Ｅａ＋ｂ为合并用药抑制率，Ｅａ和Ｅｂ分别为Ａ药和Ｂ药的抑制率，式中分子代表“实测
合并效应”，分母是“期望合并效应”，Ｑ为二者之比。Ｑ值０８５～１１５为单纯相加，用“＋”表示；大于
１１５～２００为增强，用“＋＋”表示；小于０８５～０５５为拮抗，用“

!

”表示；小于０５５为明显拮抗，用
“”表示。数据统计采用方差分析和ｔ检验。显著性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Ｃｕｒ联合ＤＤＰ对ＣＯＣ１的协同抑制作用

表１为顺铂与姜黄素联合对卵巢癌ＣＯＣ１细胞协同抑制作用的数据。从表１可以看出，在对ＣＯＣ１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方面，顺铂＋姜黄素各浓度组与单用顺铂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明姜黄素与顺铂合用具有协同作用。姜黄素的这种辅助抗肿瘤作用已经在许多研究中有所报

道［９１０］。由表 １可以看出，单用顺铂 ρ（ＤＤＰ）＝１０ｍｇ／Ｌ时，对细胞的增殖抑制率仅为（３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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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而姜黄素与顺铂合用后，ρ（ＤＤＰ）仅为 ２５ｍｇ／Ｌ，对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就达到了（４３８７±
３２３）％。表明姜黄素的使用可减少顺铂的用量，从而可以间接的降低顺铂的毒副作用。通过金氏公式
分析显示，当ρ（ＤＤＰ）＝１０ｍｇ／Ｌ，ρ（Ｃｕｒ）＝５ｍｇ／Ｌ时，及ρ（ＤＤＰ）＝２５ｍｇ／Ｌ，ρ（Ｃｕｒ）＝１０ｍｇ／Ｌ时，二
者合用表现为“单纯相加”的作用；即此时的细胞增殖抑制率是二者作用的简单加和。而当 ρ（ＤＤＰ）＝
２５ｍｇ／Ｌ，ρ（Ｃｕｒ）＝５ｍｇ／Ｌ，及ρ（ＤＤＰ）＝５ｍｇ／Ｌ，ρ（Ｃｕｒ）＝５ｍｇ／Ｌ时，二者合用表现为“增强”的作
用，即此时的细胞增殖抑制率要大于二者的简单加和，二者产生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单纯相加”和“增

强”的效果时，姜黄素的浓度均为５ｍｇ／Ｌ，而当姜黄素的浓度增加至１０ｍｇ／Ｌ，ρ（ＤＤＰ）＞２５ｍｇ／Ｌ时，
二者合用对细胞的抑制率也不再增加，反而比ρ（Ｃｕｒ）＝５ｍｇ／Ｌ时下降，表现为“拮抗”。表明二者合用
的协调作用不是呈线性增长的，而是当姜黄素的浓度增加至一定浓度时会出现平台期，此时再增加姜黄

素的浓度对治疗也没有太明显的作用了。此结果可以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表１　顺铂与姜黄素联合对卵巢癌ＣＯＣ１细胞的协同抑制作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ｕｒ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ＤＰｏｎＣＯＣ１ｃｅｌ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ｎ＝３）

ρ／（ｍｇ·Ｌ－１）
ＤＤＰ Ｃｕｒ

ＩＲ／％（ｘ±ｓ） Ｑ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ｒｕ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５ ０ ５．６６±２．３２ －
５ ０ １７．５０±７．８３ －
１０ ０ ３６．６７±３．２３ －
０ ５．０ ２９．０８±５．１７ －
２．５ ５．０ ４３．８７±３．２３ａ １．３３ ＋＋
５ ５．０ ４８．５０±６．１５ｂ １．１７ ＋＋
１０ ５．０ ５７．４５±３．１５ｃ １．０４ ＋
０ １０ ２６．３０±０．３３ －
２．５ １０ ５０．８３±７．８１ａ ０．８６ ＋
５ １０ ４６．６７±３．９７ｂ ０．７３ －
１０ １０ ４９．４４±６．２９ｃ ０．６８ －

　　ａ．Ｐ＜０．０５ｖｓρ（ＤＤＰ）＝２．５ｍｇ／Ｌ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ｖｓρ（ＤＤＰ）＝５ｍｇ／Ｌ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ｖｓρ（ＤＤＰ）＝１０ｍｇ／Ｌｇｒｏｕｐ．

２．２　姜黄素与顺铂联用对ＣＯＣ１的增敏作用
在ＣＯＣ１细胞中单独加入ＤＤＰ作用１８ｈ后，ＩＣ５０为１０８２ｍｇ／Ｌ，然而当在ＣＯＣ１中同时加入ＤＤＰ

及５ｍｇ／ＬＣｕｒ，作用１８ｈ后ＤＤＰ的ＩＣ５０为４０６ｍｇ／Ｌ，增敏倍数为２６６倍。此结果表明，Ｃｕｒ与ＤＤＰ合
用时可提高ＣＯＣ１对ＤＤＰ的敏感性。关于姜黄素对化疗药物的增敏作用的研究很多，主要是集中于逆
转肿瘤细胞耐药增加敏感性方面。吕靖等［１１］报道，姜黄素可以增强卵巢癌耐药细胞株ＣＯＣ１／ＤＤＰ对顺
铂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不仅对卵巢癌耐药细胞株有增敏作用，对相应的亲和细胞株也同样有

增敏作用。

２．３　细胞形态学观察

图１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状态
Ｆｉｇ．１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ＣＯＣ１ｃｅｌ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ＤＤＰｇｒｏｕｐ；Ｃ．ＤＤＰ＋Ｃｕｒｇｒｏｕｐ

图１为加药前后细胞形态的变化。倒置显微镜下加药组和空白未加药组细胞状态差异很明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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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药组（图１Ａ）细胞生长密集、表面清晰、折光度均一、细胞圆润、饱满、均匀，少见细胞碎片；ＤＤＰ加药
组（图１Ｂ）细胞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排列疏散、折光度下降和有空泡化出现，视野内可见细胞碎片；
ＤＤＰ＋Ｃｕｒ组（图１Ｃ）细胞胞浆空泡化严重，基本丧失折光性，可见较多细胞碎片，有出胞现象。
２．４　ＨＰＬＣ测定细胞内顺铂含量

最新的研究［１２］结果表明，顺铂不是通过被动扩动进入细胞的，而是通过细胞膜表面的跨膜配体的

识别进行主动转运的。张慧珠等［１３］研究Ｃｕｒ的体外增敏抗肿瘤作用，Ｃｕｒ与长春新碱、阿霉素合用，在
ＫＢ及ＫＢｖ２００细胞中均有增敏作用。蓄积实验说明，在ＫＢｖ２００细胞，其增敏作用与增加细胞内阿霉素
蓄积有关；而在ＫＢ细胞中的增敏作用与细胞内阿霉素蓄积量无关。图２为加入姜黄素前后顺铂含量的
色谱图。由图２可知，加入姜黄素前后顺铂的峰形态、出峰时间均无明显变化。表２为顺铂含量的检测
数据，由表２可以知道，虽然加入姜黄素后细胞内ＤＤＰ含量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说
明姜黄素对顺铂的协同作用可能不是通过改变细胞内顺铂的量起作用的，即姜黄素可能并未影响顺铂

进入细胞的通路，所以姜黄素在细胞水平起作用的确切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图２　ＣＯＣ１细胞内顺铂含量测定的色谱图
Ｆｉｇ．２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ＤＰｉｎＣＯＣ１

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ＤＰ（１０ｍｇ／Ｌ）；Ｂ．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ＤＰ（１０ｍｇ／Ｌ）＋Ｃｕｒ（５ｍｇ／Ｌ）

表２　姜黄素对ＣＯＣ１细胞内顺铂含量的影响（ｘ±ｓ，ｎ＝３）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ＤＰ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Ｃ１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ｇ·Ｌ－１）
Ｃｕｒ ＤＤＰ

ＤＤＰ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ｇ

０ ５ ６．７５４±０．７４５
５ ５ ４．９３０±１．０５３ａ

０ １０ ６．１２２±１．７８５
５ １０ ４．０７６±０．７４５ｂ

　　ａ．Ｐ＞０．０５ｖｓρ（ＤＤＰ）＝５ｍｇ／Ｌ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ｖｓρ（ＤＤＰ）＝１０ｍｇ／Ｌｇｒｏｕｐ．

尽管姜黄素抗肿瘤的作用确切，但由于其水溶性低、稳定性差和肠道转化等原因，姜黄素的体内利

用率很低，难以达到抗肿瘤的作用，药物的开发很困难。尽管对其口服制剂进行了很多尝试，至今仍未

取得显著进展，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其稳定性差及肠道的生物转化有关，研究发现，姜黄素对 ｐＨ值、温
度、湿度、光照均敏感，口服后在肠道可生物转化与葡糖苷醛酸和磺酸复合物，但其生物转化产物的比例

尚未明确［１４］，体内利用率低的问题是姜黄素药物开发和临床应用最大的障碍。解决了姜黄素的水溶性

和稳定性问题，就可以开展姜黄素的体内药物研究，也同时为姜黄素下一步的临床应用铺平了道路。为

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１５１６］，希望找到姜黄素的新型用药模式。新剂型包括纳米结晶固体分

散体、纳米粒、脂质体、胶束和纳米乳剂等受到关注，其载药微粒可能通过肠道的淋巴组织吸收，避免肠

道代谢提高口服生物利用度［１７１９］。这些研究在提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因

此，姜黄素的药物开发前景良好。

５２０１　第９期 关松磊等：姜黄素联合顺铂对卵巢癌细胞ＣＯＣ１的体外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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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姜黄素与顺铂联用对卵巢癌细胞不仅可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抑制作用，而且还可增加卵巢癌细胞对

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减少顺铂的使用剂量。虽然姜黄素起作用的系统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因其本身

是一种抗突变剂，即抗癌剂，其抗癌谱较广，无毒副作用，可明显降低由大剂量、长时间化疗产生的严重

的毒副作用，因此二者合用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临床用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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