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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诱导鼻咽癌 NCE细胞凋亡 

机制的研究 

杨甫文 黄金中 林晓岚 甄泽年 陈贤明 

【摘要】 目的 探讨姜黄素诱导人鼻咽癌NCE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方法 通过吖啶橙-嗅化 

乙锭复合染色、原位末端脱氧核糖核苷酸转移酶分析法检测、电镜和 DNA片段化分析法分析姜黄素 

对 NCE细胞凋亡的影响，并应用流式细胞术、Western Blot、RT—PCR方法探讨姜黄素对细胞线粒体膜 

电位、半胱氨酸蛋白酶-3(cysteine proteases-3，caspase-3)酶活性 、胞质 CytC、Fas mRNA及蛋白表达的 

影响。结果 终浓度 100 fl,mol／L的姜黄素可诱导 NCE细胞凋亡 ；与姜黄素共孵育 12、24、48 h，凋亡 

细胞的阳性率分别为 25．6％、40．3％、54．5％。姜黄素处理后 NCE细胞线粒体膜电位下降，12、24、 

48 h的线粒体膜电位下降的阳性率分别是 26．8％、42．3％、68．2％。caspase-3酶活性增强，12、24、 

48 h表达 caspase-3酶活性细胞的阳性率分别是 80．5％、100％、100％。胞质 CytC含量显著增强，Fas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上升，Fas蛋白阳性率 由33．6％上升到 89．9％。结论 姜黄素可能通过线粒 

体途径与死亡受体途径诱导鼻咽癌 NCE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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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curcumin-induced apoptosi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cell line NCE cells．Metho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optosis were 

identified by observation acridine orange and ethidium bromide stains．ultrastructure assay．DNA fragmentation 

assay and TdT．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 method (TUNEL)．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 m)，activity of caspase-3，cytosol cytochrome C and expression of gene Fas were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FCM)，Western Blot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Results 

Several evidences of apoptosis were obtained from curcumin．treated NCE cells by acridine orange and 

ethidium bromide stains，ultrastructure identification。DNA fragmentation assay and TUNEL staining．And 

tIle mean TUNEL—positive ra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the 3 different time points(12 h，24 h and 48 h： 

25．6％，4O．3％ and 54．5％，respectively)．In the curcumin—treated-groups，A,m alter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ositive rates increased in a time．dependent manner．At the 3 different time po ints．the mean positive 

rates were 26．8％ ．42．3％ and 68．2％ ．respectively．When caspase-3 activity was detected，8O．5％ cells 

presented proteases activities after 12 h incubation with curcumin． 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cytoplasmic cytochrome C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incubation with curcumin． Flow cytometry and RT— 

PCR analysis showed that curcumin could up．regulate tIle Fas expression in time．depended manner ．the 

positive rates of Fas protein increased from 33．6％ to 89．9％ ．Conclusions Curcumin induced apo ptosis of 

NCE cells both through mitochondria．dependent pathway and death receptor pathway． 

【Key words】 Curcumin； Nasopharyngeal neoplasms； Pathology； Apoptosis 

姜黄素(curcumin，Cur)是从中药姜黄的根茎中 

作者单位：510280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耳鼻咽喉科中 

心[杨甫文(现在南京军区福 州总 医院耳鼻咽喉科，邮政 编码： 

350025)、黄金中]；福建医科大学检验系(林晓岚)；南京军区福州总 

医院耳鼻咽喉科(甄泽年、陈贤明) 

通讯作者：杨甫文，Email：puwenyang@163．coin 

． 实 验 研 究 

提取出来的一种脂溶性酚类色素，是一种天然的食 

品添加剂，具有抗氧化、抗炎、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肿 

瘤、抗 HIV病毒等多种药理作用。研究表明，姜黄 

素能抑制体内外多种肿瘤细胞的生长，如对白血病 

HL-60细 胞、K562细胞、胃癌 SGC-7901细 胞、 

MGC803细胞、肝癌 Bel-7402细胞等多种肿瘤细胞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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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l2 J，由于其具有无毒、无副作 

用等特点，作为天然的抗肿瘤药而成 为研究热 

点 J，美国国立癌症所已将其列为第 3代癌化学 

预防药 J。姜黄素在肿瘤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显 

著的抗肿瘤作用，其中抑制细胞增殖和诱导细胞凋 

亡是其主要抗肿瘤机制 J。姜黄素可诱导低分化 

鼻咽癌细胞株 CNE-2Z凋亡 ，但诱导凋亡的机制 

还未阐明。现报道我们在 2003年 3月至 2005年 

6月期间研究其诱导鼻咽癌 NCE细胞凋亡作用机 

制的结果。 

材料与方法 

一

、 药品与试剂 

姜黄素购自上海第三试剂厂(批号980825)，纯 

度为 99％，吖啶橙(acridine orange，AO；美国 Fluka 

公司)，溴化乙锭(ethidium bromide，EB；华美公司)， 

RPMI 1640培养液(美国 GIBCO公司)，胎牛血清 

(杭州四季青生物制品研究所)。 

二、细胞株及 NCE细胞培养 

鼻咽癌 NCE细胞株购 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 

生物学研究所(国际认证细胞系编号：TCHul3)。培 

养条件：含 10％灭活胎牛血清的 RPMI 1640培养 

液，置37℃，5％CO ，饱和湿度的 CO 培养箱中培 

养。采集 70％ 一80％融合、处于对数生长期、存活细 

胞百分率(台盼蓝拒染法)>95％的细胞，以备实验。 

NCE细胞与终浓度为 100 ixmol／L姜黄素共同孵育； 

对照组 NCE细胞与等量溶剂共同孵育。分别于 l2、 

24与48 h取 1组细胞检测凋亡指标。 

三、细胞凋亡的检测 

1．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凋亡细胞_8]：将细胞行 

AO—EB染色，在490 nm激发波长的荧光显微镜(德 

国Leica公司)下观察，胞核及胞质呈均匀黄绿色荧 

光者为正常细胞；胞核或胞质呈致密浓染或碎片黄 

绿色荧光者为凋亡细胞；胞核呈红色荧光者为坏死 

细胞 。 

2．TUNEL 计 数 细 胞 凋 亡 阳 性 率：采 用 

DeadEnd Colorimetric TUNEL System 盒 (美 国 

Promega公司)，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细胞核呈棕 

黄色颗粒者为凋亡细胞，人工选择细胞分布比较均 

匀部位，油镜视野下连续分类 1000个细胞，计算阳 

性率。 

3．细胞透射电镜超微结构观察：13立 HU一12A 

型透射电镜观察细胞的超微结构。 

4．DNA片 段 化 检 测 细胞 凋 亡：操 作 参 考 

文献[9]。 

四、检测对 NCE细胞线粒体膜电位与半胱氨酸 

蛋白酶一3(cysteine proteases-3，caspase一3)酶活性 

1．细胞线粒体膜电位检测：采用线粒体凋亡试 

剂盒 MitoCapture (美国 Biovision公司)，按试剂盒 

说 明 书 操 作。检 测 的 原 理 是：阳 离 子 染 料 

MitoCaptureTM在健康细胞与凋亡细胞中发出不同的 

荧光。在健康细胞中，MitoCapture 。M蓄积在线粒体 

中形成聚合物，发出红色荧光；在凋亡细胞中，由于 

线粒体膜电位的改变，MitoCaptureTM无法在线粒体 

中形成聚合物，以单体形式存在于胞质，发出绿色荧 

光。所以细胞中出现绿色荧光者表示发生线粒体膜 

电位改变。 

2．caspase一3酶活性检测：采用活性 caspase一3 

荧光标记染色试剂盒 CaspGLOW (美国 Biovision 

公司)，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检测的原理是：FITC 

标记 caspase一3抑 制剂 DEVD—FMK(FITC—DEVD 

FMK)，FITC—DEVD—FMK是细胞通透性的、无细胞 

毒的，可以不可逆地与凋亡细胞的活性 caspase一3酶 

结合。FITC标记染色的活性 caspase-3可直接在流 

式细胞仪上分析，细胞中出现绿色荧光者为表达活 

性 caspase一3。 

五、Western Blot检测胞质 C)rtC蛋白  ̈

聚丙烯酰胺凝胶为 5％浓缩胶，12％分离胶。 

显色按 Protein Detector LumiGLO Western Blot Kit 

(美国KPL公司)说明书进行操作。CytC单克隆抗 

体(相对分子质量 15 000)与 B—actin单克隆抗体 

(相对分子质量43 000)购自美国NEOMARKERS公 

司。SDS—PAGE次高分子量标准蛋白质购自上海西 

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六、检测姜黄素对 NCE细胞 Fas基因表达的 

影响 

1．RT—PCR检测姜黄素对 NCE细胞 Fas mRNA 

表达的影响：收集上述各种细胞，采用 TRIZOL(美 

国Life Technology公司)提取总 RNA。用紫外分光 

光度计(DU640型，美国BEKMAN公司)准确定量， 

要求 A ∞：A 。>1．8，取 1 ixg加适量溴酚蓝在含 

EB(0．5 g／m1)的 1％琼脂糖凝胶上点样，5 V／cm 

电压下电泳 30 min，紫外光下显示明亮清晰的 18 S 

与28 S两条 rRNA带，说明提取的 RNA完整。按逆 

转录试剂盒(美国Promega公司)说明书进行。PCR 

参考文献[11]，反应体系如下：cDNA 2．0 ixL，dNTPs 

0．2 mmol／L)，MgC12(25 mmol／L))1．5 ixL，上下 

游引物各25pmol，TaqDNA聚合 酶(美 国Pmmega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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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l u．去离子水(ddH：O)加至25 ，置 DNA 

扩增仪【2400型，美国 PE公 司)进行扩增 所用引 

物为能扩 增目的皋 因的特异性 片段，同时选用 

B—actin的mRNA扩增为内参照 0一actin引物序列 

为上游引物：5．_GGCATGGG FCAGAAGGA1T(=C-3 ， 

下游引物：5 ATGTCACGCACGA ITFCCCGC．3 ，扩 

增片段长度为500 bp．退火温度为54℃。Fas引物 

序列为 游引物：51-GACTGACA FCAACTCCAAG一 

3 ，下游引物 5 J_．rG FTGCTGGTGAGTGTG一3 ．扩增 

片段长度为309 bp，退火温度为5O 制备含 EB 

的2％琼脂糖凝胶，取 lO LLL反应产物加适量演酚 

蓝点榉电泳 10 min，凝皎图像分析仪(Gel Docl000 

型，美国 Bio-Rad公司)分析，比较各组扩增产物荧 

光强度 PCR扩增的有关参数如下：94℃变性5 rain 

后进人 F列循环：94℃ 30 s，退 火温度 40 s，72℃ 

50 s共35个循环，最后72t 延伸5 ruin 

2．流式细胞仪检测姜黄素对 NCE细胞 Fas蛋 

白表达的影响：收集细胞用 PBS洗涤后，与小鼠抗 

人 Fas单抗(美国 COULTER公司)共同孵育后．再 

和 FITC标记兔抗小鼠二抗(美国 COULTER公司 

孵育 Fas蛋白就被 FITC标汜，因此在流式细胞仪 

可以榆测 Fas蛋白表达 出现绿色荧光的细胞为 

Fas蛋白表达者 

结 果 

、 姜黄索诱导NCE细胞凋亡 

1．AO—EB复台染色结果：对照组细胞大小、形 

态较均一，胞核及胞质呈均匀黄绿色荧光；姜黄素处 

理后的前 12 h，细胞形态均无明显改变；12 h后，细 

胞形态开始变化；随着时间延长，细胞大小、形态的 

不均一性逐渐明显；胞核呈致密浓染或碎片黄绿色 

荧光者，即耐亡细胞逐渐增加；同时出现胞核呈致密 

浓染或碎片红色荧光者，即凋亡晚期的坏死细胞。 

2．凋亡细胞阳性率：TUNEL检测，在任何时间 

段对照组均未见或仅偶 见 陆细胞。实验组 l2、 

24、48 h时间段的凋亡细胞阳性率分别为25 6％、 

40 3％ 、54．5％ 一 

3．细胞透射电镜超微结构观察：对照组细胞体 

积较大，呈圆形，核质比例夫．常染色质丰富 可见核 

仁，细胞器正常 姜黄素处理后，出现捅亡细胞，核 

内染色质边集 核膜下为早期橱亡细胞；稠亡细胞 

巾可见无核的捌亡小体(图1)。 

4 DNA片段化检测细胞凋亡：在任何时间段， 

对照组均未出现 DNA降解现象，而实验组均有凋亡 

特征的 DNA改变，即呈典型的DNA降解“梯状”条 

带片段(图2)。 

二、姜黄素对细胞线粒体膜电位与 caspase-3酶 

活性的影响 

在任何时间段，对照组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阳 

率均 ≤1 0％．(Ⅲpase一3酶 活性 的 阳性 率均 

<1．0％，而实验组的阳性率均明显提高 姜黄素作 

用 12 h、24 h、48 h后．NCE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阳 

性率分别为26．8％、42．3％、68．2％；caspase一3酶活 

性的阳性率分别为8O．5％ 、100％、100％。 

三、Western Blot检测姜黄素对胞质 CytC蛋白 

表达的影响 

姜黄素作用后．胞质 CytC蛋白表达逐渐增强， 

48 h达到峰值，见图3一 

四、姜黄素对 Fas mRI~A及蛋白表达的影响 

姜黄素作用后，流式细胞仪检测 Fas蛋白表达 

逐渐增强，对照组阳性率为33 6％．处理后48 h阳 

性率达到89．9％ 

姜黄素处理组 NCE细胞 Fas mRNA表达较对 

照组增强，并随作用时间的延长表达上调，见图4 

讨 论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是许多抗癌成分十分重要的 

抗癌机制之一 0 通过诱导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国1 遥制电链 F鼻嘲弼细胞超做结曲特征 a：对照组细胞 x4BOO；b与c l为姜黄索处理后出现柏凋亡细胞，b：棱内染色质边集于核膜F 

×7000．r：捌l=细胞边缘 见^核的蹰亡小诈 ×7000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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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一 !ck 强： 盟型 ! l： ! 

I：对照纽；2：姜黄素址尽1 2 h；3：姜黄索处理24 h 

4：姜黄嘉处 48 h；M：PUC 8 Mix标记卿 

田2 NCE细胞 I)NA电弛结粜．=姜簧索处理后斗 

蚬 典型 的 DNA降解“l梯壮 条莆 片段 

I：对照组；2：萤黄索处理】2 h；3：姜黄袁处理24 h{4：姜 

黄素处理48 h 

图3 w ten Blot椅制姜黄素对帕质 CytC嚣白袁选的 

影响 姜黄豢作朋后．胞质 CytC班白丧逃 渐增强 

正成为肿瘤防治的新思路 研究表明姜黄素诱导肿 

瘤细胞发生凋亡和抑制增殖比其对正常细胞的作用 

更为有效 。 ： 我们从 AO—EB复合染色 、TUNEL 

检测、透射电镜、DNA片段化检测 4个不同层面证 

实姜黄索可以 导鼻咽瘵细胞凋 ．并在48 h呈时 

间依赖性。 

姜黄素抗诱变抗癌作用机制复杂 j。某些细 

胞毒药物作用于肿瘤细胞．通过活化 caspase而促其 

罚亡，同前多种化疗药物d-足通过活化 caspa~系统 

诱导凋_三的⋯ ．．姜黄素如何发挥细胞毒作用?近 

年来．网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姜黄素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进行了研究，郑丽端等 研究丧明，姜黄素能显 

著抑制卵巢癌细胞的体外生长．j二调 caspase-3、下 

渊 NF—KB蛋 向表 达 赵 敬等。。 发现姜 黄素使 

Bcl-2，Bcl—XI 等凋亡凋控蛋白表达下调，caspa．z,~一3 

的表达增强 ，由此促进宫颈癌细胞凋亡。黄冬生 

A为B-actin，B为F峙 1： 鲣n；2：萤兹薪处理 12 hI3：姜 

黄索处理24 h；4：姜黄索处理48 h；M：PUC 8 Mix Markex 

图4 RT-PCR检删姜黄索对F mltNA表丛的影响 

等 发现姜黄素诱导肺癌细胞稠亡时，cAMP浓度 

升高、caspase一8表达增高，可能足姜黄素诱导揭亡 

的主要机制之一 Bush等 发现姜黄素可激活 

caspase~、caspase-3，通过 ca：spm~,e一8、caspase-3激活 

Bcl一2家族促凋亡基因裂解，细胞色素C释放的线粒 

律途径来诱导凋亡 司见 t：aspase一3、8的激活在姜 

黄素诱导凋亡中发挥熏要作用。 

凋[ 与细胞增殖、分化一样，是维持生物体平衡 

的重要凋控机制 细胞凋亡受到胞内、外多种信号 

系统的诱导和细胞内多种基因级联反应的调控，促 

凋亡和抗凋亡因子叮作用f凋 ：级联反应的不同环 

节。一些促凋亡因子引起线粒体释放“凋亡原”样 

物质，如细胞色素 C和 CPP32蛋白水解酶类物质 

等 ，caspases的激活依赖细胞色素 C释放；而一旦依 

赖于 caspases的细胞水解过程被激活和启动，细胞 

凋亡将不可逆转 目前较为明确的凋亡信号转导途 

往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线粒体途径，在射线、氧化剂、 

高浓度 ca 及 Bax等作用下．早期即出现线粒体通 

透性改变，线粒体膜电位降低，细胞色素 C及凋亡 

诱导因子释放，引发 caspase-9及下游 caspase级联 

反应。另一条是膜死亡受体 Fas、lrNFR途径，由它 

们 相应 的配 体 FasL、TNFa 诱 导，easpas(~．8和 

caspas~一10作为最上游的启动酶，接受信号并激活 

caspase级联反应 。引起细胞嗣亡、这两条途 

径彼此不完全独立．而是最终都汇集到线粒体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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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相关联的 caspases一3等的激活阶段，进而进 

入细胞凋亡的共同通道。其中线粒体是处于细胞凋 

亡信号转导的“交叉点”和细胞凋亡发展过程中的 

“决定”性阶段。 

本实验通过对姜黄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研究 

表明，姜黄素处理后的 NCE细胞在出现凋亡的若干 

特征的同时，细胞线粒体膜电位下降，线粒体释放 

CytC增多，caspase一3酶活性增强，导致细胞凋亡的 

级联反应，启动线粒体凋亡途径；同时，经姜黄素诱 

导后，NCE细胞的 Fas基因在转录与翻译水平上的 

表达均显著增强，提示姜黄素也可以通过 Fas系统 

发挥作用。吴勇等 也发现相似的结果，姜黄素抑 

制淋巴瘤 CA-46细胞增殖、诱导凋亡时，Fas蛋白以 

及 Fas mRNA表达显著增高。 

综上所述，凋亡的两条途径都在姜黄素诱导鼻 

咽癌细胞凋亡中发挥重要作用：姜黄素诱导鼻咽癌 

细胞凋亡可能与改变线粒体跨膜电位，释放 CytC， 

上调 Fas基因表达，激活 caspase一3酶有关。以后， 

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研究 caspases一8在姜黄素诱导凋 

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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