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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含姜黄素饲料抑制大鼠实验性肝癌

周京旭 张振书 杨希山 陈宏 赖卓胜 王亚东

姜黄素的肿瘤化学预防作用和抗癌作用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本研究欲观察姜黄素对亚硝胺诱导的大鼠原发

性肝癌的化学预防作用，评价姜黄素在肝癌化学预防中的作

用。

一、材料和方法

"%动物模型：根据文献［&］，’ 周龄的清洁级雄性 ()*+,-
大鼠，体重在 ".# / $"# 0。分为对照组（"# 只）、诱癌组（"1
只）、姜黄素防护组 2（"1 只）和姜黄素防护组 3（"$ 只）。诱

癌组给予一次性腹腔注射二乙基亚硝胺 4# 50 6 70，4 周后在

饮水中加入 "$# 8 "#9 ’的亚硝基化合物（:)+-;*;5;-<=;>):?）至

&$ 周。预防组 2 在诱癌前 . @ 给予含 $A姜黄根粉的饲料，.
@后同样诱癌 &$ 周并继续服用 $A姜黄根粉的饲料进行化

学防护。预防组 3 在诱癌 $4 周后给予 $A姜黄根粉的饲料

进行化学防护。分别于 "’、$#、$4 周宰杀诱癌组和预防组 2
大鼠各 $ 只，观察肿瘤发展情况。于 &$ 周宰杀各组所有大

鼠，统计大鼠肝癌发生率、多发性、淋巴结和肺转移率。

$%统计：采用统计软件分析。

二、结果

经 &$ 周诱癌，各组结果见表 "。显示在中晚期给予姜黄

素也有一定的防护作用，能延缓疾病进展，降低肿瘤的浸润

和转移能力。

表 ! 姜黄素对大鼠诱发性肝癌的抑制作用

组别 数量
诱发率
（A）

多发性（个）
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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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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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D #%#"，!!! ! D #%##"

三、讨论

近年来，姜黄素对肿瘤的化学预防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体外实验发现其对人淋巴瘤、肝癌、大肠癌、胃癌、白血病等

多种肿瘤细胞株有明显的生长抑制和细胞毒性作用，可诱导

肿瘤细胞发生凋亡［"，$］。动物实验证实其能抑制皮肤癌、大

肠癌、胃癌、乳腺癌和口腔肿瘤［&E’］。同时，姜黄素毒性很低，

毒理学试验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EC］。因而姜黄素是一种较

理想的化学预防药物的候选者。

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姜黄素对肝癌的预防作用。在诱

癌初期给予姜黄素，可明显减低亚硝胺诱导的肝癌的发生率

（"’%.A与 "##A）和肝癌的多发性（$$%&& B ’%#"）个与（$% # B
"%4"）个。同时，姜黄素可降低肝癌的淋巴结转移率和肺转

移率。诱癌组肺和淋巴结转移率高达 .!% #A和 ’’% .A，而

预防组 2 未发现肝癌发现有转移。这显示姜黄素对亚硝胺

诱导的肝癌具有较好防护作用，能减少肝癌的发生率和多发

性，延缓肿瘤的进展，降低肝癌转移的发生率。即使在 $4 周

肿瘤形成早期给予姜黄素预防，也能减少肝癌的多发性，使

肺和淋巴结转移率明显降低（.!% #A 与 "’% .A，’’% .A 与

"’F.A），提示姜黄素的肿瘤抑制作用可能存在于肝癌发生、

发展的各个阶段，可用于各个阶段的肝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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