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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姜黄素对脂多糖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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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姜黄素对脂多糖（LPS）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三磷酸肌醇激酶（PI3K）、蛋白激酶 B
（Akt）、外调节蛋白激酶（ERK）、核转录因子 -κB（NF-κB）、不规则趋化因子（CX3CL1）表达的影响。方法 体
外培养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24 h 后，用计算机生成的随机分配法表分为空白组（CK）、LPS（10 mg/L）组、PD 组
（LPS + ERK 抑制剂 PD98059，25 μmol/L）、LY 组（LPS + PI3K/Akt 抑制剂 LY294002，20 μmol/L）、PDTC 组
（LPS + NF-κB 抑制剂 PDTC，100 μmol/L）、cur 组（LPS + 姜黄素，10 μmol/L）6 组。各组阻断剂预处理 30 min
后给予 LPS 刺激，加药后作用 4 h，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 PI3K、Akt、ERK、NF-κB、
CX3CL1 表达，测定各条带吸光度（A）值。结果 与 CK 组比较，LPS 组 PI3K、Akt、ERK、NF-κB、CX3CL1 表达
均显著升高〔PI3K（A 值）：0.68±0.05 比 0.49±0.09，Akt（A 值）：0.54±0.03 比 0.30±0.06，ERK（A 值）：1.09±0.09
比 0.74±0.05、NF-κB（A 值）：1.87±0.15 比 0.57±0.30，CX3CL1（A 值）：0.62±0.12 比 0.34±0.00，均 P＜0.05〕。
与 LPS 组比较，PD 组、PDTC 组 PI3K、Akt、ERK、NF-κB、CX3CL1 表达均明显下降〔PI3K（A 值）：0.37±0.06、
0.38±0.16 比 0.68±0.05，Akt（A 值）：0.33±0.07、0.33±0.12 比 0.54±0.03，ERK（A 值）：0.67±0.05、0.82±0.26
比 1.09±0.09，NF-κB（A 值）：0.73±0.19、0.97±0.41 比 1.87±0.15，CX3CL1（A 值）：0.43±0.07、0.32±0.03 比
0.62±0.12，均 P＜0.05〕；cur 组能明显抑制 PI3K、Akt、ERK、NF-κB 表达〔PI3K（A 值）：0.44±0.04 比 0.68±0.05，
Akt（A 值）：0.30±0.10 比 0.54±0.03，ERK（A 值）：0.78±0.05 比 1.09±0.09，NF-κB（A 值）：0.78±0.17 比
1.87±0.15，均 P＜0.05〕。结论 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存在 LPS— ERK、NF-κB— CX3CL1 信号通路，姜黄素可抑
制 LPS 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后 PI3K/Akt、ERK、NF-κB 的表达。
【关键词】 姜黄素 ； 支气管上皮细胞 ； 三磷酸肌醇激酶 / 蛋白激酶 B ； 外调节蛋白激酶 ； 核转录因
子 -κB ； 不规则趋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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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pproach the effect of curcumine on the expressions of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PI3K), protein kinase B (Akt),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 (ERK),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and inordinate fractalkine (CX3CL1) of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LPS).
Methods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were collected and cultured for 24 hour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blank
group (CK), LPS (10 mg/L) group, PD group (LPS + ERK inhibitor PD98059, 25 μmol/L), LY group (LPS + PI3K/Akt
inhibitor LY294002, 20 μmol/L), PDTC group (LPS + NF-κB inhibitor PDTC, 100 μmol/L), cur group (LPS + curcumine,
10 μmol/L). The cells in each group were stimulated by LPS after 30-minute pre-treatment of inhibitors. The cells were
cultured for 4 hours, and the expressions of PI3K, Akt, ERK, NF-κB, and CX3CL1 were determined with Western Blot,
and the absorbance (A) values in all the straps were asses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CK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PI3K, Akt, ERK, NF-κB, and CX3CL1 in LP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I3K (A value): 0.68±0.05 vs.
0.49±0.09, Akt (A value): 0.54±0.03 vs. 0.30±0.06, ERK (A value): 1.09±0.09 vs. 0.74±0.05, NF-κB (A value):
1.87±0.15 vs. 0.57±0.30, CX3CL1 (A value): 0.62±0.12 vs. 0.34±0.00,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LPS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PI3K, Akt, ERK, NF-κB, and CX3CL1 in PD group and PDT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I3K (A value): 0.37±0.06, 0.38±0.16 vs. 0.68±0.05, Akt (A value): 0.33±0.07, 0.33±0.12 vs. 0.54±0.03, ERK
(A value): 0.67±0.05, 0.82±0.26 vs. 1.09±0.09, NF-κB (A value): 0.73±0.19, 0.97±0.41 vs. 1.87±0.15, CX3CL1
(A value): 0.43±0.07, 0.32±0.03 vs. 0.62±0.12, all P < 0.05], and the expressions of PI3K, Akt, ERK, and NF-κB
were depressed in cur group [PI3K (A value): 0.44±0.04 vs. 0.68±0.05, Akt (A value): 0.30±0.10 vs. 0.54±0.03, 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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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alue): 0.78±0.05 vs. 1.09±0.09, NF-κB (A value): 0.78±0.17 vs. 1.87±0.15, all P < 0.05]. Conclusions LPSERK and NF-κB-CX3CL1 signal pathways were found in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Curcumine could inhibit the
expressions of PI3K/Akt, ERK, and NF-κB.
【Key words】 Curcumi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rotein kinase B;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 Nuclear factor-κB; Inordinate fractalkine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急性肺栓塞大鼠不规

细胞状态。取对数生长期细胞，用 0.125% 胰岛素 +

则 趋 化 因 子（CX3CL1）、核 转 录 因 子 -κB（NF-κB）
、

0.01% EDTA 消化离心后计数，以 2×105/ 孔铺 6 孔

三磷酸肌醇激酶（PI3K）、蛋白激酶 B（Akt）、外调节

板，37 ℃、5% CO2 培养箱中孵育培养。

［1-4］

蛋白激酶（ERK）均显著升高

。有研究认为，抑

1.2.2

细 胞 分 组 与 给 药 ：细 胞 培 养 24 h 后，利 用

制 NF-κB 信号通路可抑制 CX3CL1［5］；丝裂素活化

SPSS 19.0 统计软件产生随机分配表，将细胞分为

蛋白激酶（MAPK）级联是细胞内重要的信号通路，

6 组：空白组（CK）
，LPS 10 mg/L（LPS 组）；
LPS + ERK

其中以 ERK 与细胞的增殖反应最为密切，而 ERK

抑 制 剂 PD98059（PD 组），LPS + PI3K/Akt 抑 制 剂

信号通路阻滞可抑制 CX3CL1

［6］

。阐明 PI3K/Akt、

LY294002（LY 组），LPS + 姜黄素 10 μmol/L（cur 组）
，

ERK、NF-κB、CX3CL1 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急

LPS + NF-κB 抑 制 剂 PDTC（PDTC 组）
。各组提前

性肺栓塞后内皮细胞的炎症机制。故本研究拟通

给予相应阻断剂预处理 30 min 后再给予 LPS 刺激，

过体外细胞实验，探讨脂多糖（LPS）诱导人支气管

加药后作用 4 h。

上皮细胞后，是否 PI3K/Akt、ERK、NF-κB、CX3CL1

1.2.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每瓶细

存在上下游信号通路关系，以及姜黄素能否抑制该

胞加 2 mL 4 ℃预冷的 PBS，平放轻轻摇动 1 min 洗

通路。

涤细胞，然后弃去洗液。胰酶消化贴壁细胞，离心收

1

材料与方法

1.1

1.1.1

主要实验材料

集细胞，4 ℃裂解 30 min，4 ℃离心 10 min，将离心后
的上清转移到新的离心管中置于 -70 ℃保存。二喹

主要试剂 ：LPS 为美国 Sigma 公司产品，原液

啉甲酸法（BCA）法测定蛋白浓度，聚丙烯酰胺凝胶

1 mg/L，H2O 溶解，处理剂量 10 mg/L。ERK 抑制剂

电泳，经转膜、封闭、孵育一抗、洗膜、孵育二抗、再洗

PD98059 为 美 国 Sigma 公 司 产 品，原 液 25 mmol/L，

膜，将 PVDF 膜置于保鲜膜上，取适量增强化学发光

H2O 溶 解，处 理 剂 量 25 μmol/L。PI3K/Akt 抑 制 剂

（ECL）试剂盒中等体积的 A 液和 B 液混合，混匀后

LY294002 为美国 Sigma 公司产品，原液 10 mmol/L，

加在膜的表面，移入凝胶成像分析仪中，化学光敏模

H2O 溶解，
处理剂量 20 μmol/L。NF-κB 抑制剂 PDTC

式曝光显影。以 GAPDH 为参照，在 Image J 软件下

为江苏南通碧云天公司产品，母液浓度 25 mmol/L，

分析各条带吸光度（A）值。每个样本重复 3 次实验。

二甲基亚砜（DMSO）溶解，处理剂量 100 μmol/L。姜

1.3

黄素为美国 Sigma 公司产品。聚偏二氟乙烯（PVDF）

据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膜为美国 Millipore 公司产品。Tgfbr2 抗体 AP17322b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

为 美 国 Abgent 公 司 产 品。 三 磷 酸 甘 油 醛 脱 氢 酶

法，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APDH）抗 体 AP0063，羊 抗 兔 IgG-HRP（BS13278）
均为江苏南京 Bioworld 公司产品。
1.1.2

实 验 仪 器 ：凝 胶 成 像 仪、ChemiDoc XRS +

System 为美国 Bio-RAD 公司产品。高精度分光光
度计（SMA4000）为美国 Merinton 公司产品。
1.2

1.2.1

实验方法
细胞培养 ：人支气管上皮细胞株（BEAS-2B）

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处理数

结

果

2.1 Western Blot 检测 LPS 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PI3K/Akt、ERK、NF-κB、CX3CL1 的含量（表 1）
。

2.1.1 PI3K ：与 CK 组比较，LPS 组 PI3K 显著升高
（P＜0.05）；与 LPS 组比较，PD 组、PDTC 组、cur 组
PI3K 均显著下降（均 P＜0.05）。

2.1.2 Akt：与 CK 组比较，LPS 组 Akt 显著升高（P＜

由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昆明细胞库提

0.05）；与 LPS 组比较，PD 组、PDTC 组、cur 组 Akt

供。BEAS-2B 细胞复苏方法 ：用 LHC-8 无血清培

均显著下降（均 P＜0.05）。

养基在 37 ℃、5% CO2 培养箱孵育培养细胞，使用磷

2.1.3 ERK ：与 CK 组比较，LPS 组 ERK 显著升高

酸盐缓冲液（PBS）清洗，0.125% 胰岛素 + 0.01% 乙

（P＜0.05）；与 LPS 组比较，PD 组、PDTC 组、cur 组

二胺四乙酸（EDTA）消化细胞进行传代培养并调整

ERK 均显著下降（均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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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别

Western Blot 检测 LPS 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PI3K/Akt、
ERK、NF-κB、CX3CL1 含量的比较（x±s）

标本数（次） PI3K（A 值）

通 路 中 的 ERK 与 细 胞 增 殖
反应最密切，ERK 被激活后，

Akt（A 值）

ERK（A 值） NF-κB（A 值）CX3CL1（A 值）

作用于 NF-κB 等转录因子，

0.30±0.06

0.74±0.05

引起特定蛋白表达或活性

CK 组

3

0.49±0.09

LPS 组

3

0.68±0.05

a

0.54±0.03

a

1.09±0.09

a

1.87±0.15

a

0.62±0.12

a

PD 组

3

0.37±0.06

b

0.33±0.07

b

0.67±0.05

b

0.73±0.19

b

0.43±0.07

b

LY 组

3

0.52±0.10

0.82±0.37

b

0.50±0.13

PDTC 组

3

0.38±0.16

b

0.33±0.12

b

0.82±0.26

b

0.97±0.41

b

0.32±0.03

cur 组

3

0.44±0.04

b

0.30±0.10

b

0.78±0.05

b

0.78±0.17

b

0.48±0.16

0.39±0.10

0.57±0.30

0.88±0.21

0.34±0.00

b

改变，影响细胞产生特定的
生物学效应［10］。CX3CL1 是
兼有黏附和趋化活性的含有
373 个氨基酸残基的蛋白质

F值

4.480

3.439

3.063

8.143

3.487

分 子 趋 化 因 子［11］。 有 研 究

P值

0.016

0.037

0.052

0.001

0.035

显示，ERK 在 LPS 介导的肺
损伤炎症反应中发挥了重要

注 ：与 CK 组比较，P＜0.05 ；与 LPS 组比较，P＜0.05
a

b

作用［12］；也有研究认为，血

2.1.4

NF-κB ：与 CK 组 比 较，LPS 组 NF-κB 显

管平滑肌细胞产生的 CX3CL1 与 NF-κB 及 ERK 有

著 增 高（P＜0.05）；与 LPS 组 比 较，PD 组、LY 组、

关［13］。理论上 LPS 刺激人支气管上皮细胞会发生

PDTC 组、cur 组 NF-κB 均显著下降（均 P＜0.05）
。

形态改变，但一般很难直接观察到。本研究中经细

CX3CL1 ：与 CK 组 比 较，LPS 组 CX3CL1 显

胞培养观察到 CK 组细胞属于贴壁细胞，长梭型，有

著增高（P＜0.05）；与 LPS 组比较，PD 组、PDTC 组

小突起，故只能检测其功能性改变指标，如蛋白、细

CX3CL1 均显著下降（均 P＜0.05）。

胞因子、基因，或表型转化等。结果显示，ERK 抑制

2.1.5

2.2

Western Blot 检测 LPS 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剂和 NF-κB 抑制剂都能抑制 CX3CL1 的表达，提示

PI3K/Akt、NF-κB、CX3CL1 的表达（图 1）：① LPS 诱

ERK 及 NF-κB 是 CX3CL1 的上游信号，说明人支气

导细胞株后，PI3K、Akt、ERK、NF-κB、CX3CL1 均显

管上皮细胞的 ERK、NF-κB 也能调节 CX3CL1 表达，

著增高。② 使用 ERK 抑制剂 PD98059 和 NF-κB 抑

这与文献［5-6］的结果一致。

制剂 PDTC 后，PI3K、Akt、ERK、NF-κB、CX3CL1 均

姜黄素是从姜黄中提取的一种单体酚类物质，

明显下降。③ 姜黄素能抑制 PI3K/Akt、ERK、NF-κB

相对分子质量为 368.37，分子式为 C21H20O6，具有抗

的表达。

炎、抗凝、抗氧化等作用。姜黄素预处理能明显抑制
脓毒症大鼠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白细胞介
$,㏰

-14㏰

1%㏰

-:㏰

DVS㏰

1%5$㏰

素 -6（IL-6）及 NF-κB 的表达和炎症反应［14］。姜
黄素可减轻百草枯所致大鼠肺泡炎和肺纤维化，且

1*,

副作用较地塞米松更少［15］。姜黄素通过降低大鼠
肝细胞内 Ca2+ 浓度、而发挥其抗凋亡作用［16］。研

"LU

究发现 ：姜黄素可抑制人肝癌细胞株 BEL-7402 中
&3,

的磷酸化 Akt［17］；姜黄素治疗 14 d 后可明显下调

/'¬#

糖尿病神经痛大鼠脊髓背角及背根神经节中磷酸

$9$-

化 ERK1/2 和脊髓及活化蛋白 -1 的表达［18］；姜黄

("1%)

素还可通过阻断 NF-κB 减少白细胞介素 -1（IL-1）

图1

3

Western Blot 检测 LPS 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PI3K/Akt、ERK、NF-κB、CX3CL1 的表达

讨 论

诱导的人血管内皮细胞内皮酯酶的表达［19］。上述
这些结果均与本研究相符。根据预实验我们发现，
10 μmol/L 姜黄素对 LPS 诱导支气管上皮细胞表达
的抑制作用最显著，故选用该浓度进行实验。结

PI3K/Akt 是参与细胞生长、增殖及分化调节的
［7］

信号转导通路

。PI3K 靶蛋白是 Akt，Akt 又称蛋
［8］

果本研究证实，姜黄素能抑制 LPS 诱导的人支气
管上皮细胞 PI3K/Akt、ERK、NF-κB 的表达。研究

。这与

认为 LPS 能刺激 NF-κB 活化［20］，姜黄素能明显抑

烧伤血清可加重心肌细胞炎症凋亡，而 PI3K/Akt 抑

制 NF-κB 的表达［21］，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所发现

制剂可促进细胞凋亡的增加相符［9］。MAPK 信号

的姜黄素能抑制急性肺栓塞大鼠 PI3K/Akt、ERK、

白激酶 B，属于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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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CX3CL1 的表达结果［22-25］相一致。
本研究的缺点在于 ：LPS 造成的支气管内皮细
胞损伤不能真正模拟急性肺损伤后（ALI）血管内皮
细胞的炎症模型，需要进一步探索。结合本课题组
前期的研究结果［1-4，22-25］，我们认为，CX3CL1 可能
是急性肺栓塞后影响内皮细胞炎症机制的一个重要
因素。下一步可研究药物通过调控 CX3CL1，影响
急性肺栓塞病理条件下肺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反应
和细胞损伤。
4

结

论

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存在 LPS— ERK、NF-κB—
CX3CL1 信号通路。姜黄素可抑制 LPS 诱导的人支
气管上皮细胞中 PI3K/Akt、ERK、NF-κB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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