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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籽提取物对人鼻咽癌细胞ＨＩＦ．１ａ表达的影响
胡俊丽１，张月飞２，宋瑾１，钟木生１，张中华１

（１．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广
东深圳５１８０００；２．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一头颈外科，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２３）
摘要：目的研究葡萄籽提取物（ＧＳＥ）对鼻咽癌细胞生长及ＨＩＦ一１ ０【表达的影响。方法用１００

ｇｍｏｌ／Ｌ

ＣｏＣｈ处理

鼻咽癌ＣＮＥ一２Ｚ细胞，建立细胞拟缺氧模型；不同质量浓度ＧＳＥ干预一定时间后，ＭＴＴ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
测细胞周期，荧光定量ＰＣＲ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ＨＩＦ一１ ｃ【表达。结果ＧＳＥ抑制低氧环境下ＣＮＥ一２Ｚ细胞生长，１２．５、２５
ｍｇ／Ｌ ＧＳＥ处理细胞发生ＧＩ／Ｓ期阻滞，不同质量浓度ＧＳＥ处理减少ＣＮＥ一２Ｚ细胞表达ＨＩＦ一１ｎ蛋白。结论ＧｓＥ抑制低氧

环境下ＣＮＥ一２Ｚ细胞ＨＩＦ—ｌ ｔｔ表达。
关键词：鼻咽癌；葡萄籽提取物；低氧诱导因子一１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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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ＮＰＣ）是我国
南方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具低分化、高转移的特
点，其位置隐蔽、恶性程度高。目前，ＮＰＣ治疗主要

ａ

１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与仪器
鼻咽癌ＣＮＥ一２Ｚ细胞来源于广东医科大学生化教

以放疗为主。葡萄籽提取物（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ＧＳＥ）
是一种生物类黄酮，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活性、
促进伤口愈合及组织修复活性及对人类多种肿瘤细

研室；ＲＰＭｌｌ６４０培养液、胎牛血清（ＦＢＳ）购自美国
Ｇｉｂｃｏ公司，０．２５％胰蛋白酶液、辣根过氧化物酶标

胞（如肺癌、胃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及结肠癌等）均
有明显的生长抑制或凋亡诱导作用ｌｌ】，但其对人

液购自碧云天生物研究所；兔抗人ＨＩＦ—ｌａ和ＶＥＧＦ

ＮＰＣ细胞的影响国内外目前尚未见文献报道。本研
究以ＣＮＥ．２Ｚ细胞缺氧模型为研究对象，研究ＧＳＥ对

ＮＰＣ细胞生长及ＨＩＦ．１ａ表达的影响，为ＧＳＥ在ＮＰＣ
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依据。

基金项目：湛江市非资助科技攻关课题（Ｎｏ．２０１４８１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４；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６
作者简介：胡俊Ｎ（１９８２一），女，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
通信作者：张月飞，女，教授。

万方数据

记的山羊抗兔二抗、ＲＩＰＡ裂解液、５ｘ蛋白上样缓冲
抗体为Ｓａｎｔａ Ｃｍｚ公司产品；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反转
录试剂盒及Ｒｅ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定量ＰＣＲ
试剂盒购自大连宝生物公司；ＧＳＥ为ＭＵＳＴ公司产
品；ＣＯＣｌ２为美国ＢＢＩ公司产品；二甲基乙砜（ＤＭＳＯ）
及普通化学试剂均购于上海阿拉丁产品；７５００实时
定量ＰＣＲ仪为美［］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产品，多
功能酶标仪为ＢｉｏＴｅｋ公司产品，Ｃｈｅｍｉ Ｄｏｃ ＸＲＳ＋凝
胶成像系统为美国ＢｉＧ．Ｒａｄ公司产品，ＦＡＣＳＣａｎｔｏ
流式细胞分析仪为美国ＢＤ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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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丽，等．葡萄籽提取物对人鼻咽癌细胞ＨＩＦ—ｌａ表达的影响

３５７

１．２细胞培养

行反转录俱体操作按说明书进行）；采用引物ＨＩＦ．１ａ

ＣＮＥ．２Ｚ细胞培养于含１０％ＦＢＳ、双抗溶液（１００
Ｕ／ｍＬ青霉素、１００ ｍｇ／Ｌ链霉素）的ＲＰＭｌｌ６４０培养

加，５’一ＧＴＴＴＡＣＴＡＡＡＧＧＡＣＡＡＧＴＣＡＣＣ一３’，ＨＩＦ－１ａ

液。待细胞生长密度为８０％左右时０．２５％胰蛋白酶液

５＇－ＴＧＧＡＧＴＣＴＡＣＴＧＧＣＧＴＣＴＴ－３’．ＧＡＰＤＨ

消化传代，并以５×１０４个／ｃｍ２重新接种，隔天换液

ＴＧＴＣ ＡＴＡＴＴＴ ＣＴＣＧＴＧＧＴＴＣＡ一３’。

１次。

Ｍｉｘ（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说明书操作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１．３细胞拟缺氧模型建立

选择生长状态良好的细胞经胰酶消化后调整细

５’－ＴＣＣＴＧＴＴＴＧＴＴＧＡＡＧＧＧＡＧ－３’：ＧＡＰＤＨｆｏ，．

ｒｅｖ

ｐｍｏｌ／Ｌ

ＣｏＣｈ分别处

理１２、２４、７２ ｈ获得ＣＮＥ－２Ｚ细胞拟缺氧模型。
１．４
ＭＴＴ检测细胞增殖
胰酶消化生长良好的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２ｘ １０３
个／孑Ｌ置于９６孔板，培养过夜后，不同质量浓度（０、

５’·

按Ｒｅ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ｃＲ检测，计算各目标基因相对ｍＲＮＡ表达量。
１．７免疫印迹检坝ｑＨＩＦ．ｕ表达

胞浓度为１×１０５个／ｍＬ置于６孔板，培养过夜后，不同
浓度ＧＳＥ处理细胞１ ｈ后加入１ ００

ｒｅｖ

细胞总蛋白的提取采用ＲＩＰＡ裂解液提取法（具体
操作按说明书进行），蛋白定量按ＢＣＡ蛋白定量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定量后采用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蛋白电

泳系统进行凝胶电泳，１００ Ｖ电泳９０ ｍｉｎ至溴酚蓝指
示剂迁移至底部后，进行电转移，３００ ｍＡ冰浴电转
９０

ｍｉｎ。电转结束后，膜使用５％脱脂奶粉封闭３０

ｍｇ／Ｌ）ＧＳＥ处理，１ ｈ后加入１００

ｒａｉｎ，ＴＢＳＴ漂洗３次每次５ ｍｉｎ，加入稀释的一抗工

ＣｏＣｈ，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７２ ｈ后于每孔加人

作液ｆｌ：１ ｏｏｏ），４℃孵育过夜，ＴＢＳＴ漂洗３次每次５

０．５％ＭＴＴ，继续培养４ ｈ左右，小心吸出培养
基，加入１５０此ＤＭＳＯ于摇床上低速振荡１０ ｍｉｎ充

ｍｉｎ，加入稀释的ＨＲＰ．羊抗小鼠工作液（１：５ ｏｏｏ），室

分溶解孔内结晶于酶标仪检测吸光度值。

光液，置ＣｈｅｍｉＤｏｃ ＸＲＳ＋成像系统中，检测化学发
光情况。

１０、２０、５０、１００
ｐｍｏｌ／Ｌ
２０ ｒｔｌ

１．５流式检测细胞周期

取出细胞经ＰＢＳ清洗后加入适量胰酶消化细

温孵育１ ｈ，ＴＢＳＴ漂洗３次，每次５ ｍｉｎ，加入ＥＣＬ发

１．８统计学处理

ｒ／ｍｉｎＮ心细胞后弃上清，用ＰＢＳ清洗一遍

采用ＳＰＳＳｌ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

后加人适量７５％无水乙醇固定细胞，固定后的细胞
经离心收集后ＰＢＳ清洗１次，加入适量ＰＩ染色工作液

用元±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ｇ

胞，１

０００

孵育３０ ｍｉｎ左右，ＰＩ孵育完成后即可进行流式检
测。
１．６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ＨＩＦ．１ａ ｍＲＮＡ表达

检验，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２结果
２．１

细胞总ＲＮＡ的提取采用Ｔｒｉｚｏｌ法。大致方法如

ｍｇ／Ｌ

ＧＳＥ分别干

预ＣＮＥ．２Ｚ细胞２４、４８、７２ ｈ后结果见表ｌ。结果显

ｍＬ氯仿，剧烈振摇３０ Ｓ，静置５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ｒａｉｎ，吸上清液加入等

示在ＧＳＥ处理的４８、７２ ｈ，随着ＧＳＥ质量浓度的增加

ｍｉｎ，０．２

ｍｉｎ。４０Ｃ １２ ０００

ＭＴＴ检Ｎｏ、１０、２０、５０、１００

ｍＬ Ｔｒｉｚｏｌ

下：各处理组细胞弃去培养液后，加入１
室温裂解５

ＧＳＥ干预后ＣＮＥ一２Ｚ细胞增殖检测

吸光度值呈下降趋势，说明ＧＳＥ抑制ＣＮＥ一２Ｚ细胞增

ｍｉｎ，４℃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殖。

ｍｉｎ，含７５％乙醇ＤＥＰＣ水洗涤沉淀，干燥后ＤＥＰＣ水
溶解ＲＮＡ。采用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逆转录试剂盒进

２．２

体积异丙醇，静置１０

表１

ＧＳＥ干预后ＣＮＥ．２Ｚ细胞周期检测

流式检测ＧＳＥ干预后ＣＮＥ一２Ｚ细胞周期结果见表

ＭＴＴＩｓ匕色法检测ＧＳＥ作用对ＣＮＥ．２Ｚ细胞增殖的影响（ｇ＋ｓ，吸光度）

与０ ｍｇ／ＬＧＳＥ组比较：８尸＜０．０１；与１０ ｍｇ／ＬＧＳＥ组比较：ｂｐ＜０．０５，ｃｐ＜０．０１；与２０ ｍｇ／ＬＧＳＥ组比较：ｅｐ＜０．０５，ｆｐ＜ｏ．０１；
与５０ ｍｇ／ＬＧＳＥ组比较：ｇＰ＜０．０５，ｈ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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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医科大学学报

３５８

２。１２．５、２５ ｍｇ／Ｌ

ＧｓＥ组Ｇ１期含量显著高于对照

表２

ＲＴ－ＰＣＲ检测不同质量浓度ＧＳＥ干预ＣＮＥ．２Ｚ细
胞４８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５或０．０１）。
２．３
ＧＳＥ干预，詹ＨＩＦ－ｌａ ｍＲＮＡ表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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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ＨＩＦ－Ｉａ

ｍＲＮＡ结果见表３。ＨＩＦ－Ｉａ ｍＲＮＡ表

达量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１９＞０．０５）。

ＧＳＥ作用４８ ｈ后ＣＮＥ－２Ｚ细胞周期分布

（２＋ｓ，％）

Ｃｔ

组别

△Ｃｔ
ＨＩＦ－ｌ

ａ

△△Ｃｔ

１３－ａｃｔｉｎ

各组两两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４

ＧＳＥ干预后ＨＩＦ．０【蛋白表达检测
随着ＧＳＥ质量浓度的增高，ＣＮＥ一２Ｚ细胞的ＨＩＦ．

０【表达水平降低（均Ｐ＜０．０１），详见表４、图１。
表４

目的基因蛋白水平的相对含量

（ｉ±Ｊ）

尽管近３０年来随着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发
展，鼻咽癌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
鼻咽癌治疗效果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鼻咽癌

是实体瘤的一种，与其它实体肿瘤一样存在着缺氧

现象，Ｓｕｎｇ等【２荆用基因芯片技术测定鼻咽癌细胞
在缺氧和常氧下基因表达谱的变化，结果提示低氧
的条件可以诱导鼻咽癌细胞ＨＩＦ一１ ０【表达增强。Ｓｈｏｕ
等［３】应用免疫组化技术分析了５９例鼻咽癌与２０例鼻
咽炎组织中ＨＩＦ．１ｅｔ的表达及微血管密度，证实了
ＨＩＦ—ｌｅｔ的表达与鼻咽癌组织中新生血管成正相关，
它在鼻咽癌发生、侵袭及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另

各组两两比较：ａｐ＜０．０１
Ａ

Ｂ

Ｃ

一研究【４】发现在低氧条件下，ＣＮＥ．２细胞ＨＩＦ．１ ｃ【
Ｄ

Ｅ

ｍＲＮＡ水平稳定，蛋白表达明显升高。ｓｉＲＮＡ转染
ＨＩＦ—ｃ【

鼻咽癌细胞系ＣＮＥ一２后显著下调了ＨＩＦ．１０谨因的表

ＧＡＰＤＨ

达，同时也明显抑制了ＶＥＧＦ基因的表达。提示
ＨＩＦ—ｌｅｔ的ＲＮＡ干扰有可能在抗肿瘤血管生成的基因

Ａ．常氧对照组；Ｂ．５０

ｍｇ／Ｌ ＧＳＥ组；Ｃ．２５ ｍｇ／Ｌ ＧＳＥ±ｒｔ

Ｄ．１２．５ ｍｇ／Ｌ ＧＳＥ．女３＿；Ｅ．缺氧对照组（Ｏ ｍｇ／Ｌ ＧＳＥ）

图ｌ

３讨论

万方数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ＨＩＦ．ｃ【表达

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为鼻咽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
靶点和思路。
ＧＳＥ是一种生物类黄酮，其中含有８０％～８５％
的原花青素，原花青素（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简称Ｐｃ或
ＧＳＰＥ（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 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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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丽，等．葡萄籽提取物对人鼻咽癌细胞ＨＩＦ．１ａ表达的影响

３５９

王国中广泛存在的一大类多酚化合物的总称。对
ＧＳＥ的药理研究［１ｌ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活性、心血管保护作用、细胞保护作

［３】Ｓｈｏｕ

用，促进伤口愈合及组织修复活性，体内外抗肿瘤

［４］曾伟，张建国．ｓｉＲＮＡ沉默ＨＩＦ．１ ０【在缺氧状态下对鼻咽癌

作用的研究也有很多报道。Ａｇａｒｗａｌ等１５】发现ＧＳＰＥ
对前列腺癌细胞ＤＵｌ４５细胞有明显的生长抑制或凋

亡诱导作用。Ｔｙａｇｉ等［６’７】发现ＧＳＥ对人非小细胞肺癌
细胞（Ｈ４６０和Ｈ３２２）活性氧及凋亡诱导，且可靶向

ＮＦ．ＫＢ，Ｓｔａｔ３和ＡＰｌ转录因子诱导人前列腺癌细胞
（ＰＣａ细胞）凋亡。Ｓｈｒｏｔｒｉｙａ等１８】发现ＧＳＥ诱导人头颈部
鳞状细胞癌（Ｄｅｔｒｏｉｔ ５６２和ＦａＤｕ＿±￥胞）Ｇ２／Ｍ期阻滞及
凋亡。Ｋａｕｒ等【９］发现ＧＳＥｉ秀导人结肠癌细胞（ＨＴ２９细

胞）Ｇ１期阻滞。Ｒａｉｎａ等ｆ加悛现ＧＳＥ诱导人膀胱癌细
胞（Ｔ２４和ＨＴＢ９细胞）氧化应激。本研究我们发现
ＧＳＥ抑制鼻咽癌ＣＮＥ一２Ｚ细胞生长，１２，５ ｍｇ／Ｌ和２５
ｍｇ／Ｌ

ＧＳＥ干预的细胞均能明显发生Ｇ１／Ｓ期阻滞，不

ＦＯＸ０３ａ

素可明显抑￥！ＪＨＩＦ一１Ⅱ蛋白的表达，并且这种抑制作

ａｎｄ

ＨＩＦ—ｌＱ

ｉｎ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２，１３８（４）：５８５·５９３．

细影响［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９，１８（２１）：２４９９—２５０５．
［５】Ａｇａｒｗａｌ Ｃ，Ｖｅｌｕｒｉ Ｒ，Ｋａｕｒ Ｍ，ｅｔ ａ１．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ａｎｎｉｎｓ ｉｎ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 Ｂ２—３．３’一ｄｉ—Ｏ—ｇａｌｌａｔｅ

ａｓ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ＤＵｌ４５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Ｊ］．Ｃａｒｃｉ—

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０７，２８（７）：１４７８—１４８４．

［６】Ｔｙａｇｉ Ａ，Ｒａｉｎａ

Ｋ，Ｇａｎｇａｒ Ｓ，ｅｔ ａ１．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Ｎｕｔｒ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６５（Ｓｕｐｐｌ １）：４４－５３．
［７］Ｔｙａｇｉ Ａ，Ｒａｉｎａ Ｋ，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ＳＰ，ｅｔ ａ１．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 Ｂ２ ３，３
（”）一ｄｉ—Ｏ—ｇａｌｌａｔｅ，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ＮＦ－ｖｄ３，Ｓｔａｔ３，ａｎｄ ＡＰ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８］Ｓｈｒｏｔｒｉｙａ

Ｓ，Ｄｅｅｐ Ｇ，Ｇｕ Ｍ，ｅｔ ａ１．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基础，并为探讨鼻咽癌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

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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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Ｎｕｔｒ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４，６６（４）：７３６—７４６．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Ｇ２／Ｍ

［１】Ｋａｕｒ Ｍ，Ａｇａｒｗ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用表现出一定剂量依赖性。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为研
制针对鼻咽癌的有效、价廉、低毒的西药奠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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