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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骨 脂 素 对 前 列 腺 癌 LNCaP-AI 细 胞
增殖和周期调控及雌激素受体 β 表达的
影响
李少鹏1

蔡建通1 翁铭芳2

【摘要】 目的

游翰林3 陈书尚4 吴卫真4

探讨补骨脂素对前列腺癌 LNCaP-AI 细胞增殖的影响，并初步探索其可

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不同浓度补骨脂素处理体外培养的前列腺癌 LNCaP-AI 细胞，采用

CCK-8 法检测各组的细胞增殖变化，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细胞 Ki67 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
检测各组细胞周期的变化，实时定量 RT-PCR 法检测各组细胞雌激素受体 β（ERβ）mRNA 的表
达。组间均数比较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CCK-8 检测结果显示，补骨脂素对 LNCaP-

AI 细胞增殖的抑制呈浓度—时间依赖性增强。Western blot 法、流式细胞术和实时定量 RTPCR 检测结果分别显示，不同浓度补骨脂素（30，50，100 μg/ml）处理 48 h 后，随着药物浓度的
增加，LNCaP-AI 细胞的 Ki67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分别为 27.82±0.55、25.27±0.62、23.93±0.50
和 22.54 ±0.59（F = 28.59，P < 0.01）；G1 期 分 别 为 72.14±0.5、74.57±1.22、78.12±0.92、
79.36±0.49 和 80.6 ±1.42（F = 38.26，P < 0.01）；
G2 期 分 别 为 27.57±0.5、23.2±1.39、
16.41±1.23、12.23±1.3 和 7.47±1.03（F = 216.63，P < 0.01）细胞均随之增多，而 S 期细胞则随
之减少，分别为 0.29±0.07、2.23 ±0.32、5.47±0.44、8.41±0.95 和 11.93±0.57（F = 153.58，P <
0.01）；ERβ mRNA 的表达量明显升高，分别为 1±0 、2.197±0.225、4.573±0.346 和 6.590±0.334
（F = 264.09，P < 0.01）。结论

补骨脂素具有抑制前列腺癌 LNCaP-AI 细胞增殖和 Ki67 表达的

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其将细胞阻滞于 G1、G2 期和上调 ERβ mRNA 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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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oralen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ycle
regul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LNCaP-AI cellas well as its expression of estrogen-related receptor β.
Methods

LNCaP-AI cells were subjected to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soralen

in vitro. The proliferation, expression of Ki67 protein, cell cycles and expression of estrogen-related
receptor β (ER β) mRNA of LNCaP-AI cells were detected with CCK-8 test, Western blotting, flow
cytometry assay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RT-PCR, respectively. Results

CCK-8 test showed that

psoralen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LNCaP-AI cells in a dose-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soralen (30, 50 or 100 μg/ml) for 4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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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aP-AI cells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of Ki67 protein by Western blotting (F = 28.59, P <
0.01). Meanwhile, more cells were arrested at G1 and G2 stage but fewer at S stage as shown by flow
cytometry (F = 38.26, 216.634, 153.584, P < 0.01 for all). In addition, increased transcription of ERβ
mRNA in LNCaP-AD cells was verifi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RT-PCR (F = 264.09, P < 0.01).
Conclusion

Psoralen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LNCaP-AI cells and Ki67 expression.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ay include inducing cell-cycle arrest at G1, G2 stage and the up-regulation of
ERβ mRNA expression in LNCaP-AI cells.
【Key words】 Psoralen;

Prostate cancer; LNCaP-AI;

前列腺癌高居美国男性死亡首位，在我国的发
病率逐年上升 [1]。在前列腺癌的临床治疗中，早期的
去势治疗非常有效，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素治疗，
多数患者转变为雄激素抵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CRPC），目前临床上仍缺乏
有效的治疗措施 [2]。因此，寻找前列腺癌治疗的新
型药物将是提高前列腺癌患者治疗效果、延长患者
寿命的关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雌激素及其受
体对于前列腺癌的发展和发作起着重要作用，成为
近年来前列腺癌的研究热点之一 [3-5]。研究表明，补
骨脂素是一种重要的植物雌激素，通过雌激素受体
（estrogen receptor，ER）介导发挥作用。本研究观
察了补骨脂素在体外对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
LNCaP-AI[6-7] 细胞增殖、周期变化和细胞增殖相关
蛋白 Ki67 表达的影响，并通过检测 LNCaP-AI 细胞
中雌激素受体 β（ERβ）的表达情况，探讨其作用
机制。
材料与方法
一、材料
补 骨 脂 素（中 国 西 亚 公 司），胎 牛 血 清（美 国
HyClone 公司），兔抗人 Ki67 抗体和兔抗人 ERβ 抗
体（美 国 Abcam 公 司），鼠 抗 人 β-actin 抗 体（美 国
Sigma 公司），Western bright ECL 蛋白显色液（美国
Advansta公司），EvoScipt RNA SYBR Green I Master
试剂盒（瑞士 Roche 公司），LNCaP-AI 细胞（第二军
医大学孙颖浩教授惠赠）。
二、方法
1. 细胞培养及分组：LNCaP-AI 细胞用含 10 ﹪
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液在 37 ℃、5 ﹪ CO2、饱和
湿度下培养，融合达 80 ﹪时，以 0.25 ﹪胰蛋白酶进
行消化后传代，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进行实验。设空
白对照组和不同终浓度补骨脂素组。
2. CCK-8 试剂盒检测细胞增殖：待体外培养的
LNCaP-AI 细胞生长至 80 ﹪融合时，用胰蛋白酶消
化细胞，移液枪吹打均匀，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计数，

Ki67;

Estrogen-related receptor

细 胞 以 5×103 个 / 孔 接 种 于 96 孔 板，培 养 8 ~ 12
h，分别加入不含补骨脂素细胞培养液、含 10，30，
50，100 μg/ml 补 骨 脂 素 的 细 胞 培 养 液 100 μl，每
个 浓 度 设 置 5 个 复 孔。 分 别 培 养 24，48，72，96 h
后，吸弃培养基，加 PBS 洗涤 1 次，每孔加入 10 μl
CCK- 8+ 90 μl 细胞培养液，以无细胞的空白孔加入
10 μl CCK-8+ 90 μl 细胞培养液为空白对照，于 2 h
后用多波长酶标仪在 450 nm 处检测吸光度。以细
胞 存 活 率（T/C ﹪）=（实 验 组 细 胞 OD/ 对 照 细 胞
OD）×100 ﹪计算细胞的存活率。
3. Western blot 法检测 Ki67 蛋白表达：LNCaPAI 细胞悬浮后接种，按分组加入不同终浓度补骨
脂素（0，30，50，100 μg/ml），培养 48 h，收集细胞，加
入细胞裂解液，提取总蛋白并测定蛋白浓度。取等
量蛋白，95 ℃水浴 15 min，使蛋白充分变性，经聚
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电转至预先用甲醇活化的
PVDF 膜，5 ﹪牛奶 4 ℃封闭 1 h，根据检测目的，分
别加入用封闭液稀释的一抗（Ki67、β-actin）4 ℃孵
育过夜，TBST 洗涤后，二抗室温孵育 1 h，洗膜后滴
加 ECL 蛋白显色液显色。取目标条带测灰度值，所
有实验均重复 3 次。
4.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LNCaP-AI 细胞
传代，待 8 ~ 12 h 细胞贴壁，分别加入含 0，10，30，
50，100 μg/ml 补骨脂素的细胞培养液 12 ml，分别培
养 48 h 后，胰蛋白酶消化细胞，离心后加入预冷的
无水乙醇，4 ℃下固定 24 h，离心洗涤，加入 500 μl
PBS+5 μl PI+25 μl RNase，震荡悬浮后按照流式细
胞仪检测程序检测各组细胞周期。
5. 实 时 定 量 RT-PCR 检 测 ERβ mRNA 表 达：
LNCaP-AI 细胞悬浮后接种，分别加入不同终浓度
补骨脂素（0，30，50，100 μg/ml），培养 48 h，收集细
胞。采用一步法荧光定量 PCR 检测 LNCaP-AI 细
胞 ERβ mRNA 表达。步骤如下：收集 2×106 个细
胞到离心管，加入裂解液裂解并静置后取上清液，过
柱、洗涤，最后加入洗脱液 50 μl，分别得到各组的总
RNA 模板。ERβ 引物由中国华大基因公司合成（表
1）。按照反应体系：PCR Grade Water 10 μl+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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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μl+Primer Mix 1 μl，分别加入各组的 RNA 模板。
密封，离心后上机检测。数据分析采用美国 Bio.Rad
公司的 Opticon Monitor Software 3.1 版。根据标准
品制作标准曲线，用 ΔΔCt 值来统计比较不同实验
组目的基因的表达情况。
表 １ ERβ 及内参 β-actin 的引物序列
基因

引物

ERβ

图 １ 不同浓度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 Ki67 蛋白表达的

F:5'-ACCAAAGCATCGGTCACG-3'

影响

R:5'-CATGATCCTGCTCAATTCCA-3'
β-actin

5'-GTTGTCGACGACGAGCG-3'
R:5'-GCACAGAGCCTCGCCTT-3'

三、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12.0 软件分析处理数据。细胞增殖、
Ki67 蛋白表达和细胞周期等数据以 x ± s 表示，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表 ３ 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浓度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
周期的影响（﹪，x ± s）

果

一、不同时间点各组细胞增殖抑制率比较
培养 24、48、72 h 的 CCK-8 检测结果显示，各
个作用时间段，LNCaP-AI 细胞的存活率随补骨脂
素的浓度增加而明显降低
（P 均 < 0.01）。随培养时
间增加，各浓度组 LNCaP-AI 细胞的存活率亦明显
降低（P 均 < 0.05）（表 2）。
表 ２ 补骨脂素干预后不同时间培养的 LNCaP-AI 细胞
生存率的变化（n = 18，﹪，x ± s）
24 h

48 h

72 h

F值

P值

0 μg/ml

1.00±0.00

1.00±0.00

1.00±0.00

-

-

10 μg/ml

0.92±0.07

0.85±0.07

0.77±0.06

7.61

0.01

30 μg/ml

0.83±0.07

0.78±0.06

0.72±0.06

4.48

0.03

50 μg/ml

0.77±0.09

0.71±0.04

0.66±0.06

4.10

0.04

100 μg/ml

0.71±0.04

0.64±0.05

0.59±0.09

5.28

0.02

F值

17.35

48.49

35.81

P值

< 0.01

< 0.01

< 0.01

分组

三、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周期的影响
LNCaP-AI 细胞与不同终浓度的补骨脂素共培
养 48 h 后行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结果显示，
随着药物浓度增高，G1 期和 G2 期细胞均随之增多，
而 S 期细胞则随之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
38.26、216.63、153.58，P 均 < 0.01）（图 2、表 3）。提
示补骨脂素将细胞阻滞于 G1、G2 期。

分组

G1 期

S期

G2 期

对照组

72.14±0.50

27.57±0.50

0.29±0.07

10 μg/ml

74.57±1.22

23.20±1.39

2.23±0.32

30 μg/ml

78.12±0.92

16.41±1.23

5.47±0.44

50 μg/ml

79.36±0.49

12.23±1.30

8.41±0.95

100 μg/ml

80.60±1.42

7.47±1.03

11.93±0.57

F值

38.26

153.58

216.63

P值

< 0.01

< 0.01

< 0.01

四、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 ERβ mRNA 表
达的影响
实时定量 RT-PCR 检测结果显示，终浓度分别
为 30、50、100 μg/ml 补骨脂素与 LNCaP-AI 细胞共
培养 48 h 后，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ERβ mRNA 的
表 达 量 明 显 升 高，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1±0 vs
2.197±0.225 vs 4.573±0.346 vs 6.590 ±0.334，F =
264.09，P < 0.01）。
讨

二、Western blot 法检测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 Ki67 表达的影响
Western blot 法检测结果显示，各浓度梯度的
补 骨 脂 素 作 用 48 h 后，LNCaP-AI 细 胞 Ki67 蛋
白的表达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随着补骨脂素浓度
增高，Ki67 蛋白表达量降低更明显
（27.82 ± 0.55
vs 25.27 ± 0.62 vs 23.93±0.50 vs 22.54±0.59，F =
28.59，P < 0.01）（图 1）。

论

常用的前列腺癌细胞株包括 LNCaP、PC3 和
DU145。其中 PC3 和 DU145 为发生前列腺外转移的
雄激素非依赖性细胞株 [8]。LNCaP 为雄激素依赖性，
但经过雄激素剥夺诱导培养后，可转变为雄激素非
依赖性，即为 LNCaP-AI，表现为在含普通血清的培
养基及含去雄激素血清的培养基中的细胞活力无明
显 差 异 [6-7]。LNCaP 转 变 为 LNCaP-AI 的 过 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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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浓度补骨脂素
对 LNCaP-AI 细胞周期的影响

胞周期调控机制中包含 2 个重要的调控点，分别位
似于临床上前列腺癌经过去势治疗后，由雄激素依
于 G1/S 期、G2/M 期之间期 [12]。既往的研究已发现，
赖转变为 CRPC 的过程。因此在涉及 CRPC 这种
难治性前列腺癌的相关基础研究中，LNCaP 是一种
补骨脂素可对多种肿瘤细胞造成周期阻滞，但细胞
理想的细胞模型。
不同，阻滞阶段也不同 [13]。本研究结果显示，补骨
补骨脂素的抗肿瘤应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脂素可对 LNCaP-AI 的细胞周期产生影响，随着补
之一。之前的研究发现，补骨脂素能有效抑制雄激
骨脂素浓度的增加，位于 G1、G2 期的细胞百分比
素依赖性 LNCaP-AD 细胞增殖，且该抑制作用呈明
增加，提示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周期的 2 个
[9]
显的浓度—时间关系 。本研究通过 CCK-8 检测
重要调控点均具有作用。
雌激素受体有 ERα、ERβ 两种亚型，对前列腺
进一步发现，补骨脂素对 LNCaP-AI 也具有类似的
癌的作用截然相反 [14]。ERα 可促进前列腺癌发生
细胞增殖抑制作用。本研究还检测了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 Ki67 表达的影响。Ki67 是一种核
和发展，而 ERβ 则是一种抑癌基因，具有抑制增殖
抗原，在细胞的 G0 期不表达，只有在进入细胞周期
和肿瘤转移的作用 [14]。这方面的证据包括 ：
ERβ
[15-16]
（G1、S、G2 和 M）才表达，是反映肿瘤细胞增殖活
表达较低的前列腺癌患者预后较差
、雷洛昔芬
性的标记物，其过量表达与多种恶性肿瘤的转移及 （一种 ERβ 激动剂）能明显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的增
预后相关 [10-11]。本研究中，补骨脂素可降低 LNCaP殖和转移 [17]、三羟异黄酮可通过 ERβ 抑制前列腺
AI 细胞中 Ki67 的表达水平，其作用呈浓度依赖性， 癌的侵袭和转移 [18]。植物性雌激素与 ERβ 的亲和
与 CCK-8 检测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了补骨脂素
力要比与 ERα 的亲和力高 10 倍 [19]。因此推测，作
对 LNCaP-AI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由于临床上
为一种植物雌激素，补骨脂素对 LNCaP-AI 细胞的
CRPC 的治疗比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治疗棘手得
作用可能与 ERβ 有关。本研究发现，补骨脂素在
多，因此本研究的结果相对更具有临床意义。
抑制 LNCaP-AI 细胞增殖的同时，可提高其 ERβ 的
细胞周期是指细胞从一次分裂完成到下一次
mRNA 表 达 水 平，提 示 补 骨 脂 素 对 LNCaP-AI 细
分裂结束的全过程。细胞增殖周期的失控与恶性肿
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可能通过 ERβ 而发挥作用。但
瘤的无限增殖密切相关，通过影响细胞周期抑制肿
补骨脂素是否激活 ERβ，以及其促进 ERβ mRNA 表
瘤细胞无限增殖是预防和治疗肿瘤的一种方法。细
达的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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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实 验 表 明，不 同 浓 度 的 补 骨 脂 素 可 抑 制
LNCaP-AI 细胞的增殖，成剂量—时间依赖性关系，
且降低 LNCaP-AI 细胞的 Ki67 表达水平。其可能的
作用机制是诱导细胞发生 G1 期、G2 期阻滞来实现，
并与补骨脂素上调 LNCaP-AI 细胞 ERβ 的 mRNA
表达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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