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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惡性腫瘤發病率不斷攀升，中藥抗惡性腫瘤作用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近年研究發現，莪朮對抗惡性

腫瘤有一定的效果。 
莪朮為姜科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蓬莪朮（Curcuma phaeocaulis Val.）、廣西莪朮（C. kwangsiensis S. Lee 

et C. F. Liang）或溫鬱金（C. wenyujin Y. H.Chen et C. Ling ）的根莖。屬破血消瘕藥。味辛、苦，性溫。歸
肝、脾經。具有破血行氣，消積止痛功效[1]。莪朮中含有豐富的揮發油，且成分相當複雜。研究发現莪朮揮發
油中抗腫瘤活性成分主要有莪朮醇、β-欖香烯、呋喃二烯、莪朮多糖、δ-欖香烯、莪朮烯醇、莪朮酮、異莪朮
烯醇等。本文就有關莪朮活性成分對抗惡性腫瘤的相關研究做如下綜述。 

 

1 莪朮醇 
莪朮醇為傳統中藥莪朮的一種活性成分，並且具有抗多种腫瘤作用[2]。 

1.1 對肺癌細胞抑制作用 
莪朮醇對肺癌細胞A549增殖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機制可能下調NF-kB（核因子-kB）活性與VEGF

（血管生長因子）的蛋白表達有關。莪朮醇與對照組相比，對抑制A549細胞的生長差異顯著（P<0.05），抑制
率隨着藥物濃度的增加而增加；NF-kB與VEGF的表達隨着濃度的增加而下降，與對照組相比差異顯著（P<0.01），
且二者呈現出一定的相關性（r=0.928, P=0.023），與對照組相比，NF-kB的活性隨着莪朮醇濃度的增加越來越
低（P<0.01）[3]。NF-kB是一種多功能轉錄因子，可進入細胞核從而調控腫瘤細胞的增殖、凋亡、血管生成、
惡性轉化及浸潤和轉移。持續激活NF-kB促成血液系統腫瘤和實體瘤等多種腫瘤的發生和發展[4-6]。如何調整適
合濃度來抑制腫瘤細胞生長，仍需更多臨床研究。 

莪朮醇對肺癌細胞抑制另一機制可能是通過上調PARP（聚ADP核糖聚合酶）蛋白的表達，進而將AIF（細
胞凋亡誘導因子）轉位到細胞核而引起肺癌A549細胞的凋亡，此機制並不依賴caspase（非半胱天冬酶）途徑
來介導。經莪朮醇處理後，陰性組的A549細胞的PARP相對蛋白表達量為0.5453，AIF的相對蛋白表達量為
0.3586，而100mg.L-1加藥組的相對蛋白表達量分別為1.6613和2.2124，蛋白表達均隨藥物濃度的增加而增多，
藥物組與陰性組相比差異極顯著（P<0.01），而caspcase-3的前體（32X103）表達受藥物影響較小，其激活
體（17X103）基本不表達[7]。AIF是一種凋亡效應分子，定位於線粒體67X103的蛋白，具有維持線粒體正常結構
和誘導細胞凋亡的雙重作用[8]。AIF的轉位需要活性PARP[9-11]，過度激活的PARP則會觸發細胞凋亡信號，刺激線
粒體釋放AIF 並轉位到細胞核，使DNA斷裂導致細胞死亡[12] [13]。 

1.2 對肝癌細胞抑制作用 
莪朮醇誘導人肝癌HepG2細胞G1期阻滯、抑制細胞增殖，其作用可能通過激活p53與pRB通路，抑制

cyclin A1（細胞週期蛋白A1）基因的表達和上調p21 WAF1，p27KIP1以及CDK8基因的表達而實現的。莪朮
醇對HepG2細胞的增殖具有明顯抑制作用，且在一定範圍內（2.5--10 mg.L-1）呈濃度和時間依賴性；莪朮醇
誘導HepG2細胞發生G1期阻滯，伴隨cyclin D1、CDK2、CDK8、pRB1、p27KIP1 mRNA 表達水平增高，而
cyclin A1的水平則下調，cyclin E1和CDK4的表達不受影響，p53及其下游調控蛋白p21 WAF1和Wip1表達水平
增高[14]。 

1.3 對乳腺癌細胞抑制作用 



莪朮醇對乳腺癌MDA-MB-231細胞增殖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對其侵襲能力亦有較強影響，藥物濃度越高抑
制增殖、侵襲、下調CtBP1（羥基末端結合蛋白1）表達的效果越明顯。用不同濃度的莪朮醇（100，50，25，
12.5ug/mL）處理，細胞數量呈差異性、階梯狀下降，濃度為100ug/mL的細胞數量減少最為明顯，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p<0.05）。同時細胞侵襲能力按藥物濃度遞減而減弱，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Real-time PCR
的結果顯示，莪朮醇可顯著下調MDA-MB-231中CtBP1的表達（p=0.00）[15]。CtBP在腫瘤的生成及發展過程中
起轉錄輔抑制因子的作用，可以激活癌基因，抑制多種腫瘤抑制因子，促使腫瘤的發生與發展，經過磷酸化降
解後可參與多種抑癌基因的負向調控，使其間接抑制腫瘤的發生、發展、侵襲和轉移[16]。 

1.4 對食管癌細胞抑制作用 
莪朮醇β-環糊精包合物能夠抑制食管癌細胞TE-1的增殖，促進凋亡，對Survivin蛋白的抑制與其抑制食管癌

細胞的惡性表型的作用相關。MTT法檢驗結果顯示，與對照組比較，莪朮醇β-環糊精包合物各劑量組成生長抑
制率均明顯升高，且隨着劑量升高而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流式細胞術檢測結果顯示，莪朮醇β
-環糊精包合物處理可使細胞阻滯在G0/G1期與G2/M期，並且促進細胞凋亡。此外，與對照組比較，處理組細
胞中Survivin mRNA與蛋白表達水平明顯降低（p<0.05）[17]。Survivin是一種凋亡抑制蛋白，在細胞的凋亡和增
殖過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於腫瘤細胞中的過度表達，而於正常細胞中的低表達或表達缺失，沉默Survivin
基因的表達可促進腫瘤細胞凋亡及抑制增殖[18]。 

1.5 對鼻咽癌細胞抑制作用 
莪朮醇能夠誘導鼻咽癌CNE-2細胞的凋亡，其誘導細胞凋亡的機制可能是通過抑制NF-kB表達，從而影響

了Bcl-2轉錄激活；此外莪朮醇還可以抑制VEGF的表達。莪朮醇處理組與陰性對照組CNE-2細胞凋亡率有顯著
性差異（p<0.01），且呈量效關係，NF-kB、Bcl-2和VEGF的表達水平隨莪朮醇劑量的增大而下降（p<0.01）[19]。
普遍認為，NF-kB能激活Bcl-2家族凋亡抑制蛋白的轉錄[20]。Bcl-2是一種原癌基因，定位於在線粒、內質網以及
核膜上。當細胞內Bcl-2高表達時，可形成Bcl-2-Bax異源二聚體，抑制細胞凋亡[21]。VEGF是一種多功能的血管
內皮生長因子，一方面能特異性作用於血管內皮細胞，對血管內皮細胞有強烈的促有絲分裂作用，促進血管內
皮細胞增殖，並通過出芽方式形成新的毛細血管，能滿足腫瘤組織無限生長的需要，同時VEGF亦具有促進新
生淋巴管形成的作用；另一方面VEGF使新生的血管基膜不完整，從而又為腫瘤的浸潤和轉移提供了有利的條
件[22]。 

莪朮醇處理組能明顯抑制CNE-2的增殖（p<0.01），流式細胞術檢測藥物作用48h後，CNE-2細胞的凋亡率
也隨莪朮醇濃度的增加，100ng/L的莪朮醇處理組其凋亡率可達45.5%，與陰性組比差異極顯著（p<0.01）；NF-kB
的蛋白相對表達量隨莪朮醇劑量的增大而下降，與對照組相比有顯著性意義（p<0.01）。莪朮醇能對體外鼻咽癌
CNE-2細胞具有明顯增殖抑制和誘導凋亡的作用，其分子機制可能與NF-kB的表達下調有關[23]。 

莪朮醇在體外能抑制乳腺癌MCF7細胞、乳腺癌MM231細胞、子宮頸HeLa細胞、卵巢癌OV-UL-2細胞的增
殖，並能阻止乳腺癌MCF7細胞、乳腺癌MM231細胞、子宮頸HeLa細胞RNA的合成。莪朮醇明顯抑制MCF7、
OV-UL-2、MM231、HeLa細胞的生長（p<0.05）；莪朮醇抑制腫瘤細胞生長的最佳抑制濃度為50ug/mL；莪朮
醇能明顯抑制MCF7、MM231、HeLa腫瘤細胞RNA的合成（p<0.05）；莪朮醇對正常乳腺細胞MCF12a、MCF10a
生長無影響[24]。 

 

2 β-欖香烯 
β-欖香烯為傳統中藥莪朮的一種活性成分，同样具有抗腫瘤作用2。 
β-欖香烯具有選擇性抗肺癌作用，提示其在發揮抗腫瘤作用的同時其毒副作用小，而且該作用可能機制是

通過誘導肺癌細胞凋亡實現的[25]。 
β-欖香烯可以促進體外培養的血管內皮細胞凋亡，抑制血管內皮細胞的成血管能力，使血管內皮細胞形成

的管腔數目減少，同時β-欖香烯能夠抑制血管內皮細胞中MMP-2（細胞凋亡及基質金屬蛋白酶2）和MMP-9的



活性[26]。MMP-2和MMP-9是降解血管基底膜最主要的酶，在內皮血管生成的早期血管基底膜的降解起重要作用
[27-30]。因此抑制MMP-2和MMP-9酶的活性可以有效防止血管基底膜的降解，減少腫瘤血管形成。 

在EPCs（內皮祖細胞）分化過程中，Notch信號通路發生活化；β-欖香烯對EPCs分化和 Notch信號通路
的活化有明顯壓抑作用。推測β-欖香烯可能會抑制EPCs分化為內皮細胞，抑制腫瘤血管生成，進而抑制腫瘤的
生長和轉移[31]。EPCs是能夠直接分化為血管內皮細胞的前體細胞[32]，而EPCs分化Notch信號通路參與其中。 

β-欖香烯可抑制EPCs的增殖，阻滯其從G1期進入S期，並降低其形成管腔的能力[33]。 
β-欖香烯能抑制肺癌細胞SPCA-1的增殖，可能主要作用於G1和S期[34]。 
 

3 呋喃二烯 
呋喃二烯為傳統中藥莪朮的一種活性成分，並且能誘導喉癌Hep-2細胞、纖維肉瘤HT-1080細胞、白血病

HL-60細胞、前列腺癌PC3細胞、胃癌SGC-7901細胞凋亡作用[35]。 
 

4 莪朮多糖 
莪朮多糖為傳統中藥莪朮的一種活性成分，並且能對小鼠Lewis肺癌具有抑制作用，可改善Lewis肺癌小鼠

的免疫功能，通過激活機體免疫系統實現有效的抗腫瘤作用和免疫調節功能[36]。 
 

5 δ-欖香烯 
δ-欖香烯為傳統中藥莪朮的一種活性成分，並且具有一定抗肝癌HepG-2細胞、肺癌淋巴轉移NCI-H292細

胞、結腸癌DLD-1細胞、胃癌SGC-7901細胞、乳腺癌MCF-7細胞、子宮頸癌Hela細胞、白血病HL-60細胞作用，
此作用可能是通過誘導腫瘤細胞凋亡實現的[37]。 

 

6 莪朮烯醇、莪朮酮、異莪朮烯醇 
莪朮烯醇、莪朮酮、異莪朮烯醇都為傳統中藥莪朮的一種活性成分，能明顯抑制肝癌細胞和子宮內膜癌細

胞的生長[38]。 



 

 

7 總結 
綜上所述，莪朮有廣譜的抗惡性腫瘤的作用，尤其對以下腫瘤作用明顯： 
呼吸系統癌症：鼻咽癌、喉癌、肺癌 
消化系統癌症：食管癌、胃癌、肝癌、結腸癌 
生殖系統癌症：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 
其他系統癌症：前列腺癌、乳腺癌、纖維肉瘤、白血病 
 

8 展望 
莪朮中還有很多活性成分，相信進一步研究有助發現一些新的活化和物，對臨床指導治療、預防或新藥的

開發有着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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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總結莪朮活性成分抗腫瘤的作用靶點及可能機制 

有效成分 腫瘤病 作用靶點 作用機制 

莪朮醇 肺癌 明顯抑制A549細胞的增殖 可能下調NF-kB活性與VEGF的蛋白表達有關 引起肺癌A549細胞的

凋亡 可能主要是通過上調PARP蛋白的表達，進而將AIF轉位到細胞核而引起肺癌A549細胞的凋亡 肝 癌

 抑制HepG2細胞增殖 誘導HepG2細胞G1期阻滯，可通過激活p53與pRB通路，抑制cyclin A1基因的表達和

上調p21 WAF1，p27KIP1 以及CDK8基因的表達而實現的 乳腺癌 抑制MDA-MB-231細胞增殖 

抑制MCF7細胞增殖和合成 

抑制MM231細胞增殖和合成 下調CtBP1表達 食管癌 抑制細胞TE-1的增殖促進凋亡 對 Survivin 蛋 白

的抑制與其抑制食管癌細胞的惡性表型的作用相關 鼻咽癌 誘導CNE-2細胞的凋亡 其 誘 導 細 胞 凋

亡的機制可能是通過抑制NF-kB表達，從而影響了Bcl-2轉錄激活；此外莪朮醇還可以抑制VEGF的表達 子 宮

頸癌 抑制HeLa細胞增殖和合成  卵巢癌 抑制OV-UL-2細胞的增殖  

β-欖香烯 肺癌 抑制SPCA-1細胞增殖 主要作用於G1和S期，可能是通過誘導肺癌細胞凋亡 腫瘤 減 少 腫 瘤

血管形成 促進血管內皮細胞凋亡，抑制血管內皮細胞的成血管能力，使血管內皮細胞形成的管腔數目減少，

同時抑制血管內皮細胞中MMP-2和MMP-9的活性 

EPCs分化和 Notch信號通路的活化有明顯壓抑作用。抑制EPCs的增殖，阻滯其從G1期進入S期，並降低其形成

管腔的能力 

呋喃二烯 喉癌 誘導Hep-2細胞凋亡  纖維肉瘤 誘導HT-1080細胞凋亡 白血病 誘 導 HL-60 細 胞 凋 亡

 前列腺癌 誘導PC3細胞凋亡 胃癌 誘導SGC-7901細胞凋亡 

莪朮多糖 肺癌  可改善免疫功能，通過激活機體免疫系統實現有效的抗腫瘤作用和免疫調節功能 

δ-欖香烯 肝癌 抗HepG-2細胞 可能是通過誘導腫瘤細胞凋亡實現 肺癌淋巴轉移 抗NCI-H292細胞 結 腸

癌 抗DLD-1細胞 胃癌 抗SGC-7901細胞 乳腺癌 抗MCF-7細胞 子宮頸癌 抗Hela細胞 白血病 抗

HL-60細胞 

莪朮烯醇、 

莪朮酮、 

異莪朮烯醇 肝癌 抑制肝癌細胞生長  子宮內膜癌 抑制肝子宮內膜癌細胞的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