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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协同荷叶碱的抗氧化活性及其对结肠癌
细胞的抑制作用
孟

旭，刘学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 杨凌
摘

712100）

要：目的：探讨茶多酚协同荷叶碱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及茶多酚单独对结肠癌细胞Caco-2的毒性作用。方法：

采用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DPPH）法、2,2’-联氮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磺酸）二
铵盐（2,2’-azinobis（3-ethylbenzothi azoline-6-sulfonic acid）ammonium salt，ABTS）法检测茶多酚、荷叶碱及二者
协同对DPPH自由基、ABTS＋•的清除作用；采用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检测茶多酚、荷叶碱及二
者混合物对Cu2＋/H2O2体系诱导的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BSA）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采用噻唑蓝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MTT）法，AO/EB、DAPI荧光染色法检测茶多酚对Caco-2细胞的毒性。结果：茶多
酚、荷叶碱具有清除DPPH自由基、ABTS＋•及保护BSA蛋白氧化损伤的作用且呈剂量依赖性，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协
同效应；1 mg/mL茶多酚作用24 h能显著降低Caco-2细胞活力，诱导Caco-2细胞发生凋亡。结论：茶多酚能有效地清除
DPPH自由基、ABTS＋•，抑制蛋白氧化，且与其他活性成分具有协同效应；茶多酚能抑制Caco-2细胞的活力。
关键词：茶多酚；荷叶碱；抗氧化；协同作用；Caco-2细胞；凋亡

Inhibitory Effect of Tea Polyphenols on Caco-2 Cells and Their Synergistic Antioxidant Activity with Nuciferine
MENG Xu, LIU Xue-bo*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synergistic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tea polyphenols with nuciferine in vitro was evaluated by determining their
abilities to scavenge DPPH and ABTS free radicals and protect against Cu2＋/H2O2-induced protein damage. Cytotoxicity of
tea polyphenols on Caco-2 cells was assessed by MTT, AO/EB and DAPI assay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a polyphenols
and nuciferine could signiﬁcantly scavenge DPPH and ABTS free radicals, and signiﬁcantly protect against Cu 2＋/H2O2induced protein damage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with an obvious synergism between both antioxidants. Tea polyphenols,
when used at a concentration of 1 mg/mL,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viability of Caco-2 cells after 24 h incubation. In
conclusion, tea polyphenols and nuciferine scavenge DPPH and ABTS free radicals and protect against oxidative protein
damage in a synergistic way. Tea polyphenols signiﬁcantly reduce the viability of Caco-2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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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是化学性质
[1]

抗氧化剂是一种能延长氧化反应的诱导期，减缓氧

活泼，氧化能力强的一系列含氧物质的总称 。它是由氧

化速率，延长生物体或食品寿命的氧化抑制剂。天然抗

直接或间接转变成的氧自由基及其衍生物，包括氧的单

氧化剂是指从天然动、植物体或其代谢物中提取出来的

电子反应产物，O 2－、HO2－、H 2O 2、OH－及其衍生物单

具有抗氧化活性的物质[3]，和人工合成抗氧化剂相比，天

线态氧1O2及膜质过氧化中间产物LO•、LOO•、LOOH等

然抗氧化剂具有安全、高效、低毒等优点。因此，研究

[2]

比分子氧活泼的物质 。生物体内活性氧的生成与清除处

开发广谱、高效、安全的天然抗氧化剂，已成为当今食

于动态平衡状态，当各种因素打破这一平衡而导致活性

品添加剂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

氧浓度超过生理限度时就会损伤生物大分子，导致脂质
过氧化、DNA氧化损伤、蛋白质氧化和单糖氧化等。

茶多酚（tea polyphenols，TP），又名茶鞣质、茶单
宁，是茶叶中多酚类物质及其衍生物的总称，是一种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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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芳香烃，可分为黄烷醇类、羟基-4-黄烷醇类、花色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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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Sigma公司；Tris、十二烷基硫酸钠（sodium

类、黄酮类、黄酮醇类和酚酸类等 。茶叶具有良好的保

dodecylsulfate，SDS）、冰乙酸、甲醇、考马斯亮蓝

健功能都是由于其含有大量的茶多酚。茶多酚具有很多

R-250

生理功能，如抗氧化、预防心血管疾病、抗肿瘤、抗辐

基、胎牛血清（fetal bovine serum，FBS）

射、抗菌、抗病毒、抗炎症等。

公司；Caco-2细胞

荷叶碱（nuciferine，NF）是荷叶中的一种阿朴啡

天津市博迪化工有限公司；DMEM-高糖培养
美国Gibco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偏二氯乙烯膜（polyvinylidene chloride film，PVDF）

型生物碱，为荷叶中的主要降脂活性成分 [4]。荷叶碱中

美国密理博公司；一抗、二抗

含有多种有效的化脂生物碱，能有效分解体内的脂肪，

ECL化学发光试剂

并强劲排出体外；此外，荷叶碱排毒功效显著，能有

1.2

美国圣克鲁兹公司；

美国罗特福德公司。

仪器与设备
UV-1700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5]

效打通人体各类代谢通路，清除自由基 ，调解脏腑功

日本岛津公

能；荷叶碱还具有清心火、平肝火、泻脾火、降肺火以

司；PHS-3C型pH计

及清热养神、调解内分泌、改善人体微循环等功效。此

Eppendorf公司；SC-3610型低速台式离心机

外，也有文献报道荷叶中的活性成分与VC等抗氧化剂

公司；Bio-Rad小垂直板电泳槽、Bio-Rad凝胶成像仪、

具有协同作用[6]。

Quantity One Version 4.6.2软件

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早有共识，它与其他天然抗氧
化剂之间的协同作用也有一定的研究

[7-9]

，然而茶多酚与

上海理达仪器厂；移液枪

OlympusIX71荧光显微镜
1.3

德国

科大中佳

美国Bio-Rad公司；

日本Olympus公司。

方法

荷叶碱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协同增

1.3.1

效还是拮抗消弱还鲜有报道，随着茶多酚等天然抗氧化

参考陆健等 [11]的方法在用量上进行略微调整，分别
吸取1 mL稀释好的TP质量浓度0～4.5 μg/mL，NF质量浓

剂在食品、医药等方面的不断应用与推广，这方面的研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度0～170 μg/mL溶液于试管中，再分别加入100 μmol/L

究显得尤为重要。
结肠癌是目前导致人死亡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

的DPPH自由基-甲醇溶液4.5 mL，充分混合，避光静置

发病率占所有肿瘤的第3位，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治

30 min，517 nm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实验设空白组、

疗目前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近年来，尽管在结肠

对照组、实验组。空白组以水代替样品，对照组以甲醇

癌的治疗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其的5 年生存率仍然

代替DPPH自由基-甲醇溶液。以茶多酚、荷叶碱质量浓

，因此探索结肠癌治疗的新途径是结

度为横坐标，清除率为纵坐标，按公式（1）计算DPPH

肠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本实验在证实茶多酚的抗

自由基清除率。同时计算清除率为50%时反应物的质量

氧化活性的同时也证实了茶多酚和荷叶碱的抗氧化协同

浓度，以IC50表示。

作用及其对结肠癌细胞Caco-2的毒性作用，为茶多酚和

C˙˄1ˉ

在50%左右徘徊

[10]

荷叶碱复合保健品的开发以及茶多酚在抑癌保健品的研
究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A1ˉA2
A0

˅h100

（1）

式中：C为DPPH自由基清除率/%；A1为实验组吸光
度；A2为对照组吸光度；A0为空白组吸光度。

1

材料与方法

1.3.2

ABTS＋•清除能力测定
试剂配制参考韩光亮 [12]的方法在用量上进行略微调

1.1

材料与试剂
茶多酚（纯度≥95%）

公司；荷叶碱（纯度≥90%）

整。A：10 mL的7 mmol/L的ABTS＋•溶液：称取ABTS＋•
陕西锦泰生物工程有限

0.038 41 g溶于10 mL蒸馏水。B：7.35 mmol/L的K 2S2O8

陕西浩洋生物科技有限

溶液：称取K2S2O8 0.009 93 g溶解于5 mL蒸馏水中。将A

公司；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BSA）、

和B混合，在室温下避光放置16 h形成ABTS＋•储备液。

水溶性维生素E（6-hydroxy-2,5,7,8-tetramethylchroman-

使用ABTS ＋ •储备液前用无水乙醇将其稀释成工作液，

2-carboxylic acid，Trolox）、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

在30 ℃、734 nm波长处测其吸光度，使其满足吸光度在

（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DPPH）、（2,2’-联氮

0.70±0.02之间。经实验测得当储备液稀释60 倍时其吸光

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磺酸）二铵盐（2,2’-azinobis

度为0.700 1，满足要求。吸取8.333 mL ABTS＋•储备液，

（3-ethylbenzothi azoline-6-sulfonic acid）ammonium

用无水乙醇定容至500 mL，待用。

salt，ABTS）、噻唑蓝（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MTT）、吖啶橙（acridine orange，AO）、溴化乙

分别吸取1 mL制备好的TP质量浓度0～1.4 μg/mL，
NF质量浓度0～95 μg/mL到小试管中，再分别加入

锭（ethidium bromide，EB）、4,6-联脒-2-苯基吲哚

ABTS＋•工作液5 mL，漩涡振荡后，室温反应6 min，于

（4’,6-diamidino-2-phenylindole，dihydrochloride，DAPI）

734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TP、NF质量浓度为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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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清除率为纵坐标，来反映茶多酚、荷叶碱及其混合物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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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细胞的染色。通过该法可以直接观察Caco-2细胞的

ABTS •的清除能力，按公式（1）计算ABTS •清除率。同

活力从而反映茶多酚的抗癌能力。茶多酚处理的细胞用

时计算清除率为50%时反应物质量浓度，以IC50表示。

4%甲醛固定10 min，PBS洗2～3 遍，10 μg/mL DAPI染色

1.3.3

5 min，荧光显微镜观察。

BSA蛋白氧化的保护作用测定

取BSA加上TP 0～1.5 mg/mL或 NF 0～2 mg/mL或加
入TP和NF各0.1 mg后在30 ℃水浴锅中孵育30 min，取

1.3.6

Western blotting方法
Western blotting法是通过电泳区分细胞或组织中

出，加1 μL Cu2＋/H2O2，于37 ℃水浴中开盖反应60 min。
反应结束后，取100 μL的BSA反应产物，加入25 μL SDS

不同的组分，并转移至固相支持物，通过特异性试剂

混合均匀后在95 ℃水浴反应5 min，取出冷却至室温。
先采用80 V、15 min，后采用120 V、80 min电泳。

或组织状态的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进一步探讨茶多

电泳结束后，考马斯亮蓝染色恒温染色30 min。倒出
染色液，用蒸馏水漂洗2 遍，加入脱色液，室温脱色
4～24 h。发光，并用Quantity One软件进行蛋白灰度
茶多酚对Caco-2细胞毒性作用的测定
[13]

酚对Caco-2细胞毒性作用的分子机制。首先，细胞质
中的蛋白溶解在细胞裂解液中，加入1/4体积的十二烷
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odium dodecyl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SDS-PAGE）上样

分析，得出结果。
1.3.4

（抗体）作为探针，对靶物质进行检测从而反映细胞

缓冲液，95 ℃水浴5 min。等量的蛋白被点样到10%

，活细胞线粒体中的琥珀酸脱氢

或12.5% SDS-PAGE并且被转印到PVDF膜上。膜用

酶能使外源性MTT还原为水不溶性的蓝紫色结晶甲瓒

5 g/100 mL的脱脂奶粉室温下封闭2 h后加入一抗剪切型

（formazan）并沉积在细胞中，而死细胞无此功能。二
甲基亚砜（dimethyl sulfoxide，DMSO）能溶解细胞中的

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leaved caspase-3）和聚腺苷

甲瓒，用酶联免疫检测仪在490 nm波长处测定其光密度

PARP）孵育过夜。辣根过氧化物酶共轭的抗兔或抗鼠

（OD）值，可间接反映活细胞数量。采用该法可以反映

免疫球蛋白作为二抗。最后，通过化学发光检测试剂

茶多酚对Caco-2细胞活力的影响，从而反映茶多酚的抗

盒（electrical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ECL）

采用MTT法

癌能力。
将一定浓度的细胞接种到96 孔板中，每孔100 μL细
胞液，于37 ℃、5% CO2培养箱中进行贴壁培养24 h后弃
去培养液并用无血清培养基清洗。然后加入用DMEM高糖培养基稀释到不同质量浓度茶多酚溶液，每孔
100 µL，每组均设 6 复孔，继续培养48 h后弃去培养液并

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

来检测蛋白表达情况。蛋白上样量通过α-微管蛋白
（α-tubulin）来检测，蛋白条带采用Quantity One Version 4.6.2
软件定量分析。
1.3.7

协同作用评价方法
此方法适用于单一组分的抗氧化活性相差很大的抗

用无血清清洗。每孔加入10 µL MTT溶液（5 mg/mL）和
100 µL无血清培养基，反应4 h后，小心吸去培养基。最

氧化剂组合。通过比较复合抗氧化剂的抗氧化活性与添

后每孔加入100 μL DMSO，充分溶解后用酶标仪测量各

协同作用，简称加和法 [15]。如果复合抗氧化剂活性大于

孔的OD490 nm值。同时设置不加茶多酚的对照组，按公式

单一抗氧化剂活性之和，则表现正协同作用；如果小于

（2）计算细胞相对存活率。

单一抗氧化剂活性之和，则表现负协同作用。

㒚㚲Ⳍᇍᄬ⌏⥛/%˙˄
1.3.5

໘⧚㒘OD490 nmؐ
ᇍ✻㒘OD490 nmؐ

˅h100 （2）

AO/EB、DAPI染色
AO/EB双荧光染料被用于测定凋亡细胞。AO可以

加质量浓度下单一抗氧化剂的活性之和，判断是否存在

1.4

数据处理
每个实验重复3 次，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0处

理，并且使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显著水平α
设定为0.05。协同作用评价方法采用盛雪飞等[16]的方法。

通过完整的细胞膜与核DNA结合形成绿色荧光。EB可
以标记损伤的核DNA形成橘红色的荧光[14]。通过该法可

2

结果与分析

以直接观察Caco-2细胞的凋亡程度与茶多酚质量浓度的
关系，从而反映茶多酚的抗癌能力。茶多酚处理过的样
品加入60 μL AO/EB（100 μg/mL AO、100 μg/mL EB体
积比1∶1）然后快速观测并且用Olympus IX71荧光显微
镜拍照。
DAPI可以透过完整的细胞膜与细胞核中的双链DNA
结合产生比自身强20多倍的荧光，它可以用于活细胞和

2.1
2.1.1

茶多酚、荷叶碱及其混合物清除DPPH自由基的能力
茶多酚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由图1可知，茶多酚对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随着茶

多酚质量浓度增加而提高，在质量浓度1.5～4.5 μg/mL
范围内，其DPPH自由基清除率为40%～90%，IC 50值为
1.846 4 μg/mL。

DPPH㠚⭡ส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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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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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a可知，茶多酚、荷叶碱的混合物对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强于单独茶多酚或荷叶碱的清除能
力，且清除能力呈指数增长。两者混合物在质量浓度为
y˙11.992xˇ27.858
R2˙0.997 2

1.5 μg/mL＋50 μg/mL和2 μg/mL＋62.5 μg/mL时的清除能
力，均显著高于同质量浓度下的茶多酚和荷叶碱单独处

1

4
2
3
TP䍘䟿⎃ᓖ/˄μg/mL˅

图1

茶多酚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5

理效果（图3b）。
茶多酚、荷叶碱及其混合物对ABTS＋•的清除能力

2.2

Scavenging effect of tea polyphenols on DPPH free radicals

茶多酚对ABTS＋•的清除能力

2.2.1

荷叶碱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100

DPPH㠚⭡ส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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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对ABTS＋•的清除能力

Scavenging effect of total polyphenols on ABTS free radicals

由图4可知，茶多酚对ABTS ＋•清除能力随其质量浓
度增大而提高。在0.2～1.4 μg/mL范围内与ABTS＋•清除

叶碱质量浓度增加而提高，在质量浓度25～170 μg/mL范

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IC50值为0.777 6 μg/mL。

围内，其DPPH自由基清除率为40%～90%，并且呈良好

2.2.2

荷叶碱对ABTS＋•的清除能力

的线性关系。IC50值为49.406 1 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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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venging effect of nuciferine on ABTS free radicals

由图5可知，荷叶碱对ABTS ＋•清除能力随着其质量
浓度增大而提高。在20～95 μg/mL范围内与ABTS＋•清除
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IC50值为57.169 8 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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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氧化的作用明显强于茶多酚和荷叶碱单独的保护作
用，即呈现协同增效作用。
2.4

**

20

茶多酚抑制Caco-2 细胞活性的作用

2.4.1

MTT法检测茶多酚对Caco-2细胞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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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Scavenging effect of mixture of total polyphenols and nuciferine
on ABTS free radicals

混合物对ABTS＋•的清除能力比两者单独对ABTS＋•的清
除能力强，呈指数增长。茶多酚、荷叶碱混合物质量
浓度0.1 μg/mL＋9.5 μg/mL、0.25 μg/mL＋22.5 μg/mL和
0.4 μg/mL＋35 μg/mL时对ABTS＋•的清除能力与单独的茶
多酚、荷叶碱相比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图6b）。
茶多酚、荷叶碱及其混合物对Cu 2＋ /H 2 O 2 诱导的

BSA蛋白氧化的保护作用
2.3.1

茶多酚对BSA蛋白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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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6a可知，在相同清除率下，茶多酚、荷叶碱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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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抑制Caco-2细胞活性的作用

Inhibitory effect of total polyphenols on Caco-2 cells viability

图10显示茶多酚处理12、24 h均呈质量浓度依赖性降低
Caco-2细胞相对存活率。当质量浓度达到1 mg/mL时，细胞
相对存活率分别为77.45%、46.36%。与12 h处理组相比，茶
多酚24 h处理组能有效地抑制Caco-2细胞活性。并且在质量
浓度0.2、0.5 mg/mL和1 mg/mL时，24 h的处理组相对于12 h
的处理组对细胞活力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2.4.2

TP质量浓度/˄mg/mL˅ ˉ ˉ 0.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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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茶多酚对Cu2＋/H2O2诱导的BSA蛋白氧化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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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y effect of TP on Cu2＋/H2O2-induced BSA protein oxidation

Fig.7

由图7可知，茶多酚保护BSA蛋白氧化的作用随着质
量浓度的提高保护作用不断增强。
荷叶碱对Cu 2＋/H 2O 2诱导的BSA蛋白氧化损伤的

2.3.2

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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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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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碱对Cu2＋/H2O2诱导的BSA蛋白氧化的保护作用
Inhibitory effect of nuciferine on Cu2＋/H2O2-induced BSA
protein oxidation

由图8可知，荷叶碱对BSA蛋白氧化的作用随着其质
量浓度的提高保护作用不断增强。
2.3.3

茶多酚、荷叶碱混合物对Cu2＋/H 2O 2诱导的BSA

蛋白氧化的保护作用
Cu2ˇ/H2O2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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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质量浓度/˄mg/mL˅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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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TP质量浓度0、0.2、0.5、1.0 mg/mL。

茶多酚荷叶碱混合物对Cu /H2O2诱导的BSA蛋白氧化的保护作用

图 11

Inhibitory effect of mixture of total polyphenols and nuciferine
2＋

on Cu /H2O2-induced BSA protein oxidation

Fig.11

茶多酚抑制Caco-2细胞活性的形态学观察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Caco-2 via AO/EB and DAPI s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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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 [19]、王水明 [20]等已经对茶多酚对人结肠癌细胞

由图11可知，随茶多酚质量浓度的逐渐升高，细胞
膜破裂，核DNA损伤与EB结合形成红色。从DAPI图中

SW-480的凋亡做了一定的研究，但仅停留在形态学观

发现，随着茶多酚质量浓度的增高，细胞核固缩，最后

察以及对可能的分子机制的推测层面，本实验除了对

破裂形成颗粒物质。通过AO/EB和DAPI染色对细胞形态

Caco-2细胞形态学的观察外，进一步验证了其确实是通

学的观察表明，茶多酚可以诱导Caco-2细胞的凋亡并且

过Caspase依赖途径来诱导凋亡的。但是，对于其更深入

呈剂量依赖性。

的信号通路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实验来阐明。荷叶碱对

2.4.3

茶多酚在诱导Caco-2细胞凋亡的作用中是否仍具有协同

凋亡蛋白PARP、Caspase-3的检测
TP质量浓度/˄mg/mL˅0.0
Cleaved
Caspase-3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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