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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酪蛋白糖巨肽作用人结肠癌细胞 
HT-29调控炎症活力研究

王 泳，龚建苗，贾 彦，阎亚丽，庞广昌，赵 培*，陈庆森*
（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天津市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134）

摘  要：为进一步阐释乳源酪蛋白糖巨肽（casein glycomacropeptide，CGMP）的抗炎及修复肠道炎症的功效，本

研究在确定了乳源CGMP对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诱导的结肠癌细胞HT-29NF-κB亚单位p65蛋白的影

响和乳源CGMP调控核转录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信号通路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表达乳源CGMP和NF-κB
必需调节蛋白（NF-κB essential modulator，NEMO）的质粒，共转HT-29细胞，免疫共沉淀测定两个蛋白的相互作

用。最后采用线粒体膜电位法测定乳源CGMP对HT-29细胞的促凋亡作用。结果表明，乳源CGMP与NEMO（NF-

κB essential modulator）30 h共转HT-29细胞中，乳源CGMP与NEMO蛋白均表达，且表现出二者的相互作用。乳

源CGMP可与NEMO相互作用影响NF-κB信号通路；同时乳源CGMP还促进HT-29细胞凋亡，呈时间依赖性，其中

0.1 μg/mL的CGMP作用效果最好。乳源CGMP与NEMO相互作用是间接作用于IκB激酶（IκB kinase，IKK）而作

用于 IκB，进而影响NF-κB信号通路。研究揭示了乳源CGMP调控NF-κB信号通路的另一种途径，也充分说明乳源

CGMP可通过作用多种抗炎途径发挥其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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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of casein glycomacropeptide (CGMP) and its effica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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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网络来调节免疫网络、信息传

递网络和代谢网络，从而控制机体的健康和生命活动[1-2]。 

乳源酪蛋白糖巨肽（casein glycomacropeptide，CGMP）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乳源生物活性肽[3-4]，到目前为止，人

们已经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乳源CGMP对机体健康的生物

学功效，但对功能特性和作用机制进行论证与探讨的报

道不多。本课题组围绕乳源CGMP的分离纯化[5]和生物学

活性评价以及相关信号通路等方面开展了研究[6-25]，包括

从调控和恢复肠道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 

的角度，全面地研究并阐述了乳源CGMP对肠黏膜细胞

因子及其网络的影响[7,11,14,19]、与保护肠黏膜完整性有关

的黏膜屏障因子的表达水平[9-10,21]、对肠黏膜细胞的免疫

调节作用[17-18]、对UC小鼠抗凋亡的作用机制[12,20]、对相

关信号通路途径[15,22-23]和对肠道黏膜以及粪便微生物菌群

多样性的作用[24-25]；同时还从表观遗传学的角度阐述了乳

源CGMP对早期结肠癌细胞发生发展的抑制作用[16]。本课

题组研究成果与Groux等[26]报道的研究结果一致。前期研究

结果提示，乳源CGMP作为生物活性物质通过参与肠黏膜免

疫应答，促进肠黏膜屏障因子的适时表达，调节免疫细胞

亚群的平衡，表现出明显的抵御肠道炎症的能力，作为一

种营养治疗方案有可能成为缓解、修复和治疗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一种新功能性成分。

各种免疫调节和效应细胞所表达的与炎症介导物

相关的信号转导问题也一直是免疫学领域关注和研究的

热点。外界刺激分子可以特异性地与免疫细胞表面的各

种受体相结合，随后诱导细胞产生应激反应的过程，包

括受体识别、信号转导和细胞内效应3 个过程。信号传

导会引起细胞内蛋白质活性、细胞膜通透性、基因表达

状况、细胞形态和功能等各方面的变化。Requena等[27] 

研究发现，牛乳糖巨肽（bovine glycomacropeptide，

BGMP）可通过激活核转录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 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转导途径，上调人单核细胞肿瘤

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IL）-1β和IL-8的分泌，并认为BGMP在肠

道中可能起到抗炎的作用。本课题组前期从分子生物学

角度开展了口服乳源CGMP干预UC模型小鼠，研究探讨

NF-κB p65的表达水平与UC的发展状况的相关性，表明

NF-κB p65表达水平在UC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23]。推

测作为乳源糖肽的乳源CGMP可能与NF-κB p65分子结

合，阻止了p65上的转录激活区（transactivation domain，

TAD）与DNA的结合，从而减弱其活性。说明乳源

CGMP可能作为NF-κB活性的负调控因子[22]，即可用它的

活性状况作为一个有效治疗靶点，为治疗炎症性肠病提

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NF-κB必需调节蛋白（NF-κB essential modulator，

N E M O）是N F - κ B信号通路中的小泛素相关修饰物

（small ubiquitin-related modifier，SUMO）修饰蛋白，

是细胞质IκB激酶（IκB kinase，IKK）复合物的一部分，

又叫NF-κB基本调节器（NF-κB essential modulator， 

NEMO），其是NF-κB信号通路中的小泛素相关修饰物

（small ubiquitin-related modifier，SUMO）修饰蛋白， 

是细胞质IκB激酶（IκB kinase，IKK）复合物的一部分， 

又叫IκB激酶γ（IκB kinase-gamma，IKKγ），IKKγ对细

胞的DNA损伤起反应。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乳源

CGMP可显著降低NF-κB信号通路关键蛋白IκBα的降解，

其机制是抑制了IκBα的磷酸化和泛素化，使p-IκBα和泛

素化关键蛋白E3RSIκB和UBC5的表达均有所下降，进而

减少了IκBα的降解，增加了IκBα-p65-p50蛋白三聚体的数

量，使NF-κB p65蛋白核移位效应降低，进而减少下游基

因的表达，阐释了乳源CGMP是通过调控NF-κB信号通路

以发挥抗炎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据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得知，乳

源CGMP作为生物活性物质在改善、修复和治疗IBD方面

具有潜在的功效和优势，本研究采用结肠癌细胞HT-29， 

经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刺激干预后分别用

免疫共沉淀法和线粒体膜电位法测定乳源CGMP对人结

肠癌HT-29细胞NF-κB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影响，确定相

应的作用靶点，更进一步地探讨并阐述乳源CGMP调控

NF-κB信号途径，为确定乳源CGMP的抗炎分子机制以及

维护相关肠黏膜内环境生物学活性功能提供科学依据，

使乳源CGMP作为功能性食品用于炎症性肠病的生物免

疫治疗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CGMP 新西兰Tatua公司；人类结肠癌细胞HT-29   

江苏齐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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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仪器与设备

倒置显微镜 日本Nikon公司；CO2培养箱 美国

Thermo公司；多功能读板机 美国Molecular Devices公司； 

迷你双垂直电泳槽、迷你转印电泳槽、电泳仪 北京

六一仪器厂；高速冷冻离心机 德国Sigma公司。

1.3 方法

1.3.1 HT-29细胞培养

参考文献[21-22]，HT-29细胞在含有10%胎牛血清、

青霉素（100 U/mL）和链霉素（100 U/mL）的DMEM培

养基中，置于37 ℃、5% CO2培养箱内进行培养。待细胞

对数期时进行实验。

1.3.2 乳源CGMP对HT-29细胞NF-κB信号途径中调节

蛋白NEMO的影响

1.3.2.1 表达载体的构建、表达和测序

通过http://www.ncbi.nih.gov/、http://www.hprd.org/

网站查找出目的蛋白编码基因的序列及结构，由美国复

能基因公司合成序列，并将乳源CGMP全长cDNA构建在

pCMV-Myc载体上，将NEMO/IKKγ开放阅读框序列构建

到pCMV-Flag载体上。测序由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完成。

1.3.2.2 质粒瞬时转染HT-29细胞

接种细胞：转染前1 d，用胰酶消化细胞并计数。调

整细胞浓度，将细胞以106 个/孔铺入6 孔板中，每孔加入

2 mL完全培养液。

准备D N A - E n d o F e c t i n T M复合物：将D N A、

EndoFectinTM试剂和稀释剂（无血清DMEM高糖培养液）

升至室温。6 孔板每孔加入DNA 0.4～6.0 μg，稀释到

50～200 μL，每1 μg DNA需用 3.0 μL EndoFectinTM试剂，

EndoFectinTM试剂与DNA稀释体积一致。一边轻轻涡旋装

有DNA溶液的试管，一边将稀释的 EndoFectinTM试剂滴

加至试管中（勿颠倒添加顺序）。充分混匀后，室温静

置10～25 min以形成DNA-EndoFectinTM复合物。

转染HT-29细胞：待细胞汇合度达到70%～80%

时，直接向每个孔中加入DNA-EndoFectinTM复合物并

轻轻涡旋培养板 /培养皿。在无血清条件下转染时，

去除生长培养基，替换成无血清培养基，然后滴加 

DNA-EndoFectinTM复合物。转染3 h后，添加1/2体积的含

30%血清的生长培养基。

孵育细胞和分析结果：在CO2培养箱中37 ℃条件下

下分别孵育细胞0、20、28、36 h，提取蛋白进行检测。

1.3.2.3 非变性裂解液提取细胞总蛋白

去除培养液，用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洗一遍，洗去血清中的IgG。每孔加入添加

蛋白酶抑制剂的裂解液200 μL，混匀，使裂解液和细胞

充分接触，冰上孵育5～10 min，为促进细胞裂解，可用

枪头轻轻吹打。4 ℃、12 000×g离心5 min。尽快将上清

液转入一支预冷的洁净无菌的微量离心管，即得细胞总

蛋白。

1.3.2.4 转染HT-29细胞的Western blotting检测 

NEMO转染总蛋白含量测定参照文献[22]，乳源

CGMP分子质量约为7 kD，采用小分子Tricine-PAGE

电泳，具体操作如下：1）Tricine-PAGE凝胶制备（双

面）：将玻璃板用蒸馏水清洗干净，再用75%的酒精

去脂，干燥后固定在灌胶支架上；按配方4.522 mL分

离胶贮存液、3.333 mL分离胶缓冲液、1.067 mL甘油、

2.233 mL双蒸水、34 μL 10%过硫酸铵（ammonium 

persulfate，AP）和4 μL四甲基乙二胺（N ,N ,N’ ,N’-

tetramethylethylenediamine，TEMED）制备分离胶，加入

TEMED后轻轻振荡混匀，迅速注入安装好的玻璃板的间

隙中，留出足够的空间（分离胶厚度约4 cm、堆积胶厚

度约1.5 cm、空间胶厚度约2 cm）。在丙烯酰胺溶液上覆

盖一层水饱和的正丁醇，以防止空气扩散到凝胶中抑制

聚合作用；在室温条件下，凝胶应在60 min左右聚合完

成。倒掉覆盖层并用蒸馏水清洗凝胶顶部数次，并用滤

纸条吸净残留的蒸馏水。按配方0.6 mL分离胶贮存液、

0.667 mL分离胶缓冲液、1.38 mL双蒸水、43 μL10% AP

和3 μL TEMED制备空间胶，加入TEMED后轻轻振荡

混匀，迅速注入分离胶上方，在丙烯酰胺溶液上覆盖一

层水饱和的正丁醇；在室温条件下，凝胶应在40 min左

右聚合完成。倒掉覆盖层并用蒸馏水清洗凝胶顶部数

次，并用滤纸条吸净残留的蒸馏水。按配方0.741 mL堆

积贮存液、0.542 mL堆积胶缓冲液、2.94 mL双蒸水、

43 μL 10% AP和3 μL TEMED制备堆积胶，加入TEMED

后轻轻振荡混匀，迅速注入空间胶上方，立即插入干净

的梳子，不要混入气泡，以免影响凝胶的聚合；在室温

条件下，凝胶应在30 min左右聚合完成。堆积胶聚合后

小心移去梳子，避免破坏加样孔，用蒸馏水小心清洗加

样孔，以除去未聚合的丙烯酰胺。2）加样：将凝胶固

定在电泳装置上，电泳上槽内加入阴极缓冲液没过加样

孔，并确保没有阴极缓冲液从电泳上槽漏出；电泳下槽

内加入阳极缓冲液，倾斜整个装置以赶走凝胶下面可能

留有的气泡。按预定顺序加样，每孔加入20 μL。3）电

泳：将电泳装置与电源连接进行电泳，样品在堆积胶

和空间胶阶段电压为70 V，而在分离胶阶段电压调整为

120 V。直到溴酚蓝到达分离胶的底部后，关闭电源，这

个过程大约需要3 h。4）湿法转膜：取出玻璃板并撬开，

留取所需分离胶置于转膜缓冲液中，预先裁好与胶条大

小相同的滤纸和PVDF膜，将PVDF膜于甲醇中活化1 min

后，将其与滤纸一起放入转膜缓冲液中平衡15 min。转

膜装置从下至上依次按阳极板、2 层滤纸、PVDF膜、凝

胶、2 层滤纸、阴极板的顺序放好，滤纸、凝胶与PVDF

膜精确对齐，每一步必须确保除去气泡，然后用迷你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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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印电泳槽200 mA恒流转移1 h，将蛋白转移至PVDF

膜。5）后续Western blotting操作参见文献[22]。

蛋白条带的灰度积分值分析：将得到的胶片进行拍照，

利用QuantityOne凝胶成像分析软件得到各个目的条带和内参

条带的灰度积分值，确定转染效果，进行后续操作。

1.3.2.5 免疫共沉淀法测定乳源CGMP与NEMO的相互

作用

将含有Flag、Myc标签的融合蛋白表达载体共转

HT-29细胞，转染30 h后用预冷的PBS冲洗3 次，收集细

胞（离心后的细胞沉淀于－80 ℃保存）。蛋白提取和蛋

白含量测定参照文献[22]。采用c-Myc Taq IP试剂盒，取

Handee™离心柱管，将底部的塞子塞上，加上适量的细

胞裂解液到离心管。用150 μL TBS稀释50 μL c-Myc标签

作为阳性对照。在分配之前迅速翻转小瓶几次达到完全

重悬抗c-Myc标签琼脂糖（不要涡旋），用宽口枪头将

10 μL抗c-Myc标签琼脂糖悬浊液（5 μg抗c-Myc标签抗

体）分配到每个标记的离心管中，拧紧盖子。在4 ℃条

件下上下翻转孵育混合至少1 h，最佳的孵育时间从2 h至

过夜。松开离心管的上盖，拔掉底部的塞子，将收集管

放在离心管的底部，离心10 s，丢掉液体（或者收集后

用于将来的分析）。加入0.5 mL TBST到每个管中。轻

轻拧紧盖子并轻柔的翻转带收集管的离心管2～3 次，离

心10 s。去掉洗脱液（或者收集后用于将来的分析），

重复该步骤两次。将离心管放到新的收集管中。加入

25 μL 2×非还原性样本缓冲液到抗c-Myc标签琼脂糖，

轻轻拧上盖子，并轻轻敲打管子以混匀。95～100 ℃加

热装配的离心柱/收集管5 min，离心10 s。准备Western 
blotting，用Myc沉淀，检测Flag标签的NEMO蛋白，方法

参照文献[22]。

1.3.3 乳源CGMP对HT-29细胞凋亡影响的研究

细胞分组培养：细胞以5 000 个 /孔传代于96 孔

黑色底透微孔板，每孔100 μL，用含10%的胎牛血清

的DMEM高糖培养液培养细胞至60%～70%时，用

无血清培养基同步化6  h，吸除培养液，用PBS洗涤

1 次。研究分8 组：空白组（N组）、LPS组（L组）、

CGMP组（C1组：0.001 μg/mL、C2组：0.010 μg/mL、

C3组：0.100 μg/mL、C4组：1.000 μg/mL、C5组： 

10.000 μg/mL、C6组：100.000 μg/mL），每组6 个复

孔。37 ℃、5% CO2条件下孵育6、12、24、48 h和72h。

罗丹明123（Rhodamine 123，Rh123）孵育细胞：

到相应时间点时，用预热到37 ℃的PBS洗2～3 次，吸弃

PBS后，每孔加入5 μg/mL的罗丹明123 100 μL，37 ℃、

5% CO2条件下孵育1 h。

洗涤：用预热到37 ℃的PBS洗3 次，每次尽量吸弃

液体又保持细胞表面湿润，最后一次吸尽液体。

多功能读板机测定：每孔加入100 μL PBS，测定激发

光波长507 nm，发射光波长529 nm条件下的荧光强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结果以 ±s表示，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乳源CGMP对HT-29细胞NF-κB信号途径中调节蛋

白NEMO的影响

2.1.1 表达载体的构建、表达和测序

通过测定260 nm波长处吸光度测定DNA的质量浓度

分别为pCMV-Myc 401 ng/μL、pCMV-Flag 466 ng/μL，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其完整性，结果如图1所示，生工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测序，结果经过比对为正确序列。

8 kD

N

Myc-CGMP
GAPDH

20 h 28 h 36 h

37 kD

A

49 kD

N

Flag-NEMO
β-

20 h 28 h 36 h

43 kD

B

图 1 pCMV-Myc-CGMP（A）、pCMV-Flag-NEMO（B）转染细胞

后Western blotting检测

Fig. 1 pCMV-Myc-CGMP (A) and pCMV-Flag-NEMO (B) expression in  

HT-29 cells after transfection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2.1.2 质粒瞬时转染HT-29细胞

将插入目的片段的pCMV-Myc-CGMP、pCMV-

Flag-NEMO分别转染到HT-29细胞中，表达标签蛋白质，

其中转染0 h为空白组（N）。细胞裂解液样品用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得到分子质量正确的蛋白质条带（图1）。 

其中Myc-CGMP在20 h就有较高的表达量，而Flag-NEMO 

在20 h时表达量还比较少，随时间延长，Flag-NEMO表

达量增大，28 h时表达量已经很高。

2.1.3 乳源CGMP与NEMO的相互作用

NEMO/IKKγ作为NF-κB通路机制研究中一个靶点，

用免疫共沉淀技术证实乳源CGMP和NEMO/IKKγ的相互

作用。

免疫共沉淀是确定两种蛋白质在完整细胞内生理性

相互作用的有效方法。为了确证乳源CGMP与NEMO/

IKKγ的相互作用，用pCMV-Myc-CGMP载体和pCMV- 

Flag-NEMO载体共转染于HT-29细胞，以Myc作为IP抗

体，每组设立相应的阴性对照组，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

每组Flag-NEMO的表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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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NEMO    
Myc-CGMP

IP Myc
lgG H 50 kD

lgG L 25 kD

NEMO 49 kD

NEMO 49 kD

CGMP 8 kDWB Myc

WB Flag

WB Flag

H.重链；L.轻链。

图 2 CGMP与NEMO免疫共沉淀结果

Fig. 2 Verification of CGMP and NEMO/IKKγ interaction by Co-IP

由图2中WB：Myc、WB：Flag可以看到pCMV-Myc-

CGMP质粒和pCMV-Flag-NEMO质粒共转HT-29后，乳源

CGMP与NEMO/IKKγ蛋白均表达，通过IP：Myc可以看

到在过表达条件下乳源CGMP与NEMO/IKKγ有明显

的相互作用，只是因为两者分子质量相差1 kD条带分

开不明显，但可明显看到在lgG（L）表达量相差不大

的情况下，两者共转后IP经Western blotting检测条带

明显宽于其中任何一个单独转染，证明两者存在明显

的相互作用。

2.2 乳源CGMP对HT-29细胞凋亡的影响

本研究对于加入LPS、乳源CGMP后是否对HT-29细

胞的存活有影响，而发生不科学的研究数据，本实验选

择Rh123试剂通过荧光信号的强弱来检测线粒体膜电位的

变化和凋亡的发生。不同剂量乳源CGMP作用下线粒体

膜电位的变化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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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时间时，与N组差相比异显著（P＜0.05）；**.相同时间时，与

N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相同时间时，与L组相比差异显著 

（P＜0.05）；##.相同时间时，与L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

图 3 线粒体膜电位测定HT-29细胞凋亡

Fig. 3 Verification of HT-29 cell apoptosis by mitochondrial 

transmembrane potential

由图3可知，随着作用时间延长，各组线粒体膜电

位均呈增加趋势；L组与N组相比线粒体膜电位均略低；

相同孵育时间时，CGMP组随质量浓度的增加，线粒体

膜电位均先增加后降低，在0.1 μg/mL时膜电位最大。

研究发现CGMP作用6 h时，与N组相比，C2和C3组显

著促进了LPS刺激下线粒体膜电位的增加（P＜0.05），

其中C3具有极显著性（P＜0.01），其他各组作用不显

著；与L组相比，C2、C3和C4组显著促进了线粒体膜

电位的增加（P＜0.05），C1、C5和 C6组也使线粒体

膜电位有所增加，且高于N组，但不具有显著性。另外

CGMP作用12 h时，与N组相比，C2、C3、C4和C5组显

著促进了LPS刺激下线粒体膜电位的增加（P＜0.05），

其中C3和C4具有极显著性（P＜0.01）；与L组相比，

C2、C3、C4和C5组显著促进了线粒体膜电位的增加 

（P＜0.05，P＜0.01），C1和C6组也使线粒体膜电位有

所增加且高于N组，但不具有显著性。当CGMP作用24 h

时，与N组相比，C2、C3、C4和C5组显著促进了LPS

刺激下线粒体膜电位的增加（P＜0.05），其中C3和C4

具有极显著性（P＜0.01）；与L组相比，C2、C3、C4

和C5组显著促进了线粒体膜电位的增加（P＜0.05），

C1和C6组也使线粒体膜电位有所增加且高于N组，但不

具有显著性。当CGMP作用48 h时，与N组相比，C1、

C2、C3、C4和C5组显著促进了LPS刺激下线粒体膜电

位的增加（P＜0.05），其中C3和C4组具有极显著性 

（P＜0.01）；与L组相比，C1、C2、C3、C4和C5组显

著促进了线粒体膜电位的增加（P＜0.05），其中C3具

有极显著性（P＜0.01）。当CGMP作用72 h时，与N组

相比，C3和C4组显著促进了LPS刺激下线粒体膜电位的

增加（P＜0.05），其他各组作用不显著；与L组相比，

C1、C2、C3、C4和C5组显著促进了线粒体膜电位的增

加（P＜0.05），其中C3组具有极显著性（P＜0.01），

C6组虽略高于N组，但不具有显著性（P＞0.05）。

3 讨 论

研究显示基因毒性应力导致NEMO通过位点特异性

SUMO-1 结合于NLS[15,30]。IκB的激活降解依赖IKK，所

以，NEMO的SUMO化可以影响NF-κB信号途径的转录

激活。基因剔除实验表明，NEMO的完整是IKK活性和

NF-κB的激活的前提[31]。DNA损伤反应引发RIP1（death 

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1）、PIDD（P53-induced death 

domain protein 1）等活化，导致NEMO的SUMO化并向

核内迁移促进NF-κB活化，在DNA损伤诱导NF-κB激活

过程中起关键作用[32]。DNA损伤还激活激酶ATM（DNA

损伤感应器分子），导致NEMO磷酸化和泛素化，并迁

回细胞质调节IKK的活化。在氧化应激作用下，DNA损

伤致DNA双链断裂，导致连接于NEMO和促进S85磷酸

化的ATM激活，然后使NEMO泛素化，NEMO和ATM

转出细胞核，转出的NEMO和ATM促进IKK的激活，导

致IκBα降解而使NF-κB激活[33]。NEMO在NF-κB激活中

如此重要，乳源CGMP是否与其相互作用呢？我们用免

疫共沉淀技术探讨NEMO/IKKγ和乳源CGMP是否发生相

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分别将插入目的片段的pCMV-

Myc-CGMP、pCMV-Flag-NEMO转染到HT-29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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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 h时Myc-CGMP就有较高的表达量，Flag-NEMO

在20 h时表达量还比较少，28 h时表达量已经很高，随

转染时间增加，转染质粒目的蛋白表达的量增加，故

选取30 h为转染时间共转HT-29细胞中。由图2可以看

出，存在两个条带，其原因可能是抗体、目的蛋白、 

Protein A/G beads三者之间是以非共价健结合在一起，

只有Protein A/G与琼脂糖珠是共价结合在一起的。因

此，最后经过添加含巯基乙醇的加样缓冲液以及煮沸变

性并离心出去Protein A/G beads后，离心管只有抗体和

目的蛋白以及少量非特异性吸附蛋白。这样十二烷基硫

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中就含有目的蛋白和抗体二

种蛋白，由于加样缓冲液中含有巯基乙醇从而导致抗体

的重链与轻链之间的二硫键被破坏从而使得抗体分子

变成重链分子（50 kD）和轻链分子（20 kD）。因此，

Western blotting显色反应中除了能检测到目的蛋白外，

由于本实验使用的二抗与用于免疫沉淀实验的抗体分子

属于同一种属，故还能检测到重链和轻链分子。由图

1还可以看到，质粒共转HT-29细胞后，乳源CGMP与 

NEMO/IKKγ蛋白均表达，通过IP：Myc可以看到在过表

达条件下乳源CGMP与NEMO/IKKγ有明显的相互作用，有

不少的Flag-NEMO蛋白被沉降下来，只是因为lgG（L）与

Flag-NEMO两者分子质量仅相差1 kD，条带不好分开，但

可明显看到在lgG（L）表达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两者共

转后IP经WB条带（IP：Myc）第三列第一行条带明显宽于

其中任何一个单独转染的条带，证明两者存在明显的相互

作用，进入细胞内部的乳源CGMP可以通过一定的作用力

与NEMO结合，进而影响其激活NF-κB，但其具体结合到

NEMO的哪个结合域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研究已经证实，当细胞发生凋亡时，线粒体会发生

一系列的变化：线粒体通透性增加，大量可溶性蛋白释

放到胞浆（大多数可溶性蛋白带负电荷），使膜间隙的

正离子不断进入基质，导致内膜两侧的离子梯度消失，

从而使膜电位下降[34]，因此用Rh123线粒体膜电位检测细

胞凋亡。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并与细胞凋亡激活因

子1（apoptotic protease activating factor 1，Apaf-1）结合，

从而活化caspase-9前体，进而激活caspase-3，引发Caspases

级联反应，最终导致细胞凋亡。图3表明，各个质量浓度

的CGMP促进了LPS刺激下HT-29细胞的凋亡，与N组相

较，L组细胞凋亡程度均有所下降，即LPS抑制结肠癌细胞

HT-29凋亡，但不具有显著性。随作用时间增加，CGMP促

进细胞凋亡程度逐渐增大，呈时间依赖性，随CGMP质量

浓度增加，各个时间点的细胞凋亡程度均先增加后降低，

其中0.1 μg/mL的CGMP作用效果最好，每个作用时间较N

组和L组均具有差异显著性，此外，0.01 μg/mL和1 μg/mL 

的CGMP作用效果也较好，除6 h和72 h外，较N组和L组均

具有显著性提高，质量浓度最高的100 μg/mL CGMP作用

效果最不好，无论与N组还是L组相较均不具有显著性，

说明并非质量浓度越高作用效果越好。

4 结 论

本实验利用免疫共沉淀技术验证了乳源CGMP可与

NEMO相互作用，说明乳源CGMP可间接作用于IKK而作

用于IκB，实现调控NF-κB信号途径的激活。研究阐述了

乳源CGMP表现促进HT-29细胞凋亡的能力，而NF-κB信

号途径抗细胞凋亡，这可能是乳源CGMP调控NF-κB信号

途径的另一方式。进一步研究确定乳源CGMP具有显著

的调节NF-κB信号途径，改善炎症性肠病引发的结直肠

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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