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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风活血方通过自噬途径对体外培养的鼠 B16 黑素瘤细胞黑素
疏风活血方通过自噬途径对体外培养的鼠
代谢起调节作用
代谢起
调节作用
耿忆薇，王亚兰，邓 蓉，傅楷历，邓 燕
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
目的 观察自噬在疏风活血方对体外培养的鼠B16 黑素瘤细胞增殖及黑素合成中的作用。方法 体外培养鼠B16 细胞，
设
立空白对照组（C 组），
0.12、
0.25、
0.49、
0.98、
1.96 mg/mL 疏风活血方组（S 组），
自噬诱导剂雷帕霉素组（R 组），
自噬诱导+疏风活
血方组（RS 组），
采用 MTT 法测定各组对 B16 细胞增殖的影响，
酶标仪检测法测定各组酪氨酸酶活性及黑素含量，
Western blot
法测定自噬相关蛋白P62、
p-mTOR、
LC3B、
Beclin1含量，
比较分析结果。结果 与C组相比，
S组及RS组对B16细胞增殖均起浓
度依赖的抑制作用（P<0.05）；
对酪氨酸酶活性及黑素合成有促进作用（P<0.05）；
0.98 mg/mL 疏风活血方组（R0.98）、
自噬诱导+
0.98 mg/mL 疏风活血方组（RS0.98）、
50 nmol/L 自噬诱导剂雷帕霉素组（Rap50）均能上调自噬相关蛋白 LC3B-II、
Beclin1，
下调
P62、
p-mTOR 含量。结论 疏风活血方能通过激活自噬途径对体外培养的鼠 B16 黑素瘤细胞黑素代谢起调节作用，
对其细胞增
殖有抑制作用；
对酪氨酸酶活性及黑素合成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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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feng Huoxue Formula suppresses proliferation and regulates melanin metabolism in
murine B16 melanoma cells in vitro through autophagy pathway
GENG Yiwei, WANG Yalan, DENG Rong, FU Kaili, DENG Yan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utophagy in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Shufeng Huoxue Fumula (SFHXF)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lanin metabolism in cultured murine B16 melanoma cells. Methods B16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solutions
containing 0.12, 0.25, 0.49, 0.98, or 1.96 mg/mL SFHXF preparations, rapamycin (an autophagy inducer), or rapamycin+SFHXF.
The changes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B16 cells were assessed using MTT assay, and tyrosinase activity and melanin content in the
cells were determined. The expressions of autophagy- related proteins P62, p-mTOR, LC3B, and beclin 1 in the cells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cells, treatments with SFHXF both in the presence
and in the absence of rapamycin concentration-dependently inhibited the cell proliferation (P<0.05) and obviously increased
tyrosinase activity and melanogenesis in B16 cells (P<0.05); 0.98 mg/mL SFHLF, rapamycin+0.98 mg/mL SFHXF, and 50 nmol/L
rapamycin all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s of LC3B- II and beclin 1 and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s of P62
and p-mTOR in the cells. Conclusion SFHXF can regulate melanin metabolism and enhance tyrosinase activity and
melanogenesis through the autophagy pathway to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B16 cells in vitro.
Keywords: autophagy; B16; melanin metabolism; tyrosinase activity; LC3B; Beclin1; P62; p-mTOR

白癜风是皮肤科临床常见的色素障碍性疾病，
目前
病因尚不明确，
较难治愈，
探索其有效、
副作用小的治疗
方法一直是本学科的热点问题。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
［1］
我们将白癜风进展期发病关键因素归纳为
“风”
“
、瘀”
，
并拟疏风活血方：
苍耳子 10 g，
紫背浮萍 10 g，
蝉蜕 6 g，
丹参 10 g、
丹皮 10 g、
白蒺藜 10 g，
且在前期对疏风活血
方的疗效进行了验证，
研究显示疏风活血颗粒联合西药
组有效率优于西药组［2］，
证实疏风活血方临床治疗白癜
风有效。自噬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代谢中的过
程，
自噬的过度活跃或缺乏均可能与多种疾病相关，
近

年来研究表明，
色素障碍性皮肤病、
银屑病、
黑素瘤等多
种皮肤病中均可观察到自噬上调或下调的现象［3-5］。自
噬在黑素代谢中作用的研究逐渐成为本学科的热点［6］，
但未见中药调节黑素代谢与自噬调节黑素代谢相关性
的研究。本研究观察了疏风活血方及自噬诱导剂雷帕
霉素对体外培养的鼠 B16 黑素瘤细胞增殖及黑素代谢
的影响，
并检测了各组对自噬相关蛋白LC3B、
Beclin1、
P62、
p-mTOR的作用，
首次探索疏风活血方临床治疗白
癜风有效的机理，
以期为中医药调节黑素代谢提供新的
实验基础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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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试剂和材料
中药颗粒剂：
疏风活血方组方（苍耳子10 g，
紫背浮
萍 10 g，
蝉蜕 6 g，
丹参 10 g、
丹皮 10 g、
白蒺藜 10 g），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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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药颗粒剂均购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药房，
每
种中药颗粒剂生产厂家明确，
同一批号；
Olympus 倒置
显微镜；
胎牛血清（四季青）、
F12培养基（Gbico）；
胰蛋白
酶、L- DOPA（sigma）；Anti- LC3B、Anti- Beclin1、AntiP62、Anti- mTOR- phospho(abcam)；紫 外 分 光 光 度 仪
（PerkinelmerLambda25）、
1/10万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
斯CP225D）；
超纯水；
MTT；
RIAP裂解液（碧云天）；
ECL
试剂盒（Abbkine）其他试剂为国产分析纯。
1.2 疏风活血方的制备
选用疏风活血方颗粒剂：苍耳子 10 g，紫背浮萍
10 g，
蝉蜕6 g，
丹参10 g、
丹皮10 g、
白蒺藜10 g，
将各种
药物颗粒剂按比例溶于蒸馏水中，
使终浓度为 1 g/mL，
搅拌 30 min，
超声溶解 1 h，
离心去除辅助添加剂，
-4 ℃
冰箱避光保存备用。
1.3 鼠B16黑素瘤细胞的培养
F12培养基加10%胎牛血清，
37 ℃，
5% CO2 条件下
培养。
1.4 实验分组
预实验选取疏风活血方0.001、
0.01、
0.1、
1、
10 mg/mL 5
个浓度组检测对 B16 细胞增值率的影响，
使用 SPSS 回
归法处理数据，
得出 IC50=1.955，
保留两位小数取 IC50=
1.96。根据 IC50 结果将疏风活血方各组浓度确定为 1/
16 IC50、1/8 IC50、1/4 IC50、1/2 IC50 及 IC50 即为 0.12、0.25、
0.49、
0.98、
1.96 mg/mL；
自噬诱导剂雷帕霉素组选取工
作浓度，
2倍工作浓度、
4倍工作浓度，
分别为50 nmol/L、
100 nmol/L、
200 nmol/L；
自噬诱导剂加疏风活血方组根
据雷帕霉素细胞增殖实验结果，
选取 50 nmol/L 雷帕霉
素预处理1 h后，
加入各浓度疏风活血方，
对照组使用不
加入药物的纯培养基，
每一处理因素重复测定3次。
1.5 细胞增殖率检测
细胞培养至对数生长期后，计数为 3000/孔，铺于
96孔板，
24 h后弃原培养基，
S组加入含不同浓度疏风活
血方的培养基；RS 组使用 50 nmol/L 雷帕霉素预处理
1 h，
去除培养基，
加入含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培养液；
C
组加入完全培养基。均于作用 48 h 后，
加入 MTT 处理
4 h后检测结果，
并在490 nm波长测吸光度值。细胞增
殖率＝含药处理组A490/空白对照组A490×100%。
1.6 酪氨酸酶活性检测
根据各组细胞增值率结果选取相应浓度，
将细胞浓
5
度调整为 2×10 /mL 的 B16 细胞悬液按每孔 1 mL 接种
于6孔培养板，
置37 ℃、
5% CO2培养箱中培养24 h待细
胞贴壁，
弃培养液，
S组加入含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的培
养基；
RS组使用50 nmol/L雷帕霉素预处理1 h，
去除培
养基，
加入含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培养液；
C 组加入空
白培养基2 mL。均于48 h后，
弃上清液，
PBS洗1次，
冰
上操作配制蛋白抽提液；用 0.05%胰酶/0.004% E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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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6孔板中细胞，
终止消化后收集在EP管中离心，
弃
上清，
每孔加入100 μL 0.1%L-DOPA溶液；
37 ℃避光孵
育15 min后在酶标仪中测定490 nm波长吸光度。酪氨
酸酶活性计算公式如下：
相对酪氨酸酶活性（%）=[药物
处理组A490/空白对照组A490×100]。
1.7 黑素含量检测
根据各组细胞增值率结果选取相应浓度，
将细胞浓
5
度调整为 2×10 /mL 的 B16 细胞悬液按每孔 1 mL 接种
于6孔培养板，
置37 ℃、
5% CO2培养箱中培养24 h待细
胞贴壁，
弃培养液，
S组加入含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的培
养基；
RS组使用50 nmol/L雷帕霉素预处理1 h，
去除培
养基，
加入含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培养液；
C 组加入空
白培养基 2 mL。培养 48 h 后，
倾去培养液，
PBS 洗涤 1
次，冰上裂解 30 min，弃上清，沉淀加入含 10% DMSO
的 NaOH 150 μL，
在 80 ℃水浴保温 2 h，
酶标仪 450 nm
波长下测吸光度值，
即A450值。
1.8 Western blot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选取酪氨酸酶活性及黑素含量最高的疏风活血方
组，
即促进黑素合成的最佳浓度组 0.98 mg/mL 组为待
测疏风活血方组，
及 50 nmol/L 雷帕霉素+0.98 mg/mL
疏风活血方组、
50 nmol/L雷帕霉素组、
空白对照组检测
自噬相关蛋白含量。各组细胞培养 48 h 后分别收集各
组总蛋白，
98 ℃煮沸变性，
进行凝胶电泳，
并电转印至
PVDF 膜（恒流 200 mv，
转膜时间 120 min），
于常温下，
非磷酸化蛋白使用5%脱脂奶粉封闭1 h，
磷酸化蛋白使
用 5% BSA（牛血清白蛋白）封闭 1 h，
分别加入 LC3B、
Beclin1、
P62、
p-mTOR单克隆抗体，
4 ℃恒温过夜，
TBST
洗膜15 min×3次，
二抗室温孵育1 h，
再使用TBST洗膜
15 min×3 次，
加入显影液曝光，
采用 Image Lab 凝胶成
像分析系统进行灰度扫描并进行灰度值分析。
1.9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处理。以均数±标准差
描述，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
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疏风活血方及雷帕霉素对鼠 B16 黑素瘤细胞增值
率的影响
经统计学比较显示，
中高浓度（>0.12 mg/mL）的 S
组及 RS 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对 B16 细胞呈浓度依赖
的抑制作用（P<0.05），
RS 组与同浓度 S 组相比，
在高浓
度（>0.49 mg/mL）增值率更低，
但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 组 各 浓 度 对 B16 细 胞 呈 抑 制 作 用（P<
0.05），
各浓度间细胞增值率无差异（P>0.05，
表1）。
2.2 疏风活血方及雷帕霉素对鼠 B16 黑素瘤细胞酪氨
酸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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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及雷帕霉素对鼠B16黑素瘤细胞增值率的影响
Tab.1 Effect of Shufeng Huoxue Fumula and rapamycin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proliferation of B16
melanoma cells (Mean±SD, n=3)
Group
S

RS

R

Blank control

Concentraion (mg/mL)

A490

Cell prpliferation (%)

0.12

0.40±0.08

82.15±21.30

0.25

0.34±0.04*

69.91±9.52*

0.49

0.36±0.04*

73.49±5.82*

0.98

0.35±0.02

71.41±8.50*

1.96

0.33±0.04*

67.71±4.85*

0.12

0.41±0.04

83.11±1.75

0.25

0.34±0.05*

68.52±6.84*

0.49

0.28±0.01*^

56.83±5.38*

0.98

0.27±0.03*^

56.35±7.32*

1.96

0.25±0.03*^

51.17±3.60*

50 nmol/L

0.36±0.02*

72.40±4.90*

100 nmol/L

0.29±0.05*

58.58±7.41*

200 nmol/L

0.31±0.05*

62.60±6.90*

0

0.49±0.03

100.00±0.00

*P<0.05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P<0.05, RS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ame concentration of R group.

经统计学比较，
各浓度 S 组及 RS 组与空白对照组
相比，
对 B16 细胞酪氨酸酶活性呈激活作用（P<0.05），

两组同浓度相比，
激活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
R组
对B16细胞酪氨酸酶活性亦呈激活作用（P<0.05，
表2）。

表2 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及雷帕霉素对鼠B16黑素瘤细胞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
Tab.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hufeng Huoxue Fumula at and rapamycin on tyrosinase
activity in B16 melanoma cells (Mean±SD, n=3)
Group
S

RS

R
Blank control

Concentraion (mg/mL)

A490

Tyrosinase activity (%)

0.12

0.59±0.08

105.98±1.84*

0.25

0.61±0.04

110.11±2.88*

0.49

0.62±0.04*

111.95±2.20*

0.98

0.64±0.02*

115.32±4.61*

0.12

0.61±0.04*

109.81±3.71*

0.25

0.62±0.05

110.10±2.20*

0.49

0.63±0.01

112.93±2.47*

0.98

0.64±0.03*

115.39±2.14*

50nmol/L

0.59±0.02

106.13±1.14*

0

0.55±0.03

100.00±0.00

*P<0.05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2.3 疏风活血方及雷帕霉素对鼠 B16 黑素瘤细胞黑素
含量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各浓度 S 组、高浓度 RS 组
（>0.49 mg/mL）对 B16 细胞黑素含量呈促进作用（P<
0.05），
而两组同浓度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R组
对B16细胞黑素含量亦呈促进作用（P<0.05，
表3）。
2.4 疏风活血方及雷帕霉素对鼠 B16 黑素瘤细胞自噬
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Western blot检测结果（图1）显示，
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
S0.98、
RS0.98及Rap50组的P62、
p-mTOR蛋白含量
水平均有所下降，
其中 RS0.98 及 Rap50 组下降比率高
于 S0.98 组；各组 Beclin1 和 LC3B 蛋白含量相对水平
均有所增加，
其中Rap50组增加最为明显，
S0.98组增加
最少，
使用雷帕霉素预处理 1 h 后，
再使用 0.98 mg/mL
疏风活血方干预（RS0.98），两蛋白表达量较 S0.98 组
均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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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中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
疏风活血方能
通过激活酪氨酸酶活性促进黑素合成，
结合近年来对自
噬与黑素代谢的研究，
我们提出假设：
疏风活血方可能
通过自噬途径调节黑素代谢。
自噬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中的代谢过程，
mTOR（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是自噬三条通路
PI3K-1/Akt、MAPK/Erk1/2、p53/Genotoxic 的连接点，
也是重要的调定点。雷帕霉素是mTOR的变构抑制剂，
mTOR受到抑制时，
磷酸化mTOR（p-mTOR）蛋白减少，
可激活自噬，
其通路下游Beclin1、
LC3II蛋白表达上调，
而其上游的P62蛋白含量减少。Beclin1在自噬体形成
早期发挥重要作用［7］；
LC3II蛋白是自噬体的标志分子，
随自噬体膜的增多而增多［8］；
P62 是自噬体与底物之间
［9］
的适配蛋白 ，
当自噬抑制时P62在细胞内蓄积，
自噬激
［10］
活时，
P62 随自噬过程降解，
其含量下降 ；
p-mTOR 含
量反应了mTOR的活性。此四种蛋白是最常用于自噬

表3 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及雷帕霉素对鼠B16黑素瘤细胞黑素
合成的影响
Tab.3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hufeng Huoxue
Fumula and rapamycin on melanin content in B16 melanoma cells
(Mean±SD, n=3)
Group

Concentraion
(mg/mL)

A450

Melanin
content (%)

0.12

0.046±0.001

112.36±2.59*

0.25

0.046±0.001

112.58±1.89*

0.49

0.047±0.001

113.79±6.03*

0.98

0.050±0.000

121.94±5.47*

0.12

0.043±0.000

106.79±3.31

0.25

0.045±0.000

108.14±3.88

0.49

0.048±0.001

115.86±1.13*

0.98

0.050±0.000

121.96±3.29*

50 nmol/L

0.046±0.001

111.82±2.42*

0

0.041±0.001

100.00±0.00

S

RS

R
Blan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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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S0.98 RS0.98 Rap50 Control
12

p-mTOR

10

Beclin1
LC3B-I
LC3B-II

Relative expression ratio
of proteins (fold change)

P62

Control S0.98 RS0.98 Rap50

8
6
4
2
0
LC3B-I

GAPDH

LC3B-II

Beclin1

P62

p-mTOR

图1 Western blotting检测自噬相关蛋白在各组中的表达
Fig.1 Western blotting for detecting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 expressions in the different groups.

检测的标志物。近年来研究认为［11-13］，
自噬在黑素调节中
亦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噬通路的激活或抑制能够引起
黑素调节通路中重要的靶蛋白 MITF（小眼畸形相关
因子）、TYR（酪氨酸酶）等的改变；
多个研究报道自噬
激活剂雷帕霉素对 MITF、TYR 有上调作用［11, 14-15］。自
噬除能影响黑素细胞的黑素合成，
也能在黑素细胞的
［16-18］
［19-20］
增殖
、黑素降解
中起到作用，Atg（自噬相关基
因）家族还可能影响黑素转运的过程［21］，可能从各个
途径影响黑素代谢。
为初步探索疏风活血方促进黑素合成与自噬途径
的关系，
我们使用上述对黑素合成有明确作用的自噬诱
导剂雷帕霉素作为阳性对照组，
观察其对B16黑素瘤细
胞的作用，
并处理细胞诱导自噬，
这是报道中常用的诱
［15-22］
导自噬的方式
，
且加入疏风活血方作用于诱导后细
胞，
结果显示自噬诱导后各浓度疏风活血方对B16细胞

增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降低（P>0.05），
而酪氨酸酶活性
及黑素含量并未继续升高，
而是与同浓度单纯疏风活血
方组含量相当（P>0.05），
可能与自噬诱导后B16细胞增
殖被进一步抑制，
细胞数量减少，
而导致总酪氨酸酶活
性与总黑素含量未增加有关。为进一步确定疏风活血
方调节黑素代谢与自噬的关系，
我们选取酪氨酸酶活性
及黑素含量最高的疏风活血方组，
即促进黑素合成的最
佳浓度组 0.98 mg/mL 组为待测疏风活血方组，
以及同
浓度的自噬诱导预处理组、
50 nmol/L雷帕霉素组、
空白
对照组，
使用Western Blot法测定四组中自噬相关蛋白
P62、
p-mTOR、
Beclin1、
LC3B 的表达量，
结果显示与空
白对照组相比，
疏风活血方组、
同浓度疏风活血方自噬
诱导组以及雷帕霉素组的 P62、
p-mTOR 蛋白含量水平
均有所下降，
Beclin1、
LC3B-II蛋白含量有所上升，
其中
雷帕霉素组作为 mTOR 抑制剂，下调 P62、p-mTOR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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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Beclin1、
LC3B-Ⅱ的作用均最强；
自噬诱导后再加
入疏风活血方处理与单独使用疏风活血方相比，
下调
P62、
p-mTOR 及上调 Beclin1、
LC3B-Ⅱ的作用增强，
说
明疏风活血方与自噬诱导剂对自噬相关蛋白的调节有
协同作用。
近年来自噬通路调节黑素代谢的研究报道结论不
一，Cao 等［23］报道通过抑制 TSC（结节性硬化症）蛋白
TSC1、
TSC2可激活mTORC1使自噬活性降低，
并下调
MITF表达量，
减少黑素含量，
且雷帕霉素能够翻转这种
抑制作用，
而 mTORCl/2 抑制剂 Torin-1 则未能恢复被
减少的MITF及黑素含量；
聂等［24］报道电镜观察正常组
（HI）、
节段型白癜风（SV）和非节段型白癜风（GV）人群
皮肤培养的黑素细胞，
HI及SV组黑素细胞存在自噬现
象而 GV 未见，认为自噬可能与白癜风发病与分型相
关。有报道认为 LC3 表达下调或敲除 Atg7，
自噬抑制
［14-16］
时可降低黑素含量
；
但也见研究显示激活自噬能够
引起黑素含量下降［11-12, 25］。自噬途径与黑素代谢关系的
研究尚处初始阶段，
研究结果相左可能与选择的研究模
型、
自噬上游通路、
自噬诱导剂与抑制剂的不同等相关，
其与黑素代谢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使用不同浓度疏风活血方及阳性对照自噬
诱导剂雷帕霉素作用于鼠B16黑素瘤细胞，
分析疏风活
血方及自噬诱导剂对细胞增殖及黑素代谢的作用，
首先
证明疏风活血方可促进酪氨酸酶活性并促进黑素合
成，是疏风活血方临床治疗白癜风有效的基本机制；
并
可下调自噬相关蛋白 P62、p-mTOR 及上调 Beclin1、
LC3B-Ⅱ，
可能通过诱导自噬促进黑素合成，
为下一步
实验提供了基础。而疏风活血方对自噬及黑素合成通
路中各蛋白的作用如何，
需在后续实验中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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