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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工、Ⅱ相代谢酶基因多态性与肺癌易感性
关系的研究
李伟英

赖百塘

【摘要】

湛秀萍

目的

探讨Ｉ相代谢酶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１、２Ｄ６和Ⅱ相ＧＳＴＭｌ基因多态性与肺癌遗传易感

性的关系及吸烟与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和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

度多态性等技术，检测２１７例肺癌患者和２００例对照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１、２Ｄ６和ＧｓＴＭｌ基因型频率分布
以及与吸烟的关系。结果肺癌组ＧｓＴＭｌ缺陷型频率为５８．５％，与对照组（４７．５％）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１、２Ｄ６在肺癌组和对照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吸烟
与ＧＳＴＭｌ有协同作用，与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ｌ、２Ｄ６未见明显的协同作用。结论

吸烟和ＧｓＴＭｌ缺陷型

均是肺癌的危险因素，ＧＳＴＭｌ缺陷型有吸烟行为的人更易患肺癌，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关键词】肺肿瘤；代谢酶；基因多态性；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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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发生是环境暴露与遗传因素复杂交互作

（ＰＣＲ—ＲＦＬＰ）等技术，分析了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１、２Ｄ６和

用的结果。外源性致癌物多为前致癌物，其能否启

ＧＳＴＭｌ基因多态性与肺癌易感性的关系，以及吸

动癌变的过程，与两类代谢酶“解毒”和“致毒”作用

烟与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旨在为确定肺癌易感性

密切相关。Ｉ相代谢酶将前致癌物活化成为终致癌

遗传标志提供依据。

物；活化的终致癌物也可经Ⅱ相代谢酶的作用而失
活。代谢酶多具有基因多态现象，某些基因多态性

材料与方法

可引起酶活性的改变，从而导致个体肿瘤易感性的

１．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标本的收集：病例组为肺

差异。研究发现Ｉ相代谢酶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ＣＹＰ）

癌患者２１７例，对照组２００例均取自北京市胸部肿

ｌＡｌ、２Ｅ１、２Ｄ６和Ⅱ相代谢酶谷胱苷肽硫转移酶Ｍ１

瘤结核病医院。肺癌组为病理学确诊的原发性肺

（ＧＳＴＭｌ）可能与肺癌有关ｕ ｏ。本研究采用病例对

癌，无其他部位肿瘤，未经放疗和化疗；对照组为与

照研究及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肺癌患者同期住院的非肿瘤患者，如肺结核、肺炎
等，均与工、Ⅱ相代谢酶基因多态性无关。收集研究

作者单位：１叭¨９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细胞室

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吸烟史、职业史等，两组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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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居住地等分布均衡。

对照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ＤＮＡ的提取：收集两组患者非抗凝外周血，

经研磨后用蛋白酶Ｋ消化，酚一氯仿抽提，乙醇沉
淀，溶解后于一２０℃保存。
３．基因分型：所有引物由赛百盛生物公司合成，
引物序列见表１。
表１

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１、２Ｄ６和ＧＳＴＭｌ基因多态性
检测引物序列
１、２、５：缺陷型２６８ ｂｐ；３、４、６：功能型２６８、２１５ ｂｐ

引物序列

里ｍ旦Ⅲ

—Ｇ

Ｐ１：５’一ＧＡＡＣＴＣＣＣＴＧＡＡＡＡＧＣＴＡＡＡＧＣ一３’

图ｌ

ＧｓＴＭｌ多态性检测图谱

Ｐ２：５’一ＧＴＴＧＧＧＣＴＣＡＡＡＴＡＴＡＣＧＧＴＧＧ一３’
８ｌ：５’一ＣＡＡＣＴＴＣＡＴＣＣＡＣＧＴＴＣＡＣＣ一３’
８２：５’一ＧＡＡＧＡＧＣＣＡＡＧＧＡＣＡＧＧＴＡＣ一３’

Ⅲ川

Ｃ

Ｐ】：５’一ＴＡＧＧＡＧＴＣＴＴＧＴＣＴＣＡＴＧＣＣＴ一３’
Ｐ２：５’．ＣＡＧＴＧＡＡＧＡＧＧＴＧＴＡＧＡＡＧＣＴ一３’

ｍ姗

Ｃ

Ｐ１：５’一ＴＴＣＡＴＴＣＴＧＴＣＴＴＣＴＡＡＣＴＧＧ一３’
Ｐ２：５’一ＣＣＡＧＴＣＧＡＧＴＣＴＡＣＡＴＴＧＴＣＡ一３’

ｍ｜§

Ｃ

Ｐ１：５’一ＣＣＡＴＴＴＧＧＴＡＧＴＧＡＧＧＣＡＧＧＴＡＴ一３’
Ｐ２：５’一ＣＡＣＣＡＴＣＣＡＴＧＴＴＴＧＣＴＴＣＴＧＧＴ一３’

２、３：野生型（Ａ），３４０ ｂｐ；４～６、８：杂合型（Ｂ），３４０、２００、１４０ ｂｐ；

（１）ＧＳＴＭｌ基因分型：Ｂ一球蛋白为内对照，２５肛１

１、７：突变纯合型（Ｃ），２００、１４０ ｂｐ
图２

扩增体系：２００弘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ｓ、１０×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肛ｌ、
１．５

ＣＹＰｌＡｌ多态性检测图谱

ｍｍ０１／Ｌ Ｍ９２＋、模板Ｏ．１ ｐｇ、引物各０．４ ｐｍｏｌ／Ｌ、

Ｔａｑ酶０．６ ｕ。反应参数：９４℃７ ｍｉｎ，９４℃１ ｍｉｎ，
５９℃ｌ ｍｉｎ，７２℃１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
１０

ｍｉｎ，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２）ＣＹＰｌＡｌ基因分型：６０℃退火，其余条件同

前。取１２．８肛ｌ扩增产物，加４ Ｕ Ｍｓｐ Ｉ内切酶，３７℃
３

ｈ，１．８％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３）ＣＹＰ２Ｅ１基因分型：扩增体系为５０

ｂｕｆｆｅｒ

１～３：Ａ型［ＲｓａＩ（＋／＋）／ＰｓｅＩ（一／＿）］，Ｐ泳道４１０ ｂｐ，Ｒ泳道
ｐ１：１０×

５弘ｌ、模板０．２ ｐｇ、Ｔａｑ酶１．５ Ｕ，５８℃退火，其

余条件同ＧｓＴＭｌ。取１７肚ｌ扩增产物，加３ Ｕ Ｒｓａ Ｉ／
ＰｓｔＩ内切酶，３７℃３ ｈ，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３６０、５０
１２０

ｂｐ；４：Ｂ型［Ｒｓａ Ｉ（＋／一）／Ｐｓｔ Ｉ（＋／

ｂｐ，Ｒ泳道４１０、３６０、５０

）］，Ｐ泳道４１０、２９０、

ｂｐ；５：ｃ型［Ｒｓａ Ｉ（一／＋）／Ｐｓｔ Ｉ（＋／

＋）］：Ｐ泳道２９０、１２０ ｂｐ，Ｒ泳道４１０ ｂｐ
图３

ｒＹＰ２Ｆ１多态性检测图谱

（４）ＣＹＰ２Ｄ６基因分型：扩增条件同ＧＳＴＭｌ，取
１３肛ｌ扩增产物，加３

ｕ

Ｈｐｈ工内切酶，３７℃１６ ｈ，４％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学软件进
行Ｙ２检验及交互作用分析。
结

果
１、２：野生型，２１３、５９ ｂｐ；３、４：突变纯合型，１１２、１０１、５９ ｂｐ；

１．４种基因电泳结果：ＧＳＴＭｌ、ＣＹＰｌＡｌ、
ＣＹＰ２Ｅ１、ｃＹＰ２Ｄ６基因分型结果分别见图１～４。

５～７：杂合型，２１３、１１２、１０１、５９ ｂｐ
图４

ＣＹＰ２Ｄ６多态性检测图谱

２．基因和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表２显示有统计

３．吸烟和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首先对病例组

学意义的因素为ＧＳＴＭｌ（Ｐ＝０．０２）和吸烟（Ｐ＝

与对照组的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层分析，两组分布均

０．００）；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ｌ、２Ｄ６三种基因型在病例组和

衡。将吸烟和４种基因引入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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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４。

吸烟和４种基因之间存在联合作用，基因和基因之

发现ＣＹＰ２Ｄ６与鳞癌有关，其余基因和各病理分型

间未见联合作用。

间均无关系。

表２

４种基因多态性和吸烟与肺癌的关系

讨

论

肿瘤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吸烟是导致肺癌的最主
要原因。在本次研究中，肺癌组的吸烟者明显多于

对照组（Ｐ＝０．００），其中吸烟量≥２０包一年者在肺癌
病例中占４６．５４％（１０ｌ／２１７），对照中占２０．５０％（４１／
２００），吸烟量≥２０包一年者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

者的３．４６倍（０Ｒ＝３．４６）。欧洲一项研究发现，在
肺癌病例中吸烟量≥２０包一年者占７３．８％，对照中
占３０％，吸烟量≥２０包一年者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
烟者的１１．９５倍拉１，这可能与欧洲国家和我国人们的
行为差异有关，欧洲女性吸烟的比例高于我国，文献
报道女性肺癌患者中有４４％的吸烟量≥２０

包一年旧１，在本研究中只有１０．１４％（７／６９）。
ＧＳＴＭｌ是Ⅱ相代谢酶，多态性分为缺陷型和
功能型。一些研究提示ＧＳＴＭｌ缺陷型可增加肺癌
的危险性，是肺腺癌的敏感性标记。但有关
＊ｒ≮Ｕ．Ｕ，

ＧＳＴＭｌ多态性与肺癌易感性的研究亦有一些阴性

（１）吸烟与ＧＳＴＭｌ的联合作用：由表３可知

结果报告ｂ ５Ｉ。本研究发现ＧｓＴＭｌ缺陷型与肺癌

ＧＳＴＭｌ功能型（＋）且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性是

有关，ＧＳＴＭｌ缺陷型个体患肺癌的相对危险性是

１．９４，ＧＳＴＭｌ缺陷型（一）且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

１．５６，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性则提高到４．５７，进一步计算协同作用指数Ｓ＝
３＞１，提示吸烟和ＧＳＴＭｌ缺陷型具有协同作用。

ＣＹＰｌＡｌ编码芳烃羟化酶，在３’端ＰｏｌｙＡ下游

碱基２６４卜。突变形成Ｍｓｐ工酶切点。日本研究发
现Ｍｓｐ工等位基因型Ｃ型的个体酶活性显著增高，

表３

吸烟与ＧｓＴＭｌ的联合作用

ＧｓＴＭｌ

吸烟

病例组

对照组

０Ｒ值（９５％ｃＪ）

十

不吸

４１

６５

一

十

吸

４９

４０

一

不吸

５５

７０

１．２５（０．７３～２．１４）

险降低了６３％。本研究显示Ｃ型在病例组有升高

一

吸

７２

２５

４ ５７（２．５５～８．２０）’

的趋势，但Ａ、Ｂ、Ｃ三种基因型频率分布在两组中差

Ｃ型患肺癌的危险性是Ａ型和Ｂ型的２～５倍【６１。
但胡毅玲、张桥¨ｏ研究发现Ｍｓｐ

Ｉ Ｃ型患肺癌的风

１．９４（１．１０～３．４３）“

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吸烟与ＣＹＰｌＡｌ、ＣＹＰ２Ｅ１、ＣＹＰ２Ｄ６的联合

ＣＹＰ２Ｅ１存在Ｒｓａ Ｉ和Ｐｓｔ工多态位点。野生

作用：吸烟与３个基因同时作用与单独作用比较均

型有Ｒｓａ Ｉ酶切位点，突变型Ｒｓａ Ｉ酶切位点消失并

有增加，但与单独作用之和比较，未见明显增加，提

产生一个新的Ｐｓｔ工酶切位点。在对美籍墨西哥人

示吸烟和ＣＹＰｌＡｌ Ｂ／Ｃ型、ＣＹＰ２Ｄ６野生型／杂合型

和瑞典人研究中发现Ｃ２等位基因型对吸烟致肺癌

及ＣＹＰ２Ｄ６野生型／杂合型之间没有明显的协同作

来讲是一个保护性因素№ｏ。但Ｈｉｒｖｏｎｅｎ等研究芬

用（此结果未列出）。

兰人中未发现显著性结果旧ｏ。本研究也未显示

４．肺癌病理类型的转变：在本次研究中肺癌组

ＣＹＰ２Ｅ１与肺癌有关。

腺癌占３７．３３％（８１／２１７），鳞癌占２９．４９％（６４／２１７）；

ＣＹＰ２Ｄ６编码异喹胍羟化酶，参与ＮＮＫ及尼

在男性肺癌患者中，腺癌占２６．３５％（３９／１４８），鳞癌

古丁的代谢，激活烟草中亚硝胺等前致癌物。

占３９．１９％（５８／１４８）；而女性肺癌患者中腺癌占

ＣＹＰ２Ｄ６ｃｈ型多态可分为三种基因型：野生型、杂合

６０．８７％（４２／６９），鳞癌占８．７０％（６／６９）。此外，我们

型、突变型，认为突变型可降低肿瘤易感性。本研究

对四种基因和肺癌病理分型之间作相关性的分析，

检测了两组的ＣＹＰ２Ｄ６ｃｈ基因型，发现野生型和杂

主堡煎亘煎堂苤查！！！！生！！旦箜垄鲞箜！！塑

ｇ！也』垦逝！！里ｉ！！！旦！！！翌！竺！！！！！∑！！：！ｉ！塑！：！！

合型可使患肺癌的风险性升高１．４ｌ倍，但三型在病

是否与作此分析后例数的减少有关，需要进一步证

例组和对照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实，但至少提示我们吸烟和ＧＳＴＭｌ缺陷型同时具

近年来肺癌的病理类型正在发生转变，腺癌的

备者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发病呈逐年上升趋势，并逐渐取代鳞癌成为肺癌中
３７．３３％、鳞癌占２９．４９％，其中男性肺癌病例中腺癌

１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Ｃａｎｃ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ｗ，１ ９９５，４：

４高扬，张桥．ＧＳＴＭｌ和ＣＹＰ２Ｄ６基因多态性与肺癌敏感性的关
系．中国公共卫生，１９９９，１５：４８８—４９０．
５

Ｎａｚａｒ－Ｓｔｅｗａｒｔ Ｖ．Ｔｈｅ ９１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作用指数Ｓ＞１，提示吸烟和ＧＳＴＭｌ缺陷型具有协

２３１３．
６

ｇｅｎｅ

和ＧＳＴＭｌ缺陷型同时具备时，无论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１、

ａ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ｉｎｏｍａ．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１９９３，５３：

ｉｎ

ａ

Ｓｗｅｅｄ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Ｐ５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１７：５８３．

７胡毅玲，张桥．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１Ａ１基因多态性与肺癌遗传易感性

显的协同作用。此外，吸烟和ＧＳＴＭｌ与ＣＹＰｌＡｌ、
３个基因之间作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吸烟

ｔｏ

Ｍ１（Ｇｓｌ、Ｍ１）ａｓ

ＰｅｒｓＳ０ｎ Ｉ，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Ｉ，Ｂｅｒｇｌｉｎｇ Ｈ，ｅｔ ａ１．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Ｐ４５０２Ｅ１

大地提高患肺癌的风险。吸烟和ＣＹＰｌＡｌ、２Ｅ１、

２Ｅ１、２Ｄ６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５８９．

ｍ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３个基因中任一个同时存在时，均未显示有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ｔ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１，９１：８７６—８８７．

缺陷型者患肺癌的危险性增加到４．５７倍，两者协同

２Ｄ６

ａｎ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ｎｓ ＪＥ．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Ｍ１（ＧｓＴＭｌ）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ｌｕｎｇ

响等可能是引起女性患者中腺癌更为多见的原因。

同作用，携带ＧｓＴＭｌ缺陷型且有吸烟行为者会大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３

由于烟尘侧流能被吸入肺的深部，同时大气污染、厨

各因素间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吸烟且ＧｓＴＭ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Ｇｅｎｅ，１９９５，１５９：１１３．

Ｓｉｍｏｎａｔｏ Ｌ，Ａｇｕｄｏ Ａ，Ａｈｒｅｎｓ ｗ，ｅｔ ａ１．Ｌｕｎｇ
ｓｍｏｋｉｎｇ

与侧流含有相同的致癌成分，其中一些致癌物（苯、

房油烟以及代谢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激素对肿瘤的影

献

Ｒａａｕｍｉｏ Ｈ，Ｈｕｓｇａｆｖｅｌ—Ｐｕｒｓｉａｉｎｅｎ Ｋ，Ａｎｔｔｉｌａ Ｓ，ｅｔ ａ１．

ｃａｎｃｅｒ

２

下：被动吸烟也是肺癌的诱因之一，纸烟烟尘的主流
亚硝胺等）在侧流中的浓度比主流的浓度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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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２６．３５％，女性肺癌病例腺癌则高达６０．８７％，性别
差异导致两者患肺癌病理类型差别之大原因可能如

考

参

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本研究肺癌组中腺癌占

的研究．中华遗传学杂志，１９９９，１６：２６—２８．
８

Ｖｅｍａｔｓｕ Ｆ，ＫｉＫｕｃｈｉ

Ｈ，Ｍｏｔｏｍｉｙａ Ｍ，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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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１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Ｊｐｎ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１９９１，８２：２５４．

２Ｄ６是否是易感基因型，患肺癌的风险与只具备吸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１０一２８）

烟且ＧＳＴＭｌ缺陷型者比较均未见明显的增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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