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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内源性雌、孕激素与人乳头瘤病毒
在宫颈癌发生中的协同作用研究
王金桃

高尔生

【摘要】
方法

程玉英

目的

闫建文

丁玲

探讨雌、孕激素对宫颈癌发生的作用及其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的协同作用。

采用热启动ＰＣＲ和ＥＬＩＳＡ法，对１４１例宫颈癌和１２９名健康妇女进行了ＨＰＶｓ、ＨＰＶｌ６、雌二

醇（Ｅ）和孕酮（Ｐ）含量的测定。结果

宫颈癌组ＨＰｖｓ和ＨＰＶｌ６的阳性率分别为７５．２％和４６．８％，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Ｅ：和Ｐ的平均浓度均为病例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特别是
Ｅ：水平与宫颈癌之间呈剂量反应关系；Ｅ２与ＨＰＶｓ之间呈正相加交互作用，且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ＨＰＶ感染，特别是ＨＰＶｌ６感染在宫颈癌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内源性雌激素的升高可增加宫颈癌发生

的危险性；高水平的雌二醇和船Ｖ感染对宫颈癌的发生可能具有协同作用。
【关键词】宫颈癌；人乳头瘤病毒；内源性雌激素；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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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死亡率居妇

研究内源性雌激素与宫颈癌发生、发展的关系，似乎

女恶性肿瘤的首位，其病因至今尚不明确ｕ’３。。人乳

更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本研究旨

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癌发生关系密切，但感

在探讨雌、孕激素对宫颈癌发生的作用，以及两者与

染了ＨＰＶ的妇女只有少部分发展为癌，说明单独

ＨＰＶ在该病发生中的协同作用，为宫颈癌的病因及

ＨＰｖ感染还不足以引起恶变，势必还有其他致癌因

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素或协同ＨＰＶ作用的因素存在。在众多可能的协
同因素中，雌激素的作用是目前引起关注的热门话

对象与方法

题拉’４｜。内源性雌激素在每个个体均按照一定规律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

发生周期性变化，但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异常变化。

山西省肿瘤医院，依据住院编号随机抽取按照现行
诊断标准、经病理学确诊的宫颈癌新发病例１４１例

基金项目：山西省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０２１０８０）

作为病例组，同时从社区妇科体检的１５８２名妇女中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０１太原，山西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王金
桃、丁玲）；上海市计划生育科研所（高尔生）；山西省肿瘤医院（程玉
英、闫建文）

选择非肿瘤、无妇科现病史、宫颈细胞巴士涂片Ⅱ级
以下的健康妇女为对照组，从中选取符合纳入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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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标准、处于月经周期第５—８天者共１２９名。病例

组１２９例，年龄２４～７８岁，平均５０．５０岁±１１．３１岁，

与对照均需排除孕妇、卵巢既往或现症病患者、其他

两组的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１６，Ｐ＝

癌症患者、甾体类激素使用者。

０．２４５）。两组人群的出生地、种族、居住地（城乡）、

２．标本来源：宫颈癌患者于手术后采集组织标
本，液氮保存；健康对照和部分病例于入院后系统治

婚姻状况、绝经状况等因素的分布一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疗前用宫颈刮片３６０。旋转２圈收集宫颈脱落细胞，

２．ＨＰｖｓ及ＨＰＶｌ６感染状况：ＨＰＶｓ ＤＮＡ检测

置事先配制的ＰＢＳ液中，１２ ｈ内离心、富集细胞，

结果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阳性率分别为７５．２％

一８０℃贮存待检。同时于卵泡期（月经周期第５—８

和６．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０Ｒ＝４５．８１，９５％ＣＩ：

天）采集全部对象空腹静脉晨血３ ｍｌ，分离血清置

２０．３６～１０３．０９）。高危型ＨＰｖｌ６的检测以Ｅ６或

一４０℃冰箱贮存、待检。

Ｅ２任一片段阳性时判为阳性。结果显示，上述两组

３．实验方法：

的阳性率各为４６．８％和２．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采用酚一氯仿蛋白
酶Ｋ法提取ＤＮＡ。选择ＨＰＶ Ｌ区基因序列片段为

（Ｙ２＝７０．０７，Ｐ＝０．０００），ＨＰＶｌ６阳性分别占各组
ＨＰｖｓ阳性者的６２．３％（６６／１０６）和３７．５％（３／８）。

共用引物¨１（含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３１和３３共６个主

为了防止手术组织与宫颈脱落细胞样本来源不

要亚型）进行ＨＰＶｓ ＤＮＡ检测；选择ＨＰＶｌ６基因中

同对ＨＰＶ感染标志检测带来的偏倚，按住院顺序

较稳定的Ｅ６和Ｅ２基因序列为特异性多重引物哺３，

随机抽取了２４例宫颈癌患者进行手术组织和脱落

进行高危型ＨＰＶｌ６的扩增。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

细胞ＨＰｖ感染状况的一致性评价。结果显示，

工程公司合成。ＰＣＲ扩增体系：总体积５０．０”１，含

ＨＰｖｓ和ＨＰｖｌ６的一致性分别为９１．６７％和

１０×ｂｕｆｆｅｒ ５弘１，２５ ｍ珈【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 ４ ｐｌ，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 ０．５肛ｌ，２５
１００

ｐｍｏｌ／Ｌ Ｐ１、Ｐ２各１肛ｌ，模板ＤＮＡ

８７．５０％，Ｋａｐｐａ值分别为０．７８和０．７５，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００）。

ｎｇ，置ＰＴＣ一１００ ＰＣＲ扩增仪上采用热启动ＰＣＲ

法进行ＨＰＶｓ和ＨＰｖｌ６的扩增。ＰＣＲ的反应条件
参见文献［５，６］。每次测定均设阳性、阴性和空白对
照。取ＰＣＲ扩增产物１０扯ｌ，经１．５％琼脂糖凝胶（含
ＥＢ）电泳，在ＶＩＬＢＥＲ ＣＶ—Ａ５０Ｃ凝胶成像仪上扫描
并保存图片。

３．雌、孕激素含量的分析：血清中Ｅ：和Ｐ定量
测定结果显示，两者的平均浓度均为病例组高于对
照组，经方差齐性检验，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Ｅ：：
Ｆ＝３．０２５，Ｐ＝０．０８３；Ｐ：Ｆ＝１．３２７，Ｐ＝０．２５０），两
组Ｅ，和Ｐ的平均浓度差别显著（表１）。
表１

（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对所采集的血

病例组与对照组Ｅ：和Ｐ含量比较

清标本，应用ＥＬＩＳＡ法批量测定雌二醇（Ｅ：）和孕酮
（Ｐ）的含量。检测试剂盒购自Ｕ．Ｓ．Ａ Ｂｉｏｃｈｅｃｋ

Ｉｎｃ，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每块测定板均设双份标
＊ｆ＝５．４９，Ｐ＝Ｏ．０００；＃￡＝２．８１，Ｐ＝Ｏ．００５

准系列和质控。在伯乐一４５０酶标仪于４５０ ｎｍ单波
以卵泡期正常参考值的下限浓度（Ｅ，：

长下读取各标准孔、质控孑Ｌ和样本待测孔的吸光度
值（Ａ值）。以各标准孔Ｅ：（ｐｇ／ｍ１）或Ｐ（ｎｇ／ｍ１）的浓

４０

ｐｇ／ｍｌ，Ｐ：２ ｎｇ／ｍ１）为界，病例组Ｅ：和Ｐ各有

度为横坐标、平均Ａ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进

７５．２％和２９．８％的比例高于下限值，与对照组的比

而查得样本中雌、孕激素的含量。

例（２２．５％和２１．７％）相比，Ｅ有统计学显著差别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各组

（Ｐ＝０．０００）。进一步将雌、孕激素在对照组的含量

间观察指标的￡检验、ｘ２检验、趋势ｘ２检验以及多

以四分位数法分级，进行不同雌、孕激素水平与宫颈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应用交互作用定性和定量测

癌关系的剂量反应关系分析，结果显示，随着雌激素

量公式进行雌、孕激素与ＨＰＶ协同作用分析。

水平的增高，宫颈癌发生的危险性增大（表２），而孕
激素与宫颈癌之间未见这种趋势（Ｐ＞０．０５）。

结

果

１．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均衡性分析：宫颈癌患者
１４１例，年龄２５～７５岁，平均４９．００岁±９．８０岁；对照

４．ＨＰＶ与雌性激素对宫颈癌发生的协同作用
分析：
（１）雌、孕激素与ＨＰＶ交互作用的定量分析：

史堡递塑疸堂垂查！！！！芏！旦箜！！鲞笙！塑垦！堕』垦２ｉ！！坐ｉ！！，塑型；！！ｉ！Ｙ！！：！！！盟！：！
利用生物学交互作用原理，对Ｅ，和Ｐ与ＨＰＶ交互

种可预防性的环境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发

作用的相加作用模式分析表明，Ｅ：和Ｐ与ＨＰＶｓ均

生的作用效应可能不同。本研究从当地收住宫颈癌

显示有正相加作用，经“检验Ｅ，与ＨＰＶｓ的相加

最多的医院中选择一定时期内确诊的新发病例和一

模式有统计学意义（“＝１．９６，Ｐ＝０．０５）。Ｅ：和Ｐ

定数量的社区健康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

与ＨＰＶｓ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ＲＥＲＩ）、交互作

代表性。通过对病例与对照某些条件的限制，保证

用归因比（ＡＰＩ）和交互作用指数（Ｓ）三项指标的计

了两组的均衡、可比性。
迄今为止采用ＤＮＡ同源性分析技术已发现的

算结果见表３。
表２

１００余种ＨＰＶ中，与生殖道感染有关的就达３０多

不同Ｅ：水平与宫颈癌发生关系分析

种，而高危型ＨＰｖｌ６是导致宫颈癌发生的最主要
型别。川。本次研究参照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设计的高保守区
（Ｌ，区）共用引物”１，在实际操作中引入热启动ＰＣＲ
扩增技术，提高了实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基因扩增的
特异性。１４１例宫颈癌患者和１２９名健康对照者

注：趋势检验ｘ２＝７５．５３，Ｐ＝０．ｏｏＯ

表３

ＨＰＶｓ检测结果显示，宫颈癌组阳性率为７５．２％，明

Ｅ：和Ｐ与ＨＰＶｓ交互作用分析

显高于健康对照组（６．２％），宫颈癌组ＨＰＶｌ６阳性
率为４６．８％，占ＨＰｖｓ阳性者的６２．２６％。综合几项
涉及山西地区宫颈癌与ＨＰＶ感染状况的研究，有
一个共同的发现：宫颈癌的发生与ＨＰＶ感染密切
相关，其中ＨＰＶｌ６感染有重要的意义‘５’８Ｉ。
３６

５８．９７

研究发现，长期口服避孕药（ＯＣｓ）可增加宫颈

６

Ｏ．７６

癌发生的危险性。３’４【。ＯＣｓ作为外源性激素，进入体

７０

３８．２２

２９

１．００

＋“＝１．９５８，Ｐ＝Ｏ．Ｕ５；ＮＥＫ』＝２６３．８６；ＡＰ』＝Ｕ．７５；５＝３．９ ７；
＃“＝Ｏ ４５８，Ｐ＞Ｏ．０５；ＲＥＲＩ＝７．１０；ＡＰｆ＝０．３９；Ｓ＝１．７２

内后发生的生物学效应和机体对外源性物质的生物
学反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目前关于内源性激素
与宫颈癌的研究却鲜见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宫

（２）雌、孕激素和ＨＰＶ与宫颈癌关系的多元

颈癌患者体内Ｅ，和Ｐ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水

Ｉ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为了识别雌、孕激素及ＨＰＶ各项

平，特别是高水平的Ｅ，与宫颈癌的发生有显著的统

感染标志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发现它们在宫颈癌发

计学相关性，且呈剂量反应关系。

生中的效应修饰作用，将ＨＰＶｓ、ＨＰＶｌ６、Ｅ：、Ｐ、

在ＨＰｖ致宫颈癌可能的协同因素中，由于甾

ＨＰＶｓ＊Ｅ，和ＨＰＶｓ＊Ｐ ６个因素引入非条件

体类雌、孕激素的变化与女性生理代谢功能密切相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ａ＝０．０５、允许误差为０．１０水

关，且涉及到发生宫颈病变后是否可以采用激素治

平，采用Ｗ口磁前进法进行各变量的拟合，最终进入

疗等问题，对它们的作用更加关注Ｈ一。关于内源性

模型的变量为Ｅ和ＨＰＶｓ，其主要参数见表４。雌、

雌、孕激素与ＨＰＶ在宫颈癌发生中的相互关系，虽

孕激素与ＨＰＶ的交互项均未进入模型。

然最近国外有少数报道，但结论不一。本次对Ｅ，与

病例组与对照组比较ＨＰＶ和雌孕激素

表４

变量

ｐ

如ｗｉ膨ｆ值Ｐ值

ＨＰＶｓ的生物学交互作用分析显示，两者之间存在
正相加交互作用，且有统计学意义，经交互作用的定

多因素分析结果
ＯＲ值（９５％ｃｆ）

Ｅ２

２．４４５

Ｏ．４０６

３６．２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１．５３２（５．２０～２５．５７）

ＨＰＶｓ

３．１２３

０．４８６

４１．２０４

Ｏ．０００

２２．７０５（８．７５～５８．９１）

常数项

４．８９７

０．７０３

４８．５３２

０．０００

一

量分析，Ｂ和ＨＰＶｓ同时存在所致宫颈癌发生的危
险是其他因子所致危险性的２６３倍，占宫颈癌发生
危险的７５％，两种因素同时存在的危险性是它们各
自单独存在时危险性之和的３．９７倍。但Ｐ与ＨＰＶ

讨

论

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经雌、孕激素与ＨＰＶ

宫颈癌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

感染标志的多元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Ｂ和ＨＰＶ作为

了ＨＰｖ感染作为主要的生物学因素外ｍ ３Ｉ，其他各

独立变量引入了方程。结果提示，Ｅ，水平的升高和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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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感染对宫颈癌的发生均具有重要作用，当两者
同时存在时，主要表现为正相加交互作用，而多元

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ａｇｕｅ Ｘ，Ｂｏｓｃｈ

ＦＸ，Ｍｕｎｏｚ

ＨＰＶ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Ｖｉｒｕｓ
４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与生物学交互作用分析的结果均

Ｍ００ｄｌｅｙ Ｍ，Ｍｏｏｄｌｅｙ Ｊ，Ｃｈｅｔｔｙ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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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ｍ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

ｉｎ

Ｒｅｓ，２００２，８９：１９１—１９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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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３，１３：１０３—１１０．

未显示雌激素与ＨＰｖ之间存在相乘关系。事实

５赵富玺，刘尚义，司静懿，等．宫颈腺癌和鳞癌活检组织中的

上，在医学领域中许多相关因素间也并非相乘关系

ＨＰＶｌ８和ＨＰＶｌ６——一项对比研究．中华肿瘤杂志，１９９４，１６：
１０２一１０５．

而是相加关系。有学者报道绝经期妇女使用性激素

６

类药物能增加ＨＰＶ感染和下生殖道侵袭性损伤发
生的危险性∽ｏ，进一步发现２年以上长期使用者

ｇｅｎｉ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ｖｉ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７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性明显增高，Ｋｅｄｚｉａ等Ｈ ０。发现
ＨＰＶ

ＤＮＡ升高与血中孕酮水平的升高有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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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西安市某校大学生人体蠕形螨流行情况调查
赵亚娥寻萌

郭娜

为了解蠕形螨在大学生中的流行情况，我们于２００３年
９

１２月对西安市某校蠕形螨的感染情况进行了调查。

２６４．３５４，Ｐ＜０．０１。检出部位以颜面部为高，其中两颊感染
率最高为６３．３０％（Ｙ２＝３７．９６８，Ｐ＜０．０５）；其次为鼻部

１．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西安市某高校３８３名１８～２３

５２．６６％、额头５０．５３％、颏部４０．９６％；前胸１２．２３％和后背

岁在校学生。采用问卷的方式对蠕形螨分布情况进行调查。

７．４５％感染率较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４．８５６，Ｐ＜

采用挤压法和透明胶纸粘贴法采取样品。感染度按每人７

０．０５）。增加检查次数可以提高蠕形螨检出率，对２０５人连

片检出的螨虫数分度：１～１０只为轻度；１１～３０只为中度；３１

续检查了三次，第一次检出率为９０．２４％，第二次为９５．１２％，

只以上为重度。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分别对相关数据进行

第三次为９６．１０％。三次检出率明显高于一次检出率（Ｙ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验。

６．９５６，Ｐ＜０．０５）。

２．结果：共调查了３８３人，总阳性率为９３．７３％。在３５９

３．讨论：调查表明男、女蠕形螨感染率无差异；感染度以

例阳性感染者中单纯毛囊蠕形螨、皮脂蠕形螨与混合感染检

轻、中度多见；感染虫种以单纯毛囊蠕形螨感染为主，混合感

出率分别为６５．７４％、３．３４％、３０．９２％。采用透明胶纸粘贴

染次之，而单纯皮脂蠕形螨感染最少，原因可能是皮脂蠕形

法共检出阳性感染者３４５例，其中轻度感染者占７１．０１％，中

螨寄生部位较深，相对不易爬出，相互间传播的可能性要小。

度感染者占２０．００％，重度感染者占８．９９％。在完成该项目

同时调查发现，城镇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不同皮肤类型学

调查问卷的对象中，男、女总阳性率分别为９５．０８％（２３２／

生之间蠕形螨的感染均无差异。说明蠕形螨在学生中感染

２４４）和９１．３６％（１２７／１３９）；城、乡感染率分别为９３．１６％（２１８／

很普遍。因此，对于长期集体生活的大学生来说，一定要注

２３４）和９４．５６％（１３９／１４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意个人卫生，避免身体密切接触，盥洗用具一定要专人专用，

在本次调查中，采用透明胶纸粘贴法检出率９１．７６％（３４５／

毛巾、内衣等要定期加热灭螨，温度在５８～６０℃以上３ ｍｉｎ即

３７６）明显高于挤压法检出率３４．４９％（１２９／３７４），Ｙ２＝

可，被褥要勤洗勤换，常在日光下晾晒，防止传播。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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