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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芯片的建立及其
在临床中的应用
杨光梁彩红崔金环陈妹

【摘要１

目的建立一种适合于临床应用的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新方法，并通过
利用ＨＰＶ保守的

对宫颈分泌物标本检测．验证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新方法的临床使用效果。方法

Ｌｌ区设计各型ＰｃＲ扩增通用引物．根据ＧｅｒｔＢａｎｋ中ＨＰｖ的型特异性序列设计、合成分型探针，制备
可对１６、１８、３ｌ、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和６８型１５种高危型和６、ｌｌ和４２型３种低危
型ＨＰｖ进行联合分型检测的膜芯片。通过对１００例宫颈炎患者宫颈分泌物标本进行检测，以了解临
床使用效果；对阳性标本进行测序以验证分型的准确性；对标准品进行测定以检测其灵敏度。结果
在１００例临床样品中发现ＨＰｖ感染病例３０例，其中包括高危型中的ＨＰＶｌ６、１８、３３、４５、５１、５８和６６，
以及低危型中的ＨＰｖ６、１１和４２，既有单一型感染也有混合型感染。灵敏度经标准品验证可达１０个
拷贝的ＨＰｖＤＮＡ分子。对单一类型感染基因测序分型证实，所建立的ＨＰＶ基因芯片分型结果与测
序结果完全一致。结论利用ＰｃＲ膜芯片技术建立的ｆ伊ｖ基因分型诊断方法可以简便、有效地检
出所有已知的高危型和低危型ＨＰｖ，并能明确其基因类型，适用于临床ＨＰＶ感染的实验室诊断与流
行病学研究。
【关键词ｌ宫颈癌；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基崮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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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的

型ＨＰｖ同时进行联合和分型检测的新方法。为

致病性与其亚型有关，现在人们普遍公认的高危型

此，我们利用ＰＣＲ一膜芯片技术，在ＨＰｖ保守的Ｌ１

ＨＰｖ有１５种，已被确定为宫颈癌的主要病因“…。

区设计可对各种亚型ＨＰｖ进行ＰｃＲ扩增的公共引

要进一步研究不同亚型ＨＰＶ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

物，通过将扩增产物与固定在膜芯片上的包括１５种

致病性、治疗和预后情况，以及更好地了解ＨＰｖ临

高危亚型和３种低危亚型在内的分型探针进行杂

床感染类型的变化趋势，就需要建立一种适合于临

交，以检测ＨＰＶ的感染情况。

床应用的、能够对所有已知高危类型和常见低危类

作者单位：５２８０００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４年１—１２月因宫颈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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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在我院就诊的患者，年龄２２～６０岁。标本取自子

６００

宫颈口分泌物。样本在２ ｈ内进行ＤＮＡ抽提，

ＰＣＲ反应液中（２０“１）。ＰｃＲ反应条件为：５０℃

或一２０℃保存，３个月内进行ＤＮＡ抽提。

１５ ｍｉｎ，９５℃１０ ｍｉｎ，９５℃１ ｍｉｎ，５５℃１ ｍｉｎ，７２℃

２．引物和探针的设计与合成：选取Ｌｌ区
ＭＹ０９／１ｌ（ＭＹ０９：５’－ｂｉｏｔｉｎ—００Ｔ ＣＣＭ

１

Ｉｔｎｌ０１／Ｉ。、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５ ｕ、ｕＡＧ酶ｌ ｕ的

ｍｉｎ，循环４０次；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与

ＡＲＲ

ＧＧＡ

ＨＰｖ分型膜芯片杂交及显色按常规方法操作。根

ＷＡＣ ＴＧＡ ＴＣ一３’，ＭＹｌｌ：５’＿ｂｉｏＩｉｌｌ一ＧＣＭ

ＣＡＧ

据蓝色斑点出现的有无和位置判读是否有ＨＰｖ感

（ｊ（州ＣＡＴＡＡＹＡＡＴＧＧ一３’。Ｍ＝Ａ／Ｃ，ｗ＝Ａ／Ｔ．

染及基因亚型。

Ｙ＝ｄＴ，Ｒ＝Ａ／Ｇ）作为ＨＰＶ通用引物“。口一球蛋

４．ＨＰｖ测序验证：对膜杂交显示为单一亚型感

白引物Ｐｃ０３／ＧＨ２０（Ｐｃ０３：５’－ｂｉｏｔｉｎ—ＡｃＡ ＣＡＡ

染的阳性标本ＰｃＲ产物，纯化后送香港城市大学深

ＣＴＧＴＧＴ ＴＣＡ ＣＴＡ ＧＣ一３’；ＧＨ２０：５’＿ｂｉｏｔｉｎ—ＧＡＡ
ＧＡＧ

ｃｃＡ ＡＧＧ

ＡｃＡ

ＧＧＴ

ＡＣ３’）作为管家基

圳研究院进行测序。序列通过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ｃｂｉ．ｎ【ｍ．ｎｉｈ．鼬ｖ／ＢＬＡｓＴ进行比对。

因”。在所有引物的５’端均用牛物素进行标记。

５．ＨＰｖ标准品克降质粒的构建：各型ＨＰｖ检

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中ＨＰｖ相关亚型的序列设计分型探

测段ＤＮＡ的克隆质粒的构建按ｐｃ逦Ｍ—Ｔ载体系统

针，根据目一球蛋白的序列设计质控探针，序列见表

说明书进行操作。重组质粒通过Ｔ７启动子引物测

１。在所有探针的５’端均用氡基进行标记，按照一

序，并与凌亚型ＨＰｖ基冈组序列进行比对，以确定

定的顺序通过点膜将分型探针固定在尼龙膜上。引

构建质粒中所含的各删ＨＰｖ片段与检测序列完全

物与分型探针均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公司合成。

相同。

表１

６．灵敏度检测：将经过工程菌扩增的重组质粒

１８种ＨＰｖ亚型分型探针序到

提纯后，应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核酸浓度，用
ＨＰｖ哑型

序列（５’一３’）
１０

ｍｒｎ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

８

０）配制成１０。拷贝／ｍｌ的

原始标准品，再将原始标准品稀释成不同浓度的
ＨＰｖ标准品。取１“ｌ进行ＰＣＲ、杂交、显色，以确定
ＨＰｖ分型芯片的灵敏度。
结

；５ ：

１芯片分型结果：在１００例样本中共检出ＨＰｖ

５
５

阳性病例３０例，其中单一亚型感染２３例，多重感染

５

７例（表２）。ＨＰｖ单一感染时，在膜芯片上相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ｏ¨垢懈儿∞硒＂蛇惦Ｈ豫＂％瓣四∞骢Ｎ

５

蚕雾雾雾

５０ Ｊ＾１ １０

加热１０

０００

染或多重感染时，在膜芯片上可见到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显色斑点（图１）。
２测序分型结果：经过对２３例ＨＰｖ分型膜芯
片检测为单一亚型感染的样本进行测序分型验证，
测序分型结果与芯片分型结果完全一致。
５

ｍｌ的

表２

１００例样本中ＨＰｖ各亚型感染构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加人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
ｎｌｉｎ。１３

ＨＰｖ亚型探针位点处可见到一个蓝色斑点；双重感

黑裟ｌ 茹黧焉需淼篇一

３．ＨＰｖ芯片分型检测：将样本转移到１
离心管中，１３

８

０）悬浮沉淀，１００℃

０００“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

５“ｌ，加入禽ｌＯ ｍｍｏＶＬ Ｔ“ｓ。Ｈｃｌ、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Ｋｃｌ、
０

１％Ｔｒｉｔｏｎ

果

Ｘ—１００、６

ｍｒｎ０１／Ｌ ＭｇＣｌ，、ＭＹ０９和

ＭＹｌｌ引物各５０ ｐｌｎ０１、口一球蛋白引物Ｐｃ０３／ＧＨ２０各
５ ｐｍｏｌ、ｄＡＴＰ／ｄｃＴＰ／ｄＧＴＰ各２００”ｍｏｌ／Ｌ、ｄＵＴＰ

＊包括多重感染病例；＃各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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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基日丹犁芯Ｈ检ⅫＩ位点的模式陶

臣誊霉：：
ＨＷ啦

ＨＰｖ５９

ＨＰｖ６６

针进行杂交，生物素与偶联链霉亲和素的过氧化物

｝Ⅱｗ３１

：ＨＰＶ３３

：ＨＰ”５

：ＨＰｖ３９

ＨＰｖ５２

：｝Ⅱ岍３

：｝ⅡⅣ５６

：ⅢⅣ５８

………一…一１……＿ｒ＿……
……一…一…………一
ＨＰｖ６８：Ｐｃ

酶结合，与ＴＭＢ发生显色反应从而在膜条上显现

蓝色斑点。实验表明，利用膜芯片技术，特异性分型
探针分辨率可达一个碱基的差异，而我们选择的

ＨＰｖ各亚型探针的碱基差异都在３０％以｝，故其
杂交结果的特异性很高，阳性样品经Ｉ）ＮＡ序列分
析，也未发现有非特异性杂交出现。通过质粒构建
的ＨＰｖ各型标准品检测显示，ＨＰｖ基因分型芯片
法的灵敏度可达到对１０个拷贝ＨＰｖ ＤＮＡ分子进
行有效检测，并可明确地显示出１８种ＨＰｖ亚型具
体种类。
不同地区和不同种族人群对各个亚型的易感性
以及高危型ＨＰｖ中不同亚型对各种人群的致癌性
的强弱是否存在差异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利用本实
验所建立的膜芯片杂交方法对所有已知的高危型
ＨＰｖ进行联合与分型诊断，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
解决。
ＨＰｖ６、”日童Ⅲ≈ｇ≈

图１｝｛ＰＶ基因分型芯片结果

３灵敏度检测结果：对不同稀释浓度的ＨＰｖ
ＤＮＡ标准品检测，结果显示可以对含有ｌＯ个拷贝

本实验所建立的ＨＰｖ分型检测方法经初步临
床应用及测序验证，结果表明具有通量高、灵敏度
高、特异性好等优点，特别适用于临床进行ＨＰｖ感
染的诊断以及开展子宫颈癌防治的研究。

以上的ＨＰＶ ＤＮＡ分子进行分型诊断。
讨

论

高危型ＨＰｖ的持续性或反复性感染已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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