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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本次研究采用１：１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从

中ＤＤＴ／ＨＣＨ含量的中位数作为划分的依据。

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有机氯

（４）Ｇｓｌ＿ｒ１基因型测定：每名调查对象抽取静

农药残留和谷胱甘肽转移酶Ｔ１（ＧｓＴＴｌ）与乳腺癌

脉ＥＤＴＡ抗凝血４ ｍｌ，采用盐析法抽提ＤＮＡ。

的关系，分析ＤＤＴ／ＨＣＨ类物质与Ｇｓｌ’Ｔ１在乳腺癌

ＧＳｌＶｒｌ基因多态性检测采用ＰＣＲ方法。参照文献

患病风险中的交互作用。

［３］，分别构建Ｇｓｌｖｒｌ引物，口．球蛋白（２６８ ｂｐ）作为

对象与方法

内对照，由赛百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
列见表１。

１．研究对象：病例来自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

表ｌ

Ｇｓｌｌｌ和阻球蛋白的引物序列

１０月在唐山市５所大医院就诊的新发女性乳腺癌
基因

患者７０例，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确诊为原发乳腺

片嚣簧度

引物（５’～３’）

ＧＳｎ‘１七游：ＴＣＣＴＴＡ（、ＴＧＧＴＣ（了ＣＡＣＡＴ（玎Ｃ

癌，并在唐山本地居住１０年以上。排除标准：转移

Ｆ游：ｃＡｃｃＧＧＡＴＣＡＴ Ｇ＿Ｇ（℃ＡＧｃＡ

性乳腺癌患者、有精神疾患和临终患者。对照组与

融球蛋白上游：ＡＡＧＡＧＣｃ丸帖ＧＡＣＡＧＧＴＡＣ

病例组同期收集，选取病例所在医院同期住院女性

４５９

２６８

卜．游：ＡＡＣ７ＩＴＣＡＴＣＣＡＣＧＴＴＣＡＡＣ

患者，按年龄相差不超过２岁、相近居住地区进行
１：１配比。排除有职业暴露史、肿瘤、内分泌相关疾

ＰＣＲ反应条件：总体积２０ ｍ；ｄｄＨ２０ １１出；１０×

病、生殖系统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患者。面访调查

缓冲液２皿；ｄＮＴＰｓ ３．２出（０．２ ｍｍｏｌ／Ｌ）；引物各１出；

对象并填写调查表。

嘲酶０．２础（１

２．研究内容与方法：
（１）试剂及仪器：主要试剂包括１０×缓冲液、

Ｕ）；模板１皿。各成分与冰浴中用微

量加样器加入０．２ ｒｎｌ离心管中，微量振荡器混匀，短
暂离心后于ＰＣＲ仪上扩增。扩增条件：９４℃预变性

ＭｇＣｌ２、ｄＮＴＰｓ（ｄＡＴＰ、ｄＧＴＰ、ｄＣＴＰ、ｄＴＴＰ）、Ｔａｑ聚

３

合酶；溴化乙锭（ＥＢ）、电泳缓冲液（ＴＢＥ）、ＰＣＲ

伸１ ｍｉｎ为一个循环，进行３个循环，９４℃变性３０

Ｍａｒｋｅｒ、琼脂糖等（以上试剂均购自华美生物工程公

５８℃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３０ ｓ为一个循环进行扩增，共

司）。ＤＤＴ和ＨＣＨ标准品（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

进行３０个循环，结束后于７２℃最后一次延伸５

心）、无水硫酸钠（分析纯）、浓硫酸（分析纯）、正乙

ＰＦＩＪ分析：取２出扩增产物，加少量上样缓冲液，

烷。主要仪器有高速低温离心机、ＰＣＲ扩增仪、电

１２０

泳仪、凝胶成像图像分析仪、一２０℃低温冰箱等、

察结果并照相。基因型的判定：睽汀Ｔ１基因型为非

ＧＣ。４０００Ａ型气相色谱仪（附６３Ｎｉ—ＥＣＤ检测器，北京

缺失型时，扩增的基因片段存在，可扩增出４５９ ｂｐ和

东西电子技术研究所生产）。

２６８ ｂｐ

（２）血清有机氯农药的检测：收集７０对病例及

ｒｎｉｎ后，于９４℃变性ｌ ｒｎｉｎ、５８℃退火ｌ ｔ１１ｉｎ、７２℃延
ｓ、

１ｎｉｎ。

Ｖ电压条件下电泳１５ ｍｉｎ，于凝胶成像系统下观

２条带；由于Ｑ汀Ｔ】基因两侧的高度相同区

域之间发生了同源染色体的不等交换所致的包括

对照的血液４ ｍｌ，离心后取血清２ ｍｌ，一２０℃保存待

Ｇｍｌ整个基因在内的５４

测。采用食品中ＤＤＴ、ＨＣＨ残留量测定（国家标准

染色体上丢失，造成睽汀Ｔ１基因的缺失，当Ｑ汀Ｔ１

方法ＧＢ／Ｔ ５００９．１９．２００３），并适当改进样品处理：

为缺失型时，扩增的目的基因片段不存在，只出现内

ｍｌ甲酸与０．５ ｍｌ血清充分混匀，加入２．５ ｍｌ正

０．１

２５１

ｂｐ碱基片段从２２号

对照２６８ ｂｐ １条带（图１）。

己烷充分振摇，超声波萃取１０ ｍｉｎ，取上层有机层萃
取液过无水硫酸钠脱水，用真空干燥器干燥，并用正
已烷定容至２．５ ｍｌ，然后加入０．２ ｍｌ浓硫酸，静置
３０

ｍｉｎ磺化，取磺化后的萃取液１ ｍｌ保存于一２０℃

待测阻】。用气相色谱．电子捕获（ＧＧＥＣＤ）方法检测
血清样品中的ＤＤＴ、ＨＣＨ的水平。
（３）环境暴露的鉴定标准：血清中总ＤＤＴ＞

１５．０１３弘∥Ｌ为高残留组，总ＤＤＴ≤１５．０１３弘∥Ｌ为

低残留组；血清中总ＨｃＨ＞７．１１１剐Ｌ为高残留组，
总ＨｃＨ≤７．１１ｌ肛ｇ／Ｌ为低残留组；分别以对照血清

注：Ｍ：ＰＣＲ Ｍａｒｋｃｒ；１，２，５。６，８，９：ＧＳＴＴｌ缺失基因型；３，４，７：
Ｇｓｌｌｌ非缺失基因型

圈ｌ

ＰＣＲ扩增后Ｇ踟＿ｒ１基因多态性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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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统计学分析：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Ｗ）平衡定律检验，表明各基因

＆峪６．１２软件，以Ｔ２检验比较基因型在病例和对照

频率分布不拒绝Ｈ．ｗ遗传平衡的假设，具有群体代

组中分布差异的统计学意义。运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表性。由表２可见，利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归模型分析Ｇｓｌｖｒｌ和有机氯农药在乳腺癌发生中

ＧＳｌｖｒｌ缺失与乳腺癌的发生有关，携带Ｇｓｌｖｒｌ缺

的作用。根据Ｋｈｏｕｒｙ和ｗａｇｅｎｅｒＨｌ提出２型交互

失基因型的个体患乳腺癌的危险性高（０Ｒ＝

作用模型（ｔｙｐｅ

２ ｇｅ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分

４．７１１，９５％ＣＪ：１．０９８～１２．２０８）。

析ＧＳｌｖｒｌ和有机氯农药在乳腺癌发生中的交互作

３．乳腺癌发生的环境危险因素筛选：由表２可

用。模型中包括单独遗传因素、单独环境危险因素

见，血清中ＤＤＴ和ＨＣＨ高残留可增加乳腺癌发生

和两因素共同组成变量的效应。有无交互作用以及

的危险性，０Ｒ值分别为１．０１５、１．２１２。

交互作用的强度与方式，由各变量前的回归系数口

决定。Ｇ（ｙ）＝口＋肚＋成Ｇ＋凡ＥＧ，式中ｙ是

表２

乳腺癌危险因素的多因素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自

如（ｅ）

Ｐ值ｏＲ值（９５％ｃＩ）

疾病的比值（ｏｄｄｓ），ａ为常数，协变量Ｅ为环境危

ＧＳｌ可１缺失基因型１．５４９

险因素，协变量Ｇ为代谢基因多态性，ＥＧ为两者

ＨＣＨ残留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３６

１．２１２（１．０６５～１．３７９）

ＤＤＴ残留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Ｏ．０９４８

１．０１５（０．９９７～１．０３３）

交互作用项，针对不同的基因一环境暴露水平，分别

０．７４３

０．０３７０

４．７１ｌ（１．０９８～１２．２０８）

设立哑变量，对ＧＳＴＴｌ和有机氯农药在乳腺癌发
生中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根据交互作用系数（ｙ，

ｙ＝熊旭）判断交互作用存在与否以及基因．环境作
用类型。

４．Ｇｓｌｌｌ基因多态性与血清中有机氯农药残
留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由表３可见，在此交互作用模
型中，单独暴露于环境危险因素ＤＤＴ高残留的
０Ｒ。值为４．５６６，单独ＧＳｌｖｒｌ缺失基因型的ｏＲ。

结

果

１．病例组与对照组年龄分布及可比性的比较：
病例组年龄２９～７６岁，平均（４７．０９±１０．３６）岁；对
照组年龄３０～７６岁，平均（４６．５９±１０．５５）岁。两组
间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０．２８，Ｐ＝

值为１．９８０，而两因素共同造成的０Ｒ。值为６．５１３，
ｙ值为１．３５２，提示Ｇｓｌｖｒｌ缺失基因型对血清ＤＤＴ
残留的效应有放大作用，表现为４型交互作用的超
相乘模型。由表４可见，在此交互作用模型中，单独
暴露于环境危险因素ＨＣＨ高残留的０Ｒ。值为

０．７７８）。病例组在４０～５０岁年龄段发病人数最多，

４．４７７，单独Ｇｓｌｌｌ缺失基因型的ｏＲ，值为３．６３５，

其次为３５～４０岁年龄段。将两组的职业、文化程

而两因素共同造成的０Ｒ。。值为４．８３０，ｙ值为

度、婚姻状况进行均衡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５２８，提示ＧＳＴＴｌ缺失基因型对血清ＨＣＨ残留

两组间具有可比性。

的效应有放大作用，亦表现为４型交互作用的超相

２．ＧＳｌ＿ｒ１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发生的关系：经
表３

乘模型。

ＧｓｌＴｌ基因多态性、血清ＤＤＴ残留最与乳腺癌之间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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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互作用；ｙ＜１，表示基因因素对环境暴露的效应有
减弱作用，负向交互作用；ｙ＝１，表示基因因素对环

１．有机氯农药与乳腺癌的关系：本研究提示总

境暴露没有交互作用；当研究的环境因素是危险因

ＨＣＨ和总ＤＤＴ残留与乳腺癌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素，此时应＞Ｏ，ｙ为负值时，则表示基因因素有很强

性，ＨＣＨ、ＤＤＴ残留水平愈高，患乳腺癌的危险性愈

的保护作用。本研究显示ＧＳＴＴｌ缺失基因型与

高。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哺’６】，但Ｌｏｐｅｚ－

ＤＤＴ、ＨＣＨ在乳腺癌发生过程中分别存在一定的交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等所做的对墨西哥妇女的研究却未发现体

互作用，交互作用系数分别为１．３５２、１．５２８，交互作

内３－ＨＣＨ水平与乳腺癌的关系［７１。由于研究的人

用都表现为超相乘模型。

群、国家不同，ＨＣＨ的使用量也不相同，因此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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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分析．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５，３２（２）：９１—９３，１１０．
［８］华小梅，单正军．我国农药生产、使用状况及影响因子分析．环
境科学进展。１９９６，４（２）：３３．４５．
［９］Ｐａｒｋ ＳＫ，Ｋａｎｇ

Ｄ，Ｎｏｈ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ＭＩ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Ｙ。ｅｔ
ａｎｄ Ｔ１

ａ１．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Ｔｒｅａｔ，２００３，７８（１）：８９．９６．

ＯＲ。＋ＯＲ。一１为相加模型。判定依据２：ｙ＞１，表

（收稿只期：２００８—０１．２２）

示基因因素对环境暴露的效应有放大作用，正向交

（本文编辑：张林东）

－更正·
对“河北省廊坊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Ｊ陛传播疾病
危险行为与感染率现况调查”一文作者更正
本刊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目录中“河北省廊坊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性传播疾病危险行为与感染率现况调查”第一作者郭
魏，更正为郭巍。
本刊鳊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