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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ＰＡ基因多态性与食管癌易感性关系的研究
冯向先段培芬王丽冰张建斌

【摘要】

目的

卢祖洵

探讨长治地区食管癌高发的主要环境危险因素和参与ＤＮＡ损伤修复的ＸＰＡ基

因多态性与食管癌易感性的关系，以及与环境因素之间对食管癌发生的交互作用。方法

采用病例

对照研究，对１９６例食管癌患者和２０１例对照者进行食管癌相关因素的问卷调查，应用ＰＣＲ—ＲＦＬＰ技
术对ＸＰＡ ２３Ｇ多态性基因型检测，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统计软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结果病例组携

带突变（Ｇ）等位基因的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ｆ＝１８．３１，Ｐ＜０．叭）；ＸＰＡ基因三种基因型在两组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６．５６，Ｐ＜０．０１），且携带有ｘＰＡ突变杂合子（～Ｇ）和突变纯合子（Ｇ／Ｇ）的个体
发生食管癌的危险性比携带野生纯合子（～Ａ）个体低［ＯＲ值（９５％ｃＪ）分别为０．５８（０．３７～０．９１）和
０．３２（０．１８～０．５６）］。携带ＸＰＡ突变基因Ｇ与经常食用腌制食品之间存在负交互作用（Ｓ＝０．０４，
ＡＰＩ＝一０．７７）。结论ＸＰＡ ２３Ｇ多态性可能与长治地区食管癌的发生有一定关系，携带ＸＰＡ突变
基因Ｇ可抑制食用腌制食品对食管癌的发生。
【关键词】食管癌；基因多态性

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ＦＥ７、『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ＸＰＡ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ｌｌＣ捌ｇ

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Ｄ洲Ｐｅｉ—ｆｅｎ，Ｗ４＾『Ｇ Ｌｉ—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ＬＵ

Ｊｉａｎ—ｂｉｎ，ＬＵ Ｚｕ—ＸＵ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讹ｈａｎ

４３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Ｚ缸一ｚ“咒．Ｅｍａｉｌ：ｌｕｚｕｘｕｎ＠ｈｏｔｍａｉｌ．ｅｏｍ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ｘｅｒｏｄｅｒｍ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ｉｇｒｎｅｎｔｏｓｕｍ Ａ（ＸＰ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ＥＣ），ａｓ ｗｅｌＩ ａ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ｅｎ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ｚｈｉ ａｒｅａ，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ｆ，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９６

ｃａ瞄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 ａｎｄ ２０１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ＸＰＡ ２３Ｇ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ＰＣＲ—ＲＦＬ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Ｃ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ｘＰＡ 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ｔｅ（ａ／Ｇ）ａｎｄ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Ｇ／Ｇ），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ｗｉｌ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ｆ＝１６．２１，Ｐ＜０．０１）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ｓ ｗｅｒｅ ０．５８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３７一Ｏ．９１）ａｎｄ ０．３２（０．１８．０．５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ＰＡ ２３Ｇ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ｃｋｌｅｄ ｆｏｏｄ（Ｓ＝０．０４，ＡＰＩ＝一０．７７）．Ｃｏｎｅｌｅ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ＸＰＡ ２３Ｇ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ａｓｏｅ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ｎｌｇｚｈｉ ａｒｅａ。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ＰＡ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ｃｋｌｅｄ ｆｏ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ｐＩｌ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ＸＰＡ（ｘｅｒｏｄｅｒｍａ ｐｉｇ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Ａ）是一组和人类
着色性干皮病有关的蛋白质，为核苷酸切除修复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ＸＰＡ基因的多态性改变可能会
影响其蛋白质的功能进而改变个体ＤＮＡ损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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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癌易感性的关系，以及环境一基因之间的交互
作用。
对象与方法

的能力，最终导致癌症易感性的增加¨’２１。本次研

１．研究对象：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研究

究选择我国食管癌高发区之一的长治地区作为研究

对象选自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６年７月间长治市２所

现场，探讨该地区食管癌高发的主要环境危险因素

最大的医院（“三甲”医院）就诊者。病例选择：经内

和核苷酸切除修复基因ＸＰＡ ２３Ｇ基因多态性与食

窥镜和临床病理确诊的新发食管癌患者（排除经放
疗和化疗者）１９６例。对照选择：与病例来自同所医

基金项目：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５６５）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３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冯向先、卢祖洵）；山西省长治医学院（段培芬、王丽冰、张建斌）

通讯作者：卢祖洵，Ｅｍａｉ／：ｈｍａｔｕｎ＠ｈｏｔｍａｉｌ．锄

院其他科的无消化道疾病、无肿瘤病史及肿瘤临床
症状患者２０１例。病例和对照按同年龄（相差不超
过５岁）、同性别、同居住地区、同民族、同时间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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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不超过１个月）进行群体匹配。

结

２．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

果

征、饮食习惯、生活行为方式（如吸烟、饮酒）、精神创

１．一般情况：本研究调查食管癌患者１９６例、对

伤史、食管癌家族史等，各变量均给予明确的定义，

照２０１例。病例组男性１２５例（６３．７８％），女性７１

以减少选择偏倚和信息偏倚。吸烟定义为过去或目

例（３６．２２％），性别比为１．７６：１；对照组男性１３０例

前吸烟每日１支以上，持续１年以上；吸烟指数：吸

（６４．６８％），女性７１例（３５．３２％），性别比为１．８３：１，

烟指数＝平均每日吸烟支数×吸烟年数／１００。经常

两组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０４，Ｐ＞

大量饮酒：指平均每周饮酒≥３次，每次折合酒精含

０．０５）。病例组最小年龄３８岁，最大年龄８２岁，平

量≥５０ ｇ。新鲜蔬菜及水果食用情况：每周食用＞３

均年龄（５９．０９±８．４３）岁；对照组最小年龄３７岁，最

次，每次≥５０ ｇ为经常食用；每周食用＜３次，每

大年龄８０岁，平均年龄（５８．８１±８．５８）岁。两组男

次＜５０ ｇ为偶尔食用。经常食用腌制食品指的是过

性平均年龄（ｔ＝１．５３，Ｐ＞０．０５）与女性平均年龄

去或目前每周食用至少３次，持续５年以上。调查

（￡＝０．１４，Ｐ＞０．０５）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在

由具有资格的调查员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面对面调

主要混杂因素方面均衡可比。

查填写。

２．食管癌可疑危险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

３．ＸＰＡ基因型的检测：①血样标本收集：抽取

因素分析：通过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

各研究对象肘静脉血２ ｍｌ，加ＡＣＤ抗凝剂抗凝后，

对可疑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筛查（ａ＝０．０５）发现吃

一２０℃冰箱保存备用。②采用“白细胞快速提取法”

饭快、饮酒、吸烟指数、喜热食、喜硬食、经常吃腌制

提取ＤＮＡ。③应用ＰＣＲ—ＲＦＬＰ技术对研究对象的

食品、强烈精神刺激、食管癌家族史和恶性肿瘤家族

基因多态性进行检测。④参考文献［３］设计引物序

史为食管癌可疑危险因素，肉蛋类食品摄人多、豆类

ＴＧ

食品摄人多和文化程度为保护因素（表１）。将单因

ＣＴＴ ＣＣＧ ＣＴＣ ＧＡＴ ＡＣＴ ＣＧ．３’。

素分析中有显著性意义的因素用逐步法（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列，上游：５ ７．ＣＴＣ
３’。下游：５ ７．ＣＣＧ

ＡＧＡ ＡＡＧ ＧＣＣ ＧＣＴ ＧＧＧ

扩增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５℃变性３０

Ｓ，

筛选变量引入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模型

６７℃复性４０ Ｓ，７２℃延伸４５ Ｓ，３４个循环，７２℃延伸

（ａ＝０．０５）。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有８个，其中摄入

ｍｉｎ。⑤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别基因型别。配

较多肉蛋类食品为食管癌保护因素，喜硬食、经常吃

制３．０％琼脂糖凝胶，内含０．５％溴化乙锭（ＥＢ）。取

腌制食品、吃饭快、饮酒、吸烟指数、强烈精神刺激、

１０

５“ｌ

ＰＣＲ酶切产物与１ ｔｔｌ ６×上样缓冲液混匀后，上

样、电泳，电压为８０ Ｖ，时间为４０ ｍｉｎ，以Ｍａｒｋｅｒ为
参照，在紫外灯下观察，判断酶切产物的基因型别。

食管癌家族史为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表１

食管癌可疑危险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多因素分析

４．交互作用分析Ｈ］：选用相加模型，评价指标采
用①交互作用指数Ｓ（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Ｓ），Ｓ＝

（ＯＲ。。一１）／｛（ＯＲ。。一１）＋（ＯＲ。ｏ一１）｝，当Ｓ＝１时，
因子间无交互作用；当Ｓ＞１时，因子间存在正交互
作用（协同作用）；当Ｓ＜１时，因子问存在负交互作
用（拮抗作用）。②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ＰＩ）：

ＡＰＩ＝

［ＯＲ。。一（ＯＲ。ｏ＋ＯＲ。１）＋１］／ＯＲ”用于评价两因
子同时存在时可归因于交互作用的比例。③交互作

３．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检验：在对照组ＸＰＡ各基因

ｏｆ

型频率分布分别为野生型（～Ａ）５４、杂合型（Ａ／Ｇ）

用超额相对危险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ｅｓｓ

ｒｉｓｋ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ＲＪ），ＲＥＲｊ＝ＯＲｌｌ一（ＯＲｌｏ＋

９１、突变型（Ｇ／Ｇ）５６，经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

ＯＲ０１）＋１。

（ｘ２＝１．７９，Ｐ＞０．０５），表明研究对象的选择无遗传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
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ｘ２检验、趋势ｘ２检验、
交互作用分析等，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Ｏ软件。

学偏差，该群体是遗传平衡群体。
４．ＸＰＡ基因的电泳分析：ＸＰＡ基因ＰＣＲ特异
扩增的片段长度为２１１ ｂｐ。当为杂合突变型（～Ｇ）

·９３２·

时，可产生１４０ ｂｐ、１１０ ｂｐ、７１ ｂｐ和３０ ｂｐ ４个片段；

制食品、携带突变基因型者发生食管癌的危险性

当为纯合突变型（Ｇ／Ｇ）时，可产生１１０ ｂｐ、７１ ｂｐ和

ＯＲ＝１．０３（９５％ＣＩ：０．５９～１．８２），食用腌制食品、

３０ ｂｐ ３个片段；当为野生型（～Ａ）时，只有１４０ ｂｐ和

未携带突变基因型者发生食管癌的危险性ＯＲ＝

７１ ｂｐ

２．４３（９５％ＣＩ：１．２１～４．８９），未食用腌制食品、携带

２个片段（图１）。

突变基因型者发生食管癌的危险性０Ｒ＝０．３９
（９５％ＣＩ：０．２１～０．７５），可见两因素共同作用时的
危险性明显小于两个因素单独作用时的和，符合相
加模型，携带ＸＰＡ突变基因型与食用腌制食品之间
存在交互作用。ＲＥＲＩ＝一０．７９。交互作用指数
Ｓ＝０．０４，Ｓ＜１指出经常食用腌制食品与携带突变
基因Ｇ在发生食管癌方面存在负交互作用，即拮抗
作用，说明携带突变基因Ｇ可抑制经常食用腌制食
品的致癌作用。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ＰＩ＝一０．７７，表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５：纯合突变型；２～４、６：杂合突变型；７：野
生型

圈１

明ＸＰＡ突变基因存在时，可使经常食用腌制食品者
发生食管癌的危险性降低７７％。

ＸＰＡ基因酶切后电泳图

５．ＸＰＡ修复酶基因分布及与食管癌易感性的

表３

ＸＰＡ基因型与食用腌制食品的交互作用

关系：表２显示，ＸＰＡ ２３Ｇ等位基因频率在对照组
和病例组中的分布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８．３１，Ｐ＜
０．０１）；ＸＰＡ各基因型频率在对照组和病例组中，其
总体分布有差异（ｘ２＝１６．５６，Ｐ＜０．０１）；与～Ａ基因
型相比，携带～Ｇ（０Ｒ＝０．５８，９５％ＣＩ：０．３７～０．９１）
和ｇ／ｃ（ＤＲ＝０．３２，９５％ＣＩｉ０．１８～０．５６）基因型可

注：ｎ １表示Ａ／Ｇ＋Ｇ／Ｇ，０表示～Ａ；６１表示食用腌制食品。０
表示不食用腌制食品

显著降低食管癌发病风险，而且基因型中随着Ｇ等
讨

位基因的增加，患食管癌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趋势

ｆ＝５９．０８，Ｐ＜０．０１）。
裹２

ＸＰＡ是存在于细胞核中的一种进化保守的

ｘＰＡ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在病例组

病例组

ＤＮＡ修复酶，在核苷酸切除修复通路中，其作为
ＤＮＡ损伤识别蛋白与ＸＰＣ、ＴＦｌｌＨ、ＸＰＧ、ＥＲＣＣｌ

和对照组中的分布
ｘＰＡ基因

论

对照组ｏＲ值（９５％ＣＩ）ｘ２值Ｐ值

ＸＰＦ复合体以及ＤＮＡ聚合酶一起共同作用，完成
对ＤＮＡ损伤的修复，ＸＰＡ多态性的改变可能会影

等位基因
Ａ

２５３（５５．９ｒ７）１９９（４４．０３）

Ｇ

１３９（４０．６４）２０３（５９．３６）１．拍（１．３９～２．４７）培．３１ ０．０００

响其蛋白质的功能进而改变个体ＤＮＡ的损伤修复

基因型

能力ｂ】。在有关ＸＰＡ与肺癌患病风险的研究中认
为携带Ｇ等位基因可显著降低肺癌患病的风

Ａ／Ａ

８５（４３．３７）５４（２６．８７）１．００

Ａ『Ｇ

８３（４２．３５）９１（４５．２７）０．５８（０．３７－－０．９１）

ｄＧ

２８（１４．２８）５６（２７．８６）０．３２（０．１８～Ｏ．５６）１６．２１ ０．０００

５．６２ ０．０１８

险№一】，提示该基因型可能为保护基因，而降低肺癌
发生的危险性。在我国不同地区有关修复酶基因突

～Ｇ＋ｄＧ １１１（５６．６３）１４７（７３．１３）０．４８（Ｏ．３１－－０．７３）１１．８８ ０．００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ｘ２＝１６．５６，
Ｐ＜Ｏ．Ｏｌ，趋势ｘ２＝５９．０８，Ｐ＜０．０１

变与食管癌患病风险的研究却有不同的报道。张文
翠等哺１的研究认为淮安汉族人群携带ＸＰＡ Ｇ基因
型个体可降低患食管癌的危险性；而在福建地区的

６．ＸＰＡ突变基因型与食用腌制食品的交互作

一项研究中却认为携带ＸＰＡ变异基因型的个体（～

用分析（表３）：经年龄、性别等因素调整后，将ＸＰＡ

Ｇ＋ｃ／ｃ）患食管癌的风险是～Ａ基因型的

基因型～Ｇ和Ｇ／Ｇ两组合并作为携带突变基因型

１．７４８倍‘９１。

组（记作１），Ａ／Ａ基因型作为未携带突变基因型组

本研究结果表明：ＤＮＡ修复基因ＸＰＡ ２３Ｇ等

（记作０），与是否食用腌制食品相比。发现食用腌

位基因频率Ｇ在病例组（４１％）的分布明显低于对

照组（５９％）（ｘ２＝１８．３１，Ｐ＜０．０１）；携带ＸＰＡ

２３Ｇ

突变杂合子和突变纯合子的个体发生食管癌的危险
性分别是携带野生型个体的０．５８倍（９５％ＣＩ：
０．３７～０．９１）和０．３２倍（９５％ＣＩ：０．１８～０．５６），提示
携带等位基因Ｇ的个体可降低患食管癌的危险性，
而且基因型中随着Ｇ等位基因的增加，患食管癌的
可能性逐渐降低（趋势Ｙ２＝５９．０８，Ｐ＜０．０１）。
本研究显示：喜硬食、经常吃腌制食品、吃饭快、
饮酒、吸烟、强烈精神刺激、食管癌家族史为食管癌
的主要危险因素，表明不良的饮食习惯、行为方式以
及食管癌家族史与食管癌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多项研究也认为吸烟、饮酒、食用腌制食品，
长期不良的情绪因素可增加消化道肿瘤发生的危险
性［１

０。１

３｜。本研究运用交互作用相加模型，探讨了

ＸＰＡ基因多态性与经常食用腌制食品，吸烟与饮酒
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食管癌的影响，结果显示携带
ＸＰＡ突变基因Ｇ可有效地抑制经常食用腌制食品
（Ｓ＝０．０４，ＡＰＩ＝一０．７７）的致食管癌作用。吸烟
与饮酒在食管癌发生中存在协同作用，二者同时存
在时可加大食管癌患病的风险。
本研究认为ＸＰＡ基因多态性与长治地区人群
食管癌的易感性有关，携带有ＸＰＡ突变基因可抑制
食管癌的发生，同时它对经常食用腌制食品的致癌
性有拮抗作用。因此，大力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改
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进一
步揭示ＸＰＡ基因多态性与环境因素在食管癌发生
中的相互关系，对食管癌的预防和早期治疗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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