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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代谢酶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两对引物
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方法的
建立及初步应用
傅晶

杨亦荣倪晓洁

潘晓东

郑建建郑少玲林刃舆蔡明

陈必成

【摘要】目的采用相对的两对引物一聚合酶链反应技术（ＰｃＲ－ｃＴＰＰ），建立简单、准确、快速、经济、大
规模检测代谢酶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ｓ）的方法。方法针对Ｉ相代谢酶ＣＹＰｌＡｌ（Ａ４８８９Ｇ）和Ⅱ相代
谢酶ＥＰＨＸｌ（Ａ４１６Ｇ）、ＮＱ０１（Ｃ６０９Ｔ）ＳＮＰｓ设计ＰＣＲ．ＣＴＰＰ引物，优化ＰＣＲ反应条件，将其基因分型结果与
ＤＮＡ测序结果进行比对，验证准确性。用该ＰＣＲ－ＣＴＰＰ检测方法对随机选取的１８３名汉族健康人进行上述
ＳＮＰｓ检测，并与其他健康人群进行比较。结果通过条件优化，ＰＣＲ．ＣＴＰＰ检测方法可快速清晰地区分
ＣＹＰｌＡｌ（Ａ４８８９Ｇ）、ＥＰＨＸｌ（Ａ４１６Ｇ）和ＮＱ０１（Ｃ６０９Ｔ）的基因型，并与ＤＮＡ澳１］序结果相符合。１８３名汉族健
康人中，ＣＹＰｌＡｌ（Ａ４８８９Ｇ）：Ａ纯合子１０３例（５６．３％），Ｇ纯合子８例（４．４％），～Ｇ杂合子７２例（３９．３％）；
ＥＰＨＸｌ（Ａ４１６Ｇ）：Ａ纯合子１４２例（７７．６％），Ｇ纯合子４例（２．２％），Ａ／Ｇ杂合子３７例（２０．２％）；ＮＱＯＩ（Ｃ６０９Ｔ）：
Ｃ纯合子６０例（３２．８％），Ｔ纯合子３２例（１７．５％），Ｃ／Ｔ杂合子９１例（４９．７％）。基因型分布均符合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Ｐ＞０．０５），且存在种族差异（Ｐ＜０．０５）。结论ＰＣＲ－ＣＴＰＰ检测方法可简单、准确、快
速、经济、大规模地检测代谢酶基因ＳＮＰｓ，可用于临床和流行病学大样本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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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人体的绝大部分环境化学致癌物通过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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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ｏｌ／Ｌ＂Ｉｒｉｓ—ＨＣｌ（ｐＨ值８．３，２５。Ｃ）、５０

代谢酶催化的氧化反应激活，而为Ⅱ相代谢酶所解

ｍｍｏｌ／Ｌ ＫＣＩ、２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５０ ｇ／Ｌ甘油、每一引

毒。研究发现，许多代谢酶都具有单核苷酸多态性

物０．１“１（１０ ｐｍｏｌ／Ｉｘｌ）。最初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０Ｃ，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１０ ｍｉｎ；９４。Ｃ ３０ Ｓ，５７℃３０ Ｓ，７２℃３０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其表达产

Ｓ，３０个循

物蛋白酶活性不同，催化致癌物的氧化和解毒能力

环；７２０Ｃ

存在差异。近年来，有关代谢酶基因ＳＮＰｓ与肿瘤

间、引物浓度、缓冲液浓度进行优化，达到通过凝胶电

遗传易感性的分子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热

泳成像系统可获得较为均一、清晰的条带的结果。

点ｎ，。但目前缺少可简单、准确、快速、经济、大规模

１０

表１

地检测代谢酶基因ＳＮＰｓ的方法。本研究旨在通过
采用相对的两对引物一聚合酶链反应技术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基因

ｍｉｎ。在此基础上对反应温度、反应时

ＣＹＰｌＡｌ（Ａ４８８９Ｇ）、ＥＰＨＸＩ（Ａ４１６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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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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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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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５０ １Ａ１（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Ｐ４５０

１Ａ１，ＣＹＰｌＡｌ）和Ⅱ相

代谢酶环氧化物水解酶（ｅｐｏｘｉｄｅ

扩增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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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ＮＱ０１］基因ＳＮＰｓ为检测代表，探

讨上述方法的建立。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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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Ｔ３

（Ｃ６０９Ｔ）

ＲＣ３

１．主要试剂及仪器：Ｐｕｒｅｇｅｎｅ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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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Ｆ表示上游引物，Ｒ表示下游引物；６为解链温度（℃）

立陶宛ＭＢＩ公司；琼脂糖购于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
Ａｎｋｅ

６

ｉｘｌ

ＰＣＲ反应产

物加入２％琼脂糖凝胶板的加样孔中，以溴化乙锭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司），ＤＹＹ－１１１２型电泳仪（北京六一仪

（０．５¨ｇ／ｍ１）为染色剂，在１００ Ｖ电压下电泳２０～

器厂），ＵＶ－２１０２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Ｕｎｉｃｏ

２５

公司）和Ｇｅｌ

Ｄｏｃ

２０００凝胶电泳成像系统（美国

ｍｉｎ，最后通过凝胶电泳成像系统成像分析。
７．ＤＮＡ测序验证：根据ＰＣＲ—ＣＴＰＰ产物分析结

果，随机选取ＣＹＰｌＡｌ基因型分别为ＡＡ、ＡＧ和ＧＧ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２．研究对象：均来自温州地区无血缘关系、汉族

的ＤＮＡ各１０、７和３例，ＥＰＨＸｌ基因型分别为ＡＡ、

健康个体，共采集标本１８３份（男１１１份、女７２份）。

ＡＧ和ＧＧ的ＤＮＡ各１０、５和３例，ＮＱ０１基因型分别

ｍｌ，乙二胺四乙酸二钾（ＥＤＴＡ．囝

为ＣＣ、ＣＴ和ＴＴ的ＤＮＡ各６、９和３例，进行测序验

抗凝，４。Ｃ保存。标本采集遵循知情同意原则，签订

证。由上海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ＤＮＡ

知情同意书。

测序。

抽取静脉血液２

３．ＤＮＡ的提取：采用Ｐｕｒｅｇｅｎｅ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

８．统计学分析：基因型分布与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提取ＤＮＡ，具体操作参照其说明书。ＤＮＡ提取后用

平衡的符合检验采用上海交通大学Ｂｉｏ—Ｘ中心的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检测纯度和浓度，一２０℃保存。

ＳＨＥｓｉｓ分析平台进行处理。１，另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

４．引物设计：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登录的

完成基因型分布与欧美及其他亚洲人群比较的ｆ检

６．０

验。Ｐ＜Ｏ．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统计检验为双侧概

ＣＹＰｌＡｌ、ＥＰＨＸｌ、ＮＱ０１基因序列，应用Ｏｌｉｇｏ

软件设计引物，经ＢＬＡＳＴ软件分析后，最终确定１２

率检验。

条引物（表１）。全部引物由上海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生物技术

结

果

有限公司合成。
５．ＰＣＲ．ＣＴＰＰ扩增及优化：在９６孔反应板中加

１．ＰＣＲ－ＣＴＰＰ优化：ＣＹＰｌＡｌ（Ａ４８８９Ｇ）、ＮＱ０１

入反应体系１０仙１，最初包含ＤＮＡ模板１．０ Ｉｘｌ（３０～

（Ｃ６０９Ｔ）反应条件优化为：９４％，３

１００

６３℃１ ｍｉｎ，７２％３０

ｎ∥斗１），ｄＮＴＰ

０．１

ｍｍｏｌ／Ｌ、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

ｍｉｎ；９４％１０

Ｓ，１０个循环；９４。Ｃ

Ｓ，

１０ Ｓ，６１ 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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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Ｓ，７２℃３０

４０．０

·６５·

Ｓ，２０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ＫＣＩ浓度

ｍｍｏｌ／Ｌ；引物浓度ＦＡｌ：４．３

ｐｍｏｌ／Ｉｘｌ、ＲＧｌ：

６．４ ｐｍｏｌ／ｔｘ １、Ｒ１：１０．６ ｐｍｏｌ／Ｉｘ ｌ、Ｆ１：２１．３ ｐｍｏＵ斗１、
ＦＴ３：１０ ｐｍｏＵ斗ｌ、ＲＣ３：８ ｐｍｏｌ／Ｉｘｌ、Ｒ３：５ ｐｍｏＹ斗ｌ、Ｆ３：
４

ｐｍｏｌ／ｌ山ｌ。ＥＰＨＸｌ（Ａ４１６Ｇ）优化为：９４℃，３

９４℃１０ Ｓ，６３℃１ ｍｉｎ，７２℃３０
１０ Ｓ，６１℃３５ Ｓ，７２℃４５

引物浓度ＦＡ２：６
４ ｐｍｏｌ／ｐｌ、Ｆ２：４

ｍｉｎ；

Ｓ，１０个循环；９４℃

Ｓ，２０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

ｐｍｏｌ／Ｉｘｌ、ＲＧ２：２０ ｐｍｏｌ／ｔｘｌ、Ｒ２：

ｐｍｏｌ／斗ｌ；ＫＣｌ浓度亦４０．０

ｍｍｏｌ／Ｌ。

在上述情况下可获得最为均一、清晰的条带，总反应

注：Ｍ：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准；１：ＣＣ基因型；２：ＴＣ基因型；３：ＴＴ
基因型
图３

时间均在１．５ ｈ内。

ＮＱ０１（Ｃ６０９Ｔ）的ＰＣＲ．ＣＴＰＰ扩增产物
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２．ＰＣＲ—ＣＴＰＰ分型：在上述优化条件下，ＰＣＲ—
ＣＴＰＰ检测方法可快速、清楚地区分ＣＹＰｌＡｌ
（Ａ４８８９Ｇ）、ＥＰＨＸｌ（Ａ４１６Ｇ）和ＮＱ０１（Ｃ６０９Ｔ）的基
因型（图１～３）。

图４

ｃＹＰｌＡｌ（Ａ４８８９Ｇ）的Ａ纯合子、Ａ／Ｇ杂合子、
Ｇ纯合子ＤＮＡ测序结果

注：Ｍ：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准；
３：ＡＡ基因型
图１

１：ＡＧ基因型；２：ＧＧ基因型；

ＣＹＰｌＡｌ（Ａ４８８９Ｇ）的ＰＣＲ—ＣＴＰＰ扩增产物
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图５

ＥＰＨＸｌ（Ａ４１６Ｇ）的Ａ纯合子、Ａ／Ｇ杂合子、
Ｇ纯合子ＤＮＡ测序结果

注：同图１

图２

ＥＰＨＸｌ（Ａ４１６Ｇ）的ＰＣＲ—ＣＴＰＰ扩增产物
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３．ＤＮＡ测序验证：成功测序出上述ＳＮＰｓ的基
因型，随机选取的样本基因型测序验证准确率达
１００％（图４—６）。

４．等位基因及基因型分布：见表２。基因型分
布均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Ｐ＞０．０５）。

图６

ＮＱＯＩ（Ｃ６０９Ｔ）的Ｃ纯合子、Ｃ／Ｔ杂合子、
Ｔ纯合子ＤＮＡ测序结果

５．与其他健康人群比较：ＣＹＰｌＡｌ基因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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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８３名汉族健康人中ＣＹＰｌＡｌ、ＥＰＨＸｌ和ＮＱ０１
等位基因及基因型分布情况

切”１。但目前缺少既具有经济性，又具有实验性的
代谢酶基因ＳＮＰｓ的检测方法。
ＰＣＲ．ＣＴＰＰ作为ＳＮＰｓ检测的新技术，其原理是
根据ＳＮＰｓ位点不同的等位基因（ｘ，ｙ）设计相对的
两对引物口１（图７），引物１Ｆ和１Ｒ扩增包含ｘ，长度为
ａ

ｂｐ的片段，ｘ的互补核苷酸Ｘ７位于１Ｒ的３’末

端；引物２Ｆ和２Ｒ扩增包含ｙ，长度为６ ｂｐ的片段，ｙ
位于２Ｆ的３’末端；而引物１Ｆ和２Ｒ扩增的片段为
共同片段，长度为ｃ ｂｐ。ｃ＝ａ＋ｂ一（ｄ一１），ｄ是引物
２Ｆ和１Ｒ长度的和。对于ＸＸ、ＹＹ纯合子，仅能扩增
出ａ ｂｐ和ｃ ｂｐ或ｂ ｂｐ和ｃ ｂｐ两片段；而ＸＹ杂合子能
注：‘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符合度检验，ＳＨＥｓｉｓ分析平台处理

扩增出ａ

ｂｐ、ｂ ｂｐ和ｃ

ｂｐ三片段。为了能清楚的分

辨，ｏ、ｂ和ｃ需满足至少相差１００ ｂｐ。Ｃ也不宜太长，

Ｐ＜Ｏ．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否则不利其片段扩增。
与美籍高加索人川、美籍非洲人Ｈ１、欧洲人”，比较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ｃ ２—６５．５９０，Ｐ＝０．０００；）ｃ

２＝

ＰＣＲ－ＣＴＰＰ技术是在序列特异性聚合酶链反
应技术（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５７．４０５，Ｐ＝０．ｏｏｏ；ｆ＝２０１．８９３，Ｐ＝ｏ．０００；Ｐ＜０．０５），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而与韩国人№１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５．９１６，

建立的。ＰＣＲ—ＣＴＰＰ技术除具有ＰＣＲ．ＳＳＰ技术较高

Ｐ＝０．０５２，Ｐ＞０．０５）；ＥＰＨＸｌ基因型分布与美籍非

的特异性、灵敏度和稳定性，及操作简单、快速、实验

洲人口，、欧洲人瞪，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ｚ２＝

结果容易判断等的优点外，因其所有引物都放在一

２１．９５０，Ｐ＝０．０００；）ｃ２＝１０．９１５，Ｐ＝０．００４，Ｐ＜０．０５），

个反应体系中，既节省了反应体系的配置时间，又可

而与美籍墨西哥人口】、日本人喁，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一次扩增更多的样本，不但加快了样本处理速度，还

义（Ｘ ２－－－－４．４５７，Ｐ＝０．０９５；）Ｃ ２＝４．９８３，Ｐ＝０．０８３；Ｐ＞

减少了成本。ＰＣＲ．ＣＴＰＰ与多重ＰＣＲ技术都可一次

０．０５）；ＮＱ０１基因型分布与美籍非西班牙裔高加索

扩增多个等位基因，具有高效性，但ＰＣＲ．ＣＴＰＰ技术

人ｐ］、瑞典人ｎ哪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ｘ２＝

对引物设计及反应条件的要求更高ｎ２１。其４条引物

１１３．１３７，Ｐ＝０．０００；）ｃ２＝５０．２０５，Ｐ－－０．０００；Ｐ＜Ｏ．０５），

不但需符合前述的设计原理，还要求具有相近的解

而与日本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９０２，

链温度，以防止因竞争性扩增而造成纯合型的假阳

Ｐ＝０．６３７；Ｐ＞０．０５）。

性结果；反应中也需合适的退火温度，以避免因非特
讨

ｐｒｉｍｅｒｓ，ＰＣＲ．ＳＳＰ）和多重ＰＣＲ技术基础上

异性扩增而造成杂合型的假阳性结果。这些严格的

论

要求也使其比多重ＰＣＲ技术具有更高的特异性。

大量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表明，人群中肿瘤

目前研究ＳＮＰｓ应用最广泛的是ＰＣＲ—ＲＦＬＰ技

遗传易感性除１％～２％是显性的遗传缺陷综合征所

术。ＰＣＲ．ＣＴＰＰ技术与之比较，其优势为①更简

致外，绝大部分与低危险的遗传性代谢酶基因多态

便、快速和经济。ＰＣＲ．ＣＴＰＰ技术只需一个反应体

性相关，其中与第三代遗传标志ＳＮＰｓ的关系尤为密

系，从ＤＮＡ提取、ＰＣＲ扩增到结果分析整个过程不

ａ

Ｘ等位基因

５’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一一一

Ｙ等位基因

５

ｂｐ———·————————◆Ｉ

ｂ
７

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一一一

Ｃ

图７

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

３

一一一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

３

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Ｘ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

ｂｐ

ＰＣＲ．ＣＴＰＰ技术原理示意图

ｂ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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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５ ｈ，省去了限制性内切酶所需的消化时间及较
高的费用。②具有更广阔的检测范围。ＰＣＲ．ＣＴＰＰ
技术不仅可应用于ＳＮＰｓ，亦可应用于因碱基插入或
缺失所致的多态性，也可应用于无适当限制性内切
酶的多态性，避免了待检等位基因必须有相应酶切
位点的局限。③更稳定、准确。ＰＣＲ—ＣＴＰＰ技术引
物３’端作为引发延伸的起点，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一旦发生碱基错配，在恰当的ＰＣＲ条件下，扩增便

［２］Ｈａｍａｊｉｍａ

［３］Ｓｈｉ

ＹＹ，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ｓ

［５］ＡｇｕｄｏＡ，Ｓａｌａ
ｇｅｎ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Ｐｅｒａ Ｇ，ｅｔ

［７］Ｗｕ

ａ

【８］做ｅｙａｂｕ

ｍｉｅｒｏｓｏｍａｌ

ｅｍｐｈｙｓｅｍａ ｉｎ

ａ１．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０４，７８（６）：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ｕｎｇ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ｒｉｓｋ

ａ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ｅｐ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９］Ｈｏｕ Ｌ，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１０］Ｂｒｏｂｅｒｇ

ＳｅｒＩｓ７

Ｎ，Ｈｕａｎｇ

ｗＹ，ｅｔ

ａ１．ＣＹＰｌＡｌ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Ｋ，Ｐａｕｌｓｓｏｎ Ｋ，Ａｌｂｉｎ

ｕｓｅ，ａｎｄ

ＶａＬ６２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ｅｔ ａ１．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０５，２６（７）：１２６３－１２７１．
［１ １］Ｋｉｆｆｒｎｅｙｅｒ ＷＲ，Ｌａｎｇｅｒ

Ｅ，Ｄａｖｉｅｓ

ＳＭ，ｅｔ

ａ１．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ｍｏ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４，１０（２）：
４１１－４１７．

［１２］Ｈａｍａｊｉｍａ

Ｎ，Ｓａｉｔｏ

Ｔ，Ｍａｔｓｕｏ

Ｋ，ｅｔ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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