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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环境因素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ＤＮＡ修复基凶ＸＰＣ第８外显子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

第１５外显子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交互作用在原发性肝癌（肝癌）发生中的作用。方法在广东省顺德地区
采用１：１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ＰＣＲ技术检测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基因型，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环境与基因单独作用和交互作用对肝癌的影响。结果ＨＢｓＡｇ阳性者中，无携带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突变
型基因者和至少携带一个突变型基因者的ＯＲ值分别为３．７６８（９５％ＣＩ：１．１３７～１２．４８５）和３．６６７
（９５％Ｃ１：１．１２２—１１．９８１）；无携带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突变型基因者和至少携带一个突变型基因与肝癌关联
的ＯＲ值分别为６．７７８（９５％ＣＩ：２．０２５。２２．６８８）和３．１５２（９５％ＣＩ：１．０６２～９．３５１）。ＨＣＶ感染者中，无
携带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突变型基因和至少携带一个突变型基因的ＯＲ值为２．９５５（９５％Ｃ１：０．５８７～１４．８６９）
和１．０８５（９５％ＣＩ：０．３０７—３．８３９）；携带至少一个突变型基因和无携带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突变型基因相比，
ＯＲ值由４．１９７（９５％Ｃ１：０．８７０～２０．２４３）降低为０．８８７（９５％ＣＩ：０．２２８～３．４４８）。但基于相乘模型的基
因和环境交互作用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结论携带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突变型基因有降低ＨＣＶ感染者
的肝癌发病风险的趋势；而携带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突变型基因对ＨＢＶ感染者和ＨＣＶ感染者的肝癌发病
风险都有降低的趋势，需要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ｌ原发性肝癌；ＸＰＣ基因多态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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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发性肝癌（肝癌）的年发病率和死亡率均
占癌症第２位“】。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环境因素如

·９４３．

用改良Ｍｉｌｌｅｒ法抽提人外周血白细胞ＤＮＡ［９】，一２００Ｃ
低温冰箱保存。

ＨＢＶ、ＨＣＶ作用于机体，可能引起机体的ＤＮＡ损伤

４．基因分型：应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

或影响机体ＤＮＡ修复的能力，从而导致肿瘤的发

度多态性（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检测ＸＰＣ基因第８外显

生乜］。ＤＮＡ修复基因是一条与环境应答有关的通

子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及第１５外显子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基因型。
（１）ＸＰＣ基因第８外显子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①ＰＣＲ反

路，其中ＸＰＣ（ｘｅｒｏｄｅｒｍａ ｐｉｇ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ｇｒｏｕｐ

Ｃ）基

因编码的ＸＰＣ蛋白可与损伤的ＤＮＡ结合，从而启

应体系为２０肛ｌ，其中模板ＤＮＡ

动核苷酸切除修复（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冲液（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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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ａｉｒ。ＮＥＲ）

作用Ｄ３。ＸＰＣ第８外显子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 ＳＮＰ、第１５外显

连宝生物公司）ｌ

Ｕ，２．５

ｎｇ，１０×ＰＣＲ缓
ＤＮＡ聚合酶（大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Ｉ：）２ ＩＸｌ，Ｔａｑ

ｍｍｏｌ／Ｌ的ｄＮＴＰｓ

１．３ ＩＸｌ，

子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 ＳＮＰ位点碱基的改变，使机体的ＤＮＡ

２０

损伤修复能力和癌症的易感性各不相同ｍ”。多数

ＣＴＴ ＧＣＣ

研究局限于环境或基因的研究，缺少基因一环境交互

ＣＣＴ ＣＣＴ ＧＣＴ

作用的关注，但后者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更重

条件：９４。Ｃ预变性５ ｍｉｎ后，９４℃变性４５ ｓ、５５℃退火

要的作用。目前，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

４５

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的交互作用和肝癌的发病风险关系尚未
见报道。２００６年全国第三次死因调查（顺德区）资

７

料显示该地区肝癌的标化死亡率（标准人口采用

电泳。Ｃ／Ｃ基因型（野生型）存在Ｓａｃ ｌＩ的识别位点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６０．６６／１０万陋】，
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研究在顺德地

产生１３１ ｂｐ和２１ ｂｐ两条ＤＮＡ片段，而研基因型
（突变型）缺乏Ｓａｃ １Ｉ的识别位点保持原有ＰＣＲ后的

区进行１：ｌ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探索ＨＢＶ、ＨＣＶ的

１５２

ｉｘｍｏｌ／Ｌ的上游引物（５’．ＴＡＡ

ＧＧＡ ＣＣＣ ＡＡＧ

ＣＧ一３’）以及下游引物（５’一ＣＣＣ ＡＣＴ

１］［．１．

ＣＡＣＡＧ．３’）各０．１ ｉｘｌ。②ＰＣＲ反应

Ｓ、７２０Ｃ延伸４５ Ｓ，３５个循环后，７２℃继续延伸

ｍｉｎ。③ＰＣＲ产物经限制性内切酶Ｓａｃ １１（大连宝

生物公司）于３７℃酶切１６ｈ后，进行４％琼脂糖凝胶

ｂｐ的片段，Ｃ／Ｔ基因型（杂合型）则显示为１５２、

感染和人群ＸＰＣ第８外显子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第１５外显

１３１和２１ ｂｐ ３条片段（图１，其中２１ ｂｐ因片段太小

子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各自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与肝癌的关
联，为其病因学研究提供线索。

无法在图中显示）。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研究现场调查时间为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病例组来源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广东省顺德
地区各医院（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顺德区中医院、
勒流医院、均安医院、杏坛医院、乐从医院、容奇医
院、桂州医院、伦教医院、北洛医院、陈村医院、大良
医院）和广东省肿瘤医院１３家医院经临床资料和组
织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肝癌且在顺德地区居住１０年
及以上，调查时仍存活的住院病例，共７８例，其中６

注：１—４：Ｃ／Ｃ基因型；５：２０ｂｐ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Ｍａｒｋｃｒ；６：Ｔ／Ｔ基因
型：７、８：Ｃ／Ｔ基因型

例（７．６９％）为２００４年前诊断。对照组来自各镇居民

图１）口Ｃ 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基因型分型

住户名单，采用１：ｌ匹配方法，选取年龄与病例发病
年龄（以诊断时年龄为准）±３岁、同性别、居住在同

（２）ＸＰＣ基因第１５外显子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①ＰＣＲ

村１０年及以上、与病例无血缘关系的健康个体７８

反应体系为２０¨ｌ，其中模板ＤＮＡ

人。调查员经统一培训，在各镇医院防保科工作人

缓冲液（１５

员的协调下人户调查，完成调查表的同时，采集血样

２．５ Ｕ，２．５

５ ｍｌ。

引物（５

２．血清学指标检测：按说明书采用ＥＬＩＳＡ方法

１００ ｎｇ，１０×ＰＣＲ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ｈ）２．６ ｉｘｌ，Ｔａｑ

ｍｍｏｌ／Ｌ的ｄＮＴＰｓ

１．６ ｉｘｌ，２０

ＤＮＡ聚合酶

ｉｘｍｏｌ／Ｌ的上游

７．ＧＧＡ ＧＧＴ ＧＧＡ ＣＴＣ ＴＣＴ ＴＣＴ ＧＡＴ

和下游引物（５’．ＴＡＧ

Ｇ一３’）

ＡＴＣ ＣＣＡ ＧＣＡ ＧＡＴ ＧＡＣ

检测病例与对照的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ＣＶ并判定结果。

Ｃ．３’）各０．２ ｍ。＠）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５

试剂盒为上海科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后，９４０Ｃ变性４５

３．ＤＮＡ提取：收集研究对象的静脉血标本，采

Ｓ、６５

ｍｉｎ

ｏＣ退火４５ Ｓ、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

３５个循环后，７２。Ｃ继续延伸ｌ ｍｉｎ。③ＰＣＲ产物经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制性内切酶ＰⅦｌＩ（大连宝生物公司）于３７℃酶切

互作片ｊ效应：表ｌ为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基

ｈ后。进行２％琼脂糖凝胶电泳。Ｃ／Ｃ基因型（突

因又生分析表，可见ＨＢｓＡｇ阴性者携带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

１６

变型）存在ＰⅦⅡ的识别位点产生５８２ ｂｐ和１８３

至少一个突变型基因的ＯＲ值是０．８００（９５％ＣＩ：

ｂｐ ２

条ＤＮＡ片段，而Ｍ基因型（野生型）缺乏ＰｖｕⅡ的

０．３１０—２．０６４）；ＨＢｓＡｇ阳性者中，无携带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

识别位点，保持原有ＰＣＲ产物７６５ ｂｐ片段，～Ｃ基因
型（杂合型）则显示为７６５、５８２和１８３ ｂｐ ３条片段

突变型基因者和至少携带一个突变型基因者的ＯＲ

（图２）。

（９５％ＣＩ：１．１２２～１１．９８１）。抗－ＨＣＶ阴性者携带

值分别为３．７６８（９５％ＣＩ：１．１３７。１２．４８５）和３．６６７
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至少一个突变基因的ＯＲ值为０．６４９（９５％
ｃ，：０．３２２～１．３０５）；但抗．ＨＣＶ阳性者中至少携带一
个突变型基因和无携带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突变型基因相比，
ＯＲ值由２．９５５（９５％Ｃ／：０．５８７—１４．８６９）降为１．０８５
（９５％ａ：０．３０７—３．８３９），但交互作用还未达到统计
学意义。
３．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基因的单独、

联合与交互作用效应：表２为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
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基因的叉生分析表。在ＨＢｓＡｇ阳性者
注：１、２：Ｃ／Ｃ基闲型；３：Ａ／Ｃ基因型；４：１００

中，未携带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突变型基因与肝癌关联的

ｂｐ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

Ｍａｒｋｅｒ；５、６：ＡＹＡ基因型
图２

ＯＲ值为６．７７８（９５％ＣＩ：２．０２５～２２．６８８），而携带至少

ＸＰＣ

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基因型分型

一个突变基因与肝癌关联的ＯＲ值降低为３．１５２

对于基因分型结果，随机挑选３种不同基因型

（９５％ａ：１．０６２～９．３５１）。抗．ＨＣＶ阳性者中携带至

约１０％的样本标本重复检测，都获得了１００％的一致

少一个突变型基因和未携带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突变型基因

结果。

变量巧獗产‰巧嘲≠‰ｏＲ值（９５％ｃｉ）Ｐ值
表１

５．统计学分析：数据录入与
分析分别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和
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应用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ＨＢＶ、ＨＣＶ
感染与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基
因单独作用和联合作用及基于相
乘模型的交互作用Ｆｌｏ］，探讨其与
肝癌的关联，用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
描述关联的大小。
结

果

１．研究对象一般隋况：病例与
对照组中男性各７０例，占８９．７％；
女性各８例，占１０．３％。病例组诊

ＨＢｓＡｇ Ａ１ａ４９９Ｖａｌ
一

一

１４

１７．９５

１９

２４．３６

一

＋

１８

２３．０８

４０

５１．２８

＋

一

２２

２８．２ｌ

８

ｌＯ．２６

＋

＋

２４

３０．７７

１１

１４．１０

一

一

２８

３５．９０

２４

３０．７７

一

＋

３６

４６．１ ５

４６

５８．９７

＋

一

８

１０．２６

３

３．８５

＋

＋

６

７．６９

５

６．４１

ＨＢｓＡｇ 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

８２岁，平均５６．９１岁±１１．８８岁；病
例组与对照组的教育程度分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４．０８０，Ｐ＝
０．２５３）。
２．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

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基因的单独、联合与交

０．８００（０．３１０一２．０６４）０．６４５
３．７６８（１．１３７～１２．４８５）０．０３０
３．６６７（１．１２２一１１．９８ｌ、Ｏ．０３ｌ
１．２１６（０．２５６—５．７８３）０．８０６

ｊ亢一ＨＣＶ
０．６４９（０．３２２～１．３０５）０．２２５
２．９５５（０．５８７～１４．８６９）０．１８９
１．０８５（０．３０７—３．８３９）０．８９９

抗一ＨＣＶ Ａ１ａ４９９ＶａＰ
０．５６６（０．０７５—４．２６０）０．５８ｌ
注：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一无携带突变基冈（Ｃ／Ｃ基凶型）；＋携带至少一个突变型基陶（Ｃ／Ｔ或和Ｔ／
Ｔ基因型）；。相乘模型的交互作用

变量两淼禚‰丽鲫卸５％ｃｔ）Ｐ值
表２

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基因和肝癌的差系

ＨＢｓＡｇ Ｌｙｓ９３９ＧＩｎ

断年龄为３２—８２岁，平均５７．３１
岁±１１．９６岁。对照组年龄为２９～

ＨＢＶ、ＨＣＶ感染与Ａｌａ４９９ｖａｌ基因和肝癌的关系

一

１４

１７．９５

２６

３３．３３

＋

１８

２３．０８

３３

４２．３１

＋

—

２５

３２．０５

７

８．９７

＋

＋

２ｌ

２６．９２

１２

１５．３８

１．０６３（０．４４３～２．５４∞Ｏ．８９２
６．７７８（２．０２５—２２．６８８１ Ｏ．００２
３．１５２（１．０６２—９．３５１）０．０３９
Ｏ．４３８（０．０９１～２．１１３）Ｏ．３０４

ＨＢｓＡｇ 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４

抗．ＨＣＶ
一

一

３０

３８．４６

３１

３９．７４

一

＋

３４

４３．５９

３９

５０．００

＋

一

９

＋

＋

５

１１．５４

２

２．５６

６．４ｌ

６

７．６９

０．８７６（０．４２３～１．８１７１ ０．７２２
４．１９７（０．８７０～２０．２４３）０．０７４
０．８８７（０．２２８—３．４４８）０．８６２

抗．ＨＣＶ 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０．２４ｌ（Ｏ．０２８—２．０６４）０．１９４
注：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一无携带突变基因（Ａ／Ａ基闪型）；＋携带至少一个突变型基冈（Ａ／Ｃ或和Ｃ／

ｃ基因型）；４相乘模型的交互作用

中华流行病学杂２００９年９ Ｊ１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９４５·

相比，ＯＲ值由４．１９７（９５％ＣＩ：０．８７０～２０．２４３）降低为

（９５％ｃ，：３．１９～１７．０）ｎ７３；携带第１５外显子Ｌｙｓ９３９Ｇｌｎ

０．８８７（９５％ＣＩ：０．２２８～３．４４８）。

Ｃ／Ｃ基因型可能增加非吸烟个体食管癌的发病风

讨

论

险¨８｜，但目前未见ＸＰＣ基因与ＨＢＶ、ＨＣＶ感染的交
互作用与肝癌发病风险的报道。此外，基因一环境交

ＨＢＶ、ＨＣＶ感染是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曾运

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与研究采用的设计，基因的种族、

红和谭卫仙…３对近１５年的肝癌危险因素流行病学研

地域差异，环境中的致癌物暴露强度等因素有关。

究结果进行Ｍｅｔａ分析，表明环境因素巾的ＨＢＶ感

因此，有必要在不同种族、地区扩大样本量，进行多

染、抗．ＨＣＶ与肝癌关系的合并ＯＲ值分别为８．９０

种环境危险因素与ＤＮＡ修复基因间的交互作用研

（９５％口：７．１９～１１．ｏｏ）、４．４１（９５％ＣＩ：２．７２～７．１４）。流

究，为肝癌的防治提供更多的依据。

行病学调查发现，ＨＢＶ感染与肝癌地理分布一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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