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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自然人群子宫颈脱落细胞中人端粒酶
ＲＮＡ组份基因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李一冰鸟兰娜刘志红李鹃王纯周艳秋吴瑞芳
【摘要】

目的调查深圳市人群宫颈脱落细胞中人端粒酶ＲＮＡ组份（ｈＴＥＲｃ）基因的表达，

探讨其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宫颈脱落细胞学异常及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之间的关系。
方法以深圳市某社区３０～５９岁智力正常的妇女３８８人为研究对象，同步进行宫颈脱落细胞的液
基细胞学检查、ＨＣ．ＩＩ法高危型ＨＰＶ（ＨＲ．ＨＰｖ）检测和荧光原位杂交（ＦＩＳＨ）法ｈＴＥＲＣ基因检测。
对于细胞学为ＡＳＣＵＳ及以上病变，及／或ＨＲ－ＨＰＶ阳性者，及／或ｈＴＥＲＣ有扩增者均行阴道镜下宫
颈四象限多点活检并病理诊断。结果

经病理确定ＣＩＮ Ｉ、Ⅱ、Ⅲ及宫颈癌例数分别为５５

（１４．１８％）、４（１．０３％）、９（２．３２％）和１（０．２６％），宫颈脱落细胞的ｈＴＥＲＣ扩增率为８．７６％。ｈＴＥＲＣ扩

增在有／无ＨＰＶ感染及不同细胞、组织学类型者存在差别：（１）ＨＰＶ阳性率为１７．０１％；ｈＴＥＲＣ扩增
在ＨＰＶ阳性与阴性组分别为１９．７０％与６．５２％，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ｈＴＥＲＣ
扩增在细胞学无宫颈上皮内瘤变（ＮＩＬＭ）组为５．９７％、ＡＳＣＵＳ

１８．７５％、ＬＳＩＬ １０．００％、ＡＳＣ—Ｈ

６６．６７％、ＨＳＩＬ １００．００％；在ＨＳＩＬ及以上病变组扩增率明显升高（Ｐ＜Ｏ．０１）。（３）在宫颈活检组织学

正常／炎症的妇女中无一例出现ｈＴＥＲＣ扩增（０／１１），组织学为不同程度宫颈病变妇女的扩增率分
别为ＣＩＮ Ｉ ５．４５％、ＣＩＮⅡ５０．００％，ＣＩＮⅢ７７．７８％、浸润癌１００．００％；ＣＩＮＩＩ及以上病变妇女的扩增

率明显升高（Ｐ＜０．０１）。结论ｈＴＥＲＣ的扩增与宫颈细胞学和组织学异常密切相关，其扩增率随
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增加，ｈＴＥＲＣ扩增与否有可能作为判断有无高度宫颈上皮内瘤变及估计
预后的指标之一。
【关键词】子宫颈癌；子宫颈上皮内瘤变；荧光原位杂交；人端粒酶ＲＮＡ组份；液基细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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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恶性肿瘤¨１。

（１）细胞学检测：采用ＡｕｔｏＣｙｔｅ液基薄层制片

已知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使宫颈细胞发生非典

机（美国ＴｒｉＰａｔｈ Ｉｍａｇｉｎｇ公司产品）自动制片、染色，

型增生及向宫颈癌转变的过程中几乎都伴有３号染

光学显微镜下阅片。细胞学结果根据ＴＢＳ（ｔｈｅ

色体长臂的扩增陋１。其中，涉及最重要的位点可能

２００１ Ｂｅｔｈｅｓｄａ

是人端粒酶ＲＮＡ组份（ｈｕｍａｎ

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 ＲＮ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ｈＴＥＲＣ）基因区域。ｈＴＥＲＣ基冈位于３

Ｓｙｓｔｅｍ）分级系统进行细胞学诊断。

（２）ＨＰＶ检测：ＨＣ．ＩＩ应用杂交信号放大系统检
测１３种高危型ＨＰＶ。

号染色体长臂２区６带（３ｑ２６），其扩增可以阻止细胞

（３）ＦＩＳＨ检测：系用已知荧光染料标记的核酸

凋亡，因而可导致肿瘤的产生。近年来，国外研究结

为探针，按照碱基互补配对原则，与待检材料中未

果表明３号染色体长臂扩增是区分宫颈痈前病变极

知的核酸进行特异性结合，形成可被检测的杂交双

有意义的遗传学指标。目前国内仅有少数有关

链，通过荧光显微镜收集荧光信号，从而对待测核

ｈＴＥＲＣ基因在宫颈病变中表达的报道口一］，但还没有

酸进行定性、定量及定位分析。①方法：取分装的

对自然人群该基因表达的研究报道。由于不同种族

细胞样本，经胶原酶Ｂ，去离子水，固定液（甲醇：冰

人群存在差异，其遗传学特征都与宫颈癌的发生、

乙酸＝３：１）处理后滴片，室温下过夜。将滴好的玻

发展有关，故有必要对中国女性人群中进行３号染

片经２×ＳＳＣ，０．１

色体长臂扩增与宫颈癌筛查及早期诊断的相关性

１００％乙醇漂洗干片后放入７３℃７０％的甲酰胺中变

研究。

性５ ｍｉｎ，再将玻片依次置于一２０℃的７０％、８５％、
对象与方法

ｍｏｌ／Ｌ ＨＣＩ，胃蛋白酶，７０％、８５％、

１００％乙醇中各３ ｍｉｎ，干燥后与预先变性好的探针
进行杂交，盖片后封胶再放入预热的湿盒，４２。Ｃ保温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在深圳

箱中过夜杂交。次日，移去盖片后分别置于５０％甲

市某社区抽取３０～５９岁、有性生活、无子宫切除和

酰胺、２ＸＳＳＣ、ＮＰ一４０、７０％乙醇中洗涤，自然干燥后

盆腔放疗史、３年以上未接受过宫颈癌筛查的３８８名

加ＤＡＰＩ复染剂盖片后，暗处放置２０ ｍｉｎ后在荧光

妇女。本研究首先确定一个社区作为目标人群的来

显微镜下观察。②探针：ｈＴＥＲＣ位点特异性探针

源，经宣传动员，符合条件的妇女自愿报名。以年龄

（ＧＬＰ ｈＴＥＲｃ）／３号染色体着丝粒探针（ＣＳＰ ３），后者

分层分组选择筛查对象，即根据该社区女性各年龄

为对照探针，标记颜色为红／绿。③阈值的建立：随

所占比例确定每一年龄组例数。筛查对象按报名先

机抽取２０例正常人宫颈细胞学检查结果，每例至少

后顺序入组，各组报满为止。该社区居民大部分为

分析１００个细胞，统计出现２个以上红信号细胞数

生活较贫困的非深圳户籍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妇女

目。阈值＝中位数（肘）＋３×标准差（ｓ），阈值以下

从未进行过宫颈癌筛查。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

已包括９９％的正常。④结果判断：ＦＩＳＨ信号的判

同意书后参加筛查。

断：用ＯＬＹＭＰＵＳ Ｂ×５１荧光显微镜和Ｖｉｄｅｏ．Ｔｅｓｔ公

２．研究方法：对其同步进行宫颈脱落细胞的液

司提供的ＦＩＳＨ分析软件进行图像分析。每例样本

基细胞学检查、ＨＣ．１１法高危型ＨＰＶ（ＨＲ—ＨＰＶ）检测

随机计数１００个细胞，由２名ＦＩＳＨ阅片人员分别阅

和荧光原位杂交（ＦＩＳＨ）法ｈＴＥＲＣ基因检测。对于

片，独立完成。正常细胞为单个细胞核中红绿信号

细胞学为ＡＳＣＵＳ及以上病变，及／或ＨＲ—ＨＰＶ阳性

各２个。ｈＴＥＲＣ基因扩增异常细胞为单个细胞核中

者，及／或ｈＴＥＲＣ有扩增者均行阴道镜下宫颈四象限

红信号大于２个，绿信号不少于２个。若检测值大于

多点活检，病理诊断。液基细胞学、ＨＲ．ＨＰＶ、ＦＩＳＨ

阈值为阳性；若检测值小于阈值为阴性。

检测及宫颈活检病理学诊断均采用盲法进行。
３．实验方法：

４．统计学分析：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行Ｚ检验，Ｐ＜０．０５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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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３．ｈＴＥＲＣ扩增与ＨＰＶ感染、细胞学和组织学的

意义。
结

果

关系：ｈＴＥＲＣ扩增在有／无ＨＰＶ感染及不同细胞、组

织类型者均存在差别。

１．筛查对象年龄分布：３８８名３０～５９岁妇女的

（１）ｈＴＥＲＣ扩增与ＨＰＶ感染的关系：３８８名妇

平均年龄为４０．４１岁±７．３８岁，Ｍ＝３９．００岁。各年龄

女中ＨＰＶ阳性率为１７．０１％（６６／３８８）。在ＨＰＶ阳性

组所占比例为３０～３４岁２５．００％（９７／３８８），３５～３９岁

者中ｈＴＥＲＣ扩增的为１９．７０％（１３／６６），ＨＰＶ阴性者

２６．８１％（１０４／３８８）．４０～４４岁２３．９７％（９３／３８８），４５～

中ｈＴＥＲＣ扩增的为６，５２％（２１／３２２），两组比较差异

４９岁８．７６％（３４／３８８），５０～５４岁９．７９％（３８／３８８），

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１．８９２，Ｐ＜０．０１）。

５５～５９岁５．６７％（２２／３８８），符合该社区人群年龄分
布特点。

（２）ｈＴＥＲＣ和ＨＰＶ与细胞学的关系：本组妇女
液基细胞学检查为ＡＳＣＵＳ及以上病变者共计３６例

２．ｈＴＥＲＣ基因检测阈值：３８８名妇女中３４例

（９．２８％）。ＨＰＶ感染在正常／炎症（ＮＩＬＭ）、ＡＳＣＵＳ

ｈＴＥＲＣ扩增，扩增率为８．７６％。ｈＴＥＲＣ基因榆测阈

分别为１０．２３％、６２．５０％，在ＬＳＩＬ及以上病变达

值为５．６。正常及不同程度病变宫颈细胞巴氏染色

１００．００％，ＨＰＶ感染率在不同细胞学病变中存在差

图像及荧光显微镜下ＦＩＳＨ图像见网１～３。

异，并随细胞学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升高（瓮２＝
１１６．１２７，Ｐ＜０．０１）。ｈＴＥＲＣ扩增
为ＮＩＬＭ ５．９７％，ＡＳＣＵＳ

１８．７５％，

ＬＳＩＬ

１ ０．００％，ＡＳＣ—Ｈ

ＨＳＩＬ

１００．００％（表１），ｈＴＥＲＣ在

６６．６７％，

ＨＳＩＬ及以上病变中的扩增率明显高

于ＬＳＩＬ及以下病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检验，Ｐ＜０．０１）。
（３）ｈＴＥＲＣ的扩增与组织学结

果的关系：经病理检查确诊ＣＩＮ
图１正常宫颈细胞学图像

Ｉ、Ⅱ、Ⅲ和宫颈癌分别为５５、４、９

和１例，各级别病变发生率分别为
１４．１８％、１．０３％、２．３２％和０．２６％。在

１ｌ例胄颈活检组织学未见宫颈上
皮内瘤变（ＮＩＬＭ）的妇女中无一例
ｈＴＥＲＣ扩增，在组织学为不同程度

宫颈病变妇女的ｈＴＥＲＣ扩增率分
别为ＣＩＮ Ｉ ５．４５％、ＣＩＮ ＩＩ
ＣＩＮ ＨＩ

５０．００％、

７７．７８％、浸润癌１００．００％。

ｈＴＥＲＣ在ＣＩＮ ＩＩ及以上级别病变
图２细胞学为ＬＳＩＬ的图像

中的扩增率明显高于ＣＩＮ Ｉ和正
常／炎症者（Ｚ２＿－－＿３３．２０９，Ｐ＜０．０１），
即ｈＴＥＲＣ与高度宫颈上皮内瘤变

关系更为密切。１１例ＮＩＬＭ中
ＨＲ—ＨＰＶ阳性６例、阴性５例，

ｈＴＥＲＣ均无扩增。５５例ＣＩＮ Ｉ中
ＨＰＶ阳性２９例，其巾ｈＴＥＲＣ扩增
２例（６．９０％）；ＨＰＶ阴性２６例，
ｈＴＥＲＣ扩增ｌ例（３．８５％）。４例
ＣＩＮⅡＨＰＶ均为阳性，ｈＴＥＲＣ扩
图３细胞学为ＨＳＩＬ的图像

增２例（５０．００％）。ＣＩＮⅢ与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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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共１０例，ＨＰＶ均为阳性，ｈＴＥＲＣ扩增８例

瘤变／原位癌、肺鳞癌㈨、恶性骨髓瘤¨们等许多肿瘤中

（８０．００％）。组织学与ＨＰＶ感染和ｈＴＥＲＣ扩增结果

都发现了ｈＴＥＲＣ的扩增。在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

（表２）。

中，ｈＴＥＲＣ同样有不同程度的扩增。Ｈｅｓｅｌｍｅｙｅｒ．

表１深圳市３０～５９岁３８８名妇女细胞学与ＨＰＶ感染

Ｈａｄｄａｄ等¨¨首次将ＦＩＳＨ三色探针用于宫颈细胞

和ｈＴＥＲＣ扩增结果的关系

涂片，检测到３ｑ２６ ｈＴＥＲＣ基因，发现在ＣＩＮＩＩ中该
基因扩增者为６３％，ＣＩＮＩＩＩ中为７６％，ｈＴＥＲＣ基因
的扩增随细胞学病变的加重而升高（Ｐ＜０．０００５），
将ｈＴＥＲＣ扩增用于区分细胞学为正常、ＡＳＣＵＳ、
ＣＩＮ

Ｉ和细胞学为ＣＩＮ ＩＩ／ＩＩＩ，其敏感性和特异性都

大于９０％，故Ｈｅｓｅｌｍｅｙｅｒ－Ｈａｄｄａｄ等认为ｈＴＥＲＣ可

注：“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率（％）

表２组织学与ＨＰＶ感染和ｈＴＥＲＣ扩增结果的关系

作为预测ＨＳＩＬ的独立指标。Ｃａｒａｗａｙ等¨２１所作不
同程度宫颈病变ｈＴＥＲＣ扩增的研究，同样得出
ｈＴＥＲＣ扩增与宫颈细胞学异常密切相关的结果
（Ｐ＜０．０００１），在ＮＩＬＭ无扩增，ＡＳＣＵＳ

１３％、ＬＳＩＬ

７０％、ＨＳＩＬ与ＳＣＣＡ １００％。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等ｎ３１报道了
ｈＴＥＲＣ基因在宫颈腺癌中的扩增，提出ｈＴＥＲＣ基因
的检测可以作为宫颈腺癌的遗传学诊断手段。李静
注：各项筛查结果均正常无需病理检查者视为正常。ＮＩＬＭ者共
３１９例；。同表ｌ

然等ｂ１研究发现ＣＩＮ Ｉ、ＣⅣⅡ／Ｉｌｌ、ＳＣＣ组与正常组
比较，ｈＴＥＲＣ基因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其中ＣＩＮ Ｉ与ＣＩＮｌＩ／Ｉｌｌ、ＣＩＮ Ｉ与ＳＣＣ比较，

讨

论

ＣＩＮⅡ／ｍ与ＳＣ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１．ＨＰＶ致宫颈癌与端粒酶活性的关系：ＨＰＶ是

０．０５）。刘开江等¨１比较了维吾尔族和汉族宫颈癌患

宫颈癌的病因。当ＨＲ－ＨＰＶ整合到宿主ＤＮＡ后，

者ｈＴＥＲＣ基因的扩增情况，发现在ＨＰＶ多重感染

Ｅ６、Ｅ７使抑癌基因ｐ５３、ｐＲｂ失活，对宫颈癌的发生
起关键作用ｂ］。由于ＨＲ．ＨＰＶ感染，ＨＰＶｌ６、１８的

患者ｈＴＥＲＣ基凶的扩增高于单一亚型ＨＰＶ感染

Ｅ６、Ｅ７蛋白引起抑癌基因ｐ５３失活，一方面使宫颈

本文结果表明，ｈＴＥＲＣ扩增在细胞学ＨＳＩＬ及

上皮细胞凋亡减少，另一方面可以激活端粒酶，使宫

以上病变扩增率明显升高；在１１例宫颈组织学

颈上皮细胞增殖增加，从而引起ＣＩＮ和宫颈癌。因

ＮＩＬＭ的妇女中无一例扩增，其他组织学检查结果

此，端粒酶的激活是ＨＲ－ＨＰＶ感染宫颈组织后由

为ＣＩＮ Ｉ ５．４５％、ＣＩＮⅡ５０．００％、ＣＩＮＩｌｌ ７７．７８％、浸润

ＣＩＮ向宫颈癌转化过程中相当关键的步骤。

癌１００．００％；ＣＩＮ ＩＩ及以上病变妇女的扩增率明显升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１的研究提示ＨＲ－ＨＰＶ感染后细胞的改

高，与上述研究一样说明了ｈＴＥＲＣ的扩增与宫颈病

变是由于激活宫颈组织端粒酶。在正常人体细胞

变密切相关，其扩增率随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增

中，端粒酶的活性受到相当严密的调控，只有在造血

加，ｈＴＥＲＣ扩增与否有可能作为判断有无高度病变

细胞、干细胞和生殖细胞中可以检测到具有活性的

的指标之一。

（Ｐ＜Ｏ．０５）。

端粒酶。恶性肿瘤患者的端粒酶被激活而使细胞获

３．ｈＴＥＲＣ在宫颈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本研究

得永生化。ｈＴＥＩⅪ基因位于３号染色体长臂２区６

ＦＩＳＨ技术检测自然人群子宫颈脱落细胞的ｈＴＥＲＣ

带（３ｑ２６）。Ｍｉａｎ等ｎ１研究发现ＨＰＶ整合到ＤＮＡ
中，引起ｈＴＥＲＣ基因所在的３号染色体突变，与官颈

基因扩增，并同步盲法进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

肿瘤发生密切相关。Ｓｏｋｏｌｏｖａ等哺１的研究也表明

早诊早治中的ｌ临床应用价值。

ＨＰＶ检测，以评价ＦＩＳＨ法检测ｈＴＥＲＣ在子宫颈癌
ＦＩＳＨ技术可发现常规细胞遗传学所无法检测

３ｑ２６／８ｑ２４扩增使宫颈高度病变的风险增加。
２．ｈＴＥＲＣ基因与宫颈病变的关系：正常情况下

到的基因或染色体异常，直接检测实体肿瘤组织细

人类细胞中一般无ｈＴＥＲＣ扩增，ｈＴＥＲＣ扩增可反映

胞中的基因改变，突破了实体肿瘤基凶检测受细胞

端粒酶的活性增强，端粒酶通过延长端粒，阻止细胞

培养困难的限制，具有特异性强、准确、快速等优

凋亡，而导致肿瘤的产生。在人类的肺高度上皮内

点。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遗传病诊断以及血液肿

·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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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实体瘤等方面的检测。

ｈＴＥＲＣ阳性、组织学结果为正常／炎症或ＣＩＮ Ｉ的妇

本研究所选社区为外来人口集中、经济与卫生

女，观察其进展到ＣＩＮⅢ的比例，从而了解ｈＴＥＲＣ

条件及防病治病意识均较差的社区，是宫颈癌发病

扩增是否提示潜在病变或病变进展，进一步研究其

的高危人群。对该自然人群以多种方法同步进行宫

估计疾病预后的价值。

颈癌筛查，其结果ＣＩＮ Ｉ～Ⅲ及子宫颈癌的发病率
分另０为１４．１８％（５５／３８８），１．０３％（４／３８８），２．３２％（９／
３８８），０．２６％（１／３８８），高于深圳市一般人群宫颈病变
的发病率ｎ４｜，故选择高发人群有利于对筛查方法进
行评价。
近年来虽然宫颈细胞学筛查已使宫颈癌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细胞学筛查仍存在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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