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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 １ ６Ｅ６、ＨＬＡ—ＤＲ９与新疆哈萨克族人群

食管癌交互作用的１：２病例对照研究
廖佩花秦江梅曾同霞李锋蔡金凤何玲
【摘要】

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１６Ｅ６感染、人类白细胞抗原（阳ｊＡ）．ＤＲ９免疫相关

基因对新疆哈萨克族人群食管癌的影响及相互关系。方法采用１：２配比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收集６３例哈萨克族食管癌患者，按同性别、同民族、年龄相差≤５岁且居住同一地区等选取对照
１２６例，运用序列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ＳＳＰ），检测ＨＰＶｌ６Ｅ６的感染率及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
阳性率。交互作用采用分层分析的方法。结果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和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阳性均为
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危险因素，ＯＲ值分别为２．６７（９５％ｃ，：１．３８～５．１７）和３．８３（９５％ｃ，：１．４８，９．９６）。在
食管癌组中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阳性组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率为６９．２％，明显高于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
阴性组的２８．Ｏ％（ｚ２＝７．５７，Ｐ＝Ｏ．００６），ＯＲ＝５．７９（９５％ｃ，：１．５３～２１．８７），对照组中，ＨＬＡ．ＤＲ９等位
基因阳性和阴性组的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率分别２２．２％和１６．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Ｏ．２２，Ｐ＝
０．６４３）。交互作用提示：ＨＰＶｌ６Ｅ６及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存在交互作用，其危险性高于各单独作用
之和。结论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及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凶阳性与哈萨克族人群食管癌发生密切相关，两
者在食管上皮细胞恶性转化的过程中起到协同作用，共同促进食管癌的发生和发展。
【关键词】食管癌；人乳头瘤病毒；人类白细胞抗原；病例对照研究；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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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中ＨＰＶｌ６的感染率要高于
ＨＰＶｌ８ｔ１’２。。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ＨＰＶｌ６、１８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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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族人群食管癌病例的检出率分别为４１．４％和

专项（２００７ＣＢ５１６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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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食管癌的研究发现ｂ］，ＨＰＶｌ６Ｅ６、Ｅ７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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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２－

与食管癌病理组织学分级的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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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ＨＰＶｌ６Ｅ７与哈萨克族食管

ＴＴＧＴＡＴＴＧ一３’；ＨＬＡ—ＤＲ９（１９３ ｂｐ）：５’一ＡＧＡＧＣＴ

鳞癌有关¨１。研究发现，免疫相关基因与ＨＰＶ感染

ＴＣＡ ＣＡＧ ＴＧＣ ＡＧＣ ＧＧ一３ ７。５ ７．ＧＧＡ ＣＧＧ ＡＧＣ

机体后的病毒清除过程有关。人类白细胞抗原

ＧＧＧ ＴＧＣ ＧＧＴＡＴＣ．３’。

（ＨＬＡ）是迄今发现具有最高度多态性的系统，决定
着人类的遗传多态性。研究表明ＨＬＡ．ＤＲＢｌ＂０９０１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建库，用

（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是湖北省汉族食管癌易感基

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以ｆ检验确定ＨＰＶｌ６Ｅ６及
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冈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的分布，

因哺１，而其与ＨＰＶ相关食管癌的相互关系未见报

计算回归系数估计值、标准误（＆）、Ｐ值、ＯＲ值及

道。本研究收集新疆哈萨克族食管癌高发区食管癌

９５％ＣＩ。计算ＨＰＶｌ６Ｅ６及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与食

病例和对照的流行病学资料、静脉血及食管黏膜组

管癌关系的公式¨］：

织，采用ＰＣＲ－ＳＳＰ技术，从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以及
ＨＬＡ—ＤＲ９基因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其与新疆哈萨

ＳＰＳＳ

砌的期望值：Ｅ（砌）＝—｝（ｍ＋ｎ４），
，１２的方差：Ｖａｒ（ｎ２）＝‘｝（ｎ２＋ｒｕ）

克族食管癌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５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在新疆
北部哈萨克族聚集地区的６所医院共收集哈萨克族
新发食管癌病例６３例（均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食管

ｎ。的期望值：Ｅ（ｎ。）＝÷（ｍ＋ｍ），
／７，．的方差：Ｖａｒ（ｎ。）＝÷（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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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癌），对照来源于同一所医院门诊胃镜检查非食管
结

疾病患者和食管癌高发区正常人群，其组织标本均

果

经病理学确诊，排除食管疾病。对照的匹配条件：与

１．一般情况：调查对象中食管癌组６３例（男性

病例同民族、同性别、年龄相差不超过５岁、居住同

３９例，女性２４例），对照组１２６例（男性７８例，女性４８

一地区。病例和对照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例）。病例组平均年龄５６．７５岁±１０．２６岁，对照组

２．研究方法：静脉采血３ ｍ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盐．Ｋ２（ＥＤＴＡ—Ｋ２）抗凝，分装，一８０℃低温保存。食

５４．７３岁±ｌＯ．０２岁，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３０，
Ｐ＝Ｏ．２０）。病例组和对照组性别、年龄分布均衡。

管癌病例取石蜡包埋组织，对照取正常食管黏膜组

２．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与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关系：

织，新鲜组织一８０℃低温保存备用。基因组ＤＮＡ抽

食管癌组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率为３６．５％（２３／６３），对照

提分三组：①血样中ＤＮＡ提取采用上海生物工程基

组感染率为１６．７％（２１／１２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因组小量抽提试剂盒ＩＩ；②新鲜食管黏膜组织ＤＮＡ

义（＃＝９．２６，Ｐ＝Ｏ．００２）。

提取采用酚一氯仿一异戊醇法；③石蜡包埋组织ＤＮＡ

ＨＰＶｌ６Ｅ６阳性以“＋”表示，阴性以“一”表示，

提取采用＂Ｉｒｉｓ一饱和酚法。所有抽提的ＤＮＡ均经琼

１：２配对，每个对子有３人，１个病例，２个对照，三

脂糖凝胶电泳及１３．ｇｌｏｂｉｎ ＰＣＲ法验证。引物及ＰＣＲ
反应试剂均购自大连宝生物公司。ＨＰＶｌ６Ｅ６ ＰＣＲ反

者暴露情况可能有６种组合：＋＋＋、＋＋一

应总体积２５ ｐｌ，基因组ＤＮＡ ２¨ｌ，引物（２０ ｐｍｏｌ／ｐＪ）

２配对资料的）ｃ２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ｒ＝８．４５，

各０．８¨ｌ，ｄＮＴＰ

Ｐ＜Ｏ．０５），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增加哈萨克族患食管癌的

ＰＣＲ

２．０

ｇｌ、Ｔａｑ酶（５ Ｕ／ｇＩ）０．２

ｇｌ，１０×

ｂｕｆｉｅｒ（含Ｍｆ＋）２．５ １．ｔｌ。ＰＣＲ扩增条件为：９４℃

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０Ｃ

４５ ｓ、５８℃４５ ｓ、７２０Ｃ ４５

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１０

Ｓ，共３５

ｍｉｎ。ＨＬＡ．ＤＲ９ ＰＣＲ反

（或＋一＋）、＋一一、一＋＋、一＋一（或一一＋）、…，经１：
风险，ＯＲ＝２．６７（９５％口：１．３８～５．１７），见表ｌ。
表１

ＨＰＶｌ６Ｅ６与新疆哈萨克族人群食管癌的关系

应总体积２５ ｐｌ，基凶组ＤＮＡ２“１，引物（２０ ｐｍｏｌ／ｌａｌ）
各０．８ ｌｘｌ，ｄＮＴＰ ２．０¨ｌ、Ｔａｑ酶（５ Ｕ／Ｉｔｌ）０．２ ｇｌ，１０×
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含Ｍｆ＋）２．５ ｐ．１。ＰＣＲ扩增条件为：９４℃

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６２０ｃ

４５ ｓ、７２０Ｃ ４５

ｓ，共３５

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扩增所使用的
引物序列：ＨＰＶｌ６Ｅ６（２６８ ｂｐ）：５’一ＧＡＣ

ＣＣＡ ＧＡＡ

３．ＨＬＡ．ＤＲ９基因阳性与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关
系：食管癌组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阳性率为２０．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Ｙ］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１３／６３），对照组阳性率为７．１％（９／１２６）。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ｆ＝７．４３，Ｐ＝Ｏ．００６）。
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阳性以“＋”表示，阴性以
“一”表示，食管癌病例组和对照组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
因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７．６１，Ｐ＜０．０５），
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阳性与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发生
有关，ＯＲ＝３．８３（９５％ＣＩ：１．４８—９．９６）。见表２。
表２

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与新疆哈萨克族人群
食管癌的关系

表４

６Ｅ６、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与食管癌。

ＨＰＶｌ

相关性的交互作用分析
ＨＰＶｌ６Ｅ６

ＨＬＡ－ＤＲ９病馓对照例数ｆ值Ｐ值０Ｒ值（９５％ｃＪ３
３６

９８

１４

１９

＋４

７

－Ｉ－

２

一

一

＋

一

一

＋

９

一

一

１．００

３．０６ ０．０８

２．ｏｏ（ｏ．９１～４．４２）

０．４６ ０．５０

１．５６（０．４３～５．５６）

１４．３４

Ｏ．００

１２．２５（２．５３～５９．４２）

当ＨＰＶ的ＤＮＡ整合到宿主细胞核内基因组中，激
活调节病毒生长的Ｅ６和Ｅ７基因片段，使其无限转
录，从而导致癌变的发生ｎ】。许春雷等¨１采用免疫
组化法对食管癌的研究表明，ＨＰＶｌ６Ｅ６、Ｅ７蛋白在
食管癌组织中的表达要高于正常食管黏膜组织
（Ｐ＜０．０５），推测二者可能是食管癌发生、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邹塞英等陋１采用ＰＣＲ及免疫组化技术

４．ＨＰＶｌ６Ｅ６与ＨＬＡ—ＤＲ９的关系：由表３可知，

对１０４例食管鳞癌进行ＨＰＶＥ６蛋白的检测，发现

食管癌病例组中，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率在ＨＬＡ．ＤＲ９等

ＨＰＶｌ６Ｅ６在食管鳞癌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的作

位基因阳性组和阴性组分别为６９．２％和２８．０％，两组

用。本研究通过ＰＣＲ．ＳＳＰ技术检测食管癌病例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７．５７，Ｐ＝０．００６），ＯＲ＝５．７９

对照组中ＨＰＶｌ６Ｅ６的感染率，结果发现６３例食管

（９５％ＣＩ：１．５３～２１．８７）；对照组中，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率

癌中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者有２３例（３６．５％），高于对照组

在两组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的感染率１６．７％（Ｐ＝０．００２），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的个体

表３

ＨＰＶｌ６Ｅ６与ＨＬＡ．ＤＲ９的关系

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ＨＰＶｌ６Ｅ６阴性个体的２．６７倍
（９５％Ｃ，：１．３８—５．１７）。

ＨＬＡ分为Ｉ、Ⅱ和Ⅲ类基因区，其中ＨＬＡ一Ⅱ类
基冈区主要包括ＤＲ、ＤＱ和ＤＰ三个亚区。由ＨＬＡ一
Ⅱ类基冈编码的分子所表达的抗原称为ＨＬＡ．ＩＩ类
抗原。Ⅱ类抗原表达于成熟Ｂ细胞、抗原递呈细胞
（ＡＰＣ）及活化细胞表面，将加工过的、来源于内源性
或外源性肽类抗原呈递至ｃＤ４＋Ｔ辅助细胞，参与机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体对抗原的免疫应答反应。ＨＬＡ．ＤＲ９是ＨＬＡ．ＤＲ

５．ＨＰＶｌ６Ｅ６与ＨＬＡ—ＤＲ９的交互作用分析：以

区的一个等位基因，研究表明哺Ｊ１，其与多种免疫性

ＨＰＶｌ６Ｅ６阴性、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阴性为对照，

相关疾病有关，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有

ＨＰＶｌ６Ｅ６阳性、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冈阴性的个体发

关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与食管癌的相关性，国内外仅

生食管癌的风险为２．００（０．９１～４．４２），ＨＰＶｌ６Ｅ６阴

有林军等№１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采用ＰＣＲ－ＳＳＰ技术

性、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阳性的个体发生食管癌的风

通过对食管癌病例及对照组ＨＬＡ．ＤＲ９的检测，结果

险为１．５６（０．４３～５．５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

显示食管癌组ＨＬＡ．ＤＲ９阳性率为２０．６％（１３／６３），高

学意义；ＨＰＶｌ６Ｅ６、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两者均为阳

于对照组阳性率７．１％（９／１２６）（Ｐ＝０．００６），ＯＲ＝３．８３

性的个体发生食管癌的风险为１２．２５（２．５３～５９．４２），

（９５％ｃ，：１．４８～９．９６），此结果与林军等№１的研究结果

其危险性远高于两者单独作用之和，两因素具有协

一致。
有关ＨＬＡ与ＨＰＶ相关肿瘤的研究近年来报道

同作用（表４）。

多见，但大多数集中于对宫颈疾病的研究。Ｂｏｎｔｋｅｓ
讨

论

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学已证实ＨＰＶｌ６在宫颈

等【１州在对宫颈癌前病变的研究中发现ＨＬＡ ＤＲＢＩ＊０７
可增加个体感染ＨＰＶ的危险性。Ｄｅ Ａｒａｕｊｏ

Ｓｏｕｚａ

癌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与食管癌的关系不明

和Ｖｉｌｌａ【ｌ¨的研究也提示：ＨＬＡ．Ⅱ类等位基因多态性

确。高危型ＨＰＶ Ｅ６和Ｅ７基因主要涉及细胞转化，

影响ＨＰＶ感染后的清除与持续状态。在食管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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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４·

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河南省安阳地区食管癌高
发区的研究显示，ＨＰＶ阳性组ＨＬＡ．ＤＱＢｌ＊０４等位
基因频率高于ＨＰｖ阴性组，提示ＨＬＡ—ＤＱＢｌ＊０４
是ＨＰＶ感染的高危因素¨引。Ｃａｏ等ｎ副研究显示
ＨＬＡ一１Ｉ类基因区的ＬＭＰ７／ＴＡＰ２基因多态性与安阳
地区ＨＰＶ相关食管癌有关，并推测宿主的某些免疫
相关基因将影响宿主对ＨＰＶ病毒的清除，而导致细
胞恶性转化。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食管癌组中，
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率在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阳性组为
６９．２％，高于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阴性组２８．０％（Ｐ＝
０．００６）；在对照组中，ＨＰＶｌ６Ｅ６感染率在ＨＬＡ—ＤＲ９
等位基因阳性和阴性两组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６４３），结合ＨＰＶｌ６Ｅ６与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
交互作用分析，ＨＰＶｌ６Ｅ６、ＨＬＡ．ＤＲ９等位基因两者
均为阳性的个体发生食管癌的的危险性为两因素
均为阴性者的１２．２５倍（９５％ＣＩ：２．５３～５９．４２），其共
同作用远大于两因素单独作用之和［单独ＨＬＡ．ＤＲ９
等位基因阳性的个体发生食管癌的风险为１．５６
（９５％ｃ，：０．４３～５．５６），单独ＨＰＶｌ６Ｅ６阳性的个体发
生食管癌的风险为２．００（９５％ＣＩ：０．９１—４．４２）］，推测
ＨＬＡ－ＤＲ９的存在，使外源性抗原ＨＰＶｌ６Ｅ６在抗原
递增的过程中所形成的ＨＬＡ．抗原肽复合物无法被
Ｔ细胞识别，从而使ＨＰＶｌ６Ｅ６抗原逃脱机体的免疫
监视，并持续存在于宿主上皮细胞，随上皮细胞而
分化和复制，参与对机体的致癌过程。但ＨＰＶ与
遗传易感的共同致癌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为
食管癌的防治提供确切的生物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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