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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代谢酶类基因多态性及环境暴露
在结直肠癌发生中交互作用的
单纯病例研究
赵浩李婷婷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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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环境因素与乙醇脱氢酶ｌＢ（ＡＤＨｌＢ）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乙醛脱氢酶２（ＡＬＤＨ２）

ｒｓ６７１、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２Ｅ１（ＣＹＰ２Ｅ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交互及基因一基因之间交互在结直肠癌发生中的作

用，分析该３个基因位点对结直肠癌发展的影响。方法采用单纯病例研究调查４７２例结直肠癌
患者环境暴露情况和病理分期，用Ｓｅｑｕｅｎｏｍ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系统检测ＡＤＨｌＢ（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ＡＬＤＨ２
（ｒｓ６７１）、ＣＹＰ２Ｅ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的基因型，应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ＡＤＨｌＢ、ＡＬＤＨ２、ＣＹＰ２Ｅ１基

因多态性与环境因素及基因一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采用？ｃ２检验及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评估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与结直肠癌转移风险的关系。结果

体重指数（ＢＭＩ）与ＡＤＨｌＢ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在结直肠癌发生中存在相乘交互作用（ＯＲ＝１．７２０，９５％Ｃ１：１．０３８。２．８４８，０‰＝１．７８５，
９５％ＣＩ：１．０６１～３．００２）；曾经或现在吸烟与ＡＤＨｌＢ（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的基因多态性在结直肠癌发生中存
在交互作用，经调整性别、年龄和饮酒后，该交互作用消失（ＯＲ＝Ｏ．５９７，９５％ＣＩ：０．３８７～０．９２１，
ＯＲ．ｏ＝Ｏ．９２２，９５％ＣＩ：０．５０９—１．６６９）；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与结直肠癌的转移风险无关。
结论超重（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且携带ＡＤＨｌＢ

Ｇ易感等位基因可能增加结直肠癌发生的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危险性，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与结直肠癌的转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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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流行病

支且持续一年或以上，可分为不吸及曾经或现在吸

学和基础研究均证实其发生、发展是多阶段、多步

烟；饮酒定义为每天至少饮酒一次且持续３个月以

骤、多因素参与，并为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及基因一

上，可分为不饮酒及曾经或现在饮酒；肿瘤家族史定

基因交互作用的结果。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饮酒、

义为一级或二级亲属中有肿瘤史者；ＢＭＩ≥２５

吸烟、肥胖、肿瘤家族史等是结直肠癌的高危环境

定义为超重，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定义为非超重ｎ

ｋｇ／ｍ２

０｜。

３．研究方法：所有人组患者在未经放、化疗前，

因素ｎ－２｜。酒精摄入是导致结直肠癌发生的一个重
要危险因子ｂ１，但动物实验模型证实酒精本身并不

用ＥＴＤＡ抗凝管采集其外周静脉血２ ｍｌ，按５００

致癌ｎ ３，而是通过酒精的氧化产物乙醛导致癌症的

分装，冻存于一８０℃冰箱备用。采用血液基因组纯

发生发展Ｂ１。在人体中酒精主要通过乙醇代谢酶通

化试剂盒（ＤＰ３１９—０２，北京天根生化有限公司）提取

路、微粒体的乙醇氧化系统代谢，少量乙醇由过氧化
氢酶进行代谢，这些通路能将乙醇氧化为乙醛，继而

基因组ＤＮＡ。利用Ｓｅｑｕｅｎｏｍｅ 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平台对
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进行分型。

代谢为对机体无害的乙酸哺１。人体乙醇代谢通路的
主要酶类包括乙醇脱氢酶１Ｂ（ＡＤＨｌＢ）、乙醛脱氢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双录人实
时校验，ＳＡＳ ９．２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单纯

酶２（ＡＬＤＨ２）、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２Ｅ１（ＣＹＰ２Ｅ１）阳］，编
码这些酶的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通过调节基

病例研究方法，应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与吸烟、肿瘤家族史、

因表达，而潜在影响结直肠癌的易感性№＇引。本研究

ＢＭＩ在结直肠癌发生中的交互作用及ｒｓ６７１、

应用单纯病例研究分析乙醇代谢通路主要酶类的相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三者之间交互作用。以年龄、

关编码基因与环境因素交互、基因一基因交互在结直

性别和饮酒状况为潜在混杂因素进行校正计算调整

肠癌发生中的作用，同时分析遗传因素在结直肠癌

ＯＲ值及其９５％Ｃ／。应用）Ｃ２检验分析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与结直肠癌转移的相关性，对于理

发展中的作用。
对象与方法

Ｂ１

论频数＜５时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采用非条件

１．研究对象：来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候选ＳＮＰ在结直肠癌转移中的作
用，并较正性别、年龄、吸烟、饮酒及肿瘤家族史情

武汉市某医院确诊的４７２例新发结直肠癌患者，均

况，分别计算纯合子、杂合子、显性模型及隐性模型

为无血缘关系的汉族人群。纳入标准为病理组织学

的调整ＯＲ值及９５％ＣＩ。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

确诊的散发性原发结直肠癌患者，无肿瘤既往史，且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血样采集前均未接受放、化疗；排除标准为同时罹

结

患２种或以上恶性肿瘤及继发性结直肠癌患者。本

果

研究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伦理

１．基本情况：本研究共入组４７２人，其中男性２６０

委员会批准，资料收集和血液样本的采集均经知情

人，女性２１２人，平均年龄（５８．１±１１．５）岁；不吸烟者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占５７．７３％，曾经或现在吸烟者占４２．２７％；不饮酒者占

２．资料收集：采用自制流行病学调查表收集人

６９．５０％，曾经或现在饮酒者为３０．５０％；有肿瘤家族

组患者相关信息。问卷调查均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

史者为２７．０３％，无肿瘤家族史者为７２．９７％；Ｂ／ＶＩＩ≥

在现场完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既往史、

２５

吸烟和饮酒状况、家族肿瘤史。摘录病历信息收集

分期为Ａ＋Ｂ期患者占４４．５８％，Ｃ＋Ｄ期占５５．４２％

其病理分期等临床资料。吸烟定义为每日至少吸一

（表１）。

ｋｇ／ｍ：占２６．７９％，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为７３．２１％。Ｄｕｋ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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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ＯＲ＝１．７２０，９５％Ｃ／：１．０３８—２．８４８，Ｐ＝

表１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变量

变量

例数（构成比，％）

性别

０．０３５２），校正年龄、性别及饮酒状况后，Ｏ‰＝

例数（构成比，％）

ｒｓ６７１

１．７８５，９５％ＣＩ：１．０６１。３．００２，Ｐ＝０．０２９０。未发现其

男

２６０（５５．０８１

ＧＧ

２９６（６２．９８）

女

２１２（４４．９２）

ＧＡ

１

年龄６±ｓ，岁）

５８．１±１１．５

吸烟

他基因多态性与ＢＭＩ存在交互作用（表２）。

５９（３３．８３、

ＡＡ

３．吸烟与基因多态性交互作用：曾经或现在吸

１５（３．１９）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烟的结直肠癌患者携带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ＧＡ＋ＧＧ基因型

不吸

１９８（５７．７３）

ＡＡ

２２６（４８．０９）

曾经或现在吸

１４５（４２．２７）

ＧＡ

２０２（４２．９８）

ＧＧ

４２（８．９４）

饮酒
不饮

２３７（６９．５０１

曾经或现在饮

１０４（３０．５０）

肿瘤家族史
有

９３（２７．０３）

无

２５１（７２．９７）

ＢＭＩ（ｋｇ／ｍ２）

低于不吸烟结直肠癌患者（４３．７５％郴．５６．５７％，Ｐ＜
Ｏ．０５），曾经或现在吸烟与ＡＤＨｌＢ基因突变在结直
肠癌发生存在交互作用（ＯＲ＝０．５９７，９５％Ｃ／：０．３８７～

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
ＴＴ

３ １５（６７．６０）

ＴＣ

１４０（３０．０４）

ＣＣ

１Ｉ（２．３６）

０．９２１，Ｐ＝０．０１９６），但校正年龄、性别及饮酒状况后，

交互作用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Ｄ％＝０．９２２，９５％Ｃ／：

Ｄｕｋｅｓ分期

０．５０９～１．６６９，Ｐ＝０．７８８２）。未发现其他基因多态性

Ａ

２０（６．０３）

＜２５

２３５（７３．２１１

Ｂ

１２８（３８．５５）

≥２５

８６（２６．７９１

Ｃ

１

Ｄ

·１０１５·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与吸烟存在交互作用（表２）。
４．肿瘤家族史与基因多态性交互作用：粗ＯＲ值

６６（５０．００１

及校正年龄、性别、是否饮酒后计算ＯＲ值均未发现

１８（５．４２）

２．ＢＭＩ与基因多态性交互作用：ＢＭＩ／＞２５

各个基因与肿瘤家族史存在交互作用（表２）。

ｋｇ／ｍ２

５．基因一基因多态性交互作用：粗ＯＲ值及校正

者携带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ＧＡ＋ＧＧ基因型的频率高于

年龄、性别后计算ＯＲ值均未发现各个基因间存在交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者（６１．６３％傩．４８．２９％，Ｐ＜Ｏ．０５），
ＢＭＩ与ＡＤＨｌＢ基因突变在结直肠癌发生中存在交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从参照，ｎ＝２２６）

互作用（Ｐ值均＞０．０５）。见表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３

１．７２０（１．０３８～２．８４８）０．０３５２

１．７８５（１．０６１～３．００２）０．０２９０

２６

０．７５８（０．４４５～１．２９２）０．３０８６

０．７９７（０．４６１～１．３７８）０．６６０２

２６

０．８８１（０．５１５—１．５０７）

Ｏ．６４４４

０．８４０（０．４８７～１．４４８）０．５２９８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参照。ｎ＝２３５）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ＧＡ／ＧＧ

ｒｓ６７Ｉ（ＧＧ参照，ｎ＝２９６）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参照，ｎ＝２３５）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ＧＡ／ＡＡ

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ＴＴ参照，，ｌ＝３１５）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参照，ｎ＝２３５）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ＴＣ／ＣＣ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ＡＡ参照，ｎ＝２２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７（０．３８７～０．９２１）０．０１９６

０．９２２（０．５０９～１．６６９）０．７８８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７（０．４８ｌ～１．１９２）０．３８９２

１．１３５（０．６０２～２．１３７）０．６９５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０．４１７—１．０６６）０．０９０６

０．７９３（０．４２１～１．４９３）０．４７１８

１．０００

１．ｏｏＯ

０．９０３（０．５６１～１．４５５）０．６７５９

１．１６７（０．７１３～１．９０９）０．５４００

１．Ｏｏｏ

１．０００

０．７８９（０．４８３～１．２９０）０．３４４９

０．８５５（０．５１３～１．４２５）０．５４６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吸烟（不吸烟参照，ｎ＝１９８）
６３

曾经或现在吸烟＋Ｇ～ＧＧ
ｒｓ６７１（ＧＧ参照，，ｌ＝２９６）
吸烟（不吸烟参照，ｎ＝１９８）

４６

曾经或现在吸烟＋Ｇ～ＡＡ

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耵参照，ｎ＝３１５）
吸烟（不吸烟参照，ｎ＝１９８）
３９

曾经或现在吸烟＋ＴＣ／ＣＣ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ＡＡ参照，，ｌ＝２２６）
肿瘤家族史（无肿瘤家族史参照，ｎ＝２５１）

１３０

有肿瘤家族史＋Ｇ～ＧＧ
ｒｓ６７１（ＧＧ参照，ｎ＝２９６）
肿瘤家族史（无肿瘤家族史参照，ｎ－－２５１）

８５

有肿瘤家族史＋Ｇ刖ＡＡ
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ｆＴＴ参照，，ｌ＝３１５）
肿瘤家族史（无肿瘤家族史参照，ｎ＝２５１）

—丽忑磊霸丽磊西蕤历西氲丽瓦可匠西丽幂丽丽丽纛——一一。
有肿瘤家族史＋Ｔｃ／Ｃｃ

一一

：！

！：！！！！！：！！！二！：！：１２

注：。暴露于风险环境因素与易感基因的病例；６校正性别、年龄、饮酒混杂因素

１：！！！！

！：！！！塑：！！！二！：！！型

！：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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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项

目

互作用的研究设计ｎ１’１２ ３，但是应

ＡＬＤＨ２、ＡＤＨｌＢ、ＣＹＰ２Ｅ１基因多态性之间交互作用
病例数。

０Ｒ值（９５％Ｃ／）Ｐ值

０兄４值（９５％Ｃ／）６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Ｐ值

用单纯病例研究的前提是基因
型与环境暴露、基因型与基因型
之间是相互独立事件ｎ ３’１４１，因主
要乙醇代谢酶类基因与饮酒不
是相互独立事件，故在本研究中
未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而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４ｑ２３）、ｒｓ６７１（１２ｑ２４）、

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１０ｑ２６）位于不同的染
色体上，不存在连锁不平衡，三

注：４同时暴露２种易感基因的病例；６校正性别、年龄

６．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转移风险的关联分

者之间相互独立。日本的一项全基因组关联性研究

析：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在结直肠癌未转移

（ＧＷＡＳ）证实ＡＤＨｌＢ（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和ＡＬＤＨ２

组和转移组中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４）。

（ｒｓ６７１）基因多态性增加患食管癌的易感性ｎ ５｜，在我

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以年龄、性别、吸烟、饮酒和
肿瘤家族史为协变量进行调整后计算各个基因多态

国江苏省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ＡＤＨｌＢ

等位基因的携带者患食管癌的风险增大，ＡＬＤＨ２

性的ＯＲ值及９５％ＣＩ，未发现３个位点与结直肠癌转

（ｒｓ６７１）与饮酒在食管癌的发生中存在交互作用［１

移风险明显相关（表５）。

Ｙａｎｇ等ｎ１研究证实ｒｓ６７１与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基因多态性与

表４主要乙醇代谢酶类候选ＳＮＰ在结直肠癌转移
与未转移组中的分布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Ｇ

６Ｉ，

结直肠癌的易感性相关，ｗｕ等ｎ７１运用叉生分析发现
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与饮酒在结直肠癌的发生中存在交
互作用。本研究运用单纯病例研究分析了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与ＢＭＩ、吸烟、肿瘤家族
史之间的交互作用及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ｒｓ６７１、ｒｓｌ３２９１４９基
因一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发现ＡＤＨｌＢ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与ＢＭＩ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可能增加结直
肠癌的发病风险。
乙醇代谢中间产物乙醛是目前已知的致癌物之
一，它可通过与蛋白质和ＤＮＡ等结合形成加合物，
使相应的蛋白质生物功能受损，干扰ＤＮＡ的合成与
修复、突变、姐妹染色体异常交换与严重的染色体损
伤等哺１。另外，ＣＹＰ２Ｅ１代谢乙醇的同时，除了产生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６采用Ｆｉｓｈｅｒ

乙醛外还能产生ＲＯＳ（活性氧族），ＲＯＳ能使脂质
过氧化，产生一系列的加合物，从而造成ＤＮＡ的突

精确概率法

变［１ ８Ｉ，增加患结直肠癌的风险。ＡＬＤＨ酶尤其是

讨

论

传统的病例对照研究和有限的样本含量不能够
提供足够的统计效力，近年来单纯病例研究被证实
为具有足够统计效力及需要较少样本含量就能够有
效估计基因一环境与基因一基因在疾病发生中的交

ＡＬＤＨ２活性的大小，对机体清除乙醛具有重要的意
义，如果ＡＬＤＨ２活性降低导致乙醛累积，患结直肠
癌的风险就会增大ｎ

９｜。

ＡＤＨｌＢ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Ａ等位基因是亚洲人群中主

要等位基因，编码ＡＤＨｌＢ快速代谢型，ＡＤＨｌＢ

表５主要乙醇代谢酶类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转移风险关联性分析

注：。校正性别、年龄、吸烟、饮酒、肿瘤家族史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３４卷第１０Ｊ彗］Ｃｈｉｎ
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Ｇ编码慢代谢型，相对于ＡＤＨｌＢ慢代谢

ｌ ８Ｊ

ｃａｎｃｅｒ

１９ｊ

可能增加结直肠癌的易感性，但是关于其中机制仍

Ｈｕｒｆ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ｓ

１

１４

Ｊ

Ｑ，Ｋｈｏｕｒｙ ＭＪ，Ｓｕｎ

Ｙａｎｇ

１

１５

Ｊ

Ｃｕｉ

ａｎｄ

ＡＬＤＨ２

Ｂｏｆｒｅｔｔａ Ｐ，Ｈａｓｈｉｂｅ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

１

１７ Ｊ

ｗｕ ＹＺ，Ｙａｎｇ Ｈ，Ｚｈａｎｇ

Ｂａａ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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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交互作用还是首次报告，其机制可能为ＡＤＨｌＢ慢

为乙醛，结肠的需氧细菌及组织的ＡＬＤＨ代谢乙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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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ｎ等［２门和Ｍａｔｓｕｏ等陋２１均发现乙醇脱氢酶慢代谢型

慢代谢型基因的相对于快代谢基因较晚出现“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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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快代谢型具有更高的乙醇代谢活性乜…。日本的

未阐明。ｒｓｌ２２９９８４与ＢＭＩ在结直肠癌发生中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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