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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患者粪便 p53基因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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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研究大肠癌患者 p53 基因突变及蛋白表达之间关系, 并探讨从粪便中检测 p53 基因突变在大肠癌早期诊断中的

临床意义。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 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 PCR-SSCP)法, 检测大肠癌患者癌组织和粪便标本中 p53 基因第

5 ～ 8 外显子突变情况;同时运用免疫组化法分析癌组织中 p53 表达情况。结果:34 例大肠癌患者癌组织标本中, p53 基因第

5 ～ 8外显子突变及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52.9%和 55.9%, 正常黏膜未见 p53表达( P<0.01) 。 p53 表达与基因突变呈正相

关关系( P<0.05) 。 p53 表达阳性率与肿瘤组织大小有关, 肿瘤≤5 cm 者阳性率高于>5 cm 者( P <0.05) , 但与其它临床病

理因素无关。 12 例癌组织中有 p53 基因突变的患者其粪便中基因突变阳性率为 41.7%, 正常人未检测出突变。结论:p53 基

因突变是参与和影响 p53 表达和生物学功能的主要因素;大肠癌患者粪便中可检测出 p53 基因突变, 粪便中 p53 基因检测可

成为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用于大肠癌的诊断及高危人群的筛检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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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p53 gene in stool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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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 tw een p53 gene mutation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and their roles i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s in colo rectal cancer.Methods:Using po lymerase chain reaction-single strand conformation

polymorphism ( PCR-SSCP) , the mutations in exon 5 8 of p53 gene were examined in the tumo r tissues and stool of 34 patients and

10 healthy controls.At the same time,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 S-Pmethods) , p53 pro tein expression were examined in the

tumor tissues and normal mucosa.Results:The mutation of exon 5 8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p53 gene in the tissues were found in

18 of 34( 52.9%) cases and 19 of 34( 55.9%) cases, respectively , no mutation and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positive in normal mucosa

( P<0.01).Of 12 patients who were positive for p53 gene mutation in tumor tissue, 5( 41.7%) had evidence o f alterations in the p53

gene within the stool.The positive rates of p53 protein expression w as co rrelates with the mutation of exon 5 8.The expression of

p53 protein w as correlated with tumor size ( P <0.05) , but no t correlates to other cliniopathological factors.Conclusions:Our data

indica te that gene mutation of p53 is one o f the main factors which par ticipate and affect the protein expression.p53 gene mutation can

be detected w ithin the stools.Detection o f p53 gene in stool may provide new w ay s fo 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census of high risk

popul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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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3基因突变是大肠癌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常

发事件,且这种改变常发生在良性肿瘤向恶性肿瘤

过渡时期[ 1] ,因而 p53基因检测对大肠癌的早期诊

断及筛检有重要意义 。我们用聚合酶链-单链构象

多态性分析( PCR-SSCP)及免疫组化( IHC)法分别

检测大肠癌患者粪便及组织中 p53基因突变及蛋白

表达, 探讨 p53基因作为一种非侵袭性肿瘤标志物

在大肠癌发生中的作用和意义, 为大肠癌的早期诊

断提供分子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随机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胃肠外科 1998年 9月 ～ 1999 年 5月的大肠癌

标本 34例,其中结肠癌 12例,直肠癌 22例 。组织

分化程度:高分化腺癌 19例,中分化腺癌 9例, 低分

化腺癌 6例 。收集患者术前 1周粪便置于-20℃冷

冻待测,同时收集 10名健康人群粪便作正常对照。

所有患者外科手术后立即取肿瘤组织, 部分投入液

氮冷冻作 PCR分析,部分经常规甲醛溶液固定, 石

蜡包埋, 4μm 连续切片供苏木精 伊红( HE)染色及

免疫组化染色,同时收集 10 例距肿块边缘 5 cm 以

上的切缘作对照。所有患者术前未接受过任何放疗

或化疗,术后均经常规组织病理检查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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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剂及实验方法　鼠抗人 p53 单克隆抗体

( DO-7)及 S-P 免疫组化试剂盒均购自福州迈新生

物技术开发公司 。PCR-SSCP 试剂盒购自北京中山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免疫组化法按试剂盒操作说明

书进行,每次均设阳性及阴性对照 。组织及粪便中

DNA的提取参照文献方法进行
[ 2, 3]

, p53基因引物

参照文献设计, p53 基因扩增的反应条件为:94℃

5 min, 94℃ 45 s, 56℃ 45 s, 72℃ 45 s( 35 循环) ,

72℃5 min 。扩增产物经 2%琼脂糖凝胶电泳 ( 80

V, 20 min)出现一条清晰条带者可用作 SSCP 分析,

否则重新扩增。SSCP 分析为:取 PCR 扩增产物

5μl加入等体积缓冲液 95 ～ 100℃变性 5 ～ 10 min,

立即水浴, 迅速上样于 12%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

( 29∶1) , 4℃冰箱电泳( 40 V, 12 ～ 15 h)后按常规步

骤银染。

1.3　结果判断　( 1)免疫组化检测癌组织中 p53表

达:采用半定量积分法判断结果, p53 定位于细胞

核,阳性为细胞核呈黄至棕黄色颗粒 。 ( 2) PCR-

SSCP 检测组织及粪便中p53基因突变:观察银染后

的PAG 凝胶,与正常组织DNA扩增产物相比较, 若

被测定的样本中出现条带增加,减少或泳动移位, 则

说明该样本有 p53基因突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四格表配对 χ2 检验 、四格

表确切概率法 、秩和检验和等级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大肠癌患者癌组织中 p53表达及基因突变　

10例正常大肠黏膜未见 p53表达, 34例大肠癌组织

中p53 阳性为 19例 ( 55.9%) (见图 1) 。p53 基因

exon 5 ～ 8 突变率为 52.9%( 18/34) , 其中 exon5 、

exon7各 4例, exon6 3例, exon8 7例, 无突变热点 。

与正常黏膜相比,两者差异具有显著性( χ2=7.69,

P <0.01) 。p53表达阳性率与肿瘤组织大小有关,

肿瘤≤5 cm 者阳性率高于>5 cm 者( P <0.05) , 但

与其它临床病理因素无关;p53基因突变与肿瘤组

织分化程度 、Duke' s 分期 、淋巴结转移以及其它临

床病理因素无关( P>0.05) (见表 1) 。

2.2　p53表达与基因突变之间的关系　PCR-SSCP

与免疫组化的符合率为 67.6%,两法差异无显著性

( P >0.05) 。p53 表达与基因突变呈正相关关系

( rs =0.349, P <0.05) (见表 2) 。

2.3　粪便中 p53基因突变　18 例癌组织中有 p53

基因突变的患者,对其粪便进行分析,其中 6例样本

提取 DNA 扩增失败, 其余 12 例中, 检出 5 例

( 41.7%) ex on5 ～ 8 外显子突变, exon5及 exon6 各

2例, exon8 3例(见图 2) ,未检出 exon7突变。

表 1　大肠癌 p53 表达及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因素关系

临床参数 n
免疫组化

+　　-

阳性率

( %)
Hc P

SSCP

+　　-

阳性率

( %)
Hc P

性别

　男

　女

22

12

12

7

10

5

54.5

58.3
— 1.00

11

7

11

5

50.0

58.3
— 0.729

年龄

　<60

　≥60

24

10

16

3

8

7

66.7

30.0
— 0.068

15

3

9

7

62.5

30.0
— 0.134

肿瘤大小

　≤5 cm

　>5cm

23

11

16

3

7

8

69.6

27.3
— 0.030

14

4

9

7

60.9

36.4
— 0.274

组织分化

　高分化 19 10 9 52.6 12 7 63.2

　中分化 9 7 2 7/ 9 2.98 >0.05 4 5 4/ 9 1.92 >0.05

　低分化 6 2 4 2/ 6 2 4 2/ 6

淋巴结转移

　有

　无

13

21

8

11

5

10

61.5

52.4
— 0.728

6

12

7

9

46.2

57.1
— 0.725

Duke' s分期

　A 10 6 4 60.0 6 4 60.0

　B 11 5 6 45.5 6 5 54.5

　C 5 4 1 4/ 5 1.79 >0.05 2 3 2/ 5 0.56 >0.05

　D 8 4 4 4/ 8 4 4 4/ 8

表 2　p53表达与基因突变的关系

SSCP n
IHC

+　 　-

符合率

( %)
χ2 P

+ 18 13 5 72.2

- 16 6 10 62.5 0.00 >0.05

合计 34 19 15 67.6

3　讨论

　　p53基因是大肠癌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常

见突变基因 。p53基因突变可改变 p53 结构, 使其

半衰期延长,稳定性增加, 在细胞内聚积, 利用免疫

组化法可以检测到 。Soussi等[ 4]认为免疫组化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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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p53表达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可基本反映 p53

基因突变情况。由于患者粪便取材容易, 可重复性

操作,患者无痛苦而易于接受,可替代组织中基因突

变的检测, 成为大肠癌诊断及高危人群普查的新方

法。但关于大肠癌患者粪便中 p53基因检测及其在

大肠肿瘤诊断中的作用,国内外均报道甚少。我们

利用 PCR-SSCP 法检测大肠癌组织中 p53 基因突

变,阳性率为 52.9%( 18/34) , 与免疫组化相比, 两

者符合率为 67.6%,说明 p53 基因突变是参与和影

响 p53表达的主要因素。但两者不是完全对应关

系,原因可能为:( 1)应用 p53单克隆抗体 DO-7 可

识别 p53 35 ～ 45位氨基酸序列[ 5] , 只能检测错义突

变所表达的蛋白;( 2) DNA 损伤等刺激可增加野生

型p53活化,表达增加;( 3)肿瘤细胞具有较强的异

质性;( 4)正常 p53与其它基因产物形成稳定复合

物, 引起 p53 聚积 。因此 p53 表达不能完全说明

p53基因突变情况, 尚需进一步测序证实 。本实验

研究发现 p53表达及基因突变与肿瘤组织分化 、淋

巴结转移 、Duke' s分期及其它临床病理因素无关( P

>0.05) , 提示 p53表达及基因突变可能是一个独立

的预后因素;而 p53表达阳性率与肿瘤组织大小有

关, 肿瘤 ≤5 cm 者阳性率高于 >5 cm 者 ( P <

0.05) ;Vogelstein 等[ 6]综合以往的报道, 认为大肠

肿瘤中 p53突变主要发生在晚期腺瘤向癌转化的最

后阶段,提示 p53突变可能是腺瘤向癌转化的最关

键因素。p53的作用呈阶段性,主要在恶变的初期,

因此大肠癌形成后其突变情况与恶性程度及生物学

行为无明显相关性。

粪便是反映消化道病变的一个窗口 。粪便成分

复杂,除了细菌 、食物残渣和代谢废物外, 还有不少

脱落的肠上皮细胞,粪便中收集到的脱落细胞均为

大肠脱落细胞[ 7, 8] ,整个大肠黏膜约 3 ～ 4天即可重

新更换一次, 而生长旺盛的肿瘤细胞则更新更

快[ 9] 。由于粪便物质, 脱落细胞学分析难以发现癌

变细胞,而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粪便样本中脱

落癌细胞的相关基因突变, 则不受粪便中其他物质

的影响,可为大肠癌的筛选和早期诊断提供一种敏

感而有效的方法 。对 18 例癌组织中存在 p53基因

突变的患者进行粪便分析, 其中 6 例样本 DNA 提

取失败,其余 12例中 p53基因突变阳性率为41.6%

( 5/12) 。虽然分析例数较少,但说明突变的基因可

以从粪便脱落细胞中检测出来。p53基因检测对大

肠肿瘤早期诊断 、高危人群筛检普查具有重要临床

意义。而粪便中 p53基因检出率较低可能与以下原

因有关:( 1)粪便成分复杂,含杂质较多,为 DNA提

取带来困难;( 2)粪便标本不够新鲜, DNA多数被降

解;( 3)用作分析的粪便样本含脱落细胞较少,或癌

细胞与正常细胞比值小于 10%
[ 10]

, PCR-SSCP 难以

检测;( 4)某些类型的肿瘤组织细胞不易脱落;( 5)

PCR-SSCP 敏感性低于 100%,提示一部分突变无法

检测到;( 6) p53基因突变约 90%位于第 5 ～ 8外显

子,但仍有 10%位于其它的外显子不能检测到。

本组研究证明大肠癌 p53基因突变可以从患者

粪便中检测到, 对大肠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对

于如何提高粪便中 p53基因突变的检出率,用于大

肠癌高危人群筛检和早期诊断, 尚需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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