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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色素 P450 1A1基因 Ile／Val多态性 

与子宫颈癌的遗传易感性研究 

耿 建 ，石玉荣 ，王 慧 ，秦 蓉 

· 基础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细胞色素 P450 1A1(CYP1A1)基因 Ile／Val多态性与子宫颈癌遗传易感性的关系。方法：采用等位基因特异 

性 PCR(as—PCR)分析技术，检测 92例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 、31例子宫颈腺癌患者和 100例对照组 CYP1A1基因 Ile／Val多 

态性。结果：对照组 3种基因型 Ile／Ile、Ile／Val、Val／Val频率分别为 33．O％、64．0％和 3．0％，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组分别为 

20．7％、68．0％和 16．3％，子宫颈腺癌组分别为 12．9％、67．7％和 19．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YP1 A1基因Ile／Val多态性与子宫颈癌有遗传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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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l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cytochrome P450 1A1(CYP1AI)and the 

genetic susceptibility in cervical cancer．Methods：The distribution frequencies of CYP1 A1 Ile／Val polymorphism were detected in 92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3 1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and 100 healthy controls by allele—specific PCR．Results：The frequencies 

of three genotypes Ile／Ile，Ile／Val，Val／Val were 33．0％ ，64．0％ and 3．O％ respectively in control group；20．7％ ，68．0％ and 16．3％ 

respectively in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and 12．9％ ．67．7％ and 19．4％ respectively in cervical adenocarcinoma．There w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P<0．05)．Conclusions：Polymorphism of CYP1 A1 Ile／V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ncogenesis of cerv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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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色素 P450 1AI(cytochrome P450 1A1， 

CYP1AI)是一类 主要 参与代谢 活化多环 芳烃 

(PHAs)化学致癌物的 I相酶，是一种肝外的氧化代 

谢酶，具有芳香烃羟化酶活性，可催化多种芳香烃化 

合物，经过一系列生化改变，进而成为致癌物。 

CYP1A1基因多态性位点位于酶活性中心编码区第 

7外显子 5 端4 889位点上的腺嘌呤被鸟嘌呤取代 

(A—G突变)，致使血红蛋白结合区第 462位编码 

异亮氨酸(Ile)的密码子 A1Tr被缬氨酸(Va1)密码 

子 Grrr取代，有 3种基 因型 Ile／Ile(野生型)、Ile／ 

Val(突变杂合型)和 Val／Val(突变纯合型)。有报 

道【l ，该位点多态性与多种肿瘤的易感性相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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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宫颈癌的相关性研究中尚有争议 。本研究 

采用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allele—specifi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as．PCR)方法，对子宫颈癌患者和健 

康女性的CYP1A1等位基因进行分型，检测不同多 

态性与子宫颈癌的相关性，以阐明 CYP1A1基因多 

态性与子宫颈癌易感性的关系，以期为临床子宫颈 

癌的预防及诊断提供实验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子宫颈癌患者123例，为蚌 

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O7年7月至2OO9年12月住 

院患者，其中鳞状细胞癌92例，腺癌31例。对照组为 

年龄及地域均匹配的同期 J生健康体检者 100名。 

1．2 方法 

1．2．1 基因组 DNA提取 取空腹静脉血3瑚，EDTA 

抗凝，采用酚一氯仿法提取DNA，一20℃保存 

1．2．2 as—PCR检测CYP1A1基因Ile／Val多态性 

根据 CYP1A1基因，针对第 7外显子 5 端 4 889位 

点多态性设计引物。Ile／Val多态性引物序列：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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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为 5 ．GAA CTG CCA CTI"CAG CTG TCT一3 ；Ile 

引物为5 一AAG ACC TCC CAG CGG GCA AT一3 ；Val 

引物为5，_AAG ACC TCC CAG CGG GCA AC一3 。引 

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通用引物分 

别和 Ile引物、Val引物进行 as—PCR。扩增条件： 
94 qC 10 min，94 cC 30 S，60 oC 30 s，72 ℃ 60 s； 

72 cC延伸 5 rain，PCR产物4℃保存。2％琼脂糖凝 

胶电泳，紫外灯下观察成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2 结果 

2．1 CYP1A1基 因 Ile／Val多态性 电泳结果 Ile／ 

Ile通用引物和 Ile引物组成的 PCR体系见 210 bp 

扩增条带，通用引物和 Val引物组成的 PCR体系未 

见210 bp扩增条带。Val／Val：通用引物和 Ile引物 

组成的PCR体系未见210 bp扩增条带，通用引物和 

Val引物组成的 PCR体系见 210 bp的扩增条带。 

Ile／Val：通用引物与 Ile和 Val引物组成的2个 PCR 

体系均见210 bp扩增条带(见图 1)。 

2 000 bp 

1 000 bp 

750 bp 

5o0 bp 

250 bp 

10o bp 

图 1 2％琼脂糖电泳分 析 CYP1A1 lle／Val多态性 

2．2 子宫颈癌组与对照组 CYP1A1 Ile／Val基 因多 

态性比较 对照组 3种基因型 I]e／Ile、Ile／Val、Val／ 

Val频率分别为 33．0％、64．O％和 3．O％，子宫颈鳞 

状细胞癌组分别为 20．7％、68．0％和 16．3％，子宫 

颈腺癌组分别为 12．9％、67．7％和 19．4％。3组组 

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3组中Ile／Val+Val／Val频率均占有较高比例，对照 

组为67．0％，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组为 83．7％，子宫 

颈腺癌组为87．1％，3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3 讨论 

CYP1A1基因定位于人类染色体 15q 22-24 J， 

包含 7个 外 显 子 和 6个 内含 子。 目前，发 现 

CYP1A1基因有4个多态性位点：(1)Msp I多态位 

于3 端非编码区多聚A下游264bp处 ，为T—C突 

变，该突变可被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Msp I识别。(2) 

Exon7多 态 位 于 第 7外 显 子 ，是 第 7外 显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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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子宫颈癌患者和对照组 CYP1A1 Ile／Val不同基因 

多态性比较[n；百分率(％)] 

分组 n 基因型 

Ⅱe／Ile Ile／Val VaL／Val 

2 P 

对照组 

子宫颈鳞状细胞癌 

子宫颈腺癌 

合计 

l0o 33(33．0)64(64．0) 3(3．0) 

92 19(2O．7) 58(63．0) 15(16．3) 15．41<0．05 

31 4(12．9) 21(67．7) 6(19．4) 

223 56(25．1)143(64．1)24(10．8) 

表2 子宫颈癌患者和对照组 CYP1A1 Ile／V~突变基因 

型多态性比较[n；百分率(％)] 

4 889 kbp位置的A—G突变，在酶蛋白水平上表现 

为Ile变成 Val，即 I]e／Val多态性，限制性 内切酶 

BsrD I可识别。这 2种突变均可显著增高 CYP1A1 

催化活性或表达水平。(3)第 3个多态位于第 7内 

含子，为T—c突变；(4)第 4个多态是与 Exon7相 

邻的c—A突变，催化活性区的苏氨酸(Thr)变为天 

冬氨酸(Asn) ，导致酶代谢活性改变。现已证实 

这些多态性在不同人群的分布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 3种基因型 Ile／Ile、 

Ile／Val、Val／Val频 率分别 为 33．O％、64．0％ 和 

3．O％，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组分别为20．7％、68．0％ 

和 16．3％，子宫颈腺癌组分别为 12．9％、67．7％和 

19．4％，与 Taskiran等 报道结果不同。这可能与 

遗传多态性在人种和地区间有较大的变异有关。 

分析不同组各基因型频率分布发现，对照组 

Ile／Ile频率为33．0％，均高于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组 

和子宫颈腺癌组(20．7％和 12．9％)；对照组 Val／ 

Val频率为3．0％，低于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组和子宫 

颈腺癌组(16．3％和 19．4％)，组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表明 CYPIA1 Ile／Val多态性与子宫 

颈癌的发病相关 。 

进一步分析 CYP1A1突变基因型、野生基因型 

与子宫颈癌的相关性，发现不同组中突变基因型所 

占的 比例 不 同，在对 照组 Ile／Val+Val／Va]为 

67．0％，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组为 79．3％，子宫颈腺 

癌组为 87．1％，提示 CYP1A1基因突变等位基因型 

Val可能与子宫颈癌的发病相关，有可能作为子宫 

颈癌发病的危险因子。 (下转第7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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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小，对样本的含量及男性与女性的年龄配对程 

度要求较高。本研究发现，男性胼胝体 I、Ⅳ和Ⅵ区 

面积显著大于女性。有学者_4 认为这种性别差异 

真正的原因是男性的脑体积较大。消除脑体积差异 

的方法除直接校正脑体积外，还可通过脑重量 ’” 

以及端脑的正中矢状面面积  ̈⋯等指标间接地对 

其进行标准化。本研究采用后者，以端脑面积为协 

变量(它与胼胝体面积有显著相关性)，通过协方差 

分析对脑体积进行间接校正，结果显示，胼胝体各区 

及总面积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们认为胼胝 

体面积的性别差异可能是由两性脑体积的显著不同 

所致，肯定了 Giedd等 的研究结果。虽然端脑面 

积与胼胝体面积的相关性是协方差分析的重要前 

提，但这种相关性是否是受年龄的影响所致却不得 

而知，Giedd等 也未对此进行探讨。本研究中我 

们用偏相关分析排除了这种可能，说明胼胝体面积 

和脑体积可能有着内在的相关性，也肯定了协方差 

分析的合理性。然而，事实上，影响胼胝体大小的因 

素可能还有很多，如脑皮质神经元数量  ̈以及脑功 

能的侧化程度  ̈等，尚有待于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和 

精细的实验设计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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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研究结果提示，CYP1A1 Ile／Val基因多 

态性与子宫颈腺癌和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的发病相 

关，突变基因型增加患子宫颈癌的危险性，这可能是 

因为 CYP1A1 Exon7基因突变提高了酶的诱导活 

性，加速致癌物的活化。对于不同基因多态性与子 

宫颈癌发病的具体机制，尚须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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