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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2E1 基因 rs3813867 位点多态性

与客家人群胃癌遗传易感性的研究

李摇 涛,赖春凤,丘摇 波,邹浩元,杨宇辉

[摘要]目的:探讨细胞色素 P450(CYP2E1)基因单核苷酸位点 rs3813867 多态性与客家人群胃癌遗传易感性的相关性。 方

法:分别对梅州客家人群中 52 名健康体检者(对照组)和 51 例胃癌病人(胃癌组)的 CYP2E1 基因 rs3813867 位点进行基因分

型及等位基因检测,评价该位点与胃癌易感性的关系。 结果:CYP2E1 基因 rs3813867 位点在梅州地区客家人群中存在 GG、
GC、CC 多态性,在胃癌组和对照组中基因型分布频率分别为 62. 75% 、33. 33% 、3. 92%和 59. 62% 、34. 61% 、5. 77% ,等位基因

G、C 分布频率分别为 79. 41% 、20. 59% 和 76. 92% 、23. 08% ,2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人群性别和年龄 < 60
岁者各基因型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 2 组人群年龄逸60 者各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

论:CYP2E1 基因单核苷酸 rs3813867 位点与客家人群胃癌的易感性无明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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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CYP2E1 rs3813867 genetic polymorphism
and susceptibility of gastric cancer in Hakkaness

LI Tao,LAI Chun鄄feng,QIU Bo,ZOU Hao鄄yuan,YANG Yu鄄hui
(Medical College,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 Guangdong 514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lymorphisms of CYP2E1 gene single nucleotide rs3813867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of gastric cancer in Hakkaness. Methods:The genotypes and alleles of CYP2E1 rs381386 in 51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gastric cancer group) and 52 healthy people ( control group) from Hakkaness in Meizhou area were detect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hich and susceptibility of gastric cancer were evaluated. Results:The GG,GC and CC polymorphisms in CYP2E1
rs381386 in Hakkaness in Meizhou were found. Th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GG,GC and CC genotypes in gastric cancer group was
62. 75% ,33. 33% and 3. 92% , respectively, and that in control group was 59. 62% ,34. 61% and 5. 77% , respectively. Th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alleles of G and C in gastric cancer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79. 41% & 20. 59% and 76. 92% &
23. 08%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s of which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genotyp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in different sex and 逸60 years old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in < 60 years old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CYP2E1 rs3813867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of gastric cancer in Hakkaness.
[Key words] gastric neoplasms;genetic polymorphism;CYP2E1 gene;Hakkaness

摇 摇 遗传和环境因素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而代

谢酶基因多态性与肿瘤易感性的关系是胃癌病因学

研究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1]。 细 胞 色 素 P4502E1
(CYP2E1)是体内重要的玉相代谢酶,能够活化包

括苯、乙醇、氯乙烯、亚硝胺等(大部分为前致癌物

和前毒物)。 研究[2]发现,CYP2E1 基因多态性与胃

癌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胃癌在人群中的发

病率一直较高[3],广东省梅州市是客家人主要聚集

他之一,本研究旨通过检测 CYP2E1 rs3813867 位点

不同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梅州客家人群中的分布特

征,以探讨客家人群 CYP2E1 基因多态性与胃癌易

感性的关系。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严格遵循随机、均衡及盲法原则,
病例诊断严格按照 ICD鄄151 标准分类,选取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7 月在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及

梅州市人民医院诊断的新发胃癌住院病人 51 例,其
中男 32 例,女 19 例,年龄 35 ~ 80 岁。 同期随机抽

取健康体检人群中同为客家人群、同居住年限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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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疾病、无肿瘤疾病者 52 名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 25 名,女 27 名,年龄 29 ~ 79 岁。 2 组年龄、性别

均具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对象于住院次日清晨抽取

外周血 3 mL,EDTA 抗凝, - 80益冰箱低温保存。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外周血 DNA 的提取摇 提取 EDTA鄄Na2 抗凝

管采静脉血 2 mL,用 DNA 提取试剂盒(天根生物技

术有 限 公 司, TIANamp Genomic DNA Kit ) 提 取

DNA,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DNA 保存于

- 80 益备用。
1. 2. 2摇 位点选择和引物设计 摇 选取 CYP2E1 基因

5鄄非编码区多态性位点 rs3813867,根据 CYP2E1 基

因的目标序列和所选择的多态性位点,经 Sequenom
MassARRAY Assay Design 3. 0 软件设计多重 PCR 的

引物。 对 rs3813867 特异性扩增的引物为 5忆鄄ACG
TTG GAT GTT GGT TGT GCT GCA CCT AAC鄄3忆和 5鄄
ACG TTG GAT GAA鄄ACC AGA GGG AAG CAA
AGG鄄3忆,单碱基延伸的引物为 5忆鄄CCC TTC TTG GTT
CAG GAG鄄 AG鄄3忆。
1. 2. 3摇 基因分析摇 提取纯化后的基因组 DNA 样品

定量稀释,按设计顺序加样于 384 孔板上,然后添加

PCR 扩增体系使反应物的终浓度如下:0. 1 U Taq
聚合酶、5 ng 基因组 DNA、各 2. 5 pmol PCR 引物及

2. 5 mmol dNTP。 PCR 反应条件为:95 益 15 min,然
后 45 个循环的 95 益20 s,56 益30 s,72 益30 s。 剩

余的 dNTP 经添加 0. 3 U 碱性磷酸酶去除。 单碱基

延伸过程通过添加 5. 4 pmol 各延伸引物,50 滋mol
dNTP / ddNTP 混合物,0. 5 U Thermosequenase DNA
聚合酶,反应条件为 94 益 2 min,然后 40 个循环的

94 益5 s,50 益5 s,72 益5 s。 反应产物用树脂脱盐

后经自动点样仪点样于 SpectroCHIP(Sequenom)芯
片。 点制后的芯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飞行

时间质谱(SpectroREADER,Sequenom)检测。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胃癌组与对照组客家人群 rs3813867 位点多

态性分布比较 摇 CYP2E1 rs3813867 位点在梅州地

区客家人群中存在 GG、GC、CC 多态性(见图 1),相
应基因型为 A(c1 / c1)、B(c1 / c2)和 C(c2 / c2)3 种

基因型,其总分布频率分别为 61. 17% 、33. 98% 和

4. 85% 。 其中 GG、GC、CC 各基因型 A( c1 / c1)、B
(c1 / c2)、C ( c2 / c2) 在胃癌组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62. 75% 、33. 33% 和 3. 92% ,在对照组的分布频率

分别为 59. 62% 、34. 61% 和 5. 77% 。 2 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 等位基因 G、C 在胃癌组与

对照组的频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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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2 组不同性别和年龄客家人群 rs3813867 位点

基因型分布比较摇 结果显示,胃癌组与对照组男女

性别及年龄 < 60 岁客家人群 rs3813867 位点基因型

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 2 组逸60
岁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胃癌是全世界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发
病机制复杂,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患病率逐渐加大。
大多数胃癌发生在中年以后,多见于 40 ~ 60 岁。 本

研究结果显示,50 ~ 60 岁胃癌病人比例最大,55 岁

左右形成发病高峰,且男性多于女性。

表 1摇 2 组客家人群 rs3813867 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基因型

摇 n摇 摇 摇 摇 摇 GG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GC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CC摇 摇
等位基因

摇 n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G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C摇 摇

胃癌组 摇 51 32(62. 75) 摇 17(33. 33) 2(3. 92) 摇 102 摇 摇 摇 81(79. 41) 摇 摇 21(20. 59)

对照组 摇 52 31(59. 62) 18(34. 61) 3(5. 77) 摇 104 80(76. 92) 24(23. 08)

合计 摇 103摇 63(61. 17) 25(33. 98) 5(4. 85) 摇 206 161(78. 16) 45(21. 84)
uc — 摇 0. 37 — 摇 摇 0. 19*

P — 摇 > 0. 05 — 摇 摇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744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年 11 月第 42 卷第 11 期



摇 表 2摇 2 组不同性别和年龄客家人群 rs3813867 位点基因

型分布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基因型

摇 n摇 摇 摇 GG摇 摇 摇 摇 摇 GC摇 摇 摇 摇 摇 CC摇 摇
uc P

男性

摇 胃癌组 32 21(65. 63) 10(32. 25) 1(3. 12)

摇 对照组 25 16(64. 00) 9(36. 00) 0(0. 00) 0. 03 > 0. 05

摇 合计 57 37(64. 91) 19(33. 33) 1(1. 75)

女性

摇 胃癌组 19 12(63. 16) 6(31. 58) 1(5. 26)

摇 对照组 27 14(51. 85) 10(37. 04) 3(11. 11) 0. 82 > 0. 05

摇 合计 46 26(56. 52) 16(34. 78) 4(8. 70)

逸60 岁

摇 胃癌组 24 19(79. 17) 4(16. 67) 1(4. 16)

摇 对照组 17 8(47. 06) 8(47. 06) 1(5. 88) 2. 01 < 0. 05

摇 合计 41 27(65. 85) 12(29. 27) 2(4. 88)

< 60 岁

摇 胃癌组 27 14(51. 85) 12(44. 45) 1(3. 70)

摇 对照组 35 22(62. 86) 11(31. 43) 2(5. 71) 0. 74 > 0. 05

摇 合计 62 36(58. 06) 23(37. 10) 3(4. 84)

摇 摇 胃癌的发生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 CYP2E1 作为代谢亚硝胺类化合物的重要代谢

酶,通过去烷基、去硝基等方式,由前致癌物转变成

活化的终致癌物。 而个体 CYP2E1 活性差异可能导

致了环境致癌物遗传易感性的差异。 CYP2E1 基因

具有 6 种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即 Taq玉、Dra玉、
Rsa玉、Msp玉以及 5忆端的 Rsa玉和 Pst玉。 其中 Pst玉
基因多态位点与 Rsa 玉 多态位点联锁, 影响了

CYP2E1 的转录水平。 其基因多态性可能影响到下

游 CYP2E1 基因的表达,从而影响到个体对亚硝胺

类化合物相关癌症的易感性。 目前, 国内外对

CYP2E1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Dra玉、Rsa玉位点,且研

究结果不一。 CAI 等[4] 在福建长乐地区调查发现,
携带 CYP2E1c2 / c2 基因型(Pst玉、Rsa玉)与 GSTM1
空白型基因者胃癌易感性增加,人群归因危险度

PAR 达 94. 1% 。 WU 等[5]通过 PCR鄄RFLP 方法对台

湾地区 356 例胃癌病人和 278 名正常人 DNA 进行

分析,认为 CYP2E1 的 c2 / c2 基因型与胃癌易感性密

切相关,与病程、部位、病理分型无关。 张娇等[6] 研

究也认为 Rsa玉酶切位点突变与胃癌的发生有关,携
带 c1 突变基因型的个体罹患胃癌的危险较高,且与

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 燕速

等[2]对青海地区人群研究结果也显示,CYP2E1Rsa
玉基因遗传多态性与胃癌易感性存在相关性,携带

Rsa玉野生型纯合子(c1 / c1)是青海地区发生中低分

化胃腺癌的危险因素。 而在日本的相关研究[7]则未

发现 CYP2E1 基因多态与胃癌发生危险有关。
本研究选取了 CYP2E1 基因 5忆UTR 的第 1 293

位核苷酸多态性位点 rs3813867(即 Pst玉酶切位点)
作研究,发现 CYP2E1 基因 rs3813867 位点在梅州地

区客家人群中存在 GG、GC、CC 多态性,构成 A(c1 /
c1)、B(c1 / c2)和 C(c2 / c2)3 种基因型,其基因型和

等位基因在胃癌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通过研究显示,2 组人群除逸60 岁人群各

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外,2 组人

群性别和年龄 < 60 岁人群各基因型分布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提示在客家人群中,CYP2E1 基因

位点 rs3813867 的多态性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无明显

相关性。 本研究与在日本及西方白色人种中的研

究[8 - 9]结果相似,认为 CYP2E1 基因多态性与胃癌

易感性无关。
本研究未发现 CYP2E1 基因 Pst玉酶切位点与

客家人群胃癌易感性存在相关性,原因可能与不同

种族、不同地域的遗传背景、环境因素及样本量的大

小有关。 客家人群是一个具有较为独特风俗习惯的

汉族分支,梅州作为客家人群的主要聚居地,被誉为

“世界客都冶。 研究[10] 认为客家人有别于其他汉族

民系,与中原汉族最近,又偏向于苗瑶语族群中的畲

族,而其他南方汉族偏向于侗台语族群。 因此,对于

客家人群胃癌易感性研究有重要意义,还需进一步

扩大样本量对该人群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为该人

群胃癌的防治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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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甲状腺疾病与稽留流产的相关性研究

赵雅菲,申庆文

[摘要]目的:分析亚临床甲状腺疾病与稽留流产相关性,降低稽留流产率。 方法:收集稽留流产病人 71 例为观察组,正常妊

娠孕妇 80 名为对照组,检测其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甲状腺球蛋白

抗体(TGAb)及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水平并分组进行比较,随访妊娠结局。 结果:观察组 FT3、FT4、TSH、TGAb、TMAb 水

平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观察组亚临床甲状腺疾病患病率高于对照组(P < 0. 01),主要为亚临床甲状腺

功能减退(TSH 增高型),甲状腺自身抗体及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患病情况无明显差异(P > 0. 05)。 结论:亚临床甲状腺功

能减退(TSH 增高型)与稽留流产率有一定关系,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及甲状腺自身抗体与稽留流产均无明显关系;亚临床

甲状腺疾病对稽留流产的影响多作用于早孕期。
[关键词] 流产,稽留;亚临床甲状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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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clinical thyroid disease and missed abortion
ZHAO Ya鄄fei,SHEN Qing鄄wen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clinical thyroid disease and missed abortion for reducing the missed
abortion rate. Methods:Seventy鄄one patients with missed abortion and 80 normal pregnant women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The serum levels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FT3),free thyroxine(FT4),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thyroglobulin antibody(TGAb) and thyroid microsomal antibody(TMAb)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pregnant
outcome in two groups was followed up. 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serum levels of FT3,FT4,TSH,TGAb and
TMAb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subclinical thyroid disea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 P < 0. 01 ), the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 TSH elevated type) was the main type. The differences of thyroid
autoantibody and incidence of hyperthyroidism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Conclusions:The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TSH elevated type) is correlated with the missed abortion rate,the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and thyroid
autoantibody a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missed abortion. The impact of subclinical thyroid disease on the missed abortion mainly
happens on early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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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稽留流产是指已经死亡的胚胎或胎儿滞留于宫

腔内,未能及时自然排出者,不仅给病人的精神和身

体带来严重的创伤,也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近

年来,生活环境的恶化、生活节奏的不规律以及各种

感染等因素,导致国内外稽留流产的发病率逐渐增

高,故临床上对其发生原因的研究力度不断加大,以

求达到预防、减少流产率及有针对性地指导优生优

育的目的。 其主要的高危因素包括遗传物质异常

(如 21鄄三体综合征) [1]、感染因素(如支原体、衣原

体[2]及 TORCH 感染[3] )、免疫因素(如抗生殖免疫

抗体[4]、血型不合)以及内分泌因素等。
亚临床甲状腺疾病包括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

(亚甲亢)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亚甲减)以及

甲状腺功能正常但自身抗体阳性和亚临床型自身免

疫性甲状腺炎等。 近年来,国内外文献对妊娠期亚

甲减定义进行了广义的概括,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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