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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物 HP 、HP2对模板的特异性 

分别 以 HPV-1 6 DNA、HPV-l8 DNA、 

pBR322作为模板，在}『物 HP-、H 介异 

下进行 PCR扩增 ，结果显示只有在 以 

HPV-18 DNA作为模板时，出现扩增带，而 

以HPV-16 DNA pBR322为模板的反应均 

无此扩增带出现，也未出现其它非特异性 

DNA带型(图3)，说明PCR扩增特异性良 

好。 

2．2 PCR反应体系重要成分对照实验 

如表 1所示的反应体系中缺少某一种 

重要成分 ，如模板、5I物或Taq酶。 

图 4电泳结果表明：A管反应成分完 

全 ，有阳性扩增带 ，B管因缺步与 HP 、HPz 

配对的 HPV-18模板 ，C、D管因分别缺步 

日I物或酶而均呈阴性结果，无扩增带。 

上述两组对照实验结果均表明 ，本实 

验所用反应系统性能 良好，结果均为特异 

性扩增 ． ． 

， PCR缓冲系统中MS"浓度对 PCR特 

异性扩增的髟响 

本实验对可能影响以 m 一18／HP1、 

HP2为材料的PCR产物特异性的因素、缓 

j巾系统中 l̂B“浓度、退火温度 酶量大 小 

图3 PCR特异性电撼分析 

腿 3 日 rq“  ¨岫  眦  edfjdly 

1．pHPV-18‘ 卫pHR~22／Hinfl； 

3．pHPV-16I 4．p腿 322 

表1 PCR主要组舟对照窭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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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研究发现，其中缓冲液中  ̂”浓度对产物特异性影响最为明显。有报道认为，当反应体 

系中ctNTP浓度为每种 200~mol／L时，最适 l̂B”浓度为 1．5mmol／L[11]。从本实验结果看，使用 

5Xbuffer r时，只有一条明显的特异性带(图5．1)，而使用 10XbuffetI时有 4条明显的带(图 

5．2)，有3条与 1分子量不同的非特异性扩增带，这表明当缓冲液中№ ”的浓度从 1．5retool，L 

增至 4 smmt／L时，PCR扩增的特异性明显降低 ，这是由于过高浓度的M各H使M 依帧性酶 

特异性聚合受到抑制和损害的缘故。 

‘ PCR扩增检测宫强癌组织DNA中可能存在的HPV—I8(URR)F序列 

17倒经临床病理确诊的宫颈癌组织DNA，在HP1、峨 介导下进行PCR扩增反应。电泳分 

析发现 ，其中 9饲宫颈癌组织 DNA中均存在 HPV一18病毒相关序列(包括 URR F片段)，从而 

为研究HPV-18病毒与宫颈癌相关性提供证据。图6为部分PCR扩增样品的电泳结果 7例宫 

颈癌样品DNA通过PCR扩增，其中5倒出现阳性结果。 

另外 ，图 6中以 HindⅢ，EcoR r酶切后电泳回收的线性 HPV一18 DNA作为模板扩增效果 

最佳(图 6．4和 6．6)，而用来经线性化步骤处理的 pHPV-18为模板的扩增产物量则明显少于 

前者(图 6．5)，此结果与某些报道[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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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PeR主要组分对照实验分析 

Fig．| Camtrci胛 岫 ofmain∞ mp0r b PCR 

pHI'V-18tB．TemI~tte pHPV-JS(--)tC-Pr HPI、 

HP2(一)In T p日 瞄：(一)rE．pBRa22／BmNI 

； 聚合酶链反应扩增产物的 Sonthern印迹杂交 

从四 7．1可以看出 ，PeR扩增为 阳性的宫 

颈癌组织 DNA，其扩增片段与 HPV-l8探针杂 

交仍为 阳性 ，有明显杂交带 ，扩增阴性 产物(图 

7．3)与 HPV一1 8探针杂交仍为阴性 。这些结果表 

明 ：PCR扩增阳性 的宫颈癌组织 DNA 中确含 

HPV一18 URR相 关 序列 ，所 扩增 的 片段 正是 

HPV．-18特 定序列 URR F片段 ，实验进一步证 

明了 PCR扩增的准确性。 

图5 耐M 维度影响FCR特异性电泳分析 

Fig．5 Elcct~ tic 岫 d PeRm ~ ~1．oj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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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宫颈癌组织DNA PCR检测电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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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PeR产物Somhtml印迹杂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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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在 PCR实验中．经常会出现弓f物二聚体 。形成引物二聚体的原因很多 ，但对其确切的形成 

机制尚不十分清楚[1 。在合理设计引物的前提下，凝胶电泳中出现二聚体，可能主要是因为加 

入的靶DNA量较步、引物浓度或酶量较大 循环次数较多或／和退火温度较低gf起Taq酶非模 

板指导的聚合作用[1。]增强所致(图l、图6)。从本实验的某些探索得到启示，通过改善其中某些 

条件 ，如提高退火温度 、减步酶量等方法 ，则可以得到较理想的结果(图2．2，图3．1，图5．1)。 

2 本实验在宫颈癌组织DNA中检测出HPV-18URR相关序列(F)的阳性率为53 ，远高于国 

内报道用核酸杂交法检测 HPV·18的阳性率[11]．而与国外一些学者用 PCR检测的阳性率结果 

比较接近 ，如Molchers[ 及 Pa0【 等用PCR法检出HPV-18阳性率达到或超过50 ，均高于杂交 

法的结果 实验中由于宫颈癌标本有限，未能进行大量标本的检测，所获得的阳性率数据可能 

存在一定局限性 。为进一步研究宫颈癌与 HPV-18的关系 ，尚需进行临床上大量标本的 PCR检 

测及其他相关 的和更直接的研究如 HPV．18的感染性试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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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HPV一18 DNA with PCR 

JiangHon$ KeHhua． 

蛔 A鼬 町 咖  ，Aomk,m／a ， 430071) 

T DNAfragment(F)ontheUpstream RegulatoryRegion(U-RR)0fHPV一18DNA WaS蛐 pl 

fled wjth PeR． Two control experiments here confirmed the pcR specificity．n Ie concentration of 

M昏H in pcR buffer affectedⅡ懈吐ty the specificiry of PcR，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MgH，the 

lower the specificity．Moreover，nine out of seventeen (53 )DNA p】es of cervical carcinoma曲 

Sties wen detected州 th PCR for the~ sellce of HVP-18 URR F sequenoes． It’s implied that the re 

suh may be an evid~toB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PV一1 8 and cervical carcinoma． 

Key words HPV—l8，ÎCR，Cervical carcinoma，Specificity，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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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遭、胃晒遭、母要传播、性传播、输血与血制品传播病毒性疾病的防治经验及临床病毒快速检测新技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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