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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弓了3-7 
提要 车文报道一种能对HPV进行较为准确分型的DNA杂交程序和方法。它具有如下特点：1． 

由于简化了实验程序 ．标l奉梢耗减少．因此该方法尤其适甩于小组织活检标年(I--2mg)．p DNA同 

源序列检测s2．敏感性高。由于 标本消耗减少．使 Ⅷ．v检出率大为提高．与斑点杂交技术相比．敏 

感性提高 1．B倍}3．型别特异性强．由于改变了实验条件及在实验过程巾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明 

显减少了不同HPV型剐的交叉反应．甚至在部分出现l变卫反应的标本Lfl，仍可通过强度对比来最 

后判定HPV感染型别．应甩该技术对 I 43份官颈炎标_车、47份宫颈不典型增生杯车驶25份宫颈癌 

标车进行了HPVI6型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 (73／I 43)、57 (27／4r)及 76 (1~／25)．并与 

D0l bloc方法进行了比较。该 ’法在HPV感染与宫颈癌关系的分子啬；c行病学研究-l 具有重要意义和 

广蚵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誓 P ：官颈癌 壁 这 叶tr ： —一 宫像种 f 
、̂乳 头瘤病毒(HPV)是小 DNA致瘤病毒 ．主要感染 、̂的皮肤及粘膜 ，并与某些 人类皮肤 

和粘膜良性及恶性肿瘤的发生有关。不同 HPV型别具有不同的特异性感染位点及致病作用 

在皮肤癌组织标本中 ，HPV5型及 8型DNA序列检出率高达 90 以 K E }经常感染妇女下生 

殖道的 HPV型别主要为 HPV35型、31型、l8型 、1 6型、11型及 6型。 中HPV6型及 11型主 

要与妇女生殖道 皮良性增生有关 ．如尖锐湿疣及乳头状瘤；而 HPVI 6及 I8型则主要与妇女 

宫颈癌的发生关系极为密切rz] 我围妇女宫颈癌组织标本中HPVl 6型捡出率为 55 ，占全部 

宫颈癌 HPV阳性标本的 70．23 [ 。由此可见，诊断 HPV感染及准确确定HPV型别无论在 

HPV感染与宫颈癌关系的病困学研究中 ，还是在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中均具肯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发现 HPV有 60多个型别。其分型依据主要为各 HPV型别 DNA同源序列小于 

50 ．在严格杂交条件下(Tm一17"C)各型别阿不发生交叉杂交反应。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 

发现即使是在 卜述条件 F．许多型别问依然存在交叉反应 ．给确定HPV感染型剐增加了很多 

困难。一个好的 HPV分子流行病学方法必须具备以 F 3个特点：I．方法简便易行，适用于大规 

模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2．型特异性强 ，能对组织标本中 HPV进行较为准确分型 ；3．敏感 性高 ， 

HPV检测水平在 l 0s分子以 I-．(1ps)，而且适用于小组织标本中 HPV检查(I 2rag)。雨绕组织 

标本中 HPV诊断和分型 ．各个国家不同实验室已引用或发明多种 HPV诊断方法 其中包括普 

遍使用的斑点杂交技术(Dot blot)、印迹杂交(Sourthem blot)、膜原位杂交(Fish) ：、组织切片原 

· 奉文于 1992年 l0 26日收到 ．1993年 】0 H 26日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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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杂交(Paraffin section in situ hybridization)[53、反向DNA杂交技术(Reverse blot)[e~、三明治杂 

交技术 (Sandwich hybridization)[ 1、per技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及合成 DNA探针杂 

交[93等十余种 HPVDNA检测方法。在 HPV感染诊断中，这些方法从不同侧面各自显示出自身 

的特点 ，但终因适用性较差 ，特异性不强 ，或敏感性不够而不能满足大规模分子流行病学研 

究。 

本文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根据数年来在HPV分子流行病学诊断工作中所积累的经 

验 ，总结出一个新的适用于大面积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较为准确的 HPV分型及诊断方法 ．即 

质量控制狭缝式杂交法(Cc61ot)，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 ．现总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I 组织标本的收羹和储存 355份活检组织标本取自山西襄垣宫颈癌高发区患育慢性宫颈炎、宫颈 卜皮不 

典型增生 I一一期(c咐 1一I)、宫颈原位癌(ClS)及侵润癌(ISC)患者宫颈，全部操作在阴道镜下进行。标本除 

送组织学诊断外，其余部分一70℃保存备HPV DNA检测。 

2 组织 DNA提取 

2．1 斑点杂交用组织DNA提取：1 4O份宫颈活检组织标本DNA提取按文献 避行。剪碎研磨后组织在pro 

fdr啪。k消化液~h(20eug／mi)37℃水浴 5小时后，酚、酚／氯仿分别抽提j次，加入无l水乙醇后 15000r／m离心 ， 

TE(10mmol／L，immol／L)溶解 DNA，一20℃保存备用。 

2．2 c 杂_变法组织 DNA提取 ：215份宫颈衍检标本剪碎后赢接加 0．5 mJ prote2 rms~k酶解液(5mmol／L 

Tris-HCI，pH7．5．6．25mmo1，LNazEDTA，0、2％SDS，Proteinase k imedm1)，37_c=水浴 I 2小时，升高温度至 65-c， 

并保持该温度 2小时。加入1／2体积积饱和NaC1，d小时后 10000r／m离心 5分钟，卉沉淀，一20"C保存备Coslot 

杂交。 

I 探针的制备 含有HpV6B、11、1 6及 18型全序列 DNA的pBR322质粒重组体由侯云德教授噌送 分别经 

BamHI或 EooRI酶解后电泳分离出HPV全序列 DNA。 P—dCTP撵针标记接映口翻=吊法进行，探}l比活 1× 

1 0 rll DNA。 

l 斑点杂交殛洗膜 ¨0份酚提后组织DNA标本分别点样在 3张尼龙膜 h(I一2ng／点)，80V干燥同定2 

小时，预杂交 12小时(50 甲酰胺 ，5×SSC、5×Dcntm~ 8、50mmol／L焦磷酸钠，pH6．8 m 25mg／ml小牛胸腺 

DNA)。杂交72小时(5XSSC、5XDcrlhard S、20mn',ol／L磷酸钠，0．Img／mi小牛胸腺 DNA，1 0 硫酸萄聚惦分别 

加入HPVI 6、l8及 6B／I1型DNA探针，l一5×10 cpm／m1)。2~SSC(0．1 SDS)室温洗膜3攻，每次 15分钟。 

0．1~SSC(0．I SDS)68-c洗膜 2小时 ，x光片一70℃曝光 7天。 

5 Coslot杂交殛洗膜 215份宫颈组织 DNA标本 1 00"C1 0分钟水浴变性后，用狭缝式DNA真空抽样嚣分 

别等tI：积抽滤在3张尼龙膜同—位点，80C干燥2小时后 ，65℃预杂交 1 2小时(SXSSC、1 0)~Dcnlmrd rs液、0．5 

mg／mi变性蛙鱼精子 DNA、1mmol／LEDTA、5 硫酸萄聚糖、50mmol／LTris-HC1 pH7．6、I SDS)，68c杂交 8̂ 

小时(预杂交液q 分别加入各型HPV探针，I--5×10 cpm／nfl，5O一1∞ protx~,／rrd)。5XSSC 65"C洗膜7分钟 ， 

2XSSC 65-c10分钟，n1×ssc 68℃1小时。一7O℃曝光 7天。 

B HPVI6 DNA阳性对照殛各型 HPV问交叉反应 为判定Co,lot杂交敏感性及 同型别 HPV间交卫杂交 

反应及反应强度，将 HPV16、18、6B和 11型DNA片段按如下标准(Ing、0．1ng、1 0pg、1Pg、0．1pg、0．01 ps)分别抽 

滤在同一张尼龙膜 ，用 p-dCTP标记 HPVI 6DNA探针杂交。 

7 观察二种DNA提取方法对DNA杂交结果的影响 取HPVI 6E6E7转化基因转化之NIH3T3细胞在撮鼠 

tI：I|4引起的移植肿瘤组织，各取相同重量按 卜违二种方法分别提取组织DNA．HPV1 6为株针各自进行杂文 

8 实验质量控制殛结果判定方法 质量控制包括 ：(I)用于不同HPV型别检测的同—份 DNA标l奉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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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不同型别DNA探针比活及浓度相一致，采用 1—5x10 c~ ／mi和5O—lOOng探针／叫 两个指标加以控 

制I(3)各型HPv杂交条件相一致，包括温度、时间I(d)洗膜条件相一致}(5)謦光及显影时间相一致，我们采用 

不同型别杂交后相同标本在同一x光片上臻光．从而保证了臻光和显影时间的一致。结果判定采用同份标本 

强度对比法。 

结 果 

1 HPV不同型别问交叉杂交反应及反应强度 在用 Coslot杂交程序对各型 HPV间存在的 

交叉杂交反应及强度观察时(图 1)，发现HPV16型与经常感染宫颈的HPV6B、11及 1 8型相互 

交叉杂交情况各不相同。HPV16型与 HPV11型嗣不存在交叉杂交反应(B7一B1 2)；HPV16与 

HPV18(A7一A12)及 HPV1 6与 HPV6B(B1一B6)问存在一定的交叉杂交反应 ，但只有其 DNA量 

在 100pg水平以，卜时，相互杂交反应才能反应出来#而在同一实验中，HPV自身杂交(A1一A6) 

敏感性却可高达 0、IPg，与其它型别交叉杂交反应相比，不但其反应滴度差别在 10 以 卜，而且 

相同滴 度DNA杂交强度具有十分明显差别(A1与 A7、B1相比)。以 卜结果均揭示在 Co．slot实 

验条件下 ，不同型别 HPV问交叉杂交反应存在着明显的滴度及强度差别。 

2 Coslot与 Dot blot二种方法敏感性比较 

2．1 称取相同重量同一份 HPV1 6 E6E7转化细胞接种裸鼠后引起的肿瘤组织 ，分别经 Coslot 

及 Dot blot实验程序HPV16 DNA杂交(见图 2)，结果表明Coslot方法(A)较 Do t blot方法(B)杂 

交敏感性提高 2倍 ，即使在 0．6mg组织中，仍可检测到 HPV DNA存在。 

2．2 来 自山西襄垣宫颈癌高发区 355份宫颈活检组织标本中HPV DNA检测结果(见表)，发 

现 CocdotHPV检出率明显高于 Do t blot法 ，与其相比，Coslot敏感性甲均提高了 I．68倍。 

3 Coslot方法在宫颈活检组织 HPV检测中使用的可行性及特异性 实验结果表明，在宫颈 

癌及癌前病变(CL~TI一Ⅱ)活检组织(图 3、图 4)，主要为HPV1 6型感染(图 3A、图4A)；只有少数 

标本(罔 4C)HPV6B／I1型检测阳性 ，同一标本来见到 同HPV型别交叉杂交反应。而在慢性 

宫颈炎组织标本中(网 5)，主要以HPV6B／11型感染为主，各型别问基本不存在交叉杂交反 

应 I在个别出现交叉杂交 反应的标本 中，其斑点强度差别相当显著 ，如图 5A10、B1 0与 C10之 

间 lC10强度明显高于 A10及 B10。叉如图 5Cb3与同图Bb3之I珂，二者差别显著 ，故认为这两 

份标本为HPV6B／t1型感染，交叉反应是由于病毒拷叹数过高所致。但有时同一标本同时出现 

两个相同强度杂交反应斑点，如罔 6B7和 c7，故推测该标本可能为HPV6B／I 1和 1 8型混合感 

染，或可能出现一个与 6B／11及 1 8具有大于50 相同序列的新HPV亚型。 

讨 论 

妇女宫颈 HPV感染与宫颈癌关 系的研究近 10年内取得较快进展 ，尤其实验室研究业 已 

证实在体外HPV可使宫颈上皮细胞永生化(Immortalization)，且其E6、E7转化基因与活化癌 

基因及其它病毒共同转化人上皮细胞 ，支持 HPV感染在妇女宫颈癌发生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逮一观点。但在分子流行病学方面 ，却缺乏完整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资料支持 HPV病因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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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各型HPVDN̂ 与HPvl6探针杂交靖果 

^1一̂ 6 HPv-l6 DN^ 

R A7一A12 HPv—I8 DNA 

c B卜B6 HPv6H  ̂

n f盯一Bl2 HPV1l DN  ̂

Fisu~ l Hybnd[zat~n of d~crem lypc~ofHP、 DNA hHPVl 6 T 

A．A1一̂ 6 }lPVj 6 DN  ̂

B．A7一AJ2 }lPVl8 DNA 

C B1一B6 HPV6B DNA 

n H7-H12 HPVl1 DN^ 

图2 I~V16 E6、口 基田转化细胞接种锞鼠所形戚肿窟组组之 DN̂ 与HPV 16掭针杂 结果． 

示(州d瑶(A)鞍 D Hd(R)敏瘟性提高 卜 |侪． 

F 2 Hybri‘ 动li0l'af gcnomic DNA c巾 嘣 。d f哪 tmnor妇 m酣 in n咄 mice after transfortr~ ion 0f NIH
．3T3 0Hb 埘  

HPvj6 EG／E7 n嘴 啪 HPVI6 pr咖 sIl ttmttheCot104 mD 蜘 li 2一  ̂出 rtm¨dot b n1一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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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3 官颈C1NI一-和宵颈癌组织 DNA与HPV]6(A)、HPVlS(B)、tLVV6a／J“c) P椰 P标记探针 交结果 

Figure 3 Hybril．~zatioa。f genomi~DNAfrom sambas cervical c日m mⅡalxl C]NI一- with 

the a2p dCrP—labeltrxl 0roaes of I~aVl6(A)．HP'CI8(B)and HPV6B／J I(c)·rcsl~ tlvely 

圈 4 宫颈clN I一_和 颈癌组织DNA与HPV1 6(A)、HPVIS(B)、t~PV68／11( ) P P标记掭针杂交靖果 

F Llre Hybridizaclcla genomi~DNA from sampl~ cervical carcinomas and CIN I—1 w【【h 

lhe azp-dCTPlabcLlo：l probes ofHPV1 6(A]．I-[PVIS(B)andHPV~B／I_(r ，rgsp~liv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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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慢性宵颈炎组织DNA与 HPVI6(A)，HPV18(B) HPV6~／]1( )探针 支结果 

F~,ure 5 H．v~ tior,of 8~．n~ ieDNA t'rom plcs of d∞ 呲 oerv／dtL~with 

th一0 PIdcTP habetl~ pr0 H／W]6ĉ ．HPVI8(B)and HPV6B／]1((’ ，r~．,Oectively 

图6 宫致 CIN1一III和宫颈癌组织 DNA与 HPVI6(A) HPV1 g(B]、HPv68／I】(C)~2p-d(Tp怀 探针杂交结果 

F 6 Hybridization gexlomic DNA fl~rn samples 曲 ic ∞ 『 rr出 and CIN I I1 with 

the P-d(1 一 ued Probes 0f HPV】6(̂ )．HPV18(B)and HPV6H／I I(c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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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elot与Dot附 二种方法敏感性比较 

r日 Sens／tivityⅫ 『l阻  M  血c W № and( d melho0s 

0 NJ·-；育顼内皮瘤 I一-级 C1S；W,tk癌 ISC：侵润癌 

用。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方法不统一。由于各种．HPV诊断方法的敏感性及型特异性 差 

别较大，因此结果之间不能进行比较 ；2．不易得到大的组织标本，同时X缺乏适用于小组织标 

本HPV检测的较为敏感及特异的方法，最终不能迭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组织DNA标本敬量。 

尤其在进行正常细胞到癌变的前瞻性研究中，由于标本过小而使研究中断或无法进行；3．由 

于多种原因，目前各种方法大多不适用于大规模瑚w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Southern blot被认为 

是 HPV分型诊断的“标准方法 ，除可了解各型HPV不同的内切酶图谱外。尚可观察 HPV感 

染细胞后自身结构的变化，如基因的整合、变异、丢失及其与细胞癌变的关系。但DNA需要量 

较大(1 0—20rig／次)，一般流行病学标本无法满足。其敏感性又低(107DNA分子或 100pg)，不 

能 反应HPV真实感染情况，也易受实验技术及工具酶影响。Dot blot方法较为敏感(】0SDNA分 

子，1Pg)，但其型别l可交叉杂交反应比较严重，导致实验质量下降，型剐重复率低。原位杂交方 

法虽然可用于小活检组织标本HP、，DNA检测 ，并在同一张片上同时进行病毒学及组织学双 

重诊断，对陈『日组织标本进行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但其敏感性较差(10-100基因组／细胞)， 

方法又复杂 ，分型差 ，不适用于分子与流行病学研究。虽然近年来 PCR技术在 HPV诊断中有 

所应用，但在诊断中的意义和价值有待评价。如上所述，目前在HPV感染与宫 颈癌关系研究 

中缺乏一个容纳敏感、特异及可用于小组织标本于一身的分子流行病学方法。 

我们建立的 Coslot杂交方法 ，其敏感性可迭 1 04DNA分子 (0．1pgDNA)，与 Dot blot法相 

比，由于简化了实验程序，被检标本消耗减少，组织DNA中HPV检出率提高 1．68倍；同一标 

本不同方法敏感性检查证实 Coslot法较 Dot blot法提高 2倍。即使在 0．6mg组织标本中，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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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出I TPV DNA分子存在。证实该方法不但敏感性高而且适用于小块活检组织标本 HPV分子 

流行病学检测。在型剐特异方面 ，由于实验全过程实行严格质量控制 ．最大限度减少实验误差 

带 求的 剐liI』交叉杂交反应 ，因此具有明显的分型优势 ，各 HPV型别问一般不出现交叉杂交 

反应。证实官颈癌前及宫颈癌主要为ttPV16型感染|而宫颈炎主要为HPV6B／1 J型感染。在本 

实验条件下，由于不同型别问交叉杂交反应只出现在含高病毒拷贝的标本中(>I OOp'g)，而且 

不同型别问交叉 交反应强废差别在 10z以一卜，因此对出现交叉反应的标本可通过斑点IiIJ强 

度差别求准确确定 ttPV型别。对极少数出现交叉杂交反应、反应强度相同的标本 ，可认为是多 

型别 tTPV混合感染或与探引。型别 关的新的 HPV亚型。夸后尚需解决出现实验背景较高的 

问题。 

本方法是一个敏感<0．Ipg) 特异及适用于小组织标本 (卜一2rng)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新 

方法 ，在 HPV与 卜皮肿瘤研究、尤其是在 HPV与官颈癌关系的研究中具仃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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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ection of HpV is the most frequent among the viruses tropic to the epithelium of cervix． 

The different HPV cypes pnsse~ various infective loca tion and the abilities of etiology，for exalTlple， 

HPV type 6B，type 1 1 wsre correlated with the cervical non—tumor lesions，otherwise，the HPV cype 

1 6 and type  l 8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ervical ca rcinoma．so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a。cu 

rataly HPV |ype tit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resca rchrnent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vica l 

HPV inf~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ervica l(~trcinoma． 

W e re~ rted here a new DNA hybridization methed  and proced ure ．with which ca n easily dif 

fer one HPV type from another．The advantages as follow eon'q~tred with other hybridization method． 

1．It becomes suitable to detect small pieces of biopsies from ~ rvix since the expe riment procedure be 

ing simplified and spe cimens consuption be ing decreased；2．Th e sensitivity is increased by 1．68 fold 

comparing with dot blot hybridization：3． It has a higher types specificity owing to med ifying the ex 

pe riment condition and putting quality co ntrol into the whole expe riment procedur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ros．sing hybridization among various HPV type s was decreased greatly and HPV typing ma y 

be  identified acco rding to com pa ring intensities on the X—ray film even in pa rt of crossing reaction sam 

ples． The method may be important and very useful in diagnosis of the HPV infection for cervix．espe  

cially in large scale molecular epiden'dolng 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association of HPV infection with 

the cervicaI carcinom a． 

Key ~,ords Human papillomavirus(HPV)，Cervical Carcinoma，Quality control slot hybridization 

(Co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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