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8卷 3期 

2003年 6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Ⅱt0L0GICA SDⅡGA 

18(3)：197—．200 

June 003 

宫颈癌中p53表达和病毒感染的研究 

周经姣 ，刘建军2料，徐顺先3，刘 军2，魏 芸2 

(1冲 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广东广州510080；2．武汉大学医学院病毒研冤所，湖北武汉 430071； 

3．武汉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北武汉 430071) 

p53 Expression and Genetic Evidence for Virus Infection in Cervical Carcinoma 

ZHOU Jing-jiao ，LIU Jian-jun “，XU Shun—xian ，LIU Jun ，WEI Yun 

f1．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80；2．1nstitute of l~rology,Medical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1；3．The FirstHospitalof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1，China) 

Abstract： Wle examined 121 Specimens of exfoliated cells and tissue of cervix for the presence of 

肿 V一16／18 an d HSV一2 DNA by PCR．At the same time，we analysised 76 specimens from tissue of 

cervix for the expression of p53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The HPV一16／18 was found in 19 

(61．3％)of 31 cervical carcinoma，in 9(22．5％)of 40 chronic cervicitis，in 3(6．O％)of 50 normal 

uterine cervix．The positive rate of HSV一2 was 32．3％ (10／31)，2O．O％ (8，4O)and 4．0％ (2／50)．1 e 

mixed  infection rate of肿 V 16／18 an d HSV一2 was 16．1％ in cervical carcinoma．The rates of positive 

expression ofp53 was found to have a gradient of crescendo in the tissues of chronic cervicitis．CIN an d 

cervical carcinoma．Wle found that cerv ical carcinoma is strongly related  witll HPV一16／18 infection．A 

synergetic action may OCCUr between HPv an d HSV一2 infections in the oncogenesis of cervical 

carcinoma．Th e overepression of p53 appears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ervical 

can cer．Th ere is a matter ofclinical significan ce on the prevention an d treatment ofcervica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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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 PCR对 121例宫颈脱落细胞和组织分别检测 HPV。16／18和HSV一2 DNA。同时应用免疫组化S—P法检 

测 76例宫颈组织中p53过度表达。结果发现，宫颈癌组织中HPV．16／18和HSV-2阳性率分别为61．3％和 32．3％， 

慢性宫颈炎组HPV一16／18和HSV一2阳性率分别为 22．5％和 20．0％，与正常宫颈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宫颈癌中 

HPV一16／18和HSV一2混合感染率为 16．1％。p53过度表达率在慢性宫颈炎、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宫颈癌组织 

中呈梯度递增。另外，宫颈癌组织中 3过度表达与 HPV一16／18、HSV一2的感染无相关性。提示：宫颈癌的发生 

与 HPV一16／18关系密切，HSV一2可能与 HPV一16／18协同作用导致宫颈癌的发生。宫颈组织中 3过度表达率与宫 

颈癌的进程有关，这在宫颈癌的防治方面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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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病因复杂，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多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病毒感染在宫颈癌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宫颈癌、 

慢性宫颈炎、正常宫颈中人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HPV)16型或 18型 (HPV一16／18)、 

人单纯疱疹病毒 (Herpes simplex virus，HS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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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HSV一2)的感染率，以及宫颈癌、宫颈上皮内 

瘤变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IN )、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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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标本来源 

5O例正常宫颈和 4O例慢性宫颈炎患者的宫颈 

脱落细胞，21例石蜡包埋宫颈癌组织、2O例石蜡 

包埋宫颈上皮内瘤变 (C )组织和 25例石蜡包埋 

慢性宫颈炎组织，1O例宫颈癌手术组织分别取 自武 

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门诊、病理科、妇瘤科。 

1．2 引物合成 

HPV．16／18引物参照文献设计l2】，由上海生物 

工程研究所合成，引物选 自HPV一16／18非编码区， 

HPV一16，HPV一18共用一条引物 (扩增 HPV一16片 

段为 100bp，HPV一18片段为 130bp)，引物序列如 

下 ： 

HPV一1 6 5 一ATGAACTAGGGTGAC I']rT一3 

共用引物 5 一GCTGTI'AGGCACATATITF一3 

HPV一1 8 5 一ATGTATGCACAGCTFAGTC一3 

HSV一2引物：引物序列位于 DNA聚合酶编码 

区，运用引物设计软件 PRIMER设计，由金贝基因 

有限公司合成。扩增 HSV一2产物为 253bp。序列如 

下： 

F1： 5 一TCA AGG GCG TGG ATC TGG T一3 

F2： 5 一TCG GCG GTG AGG ACA AAG T一3 

1．3 DNA模板提取 

石蜡包埋组织用二甲苯反复脱蜡，用 100％、 

9O％、75％、5O％、25％乙醇呈梯度水化后，弃去 

上清，研碎组织；手术切除组织各取 3mITl 用手术 

剪剪碎，制备成组织悬液；宫颈分泌物离心后取沉 

淀；分别加蛋白酶K裂解液 1001aL(p—k酶 1mg／mL)， 

酚一氯仿抽提。 

1．4 聚合酶链反应 

反应总体积为 50pL，引物用量 20pmol，PCR 

反应条件：94℃ 45s变性，55℃ 45s退火，72℃ 60s 

延伸，共 35个循环。PCR产物用 1．5％琼脂糖凝胶 

电泳 (含 EB 0．51ag／mL)。紫外光透射反射分析仪上 

观察结果。 

1．5 免疫组化 S—P法 

标本 4~61am组织切片，脱蜡，加鼠抗人 p53 

单克隆抗体 4℃过夜，加生物素标记羊抗小鼠 IgG 

室温孵育 15min，加辣根酶标记链霉卵白素室温孵 

育 15min，DAB染色，复染、脱水、封片。以细胞 

核内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根据阳性细胞数占总 

上皮细胞数目的比例判定着色阳性强度。阳性细胞 

少于 5％为阴性，5％～24％为 +，25％~49％为 ++， 

50％~74％为 +++，75％～100％为 ++++。 

2 结果 

2．1 HPV一16／18和 HSV一2 DNA检测结果 

在 正常 对 照 ，慢 性 宫颈 炎和 宫颈 癌 组 中 

HPV一16／18感染率分别为 6．O％、22．5％、61_3％，三 

组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earson列联系数为 

0．452。三组中 HSV一2感染率分别为 4．O％、20．O％、 

32．3％，三组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earson列联 

系数为 0．296。另外，HPV一16／18和 HSV．2混合感 

染率在正常对照，慢性宫颈炎和宫颈癌组中分别为 

0％、7．5％和 16．1％。见表 1、图 1，2 

表 1 临床标本 HPv一16，18和 HSV．2 DNA检测结果 

1'able 1 Detection of HPV一16，18 and HSV-2 DNA in clinic 

specimens of cervix by PCR 

bp 

10o 

图 1 PCR 检测宫颈脱落细胞和宫颈组织中 HPV一16／18 

DNA 

Fig．1 De~ction of HPV一16／18 DNA in exfoliated cells an d 

tissueofcervixbyPCR 

1，Positive control；2，DNA marker；7，Negative control；3-6／8，Clinical 

specimens ofcervix． 

2．2 宫颈组织中P53蛋白检测结果 

31例宫颈癌组织中P53阳性 17例，14例为阴 

性。2O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组织中p53阳性 

7例，13例为阴性。25例慢性宫颈炎组织中只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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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CR检测宫颈脱落细胞和宫颈组织中 HSV一2 DNA 

Fig．2 Detection of HSV一2 DNA in exfoliated cells and tissue 

ofcervix by PCR 

1，Negative control；2，DNA marker；3．Positive control；4—8，Clinical 

specimens ofcervix 

例呈现阳性着色，且仅在上皮组织基底细胞层着 

色。三组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01)。结果 

见表 2、图3 

2．3 宫颈癌组织中HPV一16／18、HSV一2感染与 P53 

蛋白表达的关系 

l9例 HPV一16／18阳性宫颈癌组织中P53蛋白检 

测阳性 9例 (47．4％)，12例 HPV．16／18阴性宫颈 

癌组织中 P53蛋白检测阳性 8例 (66．7％)，无显著 

性差异 (P>0．05)。10例 HSv一2阳性宫颈癌组织中 

P53蛋白检测阳性 6例 (60．0％)，21例 HSV．2阴 

性宫颈癌组织中P53蛋白检测阳性 11例 (52．4％)， 

也无显著性差异。另外，5例 HPV．16／18、HSV一2 

同时阳性宫颈癌组织中，P53蛋白检测阳性 3例 

表2 免疫组化 S-P法检测慢性宫颈炎、CIN和宫颈癌组织中P53蛋白的阳性率比较 

Table 2 Detection of P53 overexpression in tissues of c~omc cervicitis，CIN an d cervical carcinoma by S-P me~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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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例 HPV一16／18、HSV一2同时阴性宫颈癌 

组织中，P53蛋白检测阳性 5例 (71．4％)，无显著 

性差异。 

3 讨论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 HPV有 100多种型别。 

现普遍认为，HPV一16、18在宫颈癌的发生、发展 

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宫颈癌组、慢性宫颈 

炎组、正常宫颈组中HPV一16／18阳性率比较有高度 

显著性差异，Pearson列联系数为0．452，说明m'V一 

16／18感染与宫颈癌的关系密切。另外，在宫颈癌 

活检组织，宫颈鳞癌脱落细胞中检测到 HSV一2抗原 

已有较多的报道相互印证。但在宫颈癌组织中检测 

HSV一2核酸的结果极不一 。本研究用一对引物 

对临床标本进行扩增，宫颈癌组、慢性宫颈炎组、 

正常宫颈组中 HSV一2 DNA阳性率比较有高度显著 

性差异，Pearson列联系数为 0．296，说明宫颈癌的 

发生与 HSV一2感染有关。 

体外实验表明，转染了HPV一18的Hela细胞， 

用 HSV一2感染24h后，HPV一18 DNA整合率扩大了 

三倍。这项研究显示，在宿主细胞中，HSv一2可能 

参与了 I-IPV的整合与局部扩增【4J。我们的试验中， 

宫颈癌组 HPV一16／18和 HSV一2 的共同检出率为 

16．1％，慢性宫颈炎组为 7．5％，而正常宫颈组中未 

发现 HPV．16／18和 HSV一2同时感染。提示 HSV一2 

在 HPV阳性的宫颈癌中可能存在协同作用。 

野生型 P53蛋白是抑癌基因p53表达产物，其 

在维持细胞正常生长，抑制恶性增殖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在正常细胞中，由于其半衰期短，用免疫 

组化的方法不易被检出。本研究中所检测到的 P53 

蛋白可能是失去野生型 P53功能的蛋白。导致这种 

p53功能丧失或过表达的机制可能有：(1)P53突 

变，突变型 P53蛋白更为稳定，半衰期延长。(2) 

某些病毒、癌基因产物与 P53蛋白结合导致其失活。 

(3)与 mdm-2细胞基因产物形成复合体使 P53更 

加稳定。(4)p53转录调节改变等等。但有很多研 

究证实，宫颈癌中p53的突变机率非常小L5J，故 

突变在P53蛋白失活、过表达中可能不起主要作用。 
一

般研究认为，宫颈癌发病机制中，p53功能丧失 

或过表达是致癌的关键步骤。所 以对其功能丧失， 

过表达的机制还需进行深入的研究。 

同时，本研究中 的过度表达率在慢性宫颈 

炎、CIN、宫颈癌组织中呈梯度递增，说明 3的 

过度表达与宫颈癌的进程有关。p53过度表达率在 

CIN组织中为35％，与慢性宫颈炎组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表明其为宫颈癌发生的早期事件。P53蛋白 

阳性细胞在慢性宫颈炎基底细胞层呈散在分布，提 

示 P53蛋白在慢性宫颈炎中的表达与基底细胞层的 

增殖率升高有关，但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目前较 多研究者认为高危型 HPV，尤其 是 

HPV一16／18中转化基因编码蛋白E6能与 P53特异性 

结合，促使 P53快速降解，从而导致细胞周期失控【6J。 

理论上，宫颈癌中 HPV一16／18感染与 P53蛋白应呈 

负 相 关性 ，但 本研 究 没有 证 实二 者有 相 关性 

(P>o．05)。最近国外学者在喉癌中亦未发现 HPV16 

E6与 P53蛋白有相关性 J。可能是由于不同实验室 

选用的研究对象不同所致，宫颈癌细胞系与宫颈癌 

临床标本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宫颈 

癌的发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m'V16 E6 

与 P53蛋白相互作用外，可能还存在其它致癌因子 

对 P53蛋白的表达起作用。另外，本实验中也未发 

现 HSV一2的感染与 P53蛋白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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