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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M1基因多态性与海南中老年胃癌易感性的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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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初步研究生物转化酶类谷胱甘肽转硫酶M1（GSMT1）基因缺失多态性与海南中老年人群胃

癌易感性的关系。方法 收集我院中老年胃癌患者血液DNA 130例作为实验组，体检科中老年健康体检者血液

DNA 138例作为对照组，利用PCR技术对所有的DNA样本进行GSTM1缺失多态性的检测。结果 GSTM1(-)/

GSTM1(+)在实验组中的检出率为29.8%/70.2%，在对照组中的检出率为18.8%/81.2%，两组间的数据经统计学分

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538，P=0.033<0.05）。结论 GSTM1基因缺失多态性与海南中老年人群胃癌易感

性有关，GSTM1(-)可能是海南中老年胃癌患者的易感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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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lymorphism of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M1 (GSTM1) gene and the susceptibility to gastric cancer i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

Hainan province. Methods DN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130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 (the study group)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138 health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the control group). The GSTM1(-)/GSTM1(+)

polymorphism were detected by PCR.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GSTM1(-)/GSTM1(+ ) was 29.8%/70.2% in the

study group and 18.8%/81.2%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 2=4.538, P=0.033<0.05). Conclusion The deletion polymorphism of GSTM1 is related to the suscepti-

bility to gastric cancer i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STM1(-) might be the genotype for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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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随着胃癌(Gastric cancer)发病率的逐年上升及生
物化学研究的不断深入[1]，生物转化类酶在胃癌发生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得 到 重 视 [2]。 谷 胱 甘 肽 转 硫 酶
（GSTM1）是Mu家族成员之一，催化谷胱甘肽结合的
起始步骤，是机体生物转化重要的酶类之一，在代谢
环境致癌物中具有重要作用[3]。该酶的编码基因位
于人类基因组中 1p13（NC_000001），全长 5 950 bp。
诸多研究显示该酶的缺失多态性[GSTM1(-)/GSTM1

(+)]与胃癌、子宫癌等癌症的发生有着关联性，也有
研究显示其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差异[4-6]。海南省由
于地域的特殊性而导致本地人群的基因具有相对保
守的特点。本研究试图探讨GSTM1基因多态性与海
南中老年人群胃癌发生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 2005-2010年五年间在海

南省人民医院经内窥镜、X射线及病理确诊的汉族原
发性中老年胃癌患者，与同期在我院体检科进行健康
体检的排除癌症的中老年血液DNA进行比对研究。
实验组为海南本地胃癌患者276例，年龄40~70岁，平
均61.6岁。对照组为体检科排除癌症者301例，年龄
40~65岁，平均63.1岁。两组患者在年龄、体重、职业
及文化水平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引物设计 通过NCBI检索获得GSTM1

基因的基因组DNA序列，在缺失位点两侧进行引物
设计，P1：ctpccctacttgattgatggg，P2：ctggattgtagcaggat-

catgc，引物扩增的DNA片段大小为271 bp。同时设计

β珠蛋白的扩增引物作为对照（扩增片段为210 bp）。

1.2.2 PCR 检测 每个多态位点均设立 1 个

PCR检测管，同时加入检测引物和内参引物。反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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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下：每管在 1×PCR缓冲液（10 mmol/L Tris-HCl，

pH 8.3，50 mmol/L KCl，1.5 mmol/L MgCl2）中含模板

DNA 0.2 μg，引物各0.5μmol/L，4种dNTP各200μmol/L，

Taq DNA聚合酶（北京天根公司产品）1 U。PCR循环

参数为：首先在94℃进行5 min的热变性，随后进行35

个循环反应（每个循环包括94℃ 40 s，56℃ 60 s，72℃

60 s），最后72℃延伸10 min。扩增产物在2%的琼脂

糖凝胶中电泳，经EB染色在UVI band凝胶成像系统

（英国UVI tec公司产品）中观察结果并照相。

1.2.3 PCR结果的统计及分析 PCR结果的判

定：根据琼脂糖凝胶电泳图谱判定 PCR 检测结果，

210 bp的β珠蛋白片段作为内参，其成功扩增与否可

用于判定PCR体系的成功与否。在内参成功扩增的

基础上，若271 bp片段出现，则说明GSTM1为非缺失

型[GSTM1(+)]，反之，则为缺失型[GSTM1(-)]。利用

Excel表格对PCR结果进行统计，并利用SPSS13.0对

组间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 果

如图 1 所示，1 号为 DNA markerI，2 号为空白对

照。201 bp为内参，检测PCR扩增体系，271 bp处为

目的片段，3、6、7号目的片段出现，表示为非缺失型，

4、5号目的条带缺失，表示为缺失型。

根据以上依据判断基因分型（表 1），实验组 130

例中缺失型检出 39 例，非缺失型 90 例，比率分别为

29.8%及70.2%；对照组138例中共检出缺失型26例，

非缺失型 112 例，比例分别为 18.8%及 81.2%。利用

SPSS13.0 对组间差异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538，P=0.033<0.05）。

3 讨 论

胃癌的发病率较高，全球死亡率占恶性肿瘤死亡

率的第二位，而我国的胃癌死亡率居恶性肿瘤死亡的

首位。大量的研究证明胃癌的发生是遗传因素和环

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个体对各种有害物质

的代谢能力决定了自身DNA的抗损伤能力，从而也

就成为肿瘤易感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有害物质

的代谢过程中，主要发生在肝脏的生物转化反应具有

重要地位。GSTM1是催化生物转化反应中 II相反应

的重要酶类，其活性的保持对机体排除多种致癌物具

有重要意义。GSTM1基因的多态性可导致该酶活性

的变化，缺失型（Null-genotype）的 GSTM1 酶基本无

活性。纯合缺失型表示为GSTM1(-)，其他则表示为

GSTM1(+)。多项研究发现，GSTM1基因缺失多态性

与多种肿瘤有着显著关联性，而与胃癌的关系，在不

同的群体间也有着不同的结果[5-7]。

海南本地人群具有相对稳定的遗传因素，且近些

年中老年患者的胃癌发生率逐年上升。那么在海南中

老年人群中，GSTM1基因多态性与胃癌是的易感性是

否有显著的关联呢？本研究选择了我院中老年胃癌患

者血液130例及健康对照138例进行了比对研究。研

究结果发现，在130例胃癌患者中检测出了GSTM1缺

失纯合型患者39例，缺失率为29.8%，对照组138例中

检出GSTM1纯合缺失型26例，缺失率为18.8%。OR

值为1.8，因此在胃癌组中GSTM1纯合缺失的患者是

对照组的1.8倍。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间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538，P=0.033<0.05）。

综上所述，GSTM1基因缺失多态性与海南中老

年人群胃癌易感性有关，GSTM1(-)可能是海南中老

年胃癌患者的易感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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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间GSTM1缺失多态性的检出结果及统计学分析[例(%)]

基因型

GSTM(-)

GSTM(+)

实验组(n=130)

39(29.8)

91(70.2)

对照组(n=138)

26(18.8)

112(81.2)

图1 PCR检测GSTM1缺失多态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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