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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色素 P450 基因 1A1 与肺癌类型病例对照研究 

李 英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肿瘤易感性标志物细胞色素 P4501A1 与肺癌的关联性。方法 在本次研究进行

时，选择原发性肺癌患者共计 60 名，同时选择 60 名对照实验时间段设置在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

研究人员在所有患者入院后，由医务人员对其进行采血 DNA 提取并应用多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

多态性，对其细胞色素 P4501A1 进行检验，确定患者的基因型保护特征。结果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显示，鳞

癌的发生与细胞色素 P4501A1 突变有明显关联（OR=2.76，P=0.011），吸烟与细胞色素 P4501A1 产生的联

合作用，并没有发现与不同的肺癌类型有密切的关联。而针对不吸烟的患者，细胞色素 P4501A1 杂合型，

可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保护因素（OR=0.16，P=0.033），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磷癌的风险性。饮酒与细

胞色素 P4501A1 突变型基因联合作用，会与鳞癌呈现密切相关性（OR=4.33，P=0.046）。而细胞色素 P4501A1
杂合型基因的联合作用与腺癌两者之间的关联较为密切（OR=22.01，P=0.007）。结论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

显示细胞色素 P4501A1 突变型、基因型是肺癌的一个重要易感因素，相关研究人员可通过基因诊断的方式

确定患者是否存在肺癌高危情况对于患者的后续治疗以及日常生活的管理来说，有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

对于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来说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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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Control Study of Cytochrome P450 Gene 1A1 and Types of Lung Cancer 

Ying Li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umor susceptibility marker cytochrome 
cytochrome P4501A1 and lung cancer. Method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primary lung cancer were 
selected, and 60 control subjects were selected. The time period of the experiment was set from April 2021 to June 
2022. After all the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medical staff extracted DNA from their blood and applied 
multipl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to test their cytochrome P4501A1 to 
determine the genotype prot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mutation of cytochrome P4501A1 
(OR=2.76, P=0.011), and the combined effect of smoking and cytochrome P4501A1 was not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lung cancer are closely related. For non-smoking patients, cytochrome P4501A1 
heterozygosity may be a very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 (OR=0.16, P=0.033), which can reduce the risk of 
phosphorus cancer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cytochrome P4501A1 
mutant gen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R=4.33, P=0.046). Howev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cytochrome P4501A1 heterozygous gen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denocarcinoma (OR=22.01, P=0.007).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cytochrome P4501A1 mutation and genotype are an important susceptibility 
factor for lung cancer. Relevant researchers can determine whether a patient has a high risk of lung cancer through 
genetic diagnosis. For the follow-up treatment of patients and daily life In terms of management, it has a very 
positive guiding rol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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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临床发病率较高，这一疾病在目前被归

类为一种常见且病情较为严重的恶性肿瘤，已经对

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在医务人员

针对患者进行临床治疗前，研究人员认为需要选择

一种合理且安全的诊断方式对患者的病情状况进行

评估，在根据患者的病情检测结果给予患者对应的

治疗，能够使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提升[2]，对于提

高患者的生活治疗和改善患者的病情来说，有十分

积极的作用。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而癌症也受到了现代

相关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对人们生命安全以及健

康造成最大威胁的肿瘤为肺癌[3]，这种疾病的发病

率和增长率在近年来最快，尤其是近年来肺癌的发

病和死亡率居所有癌症的首位，相较于女性患者来

说，男性患者的数量更多，小细胞肺癌中最为常见

的一种为中央型肺癌[4]，肺部肿瘤是由支气管狭窄

或者阻塞所导致的肺不张进而引发肺炎，并且由于

其阻塞最终会引发患者出现局部肿瘤。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次研究进行时，选择原发性肺癌患者共计

60 名，同时选择 60 名对照实验时间段设置在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研究人员在所有患者入院后，

由医务人员对其进行采血 DNA 提取并应用多聚合

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对其细胞色素

P4501A1 进行检验，本次研究中肺癌患者年龄 46-78
岁，平均（55.26±4.32）岁，男 31：女 29。健康组

年龄 43-75 岁，平均（56.70±2.24）岁，男 30：女

30。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0.05。本研究经伦理批准。 
1.2 方法 
1.3 CYP1A1 基因型的检涮 
（1）引物设计：引物为 5’-CAGTGGAGGTG

TAGCCGCT-3’和 5’-TAG-GAGTCTTGTCTCATG
CCT-3'，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合成。 
（2）PCR 反应体积及反应条件：总体积 40 pl，

ddH，8.5 pl，10× BufferS.0 ul， dNTPs1.0 pul（0.
01umol），引物 2 种，各 10.0 pul（3.125×10-5pm
ol/L），Taq 酶 0.5 pl（2.5U），模板 5.0 ul。94℃

预变性 2 min，然后用 94 ℃变性 50 s，54 ℃退火 
50s，72℃延伸 60s，进行 30 个循环后，最后 72℃
延伸 7 min，PCR 扩增产物用 MspI 酶切；总体积 1
5 pl 中，扩增产物 10 pl，（10U）MspI 内切酶 1 
pl，10 × Buffer2.0 uol，ddHO2.0 pl。1 000 g，
离心数秒，加石蜡 25 ul，37℃水浴 1 一 3 h，65 ℃
水浴 10~15 min 终止酶切。取 8 pl 酶切产物点样，

用 1.8%琼脂糖凝胶做电泳分析基因型。 
（3）结果判断：野生型为 340 bp，突变型为 1

40 和 200 bp2 个片段，杂合型为 140，200 和 340 
bp 3 个片段。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FoxPro建立数据库

后采用软件 SAS6.12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记录结果。 
2 结果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显示，鳞癌的发生与细胞色

素 P4501A1 突变有明显关联（OR=2.76，P=0.011），

吸烟与细胞色素 P4501A1 产生的联合作用，并没有

发现与不同的肺癌类型有密切的关联。而针对不吸

烟的患者，细胞色素 P4501A1 杂合型，可能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保护因素（OR=0.16，P=0.033），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磷癌的风险性。饮酒与细胞色素

P4501A1 突变型基因联合作用，会与鳞癌呈现密切

相关性（OR=4.33，P=0.046）。而细胞色素 P4501A1
杂合型基因的联合作用与腺癌两者之间的关联较为

密切（OR=22.01，P=0.007）。 
3 讨论 
肺癌属于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呼吸系统疾病，这

些疾病的病死率在目前临床所有性肿瘤中排行大约

为第 3 位[5]，而我国每年的新发肺癌患者数量在 15
万以上，并且在近年来社会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呈

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晚期肺癌患者在接受治疗时，

由于病情可能已经出现扩散而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

会，所以导致患者的治疗难度较大，非小细胞肺癌

在所有肺癌患者中占比达到 15%以上[6]，通过静脉

化疗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能够有助于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抑制患者的癌症进展，

促进患者的病情康复。而一旦患者发病，则患者的

临床症状表现相对来说较为复杂，患者的肺部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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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结节斑点的情况，技术人员还可以在患者

的诊断图像中发现小的空洞阴影和结节，并且患者

的斑片状周围有可能会出现浸润性阴影的情况，对

于患者脏器和肺功能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对患

者进行实际治疗时，临床研究表明对肺癌患者应用

各种西医药物进行治疗[7]，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医治疗存

在较多的弊端，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因

素的影响，出现不良反应，对于患者的康复可能会

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对肺癌患者进行治疗时，医务

人员发现针对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

能够根治患者的病因，从根本上杀灭患者的癌细胞，

有助于抑制癌症出现扩散或者转移的情况，医务人

员需要早期对患者进行有效的诊断。肺部结节是肺

癌的一种早期症状表现，主要是由于患者的肺组织

出现病变所导致的这种疾病，需要研究人员及时对

其进行有效的鉴别，就这样才能够使患者的治疗效

果得到进一步的提升[8]。 
细胞色素 p450 包含血红素 - 硫醇盐蛋白超家

族，其命名为其在 450nm 处的一氧化碳结合物质的

光谱吸收峰。在包括古细菌在内的每一类生物体中

都发现了 p450 超家族，它被认为起源于一个存在于

30 亿年前的祖先基因。随后重复基因重复产生了最

大的多基因家族之一。这些酶对于它们催化的反应

的多样性和它们起作用的化学上不同的底物的范围

都是值得注意的。 
综上，在本次研究结果中显示细胞色素 P4501

A1 突变型、基因型是肺癌的一个重要易感因素，相

关研究人员可通过基因诊断的方式确定患者是否存

在肺癌高危情况对于患者的后续治疗以及日常生活

的管理来说，有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提高人

群的健康水平来说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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