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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 基因表达与肝细胞肝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刘 新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南宁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 P21mRNA 表达与肝细胞肝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方法 本次研究在进行期间

将医院作为基础开展病例对照实验，本次研究实验时间段设置，在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研究人员

在该时段内将我院中收入的 100 名肝细胞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患者入院后由医务人员采用 RT-PCR 方

法检测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中的 p21 基因 mRNA 表达，选择同期内我院中收入的普通体检者作为对照对象

研究人员针对其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 P21mRNA 表达检测，研究人员针对最终结果进行记录，分析组间差

异。结果 针对两组患者的 P21mRNA 指标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肝癌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中 P21mRNA 的表

达量，相较于非肿瘤人群的外周血白细胞中的表达量明显更高，差异显著存在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21mRNA 表达与肝细胞肝癌具有一定的关联，在进行单细胞肝癌患者的病情诊断时，研究人员针对

患者的个体状况进行分析，可确定患者的病情，为肝细胞肝癌患者的病情分析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循证护理；心肌梗死并发心力衰竭患者；影响 

 

A case-contro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21 gene expression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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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21mRNA expression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hod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hospital was used as the basis to carry out the case-control 
experiment. The time period of the research experiment was set. From April 2021 to June 2022, the researchers 
took 100 peopl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fter the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the medical staff used RT-PCR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21 gene mRNA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of the patients. It uses the same metho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21mRNA, and the researchers record the final results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After analyzing the P21mRNA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21mRNA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of the non-tumor popul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existed significantly 
and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P21mRNA ha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en diagnosing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with single-cell liver cancer, the researchers 
can analyze the individual conditions of the patients to determin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ferenc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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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结构

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在不断的

上升的以疾病占了约，占到了所有恶性肿瘤的 2%，

左右而这一疾病的死亡率占到所有恶性肿瘤死因的

前 5 位，并且原发性肝癌在近年来的发病率呈现逐

年上升的趋势[1]。在近年来的临床研究中显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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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发性肿瘤和原发性肝癌的预后恢复与患者的治

疗开始时间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因此早期发现并对

原发性肝癌进行诊断，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

效果[2]。原发性肝癌在目前临床上属于一种转移发

生恶性肿瘤，这种疾病的成因复杂并且治疗难度较

大，医务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临床病情选择合适的

治疗方式[3-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是通

过阻断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状态，重新激活 T 细胞

对肿瘤细胞的免疫活性而发挥抗肿瘤作用。肝癌的

发生与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从目前的临床研究中，

主要是从基因水平阐明发生机制。 P21 基因是一种

较为重要的抑癌基因，如果这一基因的表达发生异

常，则必然会对细胞增殖和分化调控产生影响，进

而引发恶性肿瘤。所以研究人员需要了解 P21 基因

表达与肝细胞肝癌两者之间的关联，才能够使后续

的免疫治疗工作更为顺利的开展[4]。本文通过对探

讨分析 P21mRNA 表达与肝细胞肝癌两者之间的关

联性，得出以下结论。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在进行期间将医院作为基础开展病例

对照实验，本次研究实验时间段设置，在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研究人员在该时段内将我院中收

入的 100 名肝细胞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患者

入院后由医务人员采用 RT-PCR 方法检测患者的外

周血白细胞中的 p21 基因 mRNA 表达，选择同期内

我院中收入的普通体检者作为对照对象研究人员针

对其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 P21mRNA 表达检测；其

中患者年龄 45-76 岁，平均（56.67±2.18）岁，男 6
1：女 39。健康组年龄 43-75 岁，平均（56.70±2.2
4）岁，男 58：女 42。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0.05。
本研究经伦理批准。 

1.2 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统一调查表，在患者知情同意后，

医务人员以及专门培训的调查员针对研究对象进行

面对面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状况、既往

史、家族史、吸烟史和饮酒史相关内容。在进入医

院后于清晨对研究对象进行空腹静脉血采集，采集

样本量为 2ml，将其放置于真空抗凝管中，混匀后

备用，在获得样本后由研究人员在 4 小时内针对总

RNA 进行提取，分析做种结果。 

1.3 观察指标 
采用逆转录 PCR（RT-PCR）的方法﹐按照 Tri

zol 试剂（天根）说明书,分别提取肝癌组和健康组

患者的总 RNA。取 1 uI.RNA 在 1%的琼脂糖上进

行电泳。在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检测 A260/A280 比值

在 1.8～2.0。参照 M-MIV 逆转录盒（MBI）说明书

进行逆转录反应,合成的 cDNA 放置于一 20 ℃贮存

备用。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软件中，计数给予 χ2统计，计量则行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针对两组患者的 P21mRNA 指标进行分析后发

现，在肝癌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中 P21mRNA 的表

达量，相较于非肿瘤人群的外周血白细胞中的表达

量明显更高，差异显著存在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表 1 两组研究对象的 P21mRNA 表达量对比（x±s） 

组别（n） P21mRNA 表达量 

健康组（100） 0.0361±0.0311 

肝癌组（100） 0.2561±0.0125 

T 9.1563 

P 0.0000 

3 讨论 
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地区，在这一环境下，我国

的组织资源较为丰富，并且病情种类较多，对于肝

脏的研究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与案例。所以目前我

国针对肝癌的临床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对

于肝脏肿瘤的病理学研究上述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

分的展现，医务人员需要形成更加系统性且系列性

的研究，并尽可能将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应用于研

究中，避免在研究时出现过多的局限性。目前临床

上我国针对肝癌的研究以原发性肝细胞癌为主，缺

乏早期的病情诊断和癌前病变的系统性研究，所以

医务人员需要从这一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肝癌

（liver cancer）属于恶性肿瘤，随着环境的变化和

老龄化人口的加剧，肝癌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具有

较高的病死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肝癌是

指来源于干细胞和肝胆管细胞的恶性肿瘤，分为原

发性肝癌和继发性 肝癌，属于常见恶性肿瘤。在世

界范围内，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是恶性肿瘤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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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位，而在我国则居于男性的第 2 位，全球每年

大约有 60 万人死于肝癌，其中我国占比达到了 50%
以上，每年我国大约有 30 万人死于肝癌，是恶性肿

瘤患者的第二大死因，随着近年来生物医学和理论

的不断研究和发展，肝癌的病理学研究中获得了极

大的进步，但我国还缺乏优质的突破性发展。原发

性肝癌的发病几率以及死亡率都在呈现出不断上升

的趋势，对于肝癌患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之上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发性肝癌的发病原因和机制

并没有完全说明，相关学者调查表明，可能与饮酒

和食物以及饮水、病毒性肝炎、遗传因素等有关，

基本病因：原发性肝癌的致病危险因素严重影响肝

细胞的 DNA，进而导致细胞异常生长，引起癌症，

其中 HBV 与 HCV 感染就是常见的危险因素。 
P21mRNA 是具有广泛激酶抑制活性的一种细

胞周期，抑制蛋白 P21mRNA 在人体内能够针对细

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的活性进行抑制，进而通过

这种方式使细胞由 G7 进入 S7 内，针对增殖细胞和

抗原活性产生抑制作用时，细胞的 DNA 合成得到控

制。并且 P21mRNA 还能够使细胞核脱离细胞周期，

使细胞的分化活动得到控制。目前开展的肿瘤免疫

治疗已成为继手术、放疗、化疗和靶向治疗外的第

5 种肿瘤治疗手段。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类药物是目

前最新最有前景的免疫治疗药物之一，但该类药物

的应用主要局限于恶性黑色素瘤等少数几种疾病。

原发性肝癌相关免疫治疗临床试验正在陆续开展

中，虽已取得较好的结果，但其肝脏不良反应的研

究相对不足，仍需开展更多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以

指导临床应用。本研究开展卡瑞利珠单抗在原发性

肝癌治疗中的肝毒性进行研究，肝癌患者多有肝脏

基础疾病，且疾病诊断中晚期患者多，对药物的耐

受程度欠佳，更容易出现肝脏不良反应。目前开展

的肿瘤免疫治疗已成为继手术、放疗、化疗和靶向

治疗外的第 5 种肿瘤治疗手段。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类药物是目前最新最有前景的免疫治疗药物之一，

但该类药物的应用主要局限于恶性黑色素瘤等少数

几种疾病。原发性肝癌相关免疫治疗临床试验正在

陆续开展中，虽已取得较好的结果，但其肝脏不良

反应的研究相对不足，仍需开展更多更大规模的临

床研究以指导临床应用。 
本研究开展卡瑞利珠单抗在原发性肝癌治疗中

的肝毒性进行研究，肝癌患者多有肝脏基础疾病，

且疾病诊断中晚期患者多，对药物的耐受程度欠佳，

更容易出现肝脏不良反应。在相关研究调查中显示，

P21mRNA 还能够依赖 P53 途径和非依赖 P53 途径

参与到细胞参与到细胞周期的抑制中产生的效果良

好，在相关研究调查中显示，细胞内如果出现了 P2
1 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一分子的 P21mRNAcyclin-
PCNA-CDK 复合物的结合是细胞周期所必不可少

的。如果出现了 p21 高水平表达，在多分子的 p21
影响下来的结合也会对最终的细胞周期产生直接的

抑制作用。在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才能对照分析的

形式，针对 100 名健康人群和 100 名该人群作为研

究对象，在研究结果中显示肝癌患者的外周血白细

胞 P21mRNA 表达水平相较于正常人群来说明显更

高，两者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再进

行时，以医院为基础开展病例对照，从分子水平对

外周血白细胞中的 P21mRNA 表达以及刚来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在研究结果中证明了患者患有肝癌时，

患者的机体功能与患者之间的关联性。 
综上，P21mRNA 表达与肝细胞肝癌具有一定的

关联，在进行单细胞肝癌患者的病情诊断时，研究

人员针对患者的个体状况进行分析，可确定患者的

病情，为肝细胞肝癌患者的病情分析提供相应的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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