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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B 病毒和人巨细胞病毒感染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PTEN
及 hTERT 基因
基因甲基化的影响
甲基化的影响
祁新坤，舒 逸，秦 茹，邹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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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EB 病毒（EBV）与人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相关基因 PTEN 及 hTERT 甲
基化的影响及其意义。方法 收集初发儿童 ALL 患者外周血标本 100 例，
取血浆进行病毒感染血清学检测，
据血清学结果分为
EBV 单独感染组（20例），
HCMV单独感染组（14例）EBV、
HCMV联合感染组（41例）及全阴性对照组（15例）。从外周血标本分
离单个核细胞，
提取DNA，
亚硫酸氢钠盐修饰后，
采用甲基化特异性（MS）-PCR法检测各组PTEN及hTERT基因DNA启动子区
甲基化水平的变化。 结果 EBV、HCMV 联合感染组与对照组及单独感染组相比 PTEN 基因甲基化水平明显降低（P<0.05）,
hTERT 甲基化水平有明显升高（P<0.05）。结论 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
EBV 和 HCMV 病毒联合感染使肿瘤相关基因
PTEN及hTERT的甲基化水平改变，
提示病毒感染可参与到基因表观遗传学调控，
后续的研究还需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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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Epstein-Barr virus (EBV) and 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
infections and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PTEN and hTERT genes and explore their role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Methods Blood samples from 100 children with newly diagno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ere
centrifuged for serological detection of EBV and HCMV,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ly into EBV-infected group
(n=20), HCMV-infected group (n=14), EBV and HCMV co-infected group (n=41), and non-infected group (control group, n=15).
DNA was extrac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and modified with bisulfite ammonia sodium.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the promoters of PTEN and hTERT genes were detected with methylation-specifi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S-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non-infected group and EBV- or HCMV-infected group,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PTEN gene in the co-infec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 while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hTERT gen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Conclusion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EBV and HCMV co-infection
cause changes in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PTEN and hTERT. These result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epigenetic changes caused
by viral infections,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further verify this hypothesis.
Key words: Epstein-Barr virus; human cytomegalovirus; DNA methylatio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儿童白血病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增殖性疾病，
在
儿童恶性肿瘤性疾病中发病占第1位，
其中急性淋巴细
胞性白血病(ALL)又是最常见的。急性白血病的发生涉
及多种抑癌基因和癌基因的异常表达，
PTEN基因是广
泛的抑癌基因，
在多种肿瘤中存在失活现象，
其失活原
因除突变缺失外异常甲基化可能是其失活的第 3 条途
径［1-2］。端粒酶逆转录酶( hTERT )作为端粒酶的限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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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在 90%的肿瘤细胞中表达，
而在绝大多数正常细胞
［3-4］
以DNA甲基化为代表的表观遗传
不表达 。研究表明，
学修饰参与了多种肿瘤的发生与发展［5］，
而DNA甲基化
水平的异常改变与病毒感染有密切关系［6］，
如在肝癌细
［7］
胞中HBV的感染可导致P16基因的高甲基化 ；
在Burkitt
淋巴瘤，
EBV 的感染可导致抑癌基因 Bim 的甲基化变
［8］
化 。基于 ALL 的病毒感染与肿瘤相关基因甲基化的
研究尚少，
本研究通过收集 ALL 儿童患者的外周血临
床标本，
进行血清学检测及各肿瘤相关基因DNA 甲基
化水平变化，
探讨病毒感染与甲基化水平变化之间的关
系，
为白血病的表观遗传学研究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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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血清免疫学检测
对100例标本进行EBV、
HCMV的血清学检测，
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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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及分组
收集自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0 月在在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初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患
者。所有患者均经骨髓细胞形态学、
免疫学、
遗传学和
分子生物学等检查确诊，符合 MICM (morphologyimmunology-cytogenetics-molecular)诊断标准。收集
患者的外周血标本 100 例。首先利用外周血分离血清
用IgG抗体进行EBV、
HCMV血清免疫学检测，
剔除不
合格标本，
据结果分组参与统计学分析。
1.2 主要试剂
IgG ELISA kit为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产品；
DNA提取试剂购自北京天根生化科技公司；
甲基
化修饰试剂盒购自美国 ZYMO 公司；
PCR 试剂购自日
本TaKaRa公司；
PCR引物由深圳华大公司合成。
1.3 血清免疫学检测
患者初诊时分别抽取静脉血1 ml，
离心后取血清用
ELISA法，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行操作及结果
判断。
1.4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分离
患者进行初诊时分别抽取外周血1 ml，
EDTA2Na2
抗凝。抗凝外周血直接加入红细胞裂解液，
裂解红细胞
后离心分离单个核细胞。采用分次采集、
集中检测的方
法，每次收集后，立即对标本进行处理提取 DNA，
于-20 ℃保存。
1.5 MS-PCR 检测
取各外周血标本，
用血液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
（北京天根生化科技公司）提取基因组DNA，
A260/A280 值
均在 1.8~2.0 之间。采用 ZYMO 甲基化修饰试剂盒对
1 μg总DNA进行修饰，
条件为98 ℃ 10 min，
64 ℃ 2.5 h，
4 ℃ 20 h。PCR过程：
95 ℃预变性3 min，
再进行如下循
环，
94 ℃变性 10 s，
57 ℃退火 30 s，
72 ℃延伸 30 s，
共 40
个循环。PCR 产物置于 2%的琼脂糖凝胶电泳，采用
BIO-RAD Molecular imager Gel 分析仪观察结果，泳
动位置与预期片段长度相符的特异性产物判断为阳性
（图1B，
图2B）。PTEN基因（GenBank: AF067844.1）启
动子区甲基化引物序列参照 Soria 等［9-11］合成。hTERT
基因（Genebank: AF325900）参照Malentacchi等［12］采用
位于启动子区-2016 至-1532 的 CpG 岛序列设计引物，
引物序列（表1）。
1.6 统计学处理
实验结果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两组
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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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病毒感染时PTEN基因甲基化变化
Fig.1 Changes of PTEN gene methylation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viral infections. A: PTEN gene methylation in
different groups; B: PTEN gene methylation between
EBV and HCMV co-infec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vs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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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病毒感染时hTERT基因甲基化变化
Fig.2 Changes of hTERT gene methylation in different
groups. A: Percentages of hTERT gene methylation in
different groups; B: hTERT gene methylation between
EBV and HCMV co-infec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vs Control group.

除部分无法判定标本，
余下其中全阴性有15例，
EBV单
独感染者20例，
HCMV单独感染14例，
EBV、
HCMV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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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TEN和hTERT甲基化引物序列
Tab.1 Primer sequences for detecting PTEN and hTERT gene methylation
Primer pairs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MSP)

Forward primer(5'-3')

Reverse primer(5'-3')

PTEN

UMF: TATTAGTTTGGGGATTTTTTTTTTGT
MF: GTTTGGGGATTTTTTTTTCGC

UMR: CCCAACCCTTCCTACACCACA
MR: AACCCTTCCTACGCCGCG

hTERT

UMF: ATTAGGTTAGTGGTTAAAGGGTT
MF: AGGTTAGCGGTTAAAGGGTC

UMR: ACCCCAACAAAAAAAAATCAAAT
MR: CCAACGAAAAAAAATCGAAT

合感染41例。同时分离单个核细胞 ，
提取DNA以进行
后续MS-PCR检测。
2.2 PTEN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情况（表2，
图1A）
在对照组中有 14 例（93.3%）发生完全甲基化，
1例
（6.7%）为 非 甲 基 化 ；在 EBV 单 独 感 染 组 有 14 例
（70.0%）为完全甲基化，2 例（10.0%）非甲基化，4 例
（20.0%）部分甲基化，
与对照组比甲基化水平无明显变
化（P>0.05）；在 HCMV 单独感染组中有 12 例（85.7%）
为完全甲基化，
2例（14.3%）发生部分甲基化，
与对照组
比甲基化水平也无明显变化（P>0.05）；
在EBV、
HCMV
联合感染组有 13 例（31.7%）呈现完全甲基化状态，
7例
（17.1%）呈现非甲基化，
21例（51.2%）部分甲基化，
与对
照组及各单独感染组比联合感染组甲基化阳性率有明
显降低，
部分甲基化增加（P<0.05，
图1B）。

EBV、
HCMV 联合感染组完全甲基化阳性率有明显升
高（P<0.05，
图2B）。
表3 不同感染组中hTERT基因甲基化变化
Tab.3 hTERT gene methylation in different infected groups (n, %)
hTERT
Group

P

M

UM

PM

Ctrl（n=15）

2 (13.3)

0 (0.0)

13 (86.7)

EBV（n=20）

3 (15.0)

4 (20.0)

13 (65.0)

P1=0.169

HCMV（n=14）

1 (7.1)

4 (28.6)

9 (64.3)

P2=0.081

2 (4.9)

9 (22.0)

P3<0.001
EBV+HCMV（n=41） 30 (73.1)

P4<0.001

P5<0.001
M, Methylation; UM, Unmethylation; PM, Partly methylation. P1, EBV
vs Ctrl; P2, HCMV vs Ctrl; P3, EBV+HCMV vs Ctrl; P4, EBV+HCMV vs
EBV; P5, EBV+HCMV vs HCMV.

表2 不同感染组中PTEN基因甲基化状况
Tab.2 PTEN gene methylation in different groups (n, %)
PTEN

P

Group
M

UM

PM

Ctrl (n=15)

14 (93.3)

1 (6.7)

0 (0.0)

EBV (n=20)

14 (70.0)

2 (10.0)

4 (20.0)

P1=0.158

HCMV (n=14)

12 (85.7)

0 (0.0)

2 (14.3)

P2=0.210

EBV+HCMV (n=41)

13 (31.7)

7 (17.1)

21 (51.2)

P3<0.001
P4=0.017
P5=0.002
M: Methylation; UM: Unmethylation; PM: Partial methylation. P1, P2,
P3, vs Ctrl; P4, vs EBV; P5, vs HCMV.

2.3 hTERT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情况（表3，
图2A）
在对照组中有 2 例（13.3%）发生完全甲基化，
13 例
（86.7%）为部分甲基化；在 EBV 单独感染组有 3 例
（15.0%）为完全甲基化，4 例（20.0%）非甲基化，13 例
（65.0%）部分甲基化，
与对照组比甲基化水平无明显变
化（P>0.05）；在 HCMV 单独感染组中有 1 例（7.1%）为
完全甲基化，
4例（28.6%）非甲基化，
9例（64.3%）发生部
分甲基化，与对照组比甲基化水平也无明显变化（P>
0.05）；
在EBV、
HCMV联合感染组有30例（73.1%）呈现
完 全 甲 基 化 状 态 ，2 例（4.9%）呈 现 非 甲 基 化 ，9 例
（22.0%）部分甲基化，与对照组及各单独感染组比

3 讨论
在肿瘤的发生和进展中，
启动子区 CpG 岛甲基化
发挥着重要作用，
儿童白血病的发生和发展与表观遗传
修饰密切相关［13］。随着研究的深入，
发现许多基因（尤
其是抑癌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与白血病有关。PTEN
是一种抑癌基因，
其编码的蛋白具有调节细胞周期、
细
胞凋亡、
黏附和侵袭等多种作用，
该基因的缺失突变在
很多肿瘤包括白血病中广泛存在。PTEN 基因启动子
的甲基化与白血病之间的关系已有报道［14-15］。人端粒酶
逆转录酶（hTERT）是参与肿瘤发生、
发展的一种重要蛋
白酶，
hTERT 启动子区 CpG 岛甲基化参与了多种肿瘤
的发生及进展，
对进一步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诊疗有
重要意义。已有研究发现，
hTERT 的甲基化在儿童白
［16-17］
血病中起了重要作用
。DNA 甲基化作为重要的表
观遗传学修饰，
有很多影响因素。近年研究发现一些病
毒感染可直接导致基因的甲基化水平改变［18］，
如胃癌患
者中，
EBV感染就与P16启动子甲基化有密切关系［19］。
本研究发现，
与对照组比较，
EBV 或 HCMV 单独
感染组 PTEN、
hTERT 基因甲基化水平均有一定变化，
但未达到统计学差异，
可能与标本的选取有关。在 41
例 EBV 和 HCMV 联 合 感 染 组 中 ，PTEN 有 13 例
（31.7%）发生完全甲基化，
其甲基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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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及 各 单 独 感 染 组（P<0.05）；而 hTERT 有 30 例
（73.1%）发生完全甲基化，
其甲基化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及单独感染组（P<0.05）。提示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中，
EBV 和 HCMV 联合感染与 PTEN 和 hTERT
启动子区DNA甲基化密切相关。
目前针对病毒感染参与的基因甲基化的研究越来
越多，
由此扩散到其他表观遗传学调控方式的研究也逐
渐成为热点，
而且在各种疾病进程中都有研究，
本研究
着重研究PTEN 及 hTERT基因的甲基化水平的改变与
病毒感染的关系，
PTEN 作为抑癌基因，
hTERT 通常被
看做一种癌基因，
正好二者在病毒感染的影响下甲基化
水平向相反的方向改变，
这也提示病毒感染参与的表观
遗传学调控是有可能影响到疾病的进程的。但是
PTEN基因在此研究中经病毒感染甲基化水平降低，
也
不能说明抑癌基因的甲基化水平都表现同样的趋势，
如
在Saito等人的研究中就发现P16的甲基化水平就高于
非病毒感染组。所以，
病毒感染对基因的表观遗传学调
控是复杂的，
可能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基因就会有不同
的影响，
由于表观遗传学调控本来就受很多因素影响，
具体病毒感染是怎样影响基因甲基化水平的还有待更
深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表明，
病毒感染与肿瘤相关基因甲基化水平
的改变密切相关。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在病毒感
染后，PTEN 及 hTERT 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发生明显改
变，
提示肿瘤相关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变化与多种病毒单
独或联合感染紧密相关。且病毒感染可以同时引起不
同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向不同方向改变，
这些可能与病毒
感染所致的表观遗传改变有关，
这为基于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表观遗传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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