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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还原叶酸载体基因多态性与先天性
心脏病和唇腭裂关联的研究
裴丽君

任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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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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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还原叶酸载体基因（ＲＦｃｌ）Ａ８０Ｇ多态性与先天性心脏病（ｃＨＤ）和唇腭裂之

间的关联。为寻找ＣＨＤ和唇腭裂危险因素的遗传易感标志物提供流行病学依据。方法采用ＲＦＬＰ—
ＰＣＲ方法，对６７个ＣＨＤ患儿家庭、８２个唇腭裂患儿家庭和１００个正常儿童家庭成员的外周血ＤＮＡ
进行ＲＦＣｌ第８０位ＳＮＰ检测，利用核心家庭标本进行以家庭为基础的关联检验（ＦＢＡＴ），并分析了
子代ＲＦＣｌ基因型与母亲孕期前后增补叶酸的相互作用。结果

不增补叶酸的母亲生育ＣＨＤ儿的

危险高于增补叶酸的母亲（Ｏ尺＝２．６８，９５％ＣＪ：１．１４～６．４１），即母亲孕期未增补叶酸与Ｃ｝｛Ｄ发生危
险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６．２１３，Ｐ＝０．０１３）；在ＦＢＡＴ检验中，ＲＦＣｌ Ｇ等位基因与ＣＨＤ发病危
险有统计学关联（ｚ＝２．１４０，Ｐ＜０．０５），表明ＲＦＣｌ Ｇ等位基因可能是ＣＨＤ发病的遗传易感基因，未
发现唇腭裂与ＲＦｃｌ之间的统计学关联。结论ＲＦｃｌ Ｇ等位基因可能是ＣＨＤ发生的遗传易感基因
之一，子代ＲＦＣｌ基因ＧＧ或ＧＡ基因型、母亲孕期叶酸缺乏可能增加ＣＨＤ的发病危险。
【关键词】心脏病，先天性；唇腭裂；还原叶酸载体基因；以家庭为基础的关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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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叶酸可以有效降低神经管畸形（ＮＴＤｓ）的

性２８例，女性３９例。８２例ＣＬＰ病例中，母亲８０

初发和再发¨’２。。正如叶酸预防ＮＴＤｓ的情况那样，

例，父亲７６例。单纯腭裂占１２．２％，单纯唇裂

有许多叶酸预防先天性心脏病（ＣＨＤ）和唇裂伴或

３７．８％，唇裂伴腭裂５０．０％。ＣＬＰ病例的平均年龄

不伴腭裂（ｃｌｅｆ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ｌｅｆｔ ｐａｌａｔｅ，ＣＬＰ）

为５．２４岁，其范围是０～９．４７岁，ＣＬＰ病例中，男性

的流行病学证据ｂ’７ ｏ。但叶酸可以减少这些疾病危

４７例，女性３５例。１００个对照家庭中，儿童９９例，

险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因此，许多研究者将焦点集

父亲９７例，母亲１００例，对照是与病例在同一时期

中于研究影响叶酸吸收、转运和代谢的基因上。大

募集，平均年龄为５．８８岁，其年龄范围为１．９６～９．４２

量研究证实，叶酸代谢酶５，１０一亚甲基四氢叶酸还

岁，对照中男性４８例，女性５２例。ＣＨＤ组和ＣＬＰ

原酶基因（ＭＴＨＦＲ）Ｃ６６７Ｔ热敏感性纯合突变及

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在性别上均无差别。

ｌｉｐ ｗｉｔｈ

ｏｒ

Ａ１２９８Ｃ、突变是ＮＴＤｓ发生的遗传易感因素∽’９｜。

３．增补叶酸的定义：叶酸使用信息来源于调查

然而，在叶酸被吸收转运进入细胞过程中涉及到的

问卷，调查是在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期间，

还原叶酸载体（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ｌａｔ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ＲＦＣ），它与叶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儿科保健医生完成。询问病例和

酸受体相互配合、协同作用，共同完成叶酸从组织到

对照母亲在怀孕前后是否服用叶酸，将孕前３个月

细胞内的转运。因此，还原叶酸载体基因（ＲＦＣｌ）的

至孕后３个月全程服用叶酸定义为增补叶酸，从未

突变或表达异常可能成为叶酸正常代谢过程的重要

服用叶酸或服用时间不足一个月的定义为未增补

影响因素。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ＲＦＣｌ第８０位单

叶酸。

核苷酸多态性Ａ８０Ｇ突变与ＣＨＤ和ＣＬＰ发生危险

４．ＤＮＡ模板的制备：利用美国生产的ｗｉｚａｒｄ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为ＣＨＤ和ＣＬＰ的病因研究寻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Ｐｒｏｍｅｇａ ＭａｄｉＳｏｎ，

找遗传易感标志物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ｗＩ，ＵＳＡ）从全血中提取基因组ＤＮＡ，Ｔａｑ ＤＮＡ聚

对象与方法

１．标本来源与研究对象的确定：４４例ＣＨＤ病

合酶和内切酶Ｈｈａ工均为Ｐｒｏｍｅｇａ产品，引物由上
海生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ｄＮＴＰｓ购自华美生
物公司。
５．ＰＣＲ、酶切反应及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在

例主要来自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

９６００扩增仪上扩增ＲＦＣｌ基因第２外显子部分

所在对２２万“０～２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与孕期前

ＰＥ

后服用叶酸增补剂关系的研究”中确诊并存活的

序列，引物序列上游为５’ａｇｔ

ＣＨＤ病例¨０Ｉ，有２３例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期间出生的

３’，下游为５’一ｃｔｃ

ＣＨＤ病例，上述病例均经过超声心动图确诊，共得

系：１０×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Ｍ９２＋的终

到６７个ＣＨＤ患儿及其父母；８２例ＣＬＰ病例来自

浓度为１．５ ｍｍｏｌ／Ｌ），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ｓ、上游引物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期间中美预防出生缺陷与残疾合作

（１０肛ｍｏｌ／Ｌ）０．５弘ｌ，下游弓Ｉ物（１０弘ｍｏｌ／Ｌ）０．５弘ｌ，

项目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再次募集获得。在与病例

Ｔａｑ ＤＮＡ

相同的现场、同时期出生、不患任何缺陷的正常儿童

２．０

及其亲生父母中选择了１００个核心家庭作为对照。

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５℃５ ｍｉｎ（９５℃１５

规定每个病例和对照家庭成员无明显的心血管疾

７２℃２０

病、牛皮癣、未接受过各种癌症后化疗和抗惊厥药物

Ｈｈａ Ｉ（２０ Ｕ／弘１）０．５肛ｌ消化ＰＣＲ扩增产物，总体积

治疗。对上述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采集血标本

１５”ｌ，３７℃约８ ｈ。１２％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ｃｃｇ ｃｇｔ

ｇｔｃ

ｇａａ ｇｔｔ

ａｃｃ

ｔｔｃ ｇｔｃ

ｃｃｃ

ｔｃ一

ｃｔｔ一３’。１１。；反应体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５ Ｕ／弘１）０．２～０．４｝上ｌ（１．０～

ｕ），ＤＮＡ模板ｌ肛ｌ，加蒸馏水使总体积至２５肛ｌ；
ｓ，６０℃３０

ｓ，

ｓ）共３５个循环；７２℃５ ｍｉｎ；限制性内切酶

前，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后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本

结果分析：目的基因长度为２３０ ｂｐ，ＲＦＣｌ基因

研究是经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委员会审查批准后

多态性表现为ＧＧ纯合子（１２５ ｂｐ，６８ ｂｐ，３７ ｂｐ）、

实施。

ＡＡ纯合子（１６２ ｂｐ，６８ ｂｐ）和ＧＡ杂合子（１６２ ｂｐ，

２．研究对象：６７例非综合征ＣＨＤ病例家庭中，

１２５

ｂｐ，６８ ｂｐ，３７ ｂｐ）。

母亲６５例，父亲６３例。其中室间隔缺损占６４．２％，

６．统计学方法：利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估计ＲＦｃｌ基

房间隔缺损１６．４％，动脉导管未闭１４．９％，法乐氏

因型与ＣＨＤ关联之间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ａ；利用

四联症３．０％，单心室１．５％。ＣＨＤ病例平均年龄

以家庭为基础的关联检验（ｔｈｅ

为４．５９岁，年龄范围０．５～９．４２岁。ＣＨＤ病例组男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ｂａｓｅｄ

ｔｅｓｔ，ＦＢＡＴ）模型对ＲＦＣｌ基因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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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Ｄ、ＣＬＰ表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进行线性回归模
型检验，以子代、父母基因型作为基因型数据，以子

。１０６５·

病风险存在关联。
讨

论

代是否受累和母亲是否增补叶酸作为表型数据进行

关联检验ｕ２１４１。检验假设是：假设所检验的基因上

目前，国内对ＲＦＣｌ突变或功能表达异常与出

某一个或几个Ｍａｒｋｅｒ与疾病状态不连锁或不关联。

生缺陷之间的关联研究尚未起步，国外对ＲＦＣｌ基

在无效假设成立前提下，对核心家庭成员的基因型

因在癌症患者抗癌治疗中的作用及ＲＦＣ转运氨甲

数据进行综合评价。该软件于２０００年由美国

喋呤（ＭＴＸ）的研究较多，借助这些研究结果初步探

Ｈａｒｖａｒｄ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学系编制。

讨ＲＦＣ及其基因ＲＦＣｌ缺陷导致的叶酸转运障碍

结

果

机制。在提出ＣＨＤ或ＣＬＰ是否与ＲＦＣｌ存在关联
的假设过程中，我们首先在国内进行了ＲＦＣｌ基因

表１所示，母亲未增补叶酸生育ＣＨＤ的危险是

Ａ８０Ｇ在中国人群中的分布研究，结果初步认为

增补叶酸母亲的２．６８倍（９５％ａ：１．１４～６．４１），经

ＲＦＣｌ基因型分布与北方神经管畸形率高于南方的

Ｙ２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６．２１３，Ｐ＜０．０５），未

分布特点一致¨“，这一结果为进一步开展叶酸代谢

检验出与ＣＬＰ之间的关联（Ｐ＞０．０５）；按照母亲是

相关基因ＲＦＣｌ与ＣＨＤ、ＮＴＤｓ等出生缺陷之间关

否增补叶酸分层，无论在增补叶酸组还是未增补叶

联研究提供更多依据。

酸组，以ＣＨＤ子代ＧＡ和ＧＧ基因型分别与ＡＡ比
较，结果差异均无显著性。

本研究采用了ＦＢＡＴ，利用双亲基因型、受累子
女基因型及其表型的家系数据，进行双等位基因或

表２为ＣＨＤ和ＣＬＰ患儿ＲＦＣｌ基因型与母亲

多等位基因与疾病表型的关联分析¨２‘１４’１６。，目的是

增补叶酸之间的作用。以子代ＡＡ基因型和母亲增

研究显性（ｄｏｍｉｎａｎｔ）和隐性（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候选基因的

补叶酸为非暴露，子代ＧＡ、ＧＧ基因型和母亲未增

特异性遗传假设，这种方法比现有的其他方法有更

补叶酸为暴露因素进行比较，调整年龄因素后计算

高的检验效率。由于它是由传递不平衡检验

０Ｒ值，未得到有意义的０Ｒ值。

（ＴＤＴ）扩展到对任何表型、对多基因或环境因素的

表３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关联检验。从显性遗传

研究，因此，保留了原来只利用父母亲杂合子不一致

模型中发现，等位基因Ｇ与ＣＨＤ表型之间呈正关

对子进行检验的方法，这样会有一部分父母纯合子

联（Ｐ＜０．０５），即ＲＦＣｌ基因的Ｇ等位基因可增加

数据不参与分析，损失部分信息，这在ＦＢＡＴ研究

ＣＨＤ的发病风险，但未发现Ｇ等位基因与ＣＬＰ发

结果可以看出，比如ＣＨＤ研究中共有６７个核心家

表１

母亲增补与未增补叶酸子代ＲＦＣｌ基因型与ＣＨＤ和ＣＬＰ发生危险病例对照研究

注：ｃｍ病例６７例，母亲６５例；ｃＬＰ病例８２例，母亲８０例；对照儿９９例，母亲１００例，上述例数是指所收集到的血标本数，因此，对照儿
基因型检测总数为９９例

表２

Ｃ∞和ＣＬＰ患儿ＲＦｃｌ基因型与母亲增补叶酸之间的交互作用

。１０６６。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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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Ｄ和ＣＬＰ的ＦＢＡＴ显性模型

缺陷和室间隔缺损有较强的关联。本研究与Ｓｈａｗ
等的研究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并未按
照ＣＨＤ的不同缺陷类型统计其基因型与ＣＨＤ的发
病危险。因此，有待于扩大样本量并且选择缺陷类
型一致的ＣＨＤ病例进一步证实。
许多实验研究结果提示：ＲＦＣｌ基因低表达能

注：Ｆａｍ＊：有信息家庭或家系数；Ｓ：参与分析的家庭总和得分

影响正常组织发育，加重叶酸缺乏对于心血管疾病

统计量；Ｅ（ｓ）：５的均数；％ｒ（ｓ）：方差；ｚ ｓｃｏｒｅ＝｛三，［ｓ，一Ｅ

和胎儿异常以及癌变过程的发展旧１’２ ２。。在胎儿发

（ｓ。）］｝／、压币万习耵；Ｐ＜ｏ．０５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育关键时期，ＲＦＣｌ缺陷可能对叶酸转运的动力学

庭参与分析，但在ＦＢＡＴ检验中所显示的有信息家

产生不利影响，由于ＲＦＣ异常可降低它与还原叶酸

庭数（Ｆａｍ８）为３４个。然而，ＴＤＴ或ＨＨＲＲ（基于

的亲和力，损害合胞体滋养层和神经口腔上皮细胞

单体型的单体型相对危险度）却不能充分利用父母

内叶酸饱和状态，增加剥夺叶酸的危险，传递给正发

亲或子代的一个或多个表型数据，这一点上它却不

育胚胎的叶酸不足，发生ＮＴＤｓ或ＣＨＤ的危险增

及ＦＢＡＴ能最大限度的利用表型数据参与分析。

加。由此可见，如果父母传递给胎儿两个Ｇ等位基

总之，通过本研究得知，ＦＢＡＴ方法比较适合于核心

因的同时，能保证叶酸的供给量，则可能有效拮抗因

家庭或家系资料的遗传分析，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

胎儿携带ＧＧ基因型而导致的ＣＨＤ发生。

加拿大学者观察了ＲＦＣｌ与ＭＴＨＦＲ两者联合

进行疾病与基因关联检验的家系分析软件之一，是
值得推广和应用的家系统计分析方法。

作用对总同型半胱氨酸的影响后发现，ＲＦＣｌ

８０ＧＧ

ＲＦＣ是叶酸的膜转运载体，ＲＦＣｌ基因突变可

和ＭＴＨＦＲ ６７７ＴＴ基因型同时存在，可提高同型半

能影响细胞对叶酸的吸收、转运和代谢。ＣＨＤ主要

胱氨酸水平¨１Ｉ，由于该研究中携带８０ＧＧ／６７７ＴＴ基

是在怀孕后头６周心脏发育不全导致，孕期增补叶

因型的病例仅有４例，这些结果还需在更大的人群

酸可以降低ＮＴＤｓ和ＣＨＤ的发生∞’４’…川，这一预防

研究中证实。所以，今后要把出生缺陷病因研究与

效果使许多学者在叶酸通道中寻找候选基因，其中

叶酸通道基因、血浆叶酸水平、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结

ＭＴＨＦＲ Ｃ６７７Ｔ纯合突变与ＣＨＤ发病危险有统计

合起来，综合评价这些因素在疾病发病中的作用，这

学关联¨８｜。ＲＦＣ是叶酸代谢过程中使还原叶酸进

对出生缺陷病因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入细胞的基本途径，ＲＦＣｌ对正发育的胚胎，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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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二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读者·作者·编者·
读《加强新生儿以外人群乙型肝炎疫苗免疫》后的一点建议
倪健儿
拜读贵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３７６页庄辉教授关于《加强

无（低）应答儿童的主要原因为乙肝病毒潜在感染、船ｓＡｇ携

新生儿以外人群乙型肝炎疫苗免疫》的述评文章，文中提出

带、乙肝病毒突变株、遗传因素等，这些已达成共识。对出生

了我国乙型肝炎（乙肝）防治工作中的重要免疫策略及我国

后２４ ｈ内未及时首针接种或未全程接种乙肝疫苗和因疫苗

乙肝计划免疫新的工作重点。我深表赞赏。

剂型、疫苗剂量、疫苗储存、疫苗接种等其他原因引起的无

上海是我国乙肝计划免疫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区。上

（低）应答儿童，采用乙肝疫苗加强接种（更换剂型、加大剂

海市乙肝疫苗２４ ｈ内首针及时接种率和全程接种率都达到

量）的免疫方案后取得相当满意的效果，因此对初免后无

９９％以上，乙肝抗体覆盖率８５％，Ｉ蛆ｓＡｇ阳性携带率

（低）应答儿童进行加强接种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船ｓＡｇ

０．４６％～０．９８％，已经达到ｗＨＯ提出的乙肝控制标准。最

阳性的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最好加大乙肝疫苗接种（ＨＢＶａｃ）

近，笔者对上海市６３２名在新生儿期全程接受重组（酵母）乙

剂量（由５ ｐｇ加量至１０ ｐｇ）或与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联合

肝疫苗接种的４岁以内儿童给予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

应用。③为了全面落实加强新生儿以外人群乙肝疫苗免疫

（ＨＢＶＭ）定性和定量检测，抗一ＨＢｓ阳性率８２．４４％，感染乙肝

策略，应制订相应的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如儿童在入幼入

病毒率０．９５％，结果提示儿童乙肝疫苗初免后的免疫效果是

托前应进行常规的ＨＢＶＭ检测，加强幼托儿童和教职员工

非常明显的。但仍有１６．６１％的儿童在新生儿期乙肝疫苗全

的乙肝管理，避免乙肝的水平传播。

程接种后呈无（低）应答状态，这些儿童不能得到有效的抗体

我国每年出生约２０００万名新生儿，乙肝疫苗初免后无

保护，存在极大的乙肝病毒感染的潜在危险。对９４名无

（低）应答儿童就有３００万名之多。由于我国乙肝计划免疫

（低）应答儿童进行了乙肝疫苗加强接种后随访，在加强接种

工作开展不平衡，无（低）应答儿童仍可被乙肝病毒感染。无

完成后一个月给予ＨＢＶＭ定量检测，随访结果抗一腿ｓ阳转

（低）应答的确切机理还不清楚。为了早日达到ｗＨ０乙肝

率达１００％，呈高应答反应。这表明对无（低）应答儿童进行

控制目标，无（低）应答儿童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鉴于

加强接种的免疫效果是理想的。因此我们认为：①我国是乙

以上理由：建议在我国乙肝计划免疫工作中继续加强新生儿

肝高流行地区，乙肝慢性化进程的关键年龄在婴幼儿期的乙

乙肝疫苗免疫的同时，应把初免后无（低）应答儿童列入加强

肝病毒感染，因此乙肝的防治必须从新生儿抓起，这有利于

对新生儿以外人群乙肝疫苗免疫的重点人群。

降低我国乙肝、肝硬化、肝癌的发病率。②乙肝疫苗初免后

此建议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庄辉教授指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０９．０９）

作者单位：２０１２００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儿科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