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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基因Ｇ８９４Ｔ变异与
早发冠心病的关系
贾崇奇

宁艳

【摘要】

刘同涛

目的

刘兆兰

探讨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基因第７外显子Ｇ８９４Ｔ变异（Ｇ１ｕ２９８Ａｓｐ）与早发冠

心病之间的关系。方法

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选择新诊断的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男

性５５岁以前及女性６５岁以前患冠心病为早发冠心病。以１３２例早发冠心病患者为病例组，１７２例迟
发冠心病患者为对照组。运用ＰＣＲ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检测Ｇ８９４Ｔ变异。结果

Ｇ８９４Ｔ变异基

因型频率早发冠心病组（ＴＴ、ＧＴ、ＧＧ频率分别为６．０６％、２０．４５％、７３．４８％）显著高于迟发冠心病组
（ＴＴ、ＧＴ、ＧＧ频率分别为１．７４％、１１．６３％、８６．６３％）（Ｐ＝０．０１）。Ｔ等位基因频率早发冠心病组
（１６．２９％）也显著高于迟发冠心病组（７．５６％）（Ｐ＝Ｏ．００１），ｏＲ＝２．３８，９５％Ｃｊ：１．３８～４．１６。在ａ＝
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上，用多元逐步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调整性别、吸烟、饮酒、超重后，Ｇ８９４Ｔ变异对早发
冠心病仍具有显著影响（Ｐ＝Ｏ．０１），（）Ｒ＝２．２５，９５％ＣＪ：１．１９～４．２６。结论ｅＮＯＳ基因Ｇ８９４Ｔ变异
可能是早发冠心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关键词】冠心病；一氧化氮合成酶，内皮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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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包括我

病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早发和迟发病例在遗传背景

国在内世界许多国家的主要死因与疾病负担，因此

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有资料显示…，遗传度估计值

深人探讨该病的发病机理，对该病的防制与诊治具

在早发冠心病病例家庭中为９０％～１００％，而在迟

有重要意义。众多研究证实，遗传因素在冠心病发

发病例家庭中则仅为１５％～３０％。内皮型一氧化氮
合成酶（ｅＮＯＳ）通过合成一氧化氮（ＮＯ）在心血管系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颇受关注。动物实验研究

统计学研究所（贾崇奇、宁艳、刘兆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刘

表明幢１，除去ｅＮＯＳ基因的小鼠，易患动脉粥样硬

同涛）

化，导致冠心病的发生。ｅＮＯＳ基因第７外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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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８９４Ｔ变异（Ｇｌｕ２９８ＡＳｐ）与人群冠心病及心肌梗死
关系研究较多，但结果不一。然而该变异是否与早

组皆显著高于迟发冠心病组。
表１

早发与迟发冠心病组一般资料比较

发冠心病相关，目前报道罕见，我们对其进行初步探
讨，现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研究所有冠心病患者均为２００２
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期间，来齐鲁医院心内科就诊
而确诊的新发病例。早发冠心病与迟发冠心病的年
龄界定按参考文献［３］。以早发冠心病为病例组，以
迟发冠心病为对照组。

注：年龄、ＢＭＩ、’ｒＧ、’Ｉ、Ｃ为孟±ｓ，余为例数

３．ｅＮＯＳ基因Ｇ８９４Ｔ变异与早发冠心病关系

２．血样采集：取研究对象的空腹肘静脉血５ ｍｌ，

的多因素分析：在ａ＝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上，以多元逐

其中１ ｍｌ用ＥＤＴＡ—Ｎａ，抗凝，用于基因组ＤＮＡ．提

步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调整性别、吸烟、饮酒、

取；４ ｍ１分离血清，用于血脂指标检测。

超重后，Ｇ８９４Ｔ变异对早发冠心病仍具有显著性影

３．基因组ＤＮＡ提取：用常规的十二烷基硫酸
钠（ＳＤＳ）及蛋白酶Ｋ消化，酚／氯仿提纯，乙醇沉淀。
４．Ｇ８９４Ｔ变异检测：方法详见参考文献［４］。

响，结果见表３。
讨

论

５．血清生化指标检测：血清甘油三酯（ＴＧ）、总

内源性ＮＯ是由一氧化氮合成酶（Ｎｏｓ）催化

胆固醇（ＴＣ）用酶法测定，试剂由北京中生生物工程

Ｌ一精氨酸末端胍基中的一个氮原子氧化生成。在心

高技术公司提供。

血管系统中，ＮＯ具有扩张血管∞Ｊ、抑制血小板粘附

６．统计学分析：用Ｓｔａｔａ ８．０软件，计数资料用Ｙ２

与聚集∞１、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川、抑制低密度脂蛋

检验，选用ＦｉＳｈｅｒ’ｓ确切概率；计量资料用方差分析；

白氧化。８ ｏ等重要生理功能。ｅＮＯｓ是心血管系统中

多因素分析用多元逐步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合成ＮＯ的主要酶，因而其在冠心病的发病中具有

结

重要作用。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幢１，敲除ｅＮＯＳ基因

果

的小鼠易患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心病的发生。抑
１．早发与迟发冠心病组一般资料比较：结果见

制ＮＯＳ可加速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ｏ。

表１。性别构成、吸烟、饮酒、体重指数（ＢＭＩ）、ＴＧ

ｅＮＯＳ基因第７外显子第７８位碱基即编码序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ＴＣ两组之间差异

列第８９４位碱基发生Ｇ突变为Ｔ（Ｇ８９４Ｔ），导致第

无统计学意义。

２９８位氨基酸残基发生谷氨酸被天门冬氨酸替代

２．早发与迟发冠心病组ｅＮｏＳ基因Ｇ８９４Ｔ变

（Ｇｌｕ２９８Ａｓｐ）。有研究表明¨０。１２ ｏ，Ｇｌｕ２９８ＡＳｐ变异与

异基因类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析：结果见表２。

冠心病及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显著相关，但也有研

Ｇ８９４Ｔ变异基因型及Ｔ等位基因频率早发冠心病

究显示Ｈ ３’“ｏ，该变异与冠心病的发病无相关关系。

表２

早发与迟发冠心病组Ｇ８９４Ｔ基因型与等位基因频率比较

注：ＧＧ为８９４Ｇ纯合子；ＧＴ为Ｇ８９４Ｔ杂合子；ＴＴ为８９４Ｔ纯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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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１９９７，２５：１６９—１７２．

Ｇ８９４Ｔ变异与早发冠心病关系的

４贾崇奇，赵仲堂，王立华，等．一氧化氮合酶基因Ｇ８９４Ｔ变异与

多元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高血压病关系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３６—３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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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ｏｘｉｄｅ

ｎｉｔｒｉｃ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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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ｃｅｔ，

１９８７．２：１０５７．１０５８．

推测各个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年龄组的不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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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因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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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冠心病早发和迟发病例在遗传背景方面存在

Ｒｅｓ．１９９６．７８：２２５—２３０

巨大差异，早发冠心病病例家庭中遗传度估计值为

８

９０％～１００％，而在晚发病例家庭中则仅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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