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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载脂蛋白Ｅ基因多态性对血脂的影响
赵水平

肖志杰

聂赛谭利民

目的

【摘要】

蒋波

吴军

１４５２例受试者，

探讨载脂蛋白Ｅ（Ａｐ０Ｅ）基因多态性对血脂水平的影响。方法

其中心脑血管疾病患者１１０ｌ例（脑梗死３７９例、脑出血３１３例、冠心病２５７例、其他类型１５２例）及对
照组３５１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多态性方法检测ＡｐｏＥ基因多态性。结果

调整年龄、

性别和体重指数，ＡｐＯＥ４携带者的血清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ＡｐｏＢ水平显著高于
ＡｐＯＥ３／３和ＡｐｏＥ２携带者（Ｐ＜０．０５），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中相似；ＡｐＯＥ４携带者的甘
油三酯（ＴＧ）水平和Ｅ３／３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ｐｏＥ２携带者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水平显著高于ＡｐｏＥ４携带者（Ｐ＜Ｏ．０５）。ＡｐｏＥ２携带者的ＨＤＬ—Ｃ水平随年龄增大而升高
（口＝Ｏ．１７８，Ｐ＝０．０１５），且在６５～７４岁年龄段中ＨＤＬ—Ｃ水平明显高于Ｅ３／３和Ｅ４携带者（Ｐ＜０．０５）；

ＡｐｏⅨ携带者的ＴＣ和ＴＧ水平随年龄增大而下降（卢＝一０．１７９，Ｐ＝０．００９；卢＝一０．１４７，Ｐ＝
０．０３２）。结论ＡｐｏＥ基因多态性影响血脂的代谢水平，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存在；ＡｐＯＥ２
和ＡｐＯＥ４携带者对血脂的作用程度与年龄相关。
【关键词】载脂蛋白Ｅ；基因多态性；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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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载脂蛋白Ｅ（ＡｐｏＥ）基因位于１９号染色

影响脂质代谢，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血脂水平和动

体，具有明显的基因遗传多态性。ＡｐｏＥ有三种主

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形成。ＡｐｏＥ基因多态性与血脂

要的异构体即Ｅ２、Ｅ３、Ｅ４，它们分别由一个基因位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近年屡有报道，但样本量较小。

点的三个等位基因￡２、￡３、￡４编码。ＡｐｏＥ是血清中

本研究以社区正常人群、健康体检者、患者为研究对

主要载脂蛋白之一，参与机体脂质代谢及调节胆固

象，全面探讨ＡｐｏＥ基因多态性对血脂水平的影响。

醇平衡。ＡｐｏＥ三种异构体与受体的亲和力不同而

。肉冀徽∞鼍臻篁装专糕Ｉ然黧亍医院神
经内科（肖志杰、谭利民、蒋波、吴军），心内科（赵水平、聂赛）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共收集受试者１４５２例。心脑血管
“…７“”外．－、协８０…“１１。‘…。。”。“ｏ

主堡煎鱼塑堂壅查！！！ｉ笙！旦筮！！鲞箜！塑￡ｈｉ垦』垦２ｉｉ！里ｉ！！！』！！！！！！ｉ！！！！：堑！盟！：！

疾病（脑梗死３７９例、脑出血３１３例、冠心病２５７例、

用公式计算；圆周免疫法测定载脂蛋白Ａ１（ＡｐｏＡｌ）

其他类型１５２例）患者来源于２００１年２月至２００２

和载脂蛋白Ｂ１００（ＡｐｏＢｌ００）；ＥＬＩＳＡ双抗夹心法测

年１１月在湘雅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和心

定脂蛋白（ａ）［Ｌｐ（ａ）］。

血管内科住院的患者；男性６５３例，女性４４８例，年

Ｍａｒｋｅｒ Ｅ３／３

ｂｐ

龄２４～９４岁，平均（６１．４±１１．２）岁。非心脑血管疾

Ｅ３／２

Ｅ２／２

Ｅ３／４

Ｅ２／４

Ｅ４／４

１４７一
１１０—

病人群３５１例，其中２２４例为长沙市雨花区普查人

群，其余部分来源于同期的门诊体检者；男性２０１

６７—

例，女性１５０例，年龄４０～８２岁，平均（６１．５±７．３）
岁。非心脑血管疾病人群部分经ＣＴ／ＭＲＩ证实无

３４一

卒中。通过问卷访谈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家
族史、既往史、吸烟饮酒史等。凡下列情况者予以剔

图１

ＡｐｏＥ

ＰＣＲ产物酶解片段８％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除：合并周围血管疾病或周围血管栓塞性疾病者、大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包进行统

动脉炎、血液病、结核、恶性肿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计分析。多数计量资料近似正态分布，而Ｌｐ（ａ）呈

者、入院前一周内使用降脂等药物者。

偏态分布，将其进行对数转换后再行检验。计量资

２．ＡｐｏＥ基因型测定：取肘静脉血５～８ ｍ１，采用

料组间比较采用ｆ检验，两组以上采用方差分析检

低渗溶血、酚／氯仿法抽提外周白细胞基因组ＤＮＡ。

验，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方法进行两两比较。调整年龄、性

上游引物：５’．ＴＡＡＧＣＴＴＧＧＣＡＣＧＧＣＴＧＴＣＣＡＡ

别和体重指数（ＢＭＩ），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比较

ＧＧＡ一３’，下游引物：５’一ＡＧＡＡＴＴＣＧＣＣＣＣＧＧＣＣＴＧ

ＡｐｏＥ基因型与血脂的相关性。运用方差分析的线

ＧＴＡＣＡＣ．３’。聚合酶链（ＰＣＲ）反应体系为１０＂ｌ，含

性趋势检验变量的变化趋势。分类资料的组间比较

有基因组ＤＮＡ ０．２～０．５肛ｇ，上游和下游引物分别

采用ｘ２检验。双侧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１０ ｐｍｏｌ／Ｌ，ｄＮＴＰｍｉｘ
０．５

０．２５

ｍｍ０１／Ｌ，Ｔａｑ酶

Ｕ，１０×Ｔａｑ酶缓冲液１ ｐｌ，ＭｇＣｌ２

２

结

ｍｍｏｌ／Ｌ及

果

灭菌去离子水适量，应用自动循环仪进行扩增。扩

１．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见表１。各组研究对

增条件：预变性９４℃３ ｍｉｎ，反应循环：变性９４℃

象在性别构成和ＬＤＬ—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ｓ、退火５８℃５０ ｓ、延伸７２℃１ ｍｉｎ，循环３２次；

０．０５），年龄、ＢＭＩ、空腹血糖（ＦＢＧ）、ＴＧ、ＴＣ、ＨＤＬ—Ｃ

５０

最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反应体
系２０肛ｌ：ＰＣＲ产物１０肛ｌ，Ｃｆｏｌ

５ Ｕ，１０×ｂｕｆｆｅ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Ｂ

２．ＡｐｏＥ基因型在研究对象中的分布：本组资

０．２肛ｌ，灭菌去离子水补充体积至

料共发现６种ＡｐｏＥ基因型，分别为Ｅ３／３、Ｅ３／４、Ｅ３／

２０＂１，３７℃消化６ ｈ。８％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

２、Ｅ２／４、Ｅ４／４和Ｅ２／２，频率分别为７１．２％（１０３４

酶切产物，以ｐＵＣｌ９ＤＮ刖Ｍｓｐ Ｉ酶解片段作为

例）、１３．２％（１９２例）、１２．３％（１７８例）、１．４％（２０

ＤＮＡ片段的标准物（图１）。

例）、１．３％（１９例）和０．６％（９例）；等位基因ｅ３、￡２

２肛ｌ，１０×ＢＳＡ

３．血脂检测：采用酶法测定血清总胆固醇（ＴＣ）

和￡４的频率分为８４．０％、７．４％和８．６％。研究对象

和甘油三酯（ＴＧ）；用磷钨沉淀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

的ＡｐｏＥ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采

意义（Ｐ＞０．０５）（表２）。

表ｌ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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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

５３５

·

研究对象Ａｐ０Ｅ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的分布

注：括号内数据为例数

３．ＡｐｏＥ基因型与血脂谱：将ＡｐｏＥ基因型分为

应：将全部研究对象分成＜４５岁、４５～岁、５５～岁、

Ｅ２／ｘ、Ｅ３／３和Ｅ４／ｘ三类，其中Ｅ２／２和Ｅ４／４分别归

６５～岁和≥７５岁年龄组。趋势检验发现全部受试

类于Ｅ２／ｘ和Ｅ４／Ｘ，由于Ｅ２／４仅２０例，且作用为中

者（含Ｅ２／４基因型）的ＨＤＬ．Ｃ水平随年龄增大而升

性，不包括在内。在男女不同性别和全部研究人群

高（Ｊ９＝Ｏ．０５９，Ｐ＝０．０２４），ＴＣ和ＴＧ水平随年龄增

的ＡｐｏＥ各基因型之间年龄、ＢＭＩ差异无统计学意

大而下降（ｐ＝一０．０５７，Ｐ＝０．０３０；ｐ＝一０．０８３，

义（Ｐ＞０．０５）。在男女不同性别之间的血脂及脂蛋

Ｐ＝０．００２）。我们进一步检测了不同年龄组的

白水平存在差异，尤其以ＨＤＬ－Ｃ明显。在男性和女

ＡｐｏＥ各基因型与血清ＴＧ、ＴＣ和ＨＤＬ—Ｃ的关系。

性人群中，ＡｐｏＥ各基因型之间的血脂水平与全部

分别在各个年龄组中，ＡｐｏＥ各基因型与血脂关系

研究对象中的ＡｐｏＥ各基因型的血脂水平相似。在

与全部研究对象相似，其中Ｅ４／ｘ的ＴＣ水平在＜４５

全部研究人群中，调整性别、年龄和ＢＭＩ，ＡｐｏＥ各

岁年龄组中与Ｅ３／３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基因型之间ＴＧ、ＴＣ、皿Ｌ—Ｃ、ＬＤＬ—Ｃ和ＡｐｏＢ差异

０．０５），在４５～岁和５５～岁年龄组与Ｅ２／ｘ的差异有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间两两比较显示，Ｅ４／Ｘ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２／Ｘ的ＨＤＬ—Ｃ水平在６５～

的ＴＣ、ＬＤＬ—Ｃ和ＡｐｏＢ明显高于Ｅ３／３和Ｅ２／Ｘ（Ｐ＜

岁年龄组中明显高于Ｅ３／３和Ｅ４／ｘ（Ｐ＜０．０５）。线

０．０５），Ｅ３／３的ＬＤＬ．Ｃ和ＴＣ水平也显著高于Ｅ２／Ｘ

性回归分析发现，Ｅ２／Ｘ的ＨＤＬ—Ｃ水平随年龄增大而

（Ｐ＜０．０５），Ｅ２／Ｘ的ＨＤＬ—Ｃ水平高于Ｅ４／Ｘ和Ｅ３／

升高（口＝Ｏ．１７８，Ｐ＝０．０１５），Ｅ４／Ｘ的ＴＣ水平随年

３，其中与Ｅ４／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Ｅ４／Ｘ的ＴＧ

龄增大而下降（口＝一０．１７９，Ｐ＝Ｏ．００９），Ｅ４／ｘ的

水平高于Ｅ３／３和Ｅ２／ｘ，其中与Ｅ３／３的差异有统计

ＴＧ水平与年龄也呈下降趋势（口＝一０．１４７，．Ｐ＝

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３）。

０．０３２），与年龄和全部受试者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相

４．年龄对ＡｐｏＥ基因型与血脂关系的影响效
表３

似，但这种趋势在Ｅ３／３不明显（Ｐ＜０．０５）。

各ＡｐｏＥ基因型与血脂的关系（ｊ±ｓ）

注：①在同一性别的人群中：与Ｅ３／３型比较＊Ｐ＜Ｏ．０５，与Ｅ２／ｘ型比较△Ｐ＜０．０５；②在男性和女性人群组之间ＡｐｏＥ各基因型之间的比
较：Ｅ２／ｘ型之间的比较８ Ｐ＜Ｏ．０５，Ｅ３／３型之问的比较６ Ｐ＜０．０５，Ｅ４／ｘ型之间的比较。Ｐ＜０．０５；③在全部研究人群中，调整性别（男＝１、
女＝０）、年龄和ＢＭＩ的Ａｐ０Ｅ各基因型之间的比较：与Ｅ３／３型比较＃Ｐ＜Ｏ．０５；与Ｅ２／ｘ型比较▲Ｐ＜Ｏ．０５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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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究得出的结论相似。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不同
性别之间的血脂及脂蛋白水平存在差异和血脂水平

ＡｐｏＥ基因呈多态性改变，人群中有６种ＡｐｏＥ

随年龄而变化，与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相一

表型，即３种纯合子（Ｅ２／２、Ｅ３／３、Ｅ４／４）和３种杂合

致旧１。进一步线性回归分析发现，Ｅ２／ｘ的ＨＤＬ—Ｃ水

子（Ｅ２／３、Ｅ２／４、Ｅ４／３），其分子基础是半胱氨酸和精

平随年龄增大而升高，Ｅ４／Ｘ的ＴＣ和ＴＧ水平随年

氨酸的相互取代。人群中最常见的等位基因是￡３，

龄增大而下降，与全部受试者血脂水平和年龄的相

最常见的表型是ＡｐｏＥ３／３。我们测定的１４５２例研

关性相似，但这种趋势在Ｅ３／３中不明显，说明ＡｐｏＥ２

究对象中，以ＡｐｏＥ３／３基因型频率最高，占全体研

和ＡｐｏＥ４表型携带者对血脂作用程度与年龄相关。

究对象的７１．２％，ＡｐｏＥ等位基因中也以￡３频率最

目前关于ＡｐｏＥ表型调节体内血脂代谢的机制

高，占全体研究对象的８４．０％，与流行病学研究相

还不十分清楚，一般认为与各种ＡｐｏＥ异构体的受

符。本研究对象虽包含冠心病和脑卒中人群，但选

体结合活性及自身体内代谢速率的差异有关，而年

择的研究对象未服用降脂药物，且脑卒中患者都是

龄对ＡｐｏＥ表型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血脂紊

为入院后２４ ｈ内采血，尽可能消除了药物和卒中状

乱是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

态对血脂的影响¨’２ ｏ。

素，因此ＡｐｏＥ基因型产生的血脂效应对于人群中

ＡｐｏＥ是多种脂蛋白的结构蛋白，在血浆脂质
运转和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ＡｐｏＥ基因多

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态性影响成人的血脂浓度。ＡｐｏＥ多态性与血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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