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坐煎ｉ！瘟芏鲨查≥！业生ｌ旦塑盟鲞整ｌ型曼！·！』曼ｅ，些型！ｌ，！！！！！！ｚ！！业！！尘！：！！！堂：！

－实验研究·

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ＩＮＴ４和３’ＵＴＲ位点多态性
与肺结核易感性的研究
安雅臣

冯福民

袁聚祥

纪春梅王育华

郭梅邓小娟

高宝霞王东

刘茜

【摘要】目的探讨人类自然抵抗相关巨噬细胞蛋白１（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ＩＮＴ４和３’ｕＴＲ位点多
态性与中国北方汉族成人肺结核发病的关系。方法采用１：１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用聚合酶链
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方法检测ＮＲＡＭＰｌ基因中ＩＮＴ４和３’ｕＴＲ两个多态性位点，对与

肺结核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问卷调查，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１０９Ⅻｃ回归分析，同时对基因型与
肺结核病变的性质和程度进行研究。结果

对１２４对研究对象进行了ｌＮＴ４和３’ｕＴＲ两个多态性

位点的基因分型，３’ｕＴＲ Ｔ【汀Ｇ十／ｄｄ基因型病例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粗（）Ｒ值（９５％（：，）为
２

９２３（１

４８７）。病例组和对照组ＴＮＴ４各基因型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１７个环

５５７～５

境危险因素进行ｒ单因素分析，在多因素分析中调整昔痕、体重指数．人均居住面积、家族史４个因素
后，３’ｕＴＲ ＴＧＴＧ＋／ｄｅｌ基因型仍与肺结核显著相关，调整（旧值（９５％ｃ，）为２ ９５５（１ ３６９～６ ３８１）。
在ＩＮＴ４不同基因型中，病例组和对照组肺结核病变性质差异具有统｝ｒ学意义（Ｙ２＝９
０

６３４，Ｐ＜

０５）。结论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３’ｕＴＲ位点多态性可能足中国北方汉族成人肺结核的易感周素，而

ＩＮＴ４多态性可能与肺结核的病变陛质有关系。
【关键词】肺结核；自然抵抗相关巨噬细胞蛋白１基因；基因多态性；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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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然抵抗相关巨噬细胞蛋白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ｓ∞ｃｉａｔ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ｊｎ

１，

ＮＲＡＭＰｌ）基因是主要的易感基因之一，其多态现

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５ ｍｌｎ，９４℃４５ ｓ，５８℃
４５ ｓ，７２℃４５

ｓ，共３５个循环。扩增产物以１．５％的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象可能影响对肺结核的易感性ｕ。本文采用配对病

（４）限制性内切核酸酶酶切分析：ＩＮＴ４酶切体

例对照研究和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系为ＰｃＲ产物８肛ｌ，Ａｐａ Ｉ限制性内切核酸酶５ ｕ，

性（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研究中国北方汉族成年一般人

１０×ｂｕｆｆｅｒ ２ ｐｌ，无菌双蒸水９ ｐｌ；３’ｕＴＲ酶切体系

群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ＩＮＴ４和３’ｕＴＲ两个位点的多态

为ＰｃＲ产物６”ｌ，Ｆｏｋ ｌ限制性内切核酸酶５ ｕ，

现象同肺结核的关系，以进一步了解遗传因素和环

ｌＯ×ｂｕｆｆｅｒ ２ Ｊ－１，０ １％ＢｓＡ ２肛ｌ，无茼双蒸水９ ｐｌ；酶

境因素影响肺结核发病的作用机制，为中国结核病

切体积为２０“１，３７℃水浴４ ｈ。分别取ＩＮＴ４和３’

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ｕＴＲ酶切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和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分析。

对象与方法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建立数据库，

】．研究对象：病例组为２００４年３—６月上旬唐山

ｓＰｓｓ

１２．０进行统计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市结核病医院收治的汉族成人（年龄≥１８岁）肺结

学意义。采用条件ｌ。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分

核患者，按照１９９８年修订的《中国结核病分类法》诊

析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计算各因素ＯＲ值及

断。排除肺炎、肺癌、尘肺、糖尿病、艾滋病病毒感

其９５％ｃＪ，来估计相对危险度（ＲＲ）。显著性检验

染、长期使用肾卜腺皮质激素及其他免疫抑制剂的

采用最大似然比检验方法。

患者。通过健康查体的方式选择与病例同民族、同

结

性别、年龄相差不超过３岁、相同居住地（城市或农

果

村）、且经统一结核菌素试验（ＰＰＤ）确认为有结核分

１．病例组和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在收治的

支杆菌感染的健康者为对照组，排除与研究对象有

１２４例汉族成人肺结核住院患者中，男性８３例

血缘关系及现在或既往有结核病史者。采用１：１匹

（６６ ９％），女性４１例（３３．１％）；农村患者７５例

配的方法，与每名病例匹配的对照至少有２名，在其

（６０ ５％），城市患者４９例（３９ ５％）。男性患者平均

中随机选取一名与病例结为对子。

年龄（４７ Ｏ±１５．８）岁，女性平均年龄（３７．４±１４．７）

２．方法：

岁。健康体检现场共采集血样５１８份，其中ＰＰＤ试

（１）环境相关危险冈素凋查：设计统一的专用调

验确认有结核分支杆菌感染的健康者３６１人。随机

查表，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出生年月、职业、文化程度、

抽出１２４人作为对照，其中男性平均年龄（４４．９±

民族、婚姻状况、呼吸系统疾病史及其他重大疾病

１５．２）岁，女性平均年龄（４２．３±１２．１）岁，经配对ｆ

史、烟酒嗜好、卫生习惯、饮食生活习惯、家庭经济状

检验（ｆ＝０ ８４３和１．６７ｌ，Ｐ＞ｏ ０５）与病例组年龄差

况、住房状况、家族患结核病情况、结核病接触史、卡

异均无统训‘学意义。

介苗接种史及其他系统疾病史和服药史。

（２）基因组ＤＮＡ的获取：每个研究对象晨起空

２

ＰｃＲ—ＲＦＬＰ结果：ＩＮＴ４扩增产物经酶切后

产生三种基因型：ＩＮＴ４Ｇ／Ｇ（６０４ ｂｐ），ＩＮＴ４Ｇ／ｃ

腹抽取静脉血５ ｍｌ，２％ＥＤＴＡ抗凝。采用低渗溶血

（６０４

法分离白细胞，常规酚抽提法提取基因组ＤＮＡ。

１４９

ｂｐ、４５５

ｂｐ与１４９ ｂｐ），ＩＮＴ４Ｃ／ｃ（４５５ ｂｐ与

ｂｐ）；３’ｕＴＲ扩增产物经酶切后也产生三种基

（３）ＰＣＲ扩增：ＩＮＴ４位点引物：５’一ＣＣＴＧＣＣ

因型：３’ｕＴＲ＋／＋（２４０ ｂｐ），３’ｕＴＲ＋／ｄｅｌ

ＴＣＣＴＣＡＣＡＧＣＴＴＣＴ一３’和５’．ＴＧＴＧＣＴＡＴＣＡＧＴ

（２４０ ｂｐ、２１ｌ ｂｐ与３３ ｂｐ），３’ｕＴＲ ｄｅｌ／ｄｅｌ（２１ｌ ｂｐ与

ＴＧＡＧＣ（、ＴＣ３’；３’ｕＴＲ位点引物设计参考文献

３３

『１］：５’一ＧＡＣＴＣＴＣＣＣＣＡＡＴＴＣＡＴＧＧＴ一３’和５’一
ＡＡＣＴＧＴＣＣＣＡＣＴＣＴＡＴＣＣＴＧ－３’，由宝生物，』：程

ｂｐ）（图１、２）。
３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研究因素的赋值方式

见袭１。

（大连）有限公司合成。ＰｃＲ反应体系：反应的总体

（１）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２，环境

积为２５肛ｌ，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ｌ ｕ，１０×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

危险因素中卡痕、体重指数（ＢＭＩ）、卡介苗接种史、

２

５

ｐｌ，Ｅ下游引物各０

人均居住面积、接触史和家族史等因素有统计学意

０

２

ｎｌｍ。ＶＬ，ＤＮＡ模板ｌ Ｏ弘１，无菌双蒸水１４．５ ｐｌ。

４

ｐｍｏｌ／Ｌ，ｄＮＴＰ一

义。有卡痕、卡介苗接种史、ＢＭＩ大、人均居住面积

生生煎堑瘟堂童查！！业生！旦整；！鲞星！塑曼堕！』垦２堕！里－型，』唑，！型！（１（】！，∑！１．望，型！．１
大为肺结核发病的保护因素；有接触史和家族史为
肺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病例组ＩＮＴ４Ｇ／ｃ基因型

频率为３０ ６４５％（３８／１２４），对照组为２３ ３８７％（２９／
１２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３’ｕＴＲ＋／ｄｅｌ基
因型频率为４ｌ １２９％（５１／１２４），对照组为２０

１６１％

（２５／１２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８：ＮＲＡＭＰｌ基困ＩＮＴ４位点Ｐ（、Ｒ扩增产物；２～７：ＡｐａＩ限
制性内茸Ｊ核酸酶酶切产物（３为ｌＮＴ４ Ｇ／ｃ基因型，７为ＩＮＴ４ ｃ『ｃ基

表２

单因素条件【ｃ画ｓｌｌｃ同归分析

圆型．２、４～６为ＩＫＴ４ ＧｆＧ基圄型）
图１

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ＩＮＴ４位点ＰｃＲ ＲＦＩ，Ｐ产物琼脂糖
凝胶电泳结果

（２）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多因素逐步条件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３。结果表明无｝痕、有
ｌ：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３’ｕＴＲ位点ＰｃＲ扩增产物；２～４：Ｆ０ｋＩ限制
忭内切榜酸酶酶切产（２为３’ｕＴＲ Ｔ［汀Ｇ ｄｅＩ／ｄｅｌ基因型，３为３’
ｕＴＲ＋／十蕞因型，４为３’ｕＴＲ
图２

ｄｅＩ＋卜基因型Ｊ

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３’ｕＴＲ位点Ｉ，ｃｎＲＦＬＰ产物
１２％Ｉ】ＡＧＥ电泳结果
衰１

ｌｏ鼬ｔｌｃ回归模型中各因素的赋值方式

家族史、３’ｕＴＲ＋／ｄｅｌ基因型为肺结核发病的危险
因素；ＢＭＩ大、人均居住面积大为肺结核发病的保
护性冈素。
（３）基因型与肺结核病变的性质和程度的关系：
结果见表４、５。研究发现，在ＩＮＴ４不同基因型中，

代表疾病进展表现的渗出性病灶和干酪性病灶同代
表机体免疫力占优势的增殖性病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Ｙ２＝９．６３４，Ｐ＜０．０５）。但同病变的轻重程度没
有相关性。３’ｕＴＲ位点多态性同肺结核患者病变

特点之间未发现有明显的相关性。
表３

多因素条件１０９·ｓＬ·ｃ回归分析

生生瘟堑煎兰垂查！！堕至！旦堕；！鲞堕！塑！！ｔ！！垦型！！里－塑，』！里ｚ！型！！业，坠，Ｉ．！！．堕！．１
表４

基因型与肺结核病变性质的单因素分析

果不同”Ｊ，其原因可能是病例对照研究设计造成的，
如不同的病例对照来源、纳入标准、两组的可比性以
及不同的基因一环境间的交互作用等。
在影响宿主防御机制的遗传学因素中，作为一
种自然抵抗因素的ＮＲＡＭＰｌ占有莺要的地位。
ＮＲＡＭＰｌ位于静息巨噬细胞晚期胞内腔内，在巨噬

细胞吞噬病原体后，转移到吞噬体膜”一。进一步的
讳：括号内数宁为构成比（％）；括号外数据为例敬

表５

基因型与肺结核病变程度的关系

研究表明ＮＲＡＭＰｌ可能通过改变吞噬溶酶体内环
境限制胞内病原体的繁殖”·。本研究发现调整了卡
痕、体重指数、家族史、人均居住面积四个环境因素
后，多态性位点３’ｕＴＲ ＴＧＴＧ＋／ｄｅｌ基因型在病例
中的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对照，可能是肺结核的易感

基因型，尽管这种相关不排除来源于３’ｕＴＲ与临
近的另一易感基因的连锁不平衡，但Ｂｅｌｌａｍｙ等”
＊ＮＴＡ分类法：轻度为无空洞，病变范围相加不超过两个肺

认为由于ＮＲＡＭＰｌ基因是建立在以鼠的ＮＲＡＭＰｌ

野；中度为有空洞，病变范围相加不超过两个肺野；重度为有卒洞，病

基因基础上筛选的候选基因，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大。

变范周相加超过两个肺野

本次研究中还发现，在ＩＮＴ４不同基因型中，代表疾

病进展表现的渗出性病灶和干酪性病灶同代表机体
讨

论

伞球约有ｌ／３的人感染结核杆菌，但其中不到
１／１０发展为结核病，这些患者巾除少部分有明显的

免疫力占优势的增殖性病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
表明ＩＮｌ、４位点的不同基因型可能与疾病的进展有

关系。

危险因素如艾滋病病毒感染、糖尿病和激素治疗等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后基因组时代的

外，其余大部分是基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到来，越来越多的肺结核易感基因被发现，而在不同

大最遗传学证据表明，肺结核的发生是环境因素（除

人群中开展的基因组流行病学研究，将使这些易感

遗传因素以外的所有后天因素，包括个体生活方式）

基因对疾病发生所起的作用及基因与基因间、基因

与机体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前对肺结核与

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逐步阐明，有助于肺结核高危

环境因素和易感基因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通常都是

人群的预测，为优选干预措施（医学干预、行为干预

分别进行的，因此无法考虑两者在肺结核发病中的

或环境干预）提供科学依据，为制定适宜的预防策略

独立作用，也无法研究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本研究

打下基础。

将环境因素与易感基因共同纳入病例对照研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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