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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人格障碍遗传度双生子研究
纪文艳胡永华黄悦勤

【摘要】

曹卫华

吕筠秦颖逢增昌

汪韶洁

李立明

目的利用双生子人群估计人格障碍的遗传度。方法采用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第４版

（ＰＤＱ－４）作为筛查工具，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对青岛市２０～７０岁的成人双生子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已知卵性鉴定结果的双生子共３２４对，对其中性别相同的２４２对双生子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计算
人格障碍的遗传度。结果人格障碍总评分遗传度为６８．２６％（６０
５９

００％（４９ ２２～６７ １７），Ｂ组评分遗传度为６４

２６～７４

７８），Ａ组评分遗传度为

９９％（５６ ２４～７２ １６）．ｃ组评分遗传度为６３

６６％

（５４ ７２～７１．０２）。分裂型、自恋型和依赖型有显著的遗传教应，遗传度分别为４９．９６％（３７．９４～
６０ １４）、５２ ８９％（４１ ８５～６２ ２４）和６８ ８７％（６０．８０～７５ ４０）。戏剧型不受遗传因素作用，共同环境效

应显著，占总变异方差的５４ ０８％（４４

５０～６２

４３）。结论人格障碍主要受遗传困豪决定，这些结果

将会对人格障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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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障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Ｄ）是人格特征

０

ｏｎ

ＰＤ…ｎａｌｎｌｙ ｄｅｔｅ珊ｉｎｅｄ

ｂｖ

ＰＤ

０１％”Ｊ。一般认为，人格障碍与先天生物遗传因

显著偏离正常，使患者形成了特有的行为模式，对环

素及后天环境习惯因素有关。但这些影响在人格障

境适应不良，明显影响其社会和职业功能，或者患者

碍方面究竟起多大作用，目前尚了解不多。本研究

自己感到精神痛苦的一种精神障碍，它同时也是发

拟通过对青岛市成人双生子人群的调查，估计遗传

生许多精神疾病的病因之一，并使共患的其他精神

和环境因素在人格障碍的变异中的作用大小，为探

疾病恶化。因此人格障碍的研究对提高整体的精神

讨人格障碍的病因提供线索。

卫生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群中人格障碍患病率
国外有报道为１０

３％～１３

５％＇１，国内为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来源于青岛市成人双生
基金项目：中华医学基金资助项目（叭７４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纪文艳、胡永华、曹

卫华、吕筠津颖、李立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黄悦勤）；青岛
市疾病预肪控制中心（逢增昌、汪韶洁）
通讯作者：胡永牛，Ｅｍａ【ｌ：Ｙｈｈｕ＠ｖｉｐ

ｓｉ…ｍ

子登记系统，２００４年夏季对登记库中的双生子进行
问卷调查。本次研究的人选标准为：①双胞胎有卵
性鉴定资料；②两个成员均完成本次问卷调查；③

年龄在２０～７０岁之间。符合入选标准的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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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１７０对同卵双生子（男性７０对，女性１００对）、７２

模型拟合和遗传度估计。对于反社会型评分，我们

对同性别异卵双生子（男性２８对，女性４４对）和８２

取０分为界值（Ｏ为正常，＞Ｏ为倾向阳性），按二分

对异陛别双生子。双生子的平均年龄为（３９．３０±

类数据的统计方法进行，即通过Ｌ１ｓｒｅｌ

８．５５）岁，男女性比例为１：１ ３３，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计算二项相关阵和渐近全阵，利用Ｍｘ通过最小二

（１０．７７±２ ９０）年。

乘法拟合模型。

２．研究方法

８ ７ ｓｔｕｄｅｎｔ

近年来国外有关利用双生子进行遗传度估计的

（１）人格障碍的测量工具：人格诊断问卷第４版

报道，均是使用Ｍｘ软件进行结构模型拟合。Ｍｘ

（ＰＤＱ一４）是对美国精神病协会制定的“精神障碍诊

软件是一个免费的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包，可以灵活

断与统汁手册（第４版）”（ＤｓＭ一Ⅳ）中１０型人格障

处理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型…３；开发组织是美国维吉

碍的筛查工具，该问卷由美国Ｈｙｌｅｒ等”１于１９９２年

尼亚联邦大学精神和行为遗传研究所，可以在

设计。问卷包括３组１０型人格障碍及效度题，共

ｈｔｔｐ：／艟ｒｉｆｆｉｎ ｖｃｕ．ｅｄｕ／ｍｘ／免费下载最新版本；在

８５题。Ａ组为奇特或古怪组，包括偏执型、分裂祥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下运行。

和分裂型人格障碍；Ｂ组为表演组，包括表演型、自

双生子遗传模型将方差变异分为三个部分，加

恋型、反社会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ｃ组为焦虑组，

性遗传效应（Ａ）、共同环境效应（ｃ）或者显性遗传效

包括回避型、依赖型和强迫型人格障碍。我国学者

应（Ｄ）和待殊环境效应（Ｅ）。模型拟合好坏用似然

黄悦勤等“。对其进行了中国本地化的修订，并对

比统计量（ｆ）和ＡＩｃ（即１２—２ｄ厂）进行判断。ＡＩｃ越

ＰＤＱ一４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ＰＤＱ一４具有高度灵敏

小说明模型对数据拟合效果越好。对于共同抚养的

度和中度特异度，重测一致率为９２．１９％，总分

双生子Ｄ和ｃ的作用无法区分，不能在一个模型中

Ｋｎｐｐｎ值为Ｏ ７８，稳定性系数为０．９，可以用于中国

同时被估计。因此我们拟合的模型有Ａ【卫、ＡＤＥ、

人群人格障碍筛查。调查中要求调查对象根据测试

ＡＥ、ＤＥ、ｃＥ、Ｅ模型。选择模型前，首先要计算不同

要求填写量表。

卵性组的组内相关系数（连续变量计算的是Ｐｅａｒｓｏｎ

（２）双生子卵性鉴定方法：通过三种方法进行

相关系数，分类变量计算的是二：项相关系数）。当

卵性鉴定：首先，性别不同的双生子直接判定为异卵

７。：＜７。时，这种数据则不适合进行遗传学分析；当

双生子；其次，根据ＡＢｏ血型判定，如果双生子同胞

７。：＞２ｋ时，提示遗传作用的存在，拟合ＡＤＥ模

问ＡＢＯ血型不一致，则判定为异卵；最后，对于通过

型；当７。：＜２７。时，提示有可能存在共同环境因素

前两种方法仍不能判定的双生子采用ＰＥ公司的

作用，拟合ＡｃＥ模型。对Ａ、Ｃ、Ｄ、Ｅ方差的统计学

Ａｍｐ副ＳＴＲ Ｐｒｄｉｌｅｒ ＰｌｕｓＴＭ试剂盒，复合扩增９个

检验的比较，可以通过比较将其从模型中去除的Ｙ２

ｓＴＲ位点（Ｄ３Ｓ１３５８、ｖｗＡ、ＦＧＡ、Ｄ８ｓ１１７９、Ｄ２１ｓ１１、

与全模型的１２之差是否有统计学意义进行，自由度

Ｄ１８ｓ５】、Ｄ５ｓ８１８、Ｄ１３Ｓ３１７、Ｄ叮ｓ８２０）和性别标记

为二模型自由度之差…。

Ａｍｅｌｏｇｅｎｉｎ进行鉴定。卵性错判率＜０．０１”１。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建立数据库，二次
录入以保证录入数据的质量。对人格障碍评分进行

遗传度估计值为加性遗传方差占袁型方差的比

例，即Ｈ２－Ｕ／ｖ，，Ｌ为加性效应方差，ｖＰ为变
异总方差（Ｖ，＝Ｕ＋Ｋ．＋■１）。

对数变换，使之近似正态。由于双生子数据不是独
立样本，对内相关系数大于对问相关系数，因此按重

结

果

复测量资料处理。采用ＲＥＧ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卵
性组的人格障碍评分均值差异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

１．一般情况：对３组９型的评分进行正态检验，

（注：ＲＥＧ回归中对方程失拟的检验可以用来分析

结果显示，除边缘型和依赖型外，其余各型ＰＤＱ一４评

ｅｓｔＩｎｌａｃｅｄ

分均近似正态分布。用ＲＥＧ模型检验，ＰＤＱ一４各型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广义估计方程）检验性别和年龄是否具有

得分在不同卵性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统计学意义，并进行相应的校正，利用校正后的残差

（表１）。研究变量的均值在不同卵性组相等，说明

进行遗传学分析。对于连续变量，用ｓＡｓ ８．０ｌ软件

研究样本没有显著的选择偏性。对边缘型和依赖型

计算协方差阵和组内相关系数，在经典的双生子研

经过对数转换使之近似正态分布，用转换后的数据

究假设前提下，使用Ｍｘ软件通过最大似然法进行

进行以下分析。

重复资料）。利用ＧＥＥ模型（ｇｅＩｌｅｒ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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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ｉ

３组９型不同卵性双生子各人格障碍评分的
均值和标准差（ｚ±ｓ）

提示显性遗传效应的存在，应该拟合ＡＤＥ模型，对

于回避型，ｈ。＜７。时，这种数据则不适合进行遗传
学分析，因此对其亦不进行遗传学分析。其余各型
７。：＜２７。，提示存在加性遗传效应，应该拟合ＡｃＥ
模型。
４．模型拟合及遗传度计算：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
标及遗传度估计列于表３。只包括特异环境效应的

模型（Ｅ模型）对数据拟合差（Ｐ＜０．０５），故没有列于
表内；ＡＥ模型（不包括共同环境效应模型）是８个评
分的最佳拟合模型；ｃＥ模型（不包括加性遗传效应模
型）是戏剧型和回避型数据的最佳拟合模型；ＡＤＥ模
型（显性遗传效应模型）是边缘型数据的最佳拟合模
型，计算边缘型的广义遗传度［Ｈ２＝（Ｋ＋Ｖｊ）／’，Ｐ，
２．年龄和性别效应的检验：利用其中同性别双
生子（２４２对）进行遗传学分析。检验性别和年龄对

Ｋ＝Ｕ＋ＶＤ＋ＶＥ即全部遗传组分在决定变量上
所起的作用］为５７ ６６％（４７ ３４～６６．２３）。

双生子３组９型人格障碍评分的效应，结果表明：除
分裂样和回避型外，性别对其他各型得分均有统计

表２

２４２对同性别不同卵性双生子组内相关系数

学意义。年龄因素对Ａ组总分、偏执型、分裂样、Ｃ

组总分、依赖型、强迫型和总分有影响，而其他人格
障碍评分随年龄的变化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对持
久和稳定。我们利用性别和／或年龄校正后的残差

进行遗传学分析，以控制性别和年龄引起的偏倚。
３．不同卵性双生子组内相关系数计算：双生子
３组１０型人格障碍评分在不同卵性中的组内相关
系数列于表２。

不同卵性的相关系数可以粗略提示遗传对研究
性状的作用大小。由表２可见，对强迫型，其异卵相
关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因此对其不
进行随后的遗传学分析。对于边缘型，７Ｍｚ＞２７。，
表３

件。。
～

对不同人格障碍得分模型拟合的统计量和各组分方差比例估计

蔓型型鱼墼煎丛垦！ｚ！）————

№Ｅ

ｈＥ

＊计算的是二项相关系数；＃经过对数变换

ｅ￡

ｖＡｌｖＰ

鱼塑坌塑垄点璺塑差堕型堕堕墨！堕兰！型——
ｖｃ｛ｖＰ

ｖＥｌｖＰ

ｔｖ＾＋ｖｃ、｜ｖＰ

注：黑体数字表示最佳模型；Ｖ－、ｖｃ（ＶＤ）和％分别是Ａ、ｃ『Ｄ和Ｅ的方差，％屉总方差；Ｖ＾＋Ｋ是对于那衅尚不能区分遗传和共同
环境效应的人格障碍，计算其家庭效应方差；＊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台模型，其他因子用最大似然法拟台模型；＃经过对数转换后数据，并拟台
ＡＤＥ模型

１望煎盟量鲎墨查；！堑至！旦蔓！！鲞蔓！型坠ｔ！』兰逝！塑－型．壁！！些坚！！些！！！！！！！堕！：！

１４０

表中人格特征总评分的遗传度为６８

２６％

（Ｇ。ｏｌｉｄｇ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６０．２６～７４ ７８），Ａ组评分遗传度为５９

００％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人格障碍表作为调查工具，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０１０９ｉｃａｌ

（４９ ２２～６７．１７），Ｂ组评分遗传度为６４．９９％

报告了各型人格障碍的遗传度变化在４０％～８２％之

（５６．２４～７２．１６），ｃ组评分遗传度为６３．６６％

间“引。Ｔｏ理ｅｒｓｅｎ等“”人采用ＤｓＭ一Ⅳ轴Ⅱ人格障

（５４．７２～７１．０２）。戏剧型不受遗传因素作用，共同

碍的结构式临床会淡（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ｔｅⅣｉｅｗ

环境效应显著，占总变异方差的５４ ０８％（４４．５０～

ｆｏｒＤｓＭ一Ⅳ，ｓＣＩＤⅡ），对２２ｌ对至少有一个成员

６２．４３）；偏执型、分裂样和反社会型需要更大样本区

患人格障碍的双生子进行测查，报道总体人格障碍

分遗传和共同环境的效应，但本研究计算出他们的

的遗传率度是６０％。

家庭效应，分别是５５．３７％（４４ ７４～６４．２６）、４４．５６％

奉研究中依赖型、自恋型和分裂型都是所有分

０７）；其余各

型中有较高遗传度估计的几种类型；同前人的研究

型均有显著的遗传效应，遗传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依

结果相似“ｏ，”一，但遗传度没有国外研究结果那么

赖型、自恋型和分裂型，分别是６８．８７％（６０．８０～

高。有可能是与研究人群的样本大小、种族和研究

７５．４０）、５２．８９％（４１．８５～６２．２４）和４９．９６％

工具的不同有关。

（３２．３３～５５ １０）和４７ ５２％（２６

９９～６９

（３７．９４～６０．１４）。

遗传因素对戏剧型的作用最小，其次是偏执型
讨

和分裂样。在１、ｏｒｇｅｒｓｅｎ等““的研究中回避型、偏

论

执型和分裂样的遗传度同样是在所有型人格障碍中
双生子遗传构成的相似性明确，同卵双生子由

遗传度最小的，分别是２８％、２８％、２９％。而他们对

相同受精卵分裂而成，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础；而

戏剧型的研究结果却很高，遗传度为６７％；（ｊ。ｏｌｉｄｇｅ

异卵双生子由两个受精卵发育而成，只具有１／２相

等”１’”。研究结果也很高，为７９％和８２％。因此，戏

同的遗传物质。通过比较两者的疾病或性状，可以

剧型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相差最大，提示戏剧型是受

了解其是否是遗传作用的结果，并定量估计遗传作

种族影响较大的一种人格障碍。

用的大小。我国双生子出生率在不同地区问有较大

对于边缘型，本研究提示有主效应基因的存在，

差异，其水平从Ｏ．３９９％～１．３９１％不等，山东省的双

但由于样本量小，尚未发现其统计学意义，需要扩大

生率最高，达１ ３９１％，双生子资源丰富”ｏ。目前本

样本量进一步验证。反社会型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研

课题组已经在青岛建立起规模较大的双生子登记

究相差较大。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发现遗传对反社

库，长期动态观测双生子的健康情况，为各种复杂疾

会型的作用很明显“““１。可能是在本研究人群中

病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提供可能。

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倾向的人相对较少，因而没

国外对正常人群人格特征和临床患者人格障碍

有发现遗传的显著性效应，提示若研究遗传对反社

的关系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遗传、环境对

会型的作用，应该在具有反社会型特征的高危人群，

二者作用机制相似”’…，可以利用普通人群探讨人

如罪犯、吸毒、药物滥用等人群中进行研究。

格障碍的病因““”１。国内以往有关人格障碍的研

本文利用双生子人群估计遗传和环境对各型人

究，多是基于临床精神病学理论对患病人群进行的

格障碍的作用大小，作为人格障碍病因的初步探索，

治疗和干预，很少有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探索人格

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遗传流行病学依据。

障碍病因的研究。本研究应用人格障碍的筛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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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职业暴露感染猪链球菌病一例调查
杨国富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１日，四川省遂宁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收治

猪链球菌血清２型引起的疾病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

ｌ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经流行病学调查，结合患者临床表

病，我国广东、江苏、四川等省猪群中平均带菌率高达

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诊为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脑膜炎

３９ ０％～４２ ６％；患者发病前均有与猪和猪肉的密切接触

型）。患者周某，男，６２岁，遂宁市安居区分水镇农民，当地养

史。本例患者为养猪场饲养员，病前场内有猪病死，在无防

猪场饲养员。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５日出现畏寒、发热、头昏头痛、

护的情况下处理死猪；在养猪场工作期间，手、脚有多处伤口

全身乏力等症状，到村卫生室就诊，９月２０日病情加重到镇

的情况下常常穿拖鞋清扫圈舍，直接接触病死猪及排泄物，

卫生院治疗，因出现呕吐、意识障碍于次日转入市人民医院

有职业暴露感染猪链球菌特征，与报道的屠夫和养猪者的猪

感染科。查体：患者神志不清、颈项强直、抽搐、处于昏迷状

链球菌性脑膜炎发病率高相符。场内其他人员因不从事猪

态，体温３８ ７℃（最高４０℃），ｗＢｃ ８ ５×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

舍清扫保洁工作，虽参与病死猪处理，也同样未采取有效防

６％；脑脊液压力高，淡黄色、浑浊、无凝蛱，潘氏试验阳性

护，但接触的时间和频率相对较少，疫情发生后及时进行了

９２

（卅），脑脊液培养物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鉴定为猪链球菌

预防性服药，未发病。该起疫情提示，人感染猪链球菌病防

２型，１０月１７日治愈出院。调查结果表明，周某从２００５年７

治应强化综合性防治措施。一要做好猪病监测与生猪检疫，

月２６日起一直在该养猪场负责猪的喂养及猪舍的清扫、保

及时掌握猪链球菌流行现状，以控制传染源；二要严格猪舍

洁等工作，吃住均在场内，其居所及养猪场内环境卫生极差；

及周围环境的消毒措施，养殖人员在清扫猪舍及对病死猪集

ｃｍ×０ ５ ｃｍ新鲜伤口，右手食指、

中消毒深埋无害化处理时应有专业人员指导，在有效个人防

无名指各有一处较小的结痂陈旧伤口，双脚后跟皮肤有多处

护的前提下进行，切断人与病（死）猪等家畜的接触；三要在

裂口。该养猪场为３年前修建的简易育种养殖场，圈舍４０

有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地区加强健康教育和疫情监测报告，使

余间，彼此相连，平常未进行消毒处理；养猪８ｌ头，７月３０日

群众了解猪链球菌病的危害和预防知识，各级医疗卫生人员

至９月２９日先后病死猪１４头，周某在发病前、后均参与了４

发现疑似病例立即报告，尽早规范救治患者，切实保证降低

头死猪的深埋处理；场主及其他饲养人员处理ｌＯ头，深埋时

病死率。

患者左手中指有一处０

ｌ

仅戴棉线手套，偶尔徒手掩埋，无其他任何防护设施。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０．２７）

（本文编辑：尹廉）
作者单位：６２９０００四川省遂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