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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纤维蛋白原１３链启动子区域基因多态性与

中国汉族人群肺血栓栓塞症相关性的
病例对照研究
翟报国

王辰杨媛华庞宝森

刘艳梅毛燕玲

肖白

目的探讨纤维蛋白原基因ｐ链启动于区域一４５５ Ｇ／Ａ、一Ｌ４８ｃ／Ｔ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

【摘要】

肺血栓栓塞症（ＰＴＥ）发生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为经放射性核索肺通气／灌注

显像和（或）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盯ＰＡ）检查并结合临床资料确诊的ＰＴＥ患者１叭例；对照组为与
ＰＴＥ患者来自相同地区汉族人群，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对照１０１人。应用碘化钾一氯仿一异丙醇法
提取基因组。应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ｍ）、ＨａｅⅢ限制性内切酶、ＨｉｎｄⅢ限制性内切酶分别检测纤维蛋
白原Ｂ＿４５５Ｇ／Ａ、一１４８ｃ／Ｔ多态性位点。结果

（１）健康对照人群纤维蛋白原一４５５位点等位基因Ｇ和Ａ

的频率分别为０ ９３ｌ、０．０６９，．１４８位点等位基因ｃ和Ｔ的频率分别为０．７７７、０ ２２３，基因型分布均符
合Ｈ且ｒｄｙ＿ｗ廿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２）一４５５Ｇ基因ＡＡ、ＧＡ、ＧＧ基因型在ＰＴＥ病例组分布为３（３ ０％）、３３
（３２ ７％）、６５（６４．４％），在对照组分布为１（１％）、１２（１１ ９％）、８８（８７

１％），ｆ＝１４

２５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一１４８ｃ基因ＴＴ、ｃＴ、ｃｃ的分布在病例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一４５５ Ａ等位基因在病
例组与对照组分别为０

１６９，两组比较ｘ２＝１３ ５７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１４８ Ｔ等位基因在病倒

１９３、０

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进行单变量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探讨｝４５５Ｇ／Ａ基因多态性与ＰＴＥ的关
系．相对于ＧＧ基因型而言，ＧＡ杂合型与ＧＡ＋ＡＡ均能显著增加ＰＴＥ发生的危险性，ｏＲ值（９５％

ｄ）分别为３．７２３（１

７８６～７ ７５９）、３ ７４９（１ ８４２～７

６３０），Ｐ＜０ ０５。在Ｂ一１４８ｃ／Ｔ基因多态性中，相对

于ｃｃ基因型而言，ＣＴ＋ＴＴ、ＴＴ、ｃＴ基因型都没有显著增加个体”Ｅ发生的危险。结论纤维蛋白
原０链启动子区域４５５Ｇ／Ａ基因多态性可能与ＰＴＥ有关，ＧＡ杂合型与（认十ＡＡ型与ＰＴＥ发生显著

相关，Ａ等位基因可能是与ＰＴＥ发病有关的遗传因素，０—１４８Ｃ／Ｔ基因多态性可能与町Ｅ无关。
【关键词】肺血栓栓塞症；纤维蛋白原；基因多态性；单核苷酸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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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栓栓塞症（ＰＴＥ）是一种急性致死性疾病，

同地区汉族人群，性别、年龄近似（±２岁），既往无

绝大多数ＰＴＥ与深静脉血栓形成（ＤＶＴ）并存，二者

ＤｖＴ、ＰＴＥ病史，与ＰＴＥ患者无血缘关系，无心、

合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ｖＴＥ）。早在２０世纪中期

脑、肺、肾、血液、内分泌系统疾病。研究对象遵守医

就有关于家族遗传性ｖＴＥ易感性的报道，近年来

学伦理学的一般原则，特别是尊重研究对象的自主

人们对ｖ７ｒＥ有了更好的理解…。相应的研究最初

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和保密权。所有研究对象在

多来源于对抗凝机制的探讨，如抗凝血酶一Ⅲ（ＡＴ一

接受本研究之前，均填写《知情同意书》，并由医学伦

Ⅲ）、遗传性蛋白ｃ缺乏症、遗传性蛋白ｓ缺乏症、

理委员会进行伦理学问题的监控及处理。

活化蛋白ｃ抵抗（ＡＰｃＲ）等”。１；１９９６年荷兰学者

２．实验方法：抗凝或溶栓治疗前采血，采血量为

Ｐ００ｎ等“发现了凝血酶原基因３’端非翻泽区

ｌＯｍｌ；分放于３支ＥＤＴＡ抗凝管中；双手揉搓试管

２０２１０Ｇ—Ａ突变在ＤｖＴ发生中的价值。人们研究

以使血液与抗凝剂ＥＤＴＡ混匀；将试管保存于

的视角开始涉足凝血系统。研究发现，纤维蛋白原

８０℃冰箱备用。应用碘化钾一氯仿一异丙醇法提取

Ｂ链启动子区域的Ｂｃｌ．１多态性、４５５Ｇ／Ａ突变、

基因组ＤＮＡ。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方法，以大连宝生

１４８ｃ／Ｔ突变及ａ链的Ｔｈｒ３１２舢ａ突变均能够影响

物工程公司的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作为分子量标准参考物，

纤维蛋白原水平”１，使纤维蛋白原的血浆水平升高。

对所提取的ＤＮＡ进行定量，并用Ｏ．１×ＴＥ稀释至

有研究发现纤维蛋白原基因多态性与冠心病和

ｏ．１

ｖＴＥ发生可能有关联”Ｊ，但在ｖＴＥ中的研究资料

ｐｇ／ｐＩ，一２０℃保存备用。
（１）纤维蛋白原一４５５Ｇ／Ａ基因：参照文献［８］设

非常有限。本研究联合应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的

计引物，引物ｌ：５’。ａａｇ

研究方法，采用候选基因多态性等分子生物学手段

ｃｃｔ一３’，引物２：５’一ｃｔｃ

对纤维蛋白原基因调控序列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３’，在ＧｅｎｅＢａＩｌｋ中进行核对并寻找相应序列。采

（ｓＮＰ）进行筛查；为阐明ＰＴＥ病因学中的遗传学机

用ＰＣＲ扩增仪４８０（美国ＰＥ公司）进行基因扩增，

制提供科学依据。

２５弘ｌ ＰＣＲ反应体系的设计：基因组ＤＮＡ ２００ ｎｇ，引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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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各２０ ｐｍ０１，１０×ＥｘＴａｑ ｂｕ“ｅｒ ２．５ ｐ１，ｄＮＴＰ混合

物２５０肛ｎｌｏｌ／Ｌ，ＴａＫａＲａ

Ｅｘ

Ｔａｑ酶２

５

ｕ，灭菌双蒸

１研究对象：病例组１０１例ＰＴＥ患者，男６７

水１６ ７“ｌ。ＰｃＲ反应条件：预变性９３℃３ ｍｉｎ，变性

例，女３４例，年龄１７～７５岁，平均年龄４８岁±１５

９３℃１ ｍｉｎ，复性５５℃１ ｍｉｎ，延伸７２℃１．５ ｍｉｎ，４０

岁，所有病例均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

个循环，后延伸７２℃１０ ｍｉｎ。电泳分析ＰｃＲ产物。

的《肺血栓栓塞症诊断和治疗指南（草案）》标准”１，

取ＰｃＲ产物５ Ｆｔｌ，以１．５％的琼脂糖凝胶电泳２０～

按照规定方法：经过核素肺灌注显像高度可能，和／

３０

或螺旋ｃＴ／电子束ｃＴ或ＭＲＩ及肺动脉造影发现

内含有一个正常的限制性内切酶ＨａｅⅢ切割位点。

管腔充盈缺损确诊。同时进行下肢深静脉显像和／

ｍｉｎ，紫外灯下显影。ＰＣＲ产物长度为１３０ｌ ｂｐ，

ＲＦＬＰ反应体系的设计：ｂｕｆｆｅｒ

Ｒ＋２“ｌ，ＨａｅⅢ

或下肢超声，明确是否伴有ＤｖＴ。与ＰＴＥ患者１：ｌ

限制性内切酶１０ ｕ，灭菌双蒸水７“ｌ，ＰｃＲ产物

配对的１０１名健康人群（主要来自门诊体检者和健

１０扯ｌ。ＲＦＬＰ反应体系：ＨａｅⅢ体系，置３７℃水浴中

康志愿者）为对照组，男６７人，女３４人，年龄１７～７５

孵育３ ｈ。电泳分析酶切片段：取酶切产物５

岁，平均年龄４８岁±１５岁；均来自与ＰＴＥ患者相

２

ｎ１，以

５％的琼脂糖凝胶电泳４０ ｍｉｎ，紫外灯下显影，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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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经银染显带后照相保存。

１６７

纤维蛋白原＿４５５基因扩增出一条目的ＤＮＡ片段

结果判定：ＰｃＲ反应产物均可见到１３０１ ｂｐ的目

（１３０１ ｂｐ）。ＨａｅⅢ酶切后得到３种ＤＮＡ条带。野

的条带。ＨａｅⅢ酶切可得到３种基因型：纤维蛋白

生纯合子（ＧＧ）基因型由于存在２个ＨａｅⅢ酶切位

原一４５５基因野生纯合子（ＧＧ）：５７５、３８３、３４３ ｂｐ，纤

点，可见５７５、３８３及３４３ ｂｐ ３个片段；突变纯舍子

维蛋白原一４５５突变纯合子（ＡＡ）：９５８、３４３ ｂｐ，纤维

（ＡＡ）基因型由于只存在１个ＨａｅⅢ酶切位点酶切

蛋白原一４５５基因杂合子（ＧＡ）：９５８、５７５、３８３、

后只见９５８、３４３ ｂｐ ２个片段；杂合子（ＧＡ）基因型可

３４３ ｂｐ。

见９５８、５７５、３８３及３４３ ｂｐ ４个片段（图１）。

（２）纤维蛋白原．１４８ｃ／Ｔ：参照文献［９］设计引
物，引物１：５’．ｃｃｔ

ａａｃ

５’一ａｔｇ ｇｔｔ ｔｔａ ａｇｔ

ｔｔｇ ｔｇｇ ａａｇ

ｔｔｃ

ｃｃａ

ｔｃａ ｔｔｔ ｔｇｔ

ｃ一３’，引物２：

ｃ一３’。在ＧｅｎｅＢａｎｋ中

进行核对并寻找相应序列。采用ＰｃＲ扩增仪４８０
进行基因扩增：ＰｃＲ反应体系的设计（２５ ｐ１）：基因
组ＤＮＡ ２００ ｎｇ，引物各２５ ｐｍｏｌ，ｌＯ×ＥｘＴａｑ ｂｕｆｆｅｒ
０．５

ｆｌｌ，ｄＮＴＰ混合物２００ ｐｍｏｌ／Ｌ，ＴａＫａＲａ

Ｅｘ Ｔａｑ

酶２．５ ｕ，灭菌双蒸水１７“ｌ。ＰｃＲ反应条件：预变性
９５℃３ ｍｉｎ，变性９５℃１ ｍｉｎ，复性５０℃ｌ

１、２：杂舍型；３～５：纯台野生型；６：纯台突变型；７：ＰｃＲ产物

ｍｉｎ，延伸

７２℃１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后延伸７２℃１０ ｍｉｎ。电泳分

阳性对照

圈１

析ＰｃＲ产物：取ＰｃＲ产物５ ｆｔＩ，以１．２％的琼脂糖凝

纤维蛋白原、１４８基因扩增出一条目的ＤＮＡ片

胶电泳２０～３０ ｍｉｎ，紫外灯下显影；可得到一个
３００

纤维聋白原Ｂ一４５５Ｇ／Ａ—ＰｃＲ—ＲＦＬＰ产物

段（３００ ｂｐ）。ＨｉｎｄⅢ酶切后可得到３种ＤＮＡ条带：

ｂｐ的ＰＣＲ产物。
１０×ｂｕｆｆｅｒ ２“１，

野生纯合子（ｃｃ）基因型可见２０２ ｂｐ及９８ ｂｐ ２个片

ＡｃｅｔｙｌａｔｅｄＢＳＡ ０．２肛ｌ，ＨｉｎｄⅢ限制性内切酶１肚ｌ，灭

段；突变纯合子（ＴＴ）基因型由于缺乏ＨｉｎｄⅢ酶切

菌双蒸水６＿８ ｐｌ，ＰｃＲ产物１０ ｐ１。置３７℃水浴中孵

位点，酶切后仅见与ＰｃＲ扩增产物一样的３００ ｂｐ片

育３

段；杂合子（ｃＴ）基因型酶切后可见３００、２０２和

ＲＦＬＰ反应体系的设计：ＲＥ

ｈ。

电泳分析酶切片段：取酶切产物５ Ｈｌ，以２

５％

９８

ｂｐ

３个片段（图２）。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４０ ｍｉｎ，紫外灯下显影，凝胶经银
染显带后照相保存。结果判定：ＰｃＲ反应产物均可
见到３００ ｂＤ的目的条带。酶切可得到３种基因型：

一１４８基因野生纯合子（ｃｃ），２０２、９８ ｂｐ；纤维蛋白原
一１４８突变纯合子（ＴＴ），３００ ｂｐ；纤维蛋白原一１４８基因
杂合子（ｃＴ），３００、２０２、９８ ｂｐ。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Ｏ统计软件建立
数据库并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对一般情况做描述

统计；对ＰＴＥ患者与健康对照者一般情况和基因型
的分布做１２检验或ｆ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１、２、５：杂合型；３、４：纯合野生型；６、７：纯台突变型；８：ＰＣＲ产
物阳性对照
图２

纤维蛋白原Ｂｒｌ４８Ｃ，Ｔ ＰｃＲ—ＲＦＬＰ产物

差（孑±ｓ）表示，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或率表示。基因

２．纤维蛋白原基因型在正常健康人群中的分

频率采用基因计数法计算，基因型分布是否符合

布：纤维蛋白原一４５５Ｇ基因ＧＧ、ＧＡ、ＡＡ基因型在健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遗传平衡定律及两组间等位基因频

康对照组的分布频数分别为８８、１２、ｌ；等位基因Ｇ

率的差异比较采用Ｙ２检验。用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探

和Ａ的频率分别为Ｏ

讨基因多态性与ＰＴＥ发生的关系。

际频数和期望频数做Ｙ２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纤维蛋白原４５５和１４８基因ＰＣＲ产物分析

９３１、Ｏ

０６９。对不同基因型实

纤维蛋白原一１４８ｃ基因ＣＣ、ＣＴ、ＴＴ在健康对照组
的分布频数分别为６６、２５、１０；等位基因Ｃ和Ｔ的频
率分别为０

７７７、０

２２３。对不同基因型实际频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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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频数做Ｔ２检验，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基因

（Ｏ．６５３～２．３３６）、１ ０６５（０．４１５～２．７３２），Ｐ值分９０

型分布均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日ｇ平衡。

为０．５５９、０．５１７、０．８９７。都没有显著增加个体ＰＴＥ

３．病例组与对照组中纤维蛋白原基因型分布和
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ＰＴＥ病例组纤维蛩白原

发生的危险（表４）。
表３

纤维蛋白原４５５不同基因型对ＰＴＥ的相对危险度

表４

纤维蛋白原１４８不同基因型对ＰＴＥ的相对危险度

一４５５Ｇ基因ＡＡ、ＧＡ、ＧＧ分别为３（３．０％）、３３

（３２．７％）、６５（６４．４％）；对照组分别为１（１％）、１２
（１１．９％）、８８（８７，１％），Ｙ２＿１４．２５８；一４５５ Ａ等位基

因在病例组与对照组分别为Ｏ．１９３、Ｏ．０６９，两组比较
ｒ＝１３．５７３（表１）。ＰＴＥ病例组纤维蛋白原一１４８ｃ
基因ＴＴ、ＣＴ、ＣＣ分别为１０（９ ９％）、２９（２８ ７％）、
６２（６１．４％）；对照组分别为１０（９ ９％）、２５

（２４，８％）、６６（６５．３％），ｆ＝Ｏ．４２１；一１４８Ｔ等位基因
在病例组与对照组分别为Ｏ．２４３、Ｏ．２２３，两组比较
Ｙ２＝０．２２２（表２）。
表１

纤维蛋白原４５５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

在盯Ｅ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中分布的比较
５．纤维蛋白原ｐ１４８ｃ／Ｔ和ｐ．４５５Ｇ／Ａ连锁不平

衡分析：连锁不平衡是指不同基因座上的等位基因
之间实际观察到的某两个基因出现在同一单体型上
的频率与预期值有一定差异。我们发现，１４８ｃ／Ｔ和
口一４５５Ｇ／Ａ两位点等位基因非随机分布，部分研究对

象４５５Ｇ和１４８ｃ成对出现，说明两种多态性问存在
＊ｆ＝１４
表２

２５８，Ｐ＝ｏ

００１；＃ｆ＝１３

５７３，Ｐ＝ｏ

连锁不平衡，２个多态性位点中Ｇ＿４５５、Ｇ１４８或

ｏｏｏ

Ａ＿４５５、Ｔ一１４８分别紧密连锁，２０２人中口＿４５５与口一１４８

纤维蛋白原１４８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

在盯Ｅ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中分布的比较

两个多态性位点基因型情况完全一致有１３７人（占
６７

８％）。
讨

论

纤维蛋白原是血液凝固过程中的关键蛋白，在
凝血、纤溶调节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纤维蛋白原
是一个３４０ ｋＤ的糖蛋白，由３种具有高度同源性的
４．纤维蛋白原基因口一４５５Ｇ／Ａ、Ｂ一１４８Ｃ／Ｔ多态中

多肽链ａ取７构成，通过二硫键相连。编码人纤维

不同基因型对ＰＴＥ的相对危险度：进行单变量

蛋白原的多肽链基因位于第４号染色体的长臂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探讨Ｂ－４５５Ｇ／Ａ基因多态性与ＰＴＥ的关

ｑ２３～ｑ３２ｍ口和７基因分别编码三种多肽链。纤

系，结果显示，相对于ＧＧ基因型而言，ＧＡ杂合型与

维蛋白原在肝细胞合成，其中８链的合成是纤维蛋

ＧＡ＋ＡＡ均能显著增加ＰＴＥ发生的危险性，（）Ｒ值

白原合成的限速步骤，口链合成速率可影响另两条

（９５％Ｃｆ）分别为３．７２３（１．７８６～７ ７５９）、３

７４９

链的合成速率。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等“ｏ最早探讨了遗传机

（１．８４２～７．６３０），Ｐ＝Ｏ．０００１。突变纯合子ＡＡ型

制在纤维蛋白原水平调解中的作用，在纤维蛋白原

的ｏＲ值（９５％ｃｒ）为４ ０６２（Ｏ．４１３～３９ ９３８），Ｐ＝

的３条链上发现了多个多态性位点。Ｈａｍｓｔｅｎ

０．２２９（表３）。进行单变量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探讨口一１４８ｃ／

等“”发现近５１％的纤维蛋白原异常和基因遗传缺

Ｔ基因多态性与ＰＴＥ的关系，结果显示，相对于ｃＣ

陷有关。在已发现的基因多态性位点中，与其基因

基因型而言，ｃＴ＋ＴＴ、ＴＴ、ｃＴ基因型的ＯＲ值

表达密切相关的主要位于Ｂ链转录起始点上游启动

（９５％口）分别为ｌ，１８６（Ｏ．６６９～２．１０４）、１．２３５

子区，我们所研究的８－４５５、一１４８两个多态性位点就

生望煎盟堑芏墨查！！业芏！旦堕！！鲞整！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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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此区域。
纤维蛋白原Ｂ＿４５５Ｇ／Ａ基因多态性位点是一个

著性。其机制尚不清楚。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外一
些报道不同，这可能与人种和地区不同有关。

能够被ＨａｅⅢ限制性内切酶识别的位点，是导致个

ＰＴＥ—ＤｖＴ的发生可能与其他遗传性危险因素

体间ｍ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差异的遗传决定因素之

或后天获得始动因素有关ｕ“。在以后的研究中，我

一““。当一４５５位点为Ｇ时，复合物可优先连接至此

们将进一步探讨各种危险因素，并深入探讨ＰＴＥ—

位点，抑制ｒ下游纤维蛋白原８基因的转录，抑制纤

ＤＶＴ的危险分层以及对治疗和预防策略的选择。

维蛋白原Ｂ链的合成，使循环中纤维蛋白原减少；
口一４５５Ａ等位基因的存在使这种抑制作用部分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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