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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病例同胞对照设计
易洪刚

陈峰于浩赵扬娄东华

【摘要】

目的介绍病例同胞对照设计的研究设计及统计分析方法，并对实际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方法以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６７７Ｔ突变与冠心病连锁研究为实例，采用同胞一传递不
采用ｓ—ＴＤＴ分析，统计

平衡检验（争ＴＤＴ）和同胞组不平衡检验（ＳＤＴ）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量ｚ＝０．２７，Ｐ＞０ ０５；采用ｓＤＴ分析，Ｙ２＝Ｏ ３１，Ｐ＞Ｏ ０５。提示受累子代与非受累子代Ｔ等位基因
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病例同胞对照设计使用患者同胞作为对照，避免了人群分层现象，可
以用来检测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或连锁。

【关键词】

病例同胞对照设计；关联；连锁；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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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基因的定位与克隆在阐明疾病发病机制、

分层现象的存在，有可能会出现虚假的关联结果。

治疗与预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连锁分析

近年来，以家系为基础的关联研究（ｆａｍｉｌｙ＿ｂａｓｅｄ

（１ｉｎｋ嘏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常用的定位致病基因的方法，对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于许多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单基因疾病这种方法

使用家系内的成员作为对照，从而避免了人群分层

非常有效。但是对于复杂性疾病（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ｎ）等因素带来的混杂。病例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由于疾病易感性基因的外显率较低，并且

同胞对照设计就是其中一种较优的方法。近年来该

可能是多个基因联合作用而致病，所以连锁分析在

设计出现了许多统计分析方法，在研究遗传标记与

多基因遗传疾病易感基因定位研究中的作用非常有

疾病关联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现将这些方法简述

限…。以人群为基础的关联研究（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ｔｌ－ｂａｓｅ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是连锁分析之外的另一个用来研

ｓｔｕｄｙ）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

如下。
基本原理

究特定遗传标记（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与疾病关联的一
种方法。虽然该方法简单易于实施，但是由于人群

虽然早在１９５８年Ｍａｎｕｉｌａ【“认为使用同胞作为

对照能够有效的避免人群分层导致的偏倚，但是直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资助项目

到最近才有学者开始探讨一系列的使用同胞作为对

（２００２ｃＢ５１２９１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５７１６１９）；江苏省

照的分析方法。由于患者及其同胞具有相似的遗传

高校自然科学基金匿点项目资助（０４埘Ｂ３１ ０（）８１）
作者单位：２１０（’２９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

计学系
通讯作者：陈峰，Ｅｍａｄ：ｏｈｃｅｐｆ＠ｉ６３∞ｍ

背景，ＣｕｒｔｉｓＬ“、ｓｐｉｅｌｍａｎ，Ｅｗｅｎ一１、Ｈｏｒｖａｔｈ，Ｉ且ｉｒｄ【“
提出了使用同胞作为对照来研究疾病关联的一种新

设计，称为病例同胞对照设计。以患者及患者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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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同胞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基因分型，通过比

的次数，Ｎ．表示标记为￡Ａ口或者￡矗Ａ的次数，Ｎ。表

较同胞的等位基因或者基因型，来检测遗传标志是

示标记为２￡。。或者２￡。的次数。

否与疾病位点基因关联或者连锁。

表２

同胞对关联检验法分析

１．同胞一传递不平衡检验”。（ｓ—ＴＤＴ）：将每个家
系的资料整理为表１。在每个同胞对中，ｎ表示患
者数目，“表示未患病同胞数目，则所有的同胞数
￡＝ｎ＋“。ｒ表示基因型为ｌ／１的数目，ｓ表示基因
型为ｌ／２的数目。
ｓ—ＴＤＴ检验统计量：
ｚ＝（ｙ一＾）／／丽孑或
ｚ’＝（ｙ—Ａｊ—ｌ／２）／￣／ｖｎｒ

（１）

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式中
ｙ＝∑（月１。＋“２，）＝∑Ⅱ：；

Ａ＝∑（２‘＋５。）口．／ｒ：

％ｒ＝∑ｎ“［４ｒ（ｒ㈠）＋ｓ（ｆ

ｓ）］／［ｆ２（ｒ

ｓ：作为对照的同胞数目；￡Ａ８：患者双亲传递等位基因Ａ给患

１）］

者、传递等位基因Ｂ给对照；ｆＢＡ：患者双亲传递等位基因Ｂ蛤患者、

表１

同胞一传递不平衡检验分析

传递等位基因Ａ给对照

４．表型不一致同胞对分析（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ｔ

ｓｉｂ ｐａ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ｓＰ）：Ｂ０ｅｈｕｋｅ，Ｌａｎｇｅｆｅｌｌｄ”１提出了使用病
例同胞对照设计时的一些检测关联的方法。如等
位基因（基因型）计数法（ａ１１ｅｌｅ—ａｎｄ鼬ｎｏｔｙｐｅ＿
２．同胞组不平衡检验（ｓＤＴ）”ｏ：在每一个同胞

对中，ｍｊ和ｍ；，分别表示每个同胞对中患者和未

ｃ。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排列检验（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对

称性检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等。

发病同胞携带变异等位基因１的均数，即：ｍｊ＝

在等位基因（基因型）计数法中，假设遗传标志

｛患者携带等位基因１的个数｝／同胞对中发病者人

位点有ｍ（ｍ≥２）个等位基因。当遗传标志与疾病

数；ｍ；，＝｛对照携带等位基因１的个数｝／同胞对中

没有关联时，等位基因在患者和同胞中的计数应该

未发病者人数；ｄ１＝ｍｊ—ｍ：，表示患者和对照携

是相等的。因此，该方法通过比较患者及其同胞易

带变异等位基因１的均数之差。当ｄ１＝Ｏ时，这样

感等位基因的计数来检测遗传标志与疾病的关联。

的同胞对资料就剔除；用６表示ｄ１＞０的同胞对数

目；ｃ表莉１＜Ｏ的同胞对数目。

的等位基因的数目，计数法２只计算患者和同胞遗传
标志不同时的等位基因数目。ｎ，．表示Ｎ个患者中

ＳＤＴ检验统计量
Ｔ＝（６

采用两种等位基因计数方法，计数法１计算所有

等位基因ｊ（１≤ｊ≤ｍ）的计数，％表示在未发病的同

ｃ）２／（６＋ｆ）

（２）

胞中该等位基因的计数。将资料整理为表３。
近似服从自由度为１的Ｙ２分布。
３．同胞对关联检验法（ｔｈｅ

ｓｉｂ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检验统计量：
ｔｅｓｔ，

ｓＡＴ）”１：假如患者有多个未发病同胞时，则选择基

＾ｃ。＝莹竖止≥坚上
Ｊ２１

（４）

ｎ１，１Ⅳ≈

因型与患者有最大差别的一个同胞作为对照。每个

服从自由度为ｍ一１的Ｙ２分布（扣１，２分别表示

同胞对中，包括丁一位患者和一位未发病的同胞。

计数法ｌ和２）。

考虑双等位基因时，双亲和患者基因型有如表２所

方法基于等位基因或基因型的计数或者检测数据的

示的三种有效组合。

对称性，使用排列过程来计算统计量的检验水准。

检验统计量：
ｚ＝（Ｔｋ

～ｌ／２

类似可以计算基因型计数时的检验统计量。该

Ｎ２）ｂｑ儿（ＮＩ／４＋Ｎ２）

（３）

５．同胞对内重复抽样法（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其中，Ｔ。表示标记为￡。

ｓｉｂｓｈｉｐ ｐａｒ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ｗｓＰＲ）：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多个

同胞的信息同时叉能避免同胞对之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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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Ｒｉｅｇｅｒ等“１提出了ｗｓＰＲ方法。从每个家系中随

讨

机抽取一个患者和一个未发病同胞组成一个配对资

论

料，这些配对资料构成这一同胞对的子集，然后采用

近年来基于家系以患者双亲、同胞等为对照的

条件ｌ昭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分析。重复抽样后得到若干

关联研究得到了普遍地应用。这足因为：①在遗传

个子集，将所有子集的结果求平均后进行参数估计

标志与疾病位点紧密连锁的时候，检测连锁很困难，

和假设检验。

但是Ｊ＝『Ｊ家系为基础的关联研究能够检测到关联；②
表３

表型不一致同胞对分析

能够避免由于人群分层混杂所引起的虚假关联。病
例一同胞对照设计选择患者未患病的同胞作为对照，
由于患者及对照具有相同的遗传背景，就避免了由

于对照不具有相同的遗传背景而引起的混杂，即有
效地避免了人群分层混杂现象。对于一些晚期发作
的疾病，诸如２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疾
病、肿瘤等，要测定双亲的基因型是非常困难的，有
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ｗｓＰＲ利用了同胞对当中所有对象的信息，而

相对而言，收集患者同胞的资料较为容易。为

且可以适用于患病风险存在差别的各个家系资料。

此，ｃｕｒｔ∥。提出了病例一同胞对照设计的一系列统

与其他方法不同，ｗｓＰＲ可以进行参数估计和构建

计分析方法。病例一同胞对照设计中，患者是随机抽

可信区间。

样得到的，对照是患者未患病的同胞。这样使用同
实例分析

胞作为对照一方面可以避免人群分层的问题，另一
方面在实施过程中相对来说又易于实施。

王晓玲等两在研究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同胞对关联检验法选择使用基因型与患者相差

（ＭＴＨＦＲ）基因ｃ６７７Ｔ突变是否与冠心病连锁时，

最大的一个同胞作为对照，且分析时类似于配对的

选择４０个符合要求的同胞组资料进行同胞传递不

方式，消除了多个同胞时的相关问题，能够避免由于

平衡检验和同胞组不平衡检验（表４）。

人群分层混杂带来的假阳性结果。在统计分析上，

表４

ＭＴＨＦＲ基因ｃ６７７Ｔ基因型在同胞组中的分布

该方法并不十分精确，所以效能并不是很高，因此在
实际Ｊ：作当中专门按照该方法进行设计和统计分析
并不可取。但是，考虑到许多用于连锁分析的资料
已经获得了患者及其同胞的基因型数据。此时可以

结合使用同胞对关联检验法来检测连锁不平衡。
ＳＤＴ方法可以用来在有关联时检测连锁，也可
以用来在有连锁时检测是否关联。该方法对于资料
对满足一组同胞中至少有１个患者及１个非患

中每一个家系，比较患者和未患病同胞携带致病等

者并且各成员的基因型不完全相同的４０个家系进

位基因数的差别，可以视为一种非参数的秩和检验，

行ｓ—ＴＤＴ和ｓＤＴ分析，比较患者与非患者标记位

分析时会损失一部分信息。但是该方法非常简单方

点基因型分布，检验患者标记等位基因频率是否显

便，而且在同一个家系中有多个患者及多个未患病

著异于未受累同胞。ｓ—ＴＤＴ：由表４，依据公式（１）、

同胞时也可有效地检测关联，而其他方法此时只能

（２）和（３）计算后可得Ａ＝５４

检测连锁而不能检测关联。

３８、Ｖ＝８ ２０、ｙ＝５３、

２７，Ｐ＞Ｏ．０５，提示患者与非受累同胞Ｔ等位

Ｓ－ＴＤＴ对于基因型资料有如下的要求：①在每

基因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ｓＤＴ：由表４可得

个同胞对巾至少有一个患者和一个未患病的同胞；

ｚ＝Ｏ

６＝１６，ｃ＝１３，计算ｒ＝ｏ ３１，Ｐ＞ｏ．０５，结果表明患

②同胞对中所有个体的基因型不能完全相同。

者与非受累同胞Ｔ等位基因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

ｓ—ＴＤＴ可以用来检测遗传标志是否与疾病连锁，也

义，提示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Ｔ等位基因与冠心病不

可以检测关联。在检测连锁时，ｓ—ＴＤＴ与ｓＤＴ方法

存在连锁。

一样，可以分析含有多个患者和多个同胞的同胞对；

ｉ７３

生望煎煎瘟芏童查；塑！至！基塑！！鲞墨！塑尘堕ｉ纽堕婴丝：壁！！！！翌！！些！迎！：！！！№：！
在检测关联时，ｓ—ＴＤＴ需要同胞对是最小配置的

病者之间的差别。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即每个同胞对中只含有一
个患者及一个未患病同胞。Ｍ。ｎｋｓ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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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频率的差别要小于随机人群中抽取的发病和未发

（本文编辑：张林东）

－疾病控制·
２６０例流行性腮腺炎患者流行特征及临床分析
张敏彭怡纯
为了解近年来流行性腮腺炎（流腮）流行特征及临床特

高度散发与局部暴发并存的方式，散发以幼儿和成人为主，

点，加强流腮的控制工作，对２００４年ｌ—１２月在武汉市两所

暴发以中小学生发病为主。临床表现病程最短４天，最长２５

医院住院的２６０例流腮患者资料进行分析。诊断标准主要

天，平均（Ｕ

根据流行病学史及临床表现，部分患者榆测血清中腮腺炎病

性肿大、发热、头痛明显的为２５３例（９７ ３１％）。并发症发生

毒ＩｇＭ抗体。

率较高６８ ０８％（１７７／２６０）．其中最多为脑膜脑炎或脑膜炎

２３±８

４６）天。主要症状以腮腺非化脓性炎症

结果与分析：性别与年龄分布显示，２６０例患者中男性

２５

７７％（６７／１７７），其次为胰腺炎２０ ７７％（５４／１７７），颌下腺炎

２１５例．女性４５例，男：女＝４ ７８：１，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年

】２

６９％（３３／１７７），睾丸炎７ ３１％（１９／１７７）。而且在发生并发

龄范围在１～６５岁之间，平均年龄（９

１３）岁。其中６～

症的１７７例患者中，有１２３例（６９ ４９％）为１种并发症，４５例

１２岁小学生居多（１７６倒，６７ ６９％），ｌ岁以内婴儿最少（２

（２５ ４２％）为２种并发症，８删（３ ０８％）为３种并发症，１例

例，０．７０％）。发病高峰季节主要集中在４

８月，占６３

４％

（０ ５６％）为４种并发症。２６０例患者中发生２种以上并发症

（１６５／２６０例），但全年均有散发性发病，１１

１２月有一个小

者占２０ ７７％（５４／２６０），说明腮腺炎病毒可侵犯腮腺以外的

高峰５９例（２２ ６９％）。１２月中旬在汉阳某社区同一段时间，

其他腺体及多种器官，导致各种并发症发生，多在腮腺炎同

１２名小学生发病。发病地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市七城区及周

时或其后出现，临床应密切观察，及时处理，避免漏诊及延误

边郊县，计２３３例（８２．６９％），散居儿童次之３５例

治疗。以上结果提示，无论在流腮流行期间还是散发期，各

８９±２

（１２．８５％）。上述结果表明流腮为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

级医疗机构均应加强疫情监测，尽早诊断．及时隔离治疗，是

吸道传染病，多发生于儿童及青少年。近年流行病学特征呈

有效控制流腮暴发的关键。
（收稿丑期：２００５—１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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