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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孟德尔随机化方法在流行病学
病因推断中的应用
秦雪英

胡永华

陈大方

【摘要】

目的

阐述在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孟德尔随机化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病因
以孟德尔独立分配定律为基础，已知不

推断，以控制混杂因素和反向因果关联对结果的影响。方法

同基因型导致不同的中间表型（即待研究的暴露因素），用基因一疾病的因果链模拟暴露因素对疾病的
作用，推导出暴露对疾病的真实效应值。结果基因一疾病的效应估计值能够反映暴露因素和疾病间
的真实联系。由于配子形成时等位基因的随机分配，该效应估计值不会受到传统流行病学研究中的
混杂因素的影响。结论孟德尔随机化的应用能够增强观察性流行病学中的病因推断，增进对潜在
危险因素的认识，同时可能为研究设计和资料分析提供新思路，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孟德尔随机化；病因推断；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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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常规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设计进行病因推

联所歪曲。自此，提出了孟德尔随机化的概念。孟

断时，研究结果常会受到混杂作用（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的

德尔随机化是以孟德尔独立分配定律为基础进行流

干扰，暴露和结局的时问顺序也常被混淆［又称反向

行病学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论证病因假说的一种

因果关联（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方向为由果及因］，使

方法。本文将从原理、设计框架和资料分析、局限

得病因解释不可信。１９８６年，Ｋａｔａｎ¨’引首先在其一

性、应用前提条件等方面作介绍。

项遗传学研究中描述了这样的思想：不同基因型决
定不同的中问表型，若该表型代表个体的某暴露特

基本原理

征。用基因型和疾病的关联效应能够模拟暴露因素

１．基本原理心。７１：基础研究证实，疾病发生均可

对疾病的作用，由于等位基因在配子形成时遵循随

追溯到基因水平，即基因型决定中间表型差异（图１

机分配原则，基因型一疾病的效应估计值不会被传统
流行病学研究中的混杂因素和反向因果关

中②链）在发病机制中起作用，该中间表型可直接作
为待研究的环境暴露因素，或间接代表某暴露因素。
例如，ＬＤＬ受体基因多态性导致血胆固醇水平差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胡永华，Ｅｍａｉｌ：ｙｈｈｕ＠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异，后者既是中间表型又可作为暴露因素研究其与
冠心病（ＣＨＤ）的关系；再者，研究饮酒量引起ＣＨ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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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堡煎鱼堑堂苤查！！！！芏！旦筮！！鲞箜！塑垦！堕』垦Ｐｉｉ！里ｉ！！！！！！！；！！！！坠！：；！！堕！：！

发病的风险，ＡＬＤＨ２基因多态性决定血中乙醛浓

·

可推导出中间表型变化Ｋ个单位时的效应值。

度，后者可影响饮酒行为，改变饮酒量，所以血乙醛

若至少有一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需考虑如

浓度这一中间表型能够间接代表饮酒量。因此研究

下几个问题：①样本量较小，效应估计值也通常较

基因型和疾病的关联（图１中①链）可以模拟环境暴

小，统计效能低。②混杂因素的影响，如连锁不平

露因素和疾病的关联（图１中③链）。

衡、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人群分层。③基因多效性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即基因功能复杂，存在未知代谢通路

①
ｒ。。一。。。一。一’‘。’’’’’一’。。’。一一。。Ｉ

：

Ｉ

ｉ

⑧

②

◆

基因型—＿中间表型—一疾。病

造成混杂。④基因网络中的代偿机制（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即基因变异的同

时，环境因素或发育过程中机体自身存在复杂的相

孟德尔随机化的应用模型

互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由于基因变异所导

由于配子形成时等位基因随机分配到子代配子

致的改变。所以，虽然发生了基因变异，但表型可能

中（孟德尔独立分配定律），所以基因和疾病之间的

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使孟德尔随机化的设计

关联不会受到出生后的环境、社会经济地位、行为因

不能起到模拟的作用，会产生偏性结果。⑤基因型一

素等常见混杂因素的干扰，且因果时序合理，使效应

疾病的联系不可靠。⑥所选基因变异的人群发生率

估计值更接近真实情况。例如饮酒量和冠心病的关

低，在此研究中不适用。以上也是孟德尔随机化方

系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与饮酒量多少、冠心病发生

法应用时的局限性。

图１

均有关系，在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中是一个混杂因
素；但是由于采用孟德尔随机化分组，社会经济地位
与基因型并不相关，所以不会对基因和疾病之间的
关联起到混杂作用。
２．孟德尔随机化的设计框架和资料分析№ｏ：按
照基因型不同选择研究对象并分组，比较组间疾病
结局和中间表型的差异。根据基因一中间表型、基

因一疾病的关联效应指标，可以推导和／或预测中间
表型（代表某环境暴露因素）和疾病关系的关联指
标，如０Ｒ、ＲＲ值。假设某个基因的两种基因型

ＧＧ、ｇｇ与待研究的疾病和中间表型均存在关联，研
究设计框架见图２。
暴露组：ＧＧ基凶型

图３

孟德尔随机化的资料汇总分析

３．孟德尔随机化的应用前提条件乜’３’７’８］：包括
Ｉ

对照组：昭基因型

①选择同质人群，即应符合孟德尔群体遗传的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定律；②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分别比较两组疾病结局和中间表型的差异

对基因一疾病、基因一中间表型的关系有确切的了解
和认识；③纳入研究的基因型要在人群中有一定的

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ｌ

至少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变异率，使样本量不宜过小；④明确基因功能、基因一
基因和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尽量排除和控制基因多

汇总整合，推论，
出某暴露因素是疾
病危险凶素或保护
因素的结论

效性和连锁不平衡等对效应估计的影响。
４．孟德尔随机化的应用范围№’７１：按照待研究
的环境暴露因素不同进行分类。
（１）研究行为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基因变异使个

图２

孟德尔随机化的设计与分析框架

体倾向于某种行为，决定暴露状态。如ＡＬＤＨ２变

当两组比较结果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时，汇总

异引起乙醛代谢障碍，发生高乙醛血症，改变饮酒行

分析如图３示㈨。若中间表型是二分类资料，则图３

为，使饮酒较少或者不饮酒，因此不同ＡＬＤＨ基因

中ｂ即可作为中间表型和疾病间的效应估计值，

型代表饮酒量多少，利用遗传学数据可以推证饮酒

０ＲＰＤ；若中间表型是定量资料，由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量和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归Ｊ

２｜。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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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理解机体代谢产物和疾病的关系，且可以得

代表中等量酒精摄人），比较两组心肌梗死的患病情

到长期效应估计值。代谢产物可以是基因表达的中

况，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Ｐ＝０．０３５９（ＯＲ＝

间表型，酶的底物或者是体外难以测量的代谢指标。

１．５６，９５％ＣＪ：１．０２２～２．３５）。

如ＬＤＬ受体基因变异引起家族高胆固醇血症，比较

从表１还可以看出：不同基因型的酒精摄入量

不同基因型之间ＣＨＤ发病情况的差异，可以模拟血

确实存在差异，说明ＡＬＤＨ２基因多态性能够代表

胆固醇水平和ＣＨＤ发病的关系＂’１３。１

不同酒精摄入量进行病因推断。根据上述结果得出

５。。

（３）理解子宫内环境的暴露因素与子代健康的

如下结论：基于该研究中的饮酒量差异，较少量饮酒

关系。如母体内叶酸水平难以测量，但是低叶酸水

者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是中等量饮酒者的１．５６倍，

平与母亲ＭＴＨＦＲ ６７７Ｃ—Ｔ多态性均可引起血中

中等量饮酒可能是ＣＨＤ的保护因素。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因此研究母亲ＭＴＨＦＲ

由于饮酒量是定量资料，根据图３公式，可以预

６７７位点的基因多态性和子女神经管畸形发生的关

测在该同质人群中不同饮酒量情况下的ＣＨＤ发病

系可以模拟子宫内叶酸水平与子女患病的关系。

危险性。
表１

实例分析

ＡＬＤＨ２不同基因型的疾病情况和
各种暴露特征的比较

传统流行病学研究显示ｏ

７’９。１１

ｏ，中等量饮酒对

ＣＨＤ的发生有保护作用，而少量饮酒或不饮酒者更
易患ＣＨＤ，如Ｈｅｎｎｅｋｅｎｓ １９７８年报道，与不饮酒者
相比，中等量饮酒发生ＣＨＤ的相对危险度是０．２～

２０２

９２５

１０３５

心肌梗死例数

４３

１３９

１６０

心肌梗死比例（％）

２１．３

总例数

１５．０

０．０７９２’

１５．５

０．３。然而有学者对此结论提出质疑，认为以下原因

年龄（岁）

６１．３（０．８）６１．５（０．４）

６０．６（０．４）

ｎ．ｓ．

可能导致该关联产生：①反向因果关联（ｒｅｖｅｒｓｅ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酒精摄入量（杯／ｄ）

２３．１（０．２）２３．０（０．１）

２３．３（０．１）

ｎ．ｓ．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既往饮酒史导致ＣＨＤ发病，继而改变饮

吸烟者比例（％）

４８．５

４７．９

４７．７

ｎ．ｓ．

高血压患者比例（％）４０．６

３７．７

４６．９

Ｏ．０００２

酒行为，促使患者减少喝酒或不喝酒。②混杂作用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中等量饮酒者社会地位可能较高，且
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反，不喝酒的人往往社会

０．２１（０．０６）Ｏ．６（０．０３）

１．１６（０．０３）Ｏ．０００１

胆固醇水平（Ｈｄｄｌ）

２０３（２．３）

２０３（１．１）

２０３（１．Ｏ）

ｎ．ｓ．

甘油三酯（ｎ训ｄ１）

１３４（７．４）

１３７（３．５）

１５０（３．３）

０．０１２０

｜Ⅱ）Ｌ水平（ｒｌｄ ｄ１）

４８（１．０）

５２（０．５）

５４（Ｏ．５）

Ｏ．ｏ００１

注：表中定量资料显示为均值和标准误。定量资料采用方差分

经济地位较低或是具有其他的ＣＨＤ行为危险因素。

析，定性资料采用，检验进行三个组间比较。ｎ．ｓ．表示差异无统计

③酒精可能具有直接的生物学效应降低ＣＨＤ的发

学意义。酒精摄人量的标准：１杯＝２５．２ ｍｌ乙醇。＊ｘ２检验三组

病危险，如升高血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水平。由于

患病人数比较时Ｐ值为Ｏ．０２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比较心梗患病人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ＧＧ组和（Ｇｇ＆ｇｇ）组心梗

涉及伦理学问题，在本研究中不可能应用随机对照

讨

论

试验（ＲＣＴ）来最终验证病因假说，可以采用孟德尔
孟德尔随机化利用基础研究资料进行因果推断，

随机化的设计思想进行因果推断。
ＡＬＤＨ２表达ＡＬＤＨ２（乙醛脱氢酶的同工酶）

为病因研究、课题设计、资料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与酒精代谢，基因变异引起酶表达失活，乙醛不能

１．该方法以等位基因随机分配原则为基础，利

继续代谢而在血中堆积ｕ…。高乙醛浓度导致饮酒

用已知的基因一中间表型、基因一疾病的关联证据推

时出现不适反应，如颜面红、心悸、嗜睡或其他症状，

断和／或验证环境暴露因素是疾病危险因素的病因

使饮酒量减少，所以ＡＬＤＨ２变异是酒精摄入量的

假说，能够避免传统观察性研究中混杂因素和反向

“指示灯”（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比较不同基因型ＣＨＤ的发生

因果联系对关联效应的干扰。例如实例中年龄和体

危险可以模拟饮酒量与ＣＨＤ发病的关系。

重指数在传统设计的饮酒和ＣＨＤ关系研究中常起

Ｔａｋａｇｉ等ｕ２ ｏ进行的一项ＡＬＤＨ２和心肌梗死
ｏ

混杂作用，但是表１中结果显示：年龄和体重指数在

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部分结果见表１ ７’１２１。由于

比较组之间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不会对结

ＡＬＤＨ２基因只有在两个等位基因均发生变异条件

果造成混杂。

下才表现出效应，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所以上

２．估计暴露因素对疾病的长期作用，而不会受到

述作者将纯合变异型作为暴露组（代表较少量酒精

测量误差和短期效应的干扰，在这方面比实验研究更

摄人），杂合变异型、野生型纯合子作为非暴露组（可

有优势。例如对比血清胆固醇水平和Ｃ皿发病关系

主堡煎堑痘堂苤查！！！！至！旦箜！！鲞箜！塑里！堕！垦Ｐｉ！！坐ｉ！！！』！！￥！！！！！堕！：！！！堕！：！

·６３３·

的某遗传学研究和实验研究的数据。７’１３Ｊ ５｜，前者得到

加之复杂性疾病固有的特点，孟德尔随机化的应用

的相对危险度为３．９，大于实验研究的效应值２；因为

还有局限性，然而它确实为病因推断提供了新思路，

基因变异发生在配子形成时，对血胆固醇水平影响终

同时还可用于研究设计和资料分析。该法的应用也

生，而实验毕竟只观察了５年，所以相对危险度为３．９

使遗传流行病学的关注重点发生转移，即由高危人

更能反映胆固醇水平对Ｃｍ的长期影响。

群向一般人群转移，将遗传流行病学得到的病因学

３．数据分析时，以孟德尔随机化为基础的资料

证据应用于一般人群，更好的为人类健康服务；对于

分析和随机对照实验（ＲＣＴ）的意向治疗分析（ＩＴＴ）

促进流行病学和基础学科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和交叉

相似¨１。配子一旦形成，就决定了个体生后即存在

合作也将产生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某种暴露倾向性（如实例中纯合变异型个体倾向于
少量饮酒），按照不同基因型分组，即按照出生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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