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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
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
第二讲

遗传关联性研究及其Ｍｅｔａ分析的报告规范

余灿清詹思延
【导读】

随着遗传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的兴起，复杂疾病的遗传危险因素日益得到关注。

但目前遗传关联性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样本量小、研究结果不一致、研究报告质量偏低。因此，规
范地报告遗传关联性研究，采用Ｍｅｔａ分析将现有研究证据进行系统汇总是亟需完成的工作，以提供
更为准确的基因一疾病关联效应。为此，本文综述了遗传关联性分析及其Ｍｅｔａ分析的报告规范
（Ｍ００ＳＥ），并提出了报告遗传关联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时需注意的特殊问题。
【关键词】Ｍｅｔａ分析；流行病学；遗传关联性研究

随着分子遗传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

为保守。此外，这种异质性还表现在同一问题首次研究结果

研究开始从分子水平上探索遗传因素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

与随后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前者往往有更大的遗传效应∽ｏ。

目前该领域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ｕ１：①描述基因在人群中

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等哺１还发现约有２６％的研究结果前后不一致，并且

的分布，并评价基因型一疾病关联；②评价基因一环境以及基

这种异质性和上述样本量差异并没有完全的联系。

因一基因，交互作用对发病危险的影响；③评价人群基因检测

（３）研究文献质量有待提高：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文献还

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描述基因型频率和研究遗传关联性是

存在诸多问题，有流行病学背景的研究者往往不能充分考虑

研究的基础，开展较多，其研究方法也较为成熟，是发现常见

遗传流行病学中特定的生物学和遗传学背景，而遗传学者和

疾病的遗传危险因子最为有效的方法幢１，但目前仍存在不少

Ｉ临床工作者也经常忽视统计分析模型的特殊性。１…。

问题。

Ｂ嘴ａｒｄｕｓ等ｕ川根据７个研究方法标准对该领域４个主流医

１．遗传关联性研究的主要问题：

学期刊的研究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发现，６３％的文章至少有两

（１）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小：理想的关联性研究应该具备

个方面不符合撰写要求标准。

三个特征，即研究样本量大，Ｐ值小，研究关联具有生物学意

２．遗传关联性研究报告规范：基因与疾病的关联涉及范

义或研究位点对基因表达产物的影响具有生理学意义∞１。

围非常广泛，从单基因疾病到多因素综合征，但关联性研究

在人类基因组中，许多常见遗传危险因子通常与常见复杂疾

有相同的方法学基础，流行病学中的分析性研究仍然是主要

病只有轻度的关联（关联强度１．２０～１．５０）¨１，这种情况下，

方法㈦。

样本量太小通常导致研究结果的把握度不够，只有大样本

许多遗传关联性研究往往不能在基因型鉴定的准确性、

（一般要求大于１０００）研究才能真实地反映基因和疾病之间

选择偏倚、混杂因素、可能的基因一基因和基因一环境交互效应

的关联¨Ｊ。但是，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等¨’６。对收集的５５个Ｍｅｔａ分析

以及统计功效等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给予详细准确的介绍，

中的５７９个遗传关联性研究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联性

甚至不予介绍，最终限制了研究结果的价值。因此，Ｌｉｔｔｌｅ

研究的样本量在１００～３００。Ｂｏ“ｅｔｔａ，Ｐｅａｒｃｅ…也发现已发表

等Ｈ２ ３在人类基因组流行病学研讨小组上，主要讨论了研究

的遗传关联性研究的把握度一般在２０％～７０％，很少有研究

对象的选择、基因型鉴定的准确性、人群分层以及统计学等

能准确地发现真实存在的关联。可见，此类研究样本量偏小

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报告和评价基因型频率和基因一疾病

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可能存在大量假阳性结果，从而过高

关联性研究的推荐标准（表１）。该标准虽然并未涉及此类研

甚至错误地估计了某些遗传因子的影响旧Ｊ。

究报告的全部问题，但还是有借鉴意义。我们在报告这类文

（２）研究结果存在广泛的异质性：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等Ｍ１研究发
现，在某基因多态性和疾病的关联研究中，大样本研究的结

献时，可以根据遗传关联性研究的实际情况（例如研究问题、
研究方法和研究现场等）确定研究报告内容。

果往往与小样本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更容易得到“有利的”

３．观察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随着基因一疾病关联的研究

结果，而大样本研究往往比多个小样本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更

证据不断累积，而各个研究之间又存在广泛的异质性，单个
研究的显著性不能确保遗传关联，同样缺乏统计学差异的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究结果也不能排除有遗传关联的可能旧１。因此，需要及时地
综合总结这些研究成果，为遗传流行病学的人群基因检测打

学系
通讯作者：詹思延，Ｅｍａｉｌ：ｓｉｙａｎ＿ｚｈａｎ＠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下基础¨“。Ｍｅｔａ分析可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帮助确定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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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联是否存在，并定量确定研究基因和疾病之间的关联大

始研究的质量有关，同时还与汇总方法有密切关系¨…。因

小ｎ４’”］。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在随机临床试验中已经相当成熟；

此，在对遗传关联性研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时，不仅要注意一般

而遗传流行病学的关联性研究，其实质上属于观察性研究，

性问题，如数据提取标准化、人群选择、发表偏倚评价、统计

其Ｍｅｔａ分析与临床随机试验的Ｍｅｔａ分析一样常见，但两者

分析以及伦理学等问题ｎ…，还要注意遗传流行病学自身的
特殊性，即在进行Ｍｅｔａ分析必须考虑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

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１

报告和评价遗传关联性研究的推荐标准’

前提条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表２

基因型鉴定方法的有效性

观察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Ｍ００ＳＥ）的
推荐报告内容概览

生物标本种类
按研究分组报告生物标本收集和分析的时间
按研究分组报告ＤＮＡ提取的成功率

研究背景
定义研究问题

明确研究的基因型；当存在多个等位基因时，明确需要检测的
基因型
基因型鉴定的方法（例如ＰＣＲ方法中引物序列、热循环参数、循
环次数）
按研究分组报告获得合格的基因型鉴定数据的研究对象的比例
如果采用汇总分析，明确病例和对照的样本汇总的方法
质量控制措施（包括对实验室工作人员采用盲法）
相同质量控制下研究的可重复性
每批研究分析中比较组（例如病例和对照）之间的研究对象的样本

陈述研究问题假设
确定研究结局
暴露／干预措施
研究设计类型
研究人群
文献检索策略
文献检索的资格（例如图书管理员和调查员）
文献检索策略，包括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和使用的关键词
尽可能获取所有文献，包括研究文献作者的个人通信

研究对象的选择

检索的数据库和档案库

人选研究对象的所属地区
选取研究对象的时间
基因型明确的研究对象的选取方法，例如人群随机抽样、献血者、
住院患者

采用检索软件及其版本号，包括使用的特殊功能（例如进行主题词及
其下位词的扩展检索）
手工检索（例如已有文献的参考文献清单）
列出纳入和排除的文献，以及判断标准

病例和对照确定的标准
从家庭中选取病例的数目，以及计算对应研究对象的方法
病例和对照的排除标准

处理非英语文献的方法
处理只有摘要和未发表文献的方法
介绍个人通信的情况

病例和对照的抽样率
研究对象不同性别的平均年龄及标准差（或年龄极差），及其分布
情况
能否获得准确基因型数据的研究对象之间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或
其他特征）的差异
确诊对照为非病例的措施

研究方法
描述检索文献是否符合研究问题
数据整理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例如有完善的临床编码规则或便于编码）
数据分类和编码的记录（例如多个文献评价者，盲法，以及文献评价
者之间的一致性）
混杂的评估（例如人选研究中病例和对照的可比性）

混杂以及人群分层
研究设计
在未采用病例．家庭对照研究中，分析中的种族匹配或者针对种
族的调整措施
在研究设计或统计分析中识别并予以考虑的基因型之间的潜在
相关性
统计分析问题

评价研究质量，包括对质量评价者采用盲法，对研究结果的可能预测
值进行分层分析或者回归分析
评价研究异质性
详细介绍统计分析模型，以便能重复该研究（例如详细描述采用的固
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采用该研究模型分析研究结果的
理由，剂量反应关系模型，或者累积Ｍｅ诅分析）
提供合适的统计图表

严格地区分验证研究假设和产生研究假设
如采用单倍型分析，必须明确单倍型的构建方式
研究对象的数量

研究结果
绘图总结入选各研究和汇总研究结果
列表描述人选各研究结果

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统计软件

研究结果的敏感度分析（例如亚组分析）

基因型关联指标的置信区间

研究结果统计学稳健性的指标

评价分析模型的拟合度

讨论

＊仅列出遗传关联性研究文献报告和评价相关的内容和项目

定量地评价偏倚（例如发表偏倚）
解释排除标准的合理性（例如排除非英语文献）

因此，在为遗传关联性研究报告提出规范格式的同时，
也必须要求这类文献的Ｍｅｔａ分析采用严格、标准的报告格
式ｎ“。１９９７年４月，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助，召集了
２７名来自临床实践、现场干预、统计学、流行病学、社会科学
以及生物医学编辑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题研究小组，讨论并

评价人选研究的质量
研究结论
导致观察到结果的其他可能原因
根据研究所得的数据，在评价文献涉及的领域，对研究结论进行适当
地外推
为以后该问题的研究提供指导意见
公布研究资助来源

制定了流行病学中观察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报告内容的推荐
一览表（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ｏｇｙ，

（１）异质性分析：遗传关联性研究属于观察性研究，其

ＭｏｏＳＥ）（表２）¨“，以帮助更加规范的撰写、编辑和阅读此

Ｍｅｔａ分析可能得到精确的结果，也可能得到虚假的结果，必

类文献。

须对入选研究间的异质性进行全面的考虑，而不能只着眼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遗传关联性研究Ｍｅｔａ分析的可靠性不仅仅与入选的原

研究的统计汇总ｍ ３。这些研究中广泛异质性通常是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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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和实验室方法的不同而导致的¨“。漏斗图在Ｍｅｔａ分

３

Ｆｒｅｅｌｙ

析中能通过图形象反映研究的异质性，但在描述性研究中存

４

Ｌｏｈｍｕｅｌｌｅｒ ＫＥ，Ｐｅａｒｃｅ ＣＬ，Ｐｉｋ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因型实验室鉴定、疾病结局的测量等）导致研究的异质性，发
５

果时，可以根据入选研究的特点进行亚组分析，以探索和阐
６

７

８

１ａｒｇｅ

Ｂｏｆｆｅｔｔａ

Ｐ，

１１

组和非暴露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Ｍｅｔａ分析较为简单；而遗

（４）采用比较敏感的遗传模型进行分析：在评价基因一疾

１５

１６

１７

ｍｏｌｅｃｕｉａｒ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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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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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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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２，１５６：２９７—

２１

Ｓｃｈａｉｄ ＤＪ，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ＳＪ．Ｂｉａｓｅｄ
ａ１１ｅ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ｅｓｔｓ

ｄ印ａ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０ｎ ｏ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９，１４９：７０６—７１１．

２９９．
ＮＪ．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哪．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０，４０５：８４７＿８５６．

ｉｓ

ｔｈｅ ｐｕｍｐ？Ａｍ Ｊ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５１２：８５—９２，

与疾病关联时，必须规范遗传关联性研究的报告，并综合已

Ｒｉｓｃｈ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ＪＡＭＡ，２０００，２８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结论：常见复杂疾病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一般样本量较

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ｍ０１ｅｃｕｌａｒ

Ｊ，Ｆｄｎｓｔｅｉｎ Ａ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采用多个遗传模型，应当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方法对多次两两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Ｍｊ，１９９８，３１６：１４０一１４４．

行分析，以获得更为准确合理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ｔｏ

ＣＩ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Ｎｕｔｒ Ｒｅｖ，１９９４，５２：２３３．２３７．

利用现有遗传学和生物学专业知识，选用较为合理的模型进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ｊｔｔｌｅ Ｊ，Ｂｒａｄｌｅｙ

ａｎｄ

行多次两两比较；④对上述模型多次比较，选用合适的遗传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３，１５７：６６７—６７３．
１４

种：①直接比较基因频率；②通过假设遗传模型简化成两组

Ｋｈｏｕｒｙ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９：３０６·３０９．

ＳＴ，（ｈｌｃａｔｏ

Ｂ。ｇａｒｄ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病关联时，研究者往往收集不同基因型的发病危险。这样多

ｌ

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２，１５６：３００—３１０．
１３

文

ｓｉｚｅｓ

Ｊ，Ｔｈａｋｋｉｎｓｔｉａｎ Ａ，Ｄ’Ｅｓｔ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果进行多次重复两两比较，将降低统计分析的把握度，增大

考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ＪＡＭＡ，１９９９，２８１：１９１９—１９２６．
１２

型，这类问题的Ｍｅｔａ研究分析涉及多组数据之间比较。如

参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Ｉ

ｓｍａＵ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有研究结果进行Ｍｅｔａ分析，获得更为准确的关联性结论。

Ｎ．

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 ＪＰＡ，Ｎｔｚａｎｉ ＥＥ，ＴｒｉｋａＩｉｎｏｓ ＴＡ，ｅｔ ａＩ．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Ｍｅｔａ分析只有两组进行比较，例如病例组和对照组、或暴露

小，其结果往往不一致，且难以重复。因此，在明确某一基因

Ｐｅａｒｃｅ

Ｃ１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３，５６：２９７—３０３．

（３）多组数据避免多次重复比较：一般的观察性研究的

较进行校正，调整Ｐ值以减小统计分析中的Ｉ类错误。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ｇａｌｌ ＴＭ，Ｃｏｆｆｅｙ ｃＳ，Ｋｒｕｍｈｏ王ｚ ＨＭ．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
１０

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模型。不同的遗传模型具有不同的假设，这就需要在分析时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ｓｕｄｉ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３，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例如显性模型、隐性模型、共显性模型和超显性模型）；③进

Ｔｒｅｎｄｓ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３，６４：７—１７．
９

照组中检验ＨｗＥ的拟合度。而Ａｔｔｉａ等¨０。建议在Ｍｅｔａ分

种基因型比较分析通常简化成两组进行分析，其方法有多

ｔｒｕｅ？

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 ＪＰＡ，Ｔｒｉｋａｌｉｎｏｓ ＴＡ，Ｎｔ２ａｎｉ ＥＥ，ｅｔ ａ１．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ｉｓｋｓ ｏｗｉｎｇ

的拟合度心…。但在病例对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中，病例组往

Ｉ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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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ＡＲＣ Ｓｃｉ Ｐｕｂｌ，１９９９，１４８：９７—１０８．

在人群分层等［１…。因此，在汇总研究结果前必须检验ＨｗＥ

传关联性研究中，等位基因存在多态性，至少存在三种基因

ｆａｌ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ｔｕｄｙ ｄｅｓｉｇｎ

素¨…。此外，遗传流行病学研究必须考虑其他可能的因素，

析中分别对包含和不包含ＨｗＥ的研究进行敏感度分析，以

Ｇｅｎｅｔｉｃ

３６１：５６７—５７１．

平衡的因素主要包括非随机婚配、突变、入群迁移等因

往更有可能是有偏人群，所以ｓｃｈａｉｄ，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２１１提出只在对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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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一定条件下群体中各世代的基因频率保持不变，且基因

如实验室基因型鉴定错误，选择对照组时存在选择偏倚、存

ｇｅｎ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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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检验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ＨＷＥ）拟合度：ＨｗＥ是

型频率可以表达成基因频率的特殊函数，影响等位基因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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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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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表偏倚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ｕ“。因此，在定量汇总研究结

明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并检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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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其他偏倚和混杂因素（例如研究对象的人群分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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