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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瘦素受体Ｇ１ｎ２２３Ａｒｇ基因多态性
与肥胖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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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在山西省

目的研究瘦素受体Ｇ１１１２２３Ａｒｇ基因多态性与肥胖的关系。方法

盂县选取一组人群，调查其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同时抽血检测瘦素受体Ｇｌｌｌ２２３加ｇ基因多态性的基因
型，并分析Ｇｌｎ２２３ｍｇ基因多态性与肥胖的关系。结果该组人群ＧＧ、ＧＡ及ＡＡ的基因型频率分别
为０．７６７９、０．２１７１和Ｏ．０１５１；Ｇ和Ａ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０．８７６４和０．１２３６。基因型频率分布符合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Ｐ＝０．９３４）。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携带Ａ等位基因的研究对象具有更高的体
重（６３．２ ｋｇ研．６１．９妇；Ｐ＝Ｏ．０３０７）和体重指数（２４．４ ｋ∥ｍ２讲．２４．１ ｋｇ／ｍ２；Ｐ＝０．０８９８）；在调整
年龄、性别、体力活动和膳食之后，携带Ａ等位基因者仍然具有较高的体重指数（２４．５ ｋｇ／ｍ２ ｗ．
２４．１

ｋｄｍ２；Ｐ＝０．０３９６）和肥胖患病率（ｏＲ＝１．３０，９５％ａ：０．９５７～１．７６７；Ｐ＝Ｏ．０９３５）。结论

瘦

素受体Ｇｌｎ２２３ｍｇ基因多态性与肥胖可能有关。
【关键词】肥胖；瘦素受体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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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肥胖

在城市和农村分别达到了５２．５％和３４．２％；杨功焕

的发病率迅速增加。“中国居民２００２年营养与健康

等幢１同期进行的研究表明，体重指数（ＢＭＩ）＞２４者

状况调查”结果显示‘１｜，全人群超重率和肥胖率合计

（１５岁以上人群）达到了２３．７％，城市和农村人群中

为２３．２％，超重和肥胖比例最大的４５～５９岁组人群

ＢＭＩ＞２４者分别为３１％和２３％。超重和肥胖是高
血压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２型糖尿病等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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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病研究所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陈祚、李莹、孔宪

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对肥胖的研究包括病因、机制、
防治手段等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认为，肥胖

毅、郭敏、武阳丰）；山西省盂县人民医院（郭东双）

是遗传因素、膳食、体力活动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近

通讯作者：武阳丰，ｙａｎｇｆｅｎｇｗｕ＠２６３．ｎｅｔ

年分子生物学发展迅速，对肥胖相关基因的研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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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人类瘦素受体（１ｅｐｔ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ＬＥＰＲ）基

０．６２５ ｐ１，２５

因就是其中之一。本研究拟在山西省盂县地区的一

ＭｇＣｌ２０．２５ ｐｌ，Ｐ１、Ｐ２（１弘ｍ０１）引物各１．２５弘１，ＤＮＡ

组人群中研究ＬＥＰＲ基因Ｇｌｎ２２３Ａｒｇ变异的频率及

（１ ｎｇ／ｐ１）３

其与肥胖的关系。

８肚ｌ。９５℃预变性１５ ｍｉｎ，９５℃变性２０ ｓ，５６℃退火
ｓ，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共４５个循环，７２℃终末延伸

３０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来源于参加国家“十五”科技攻关

Ｔａｑ酶（５ Ｕ／ｐ１）０．０２５ ｐｌ，共

ｐｌ，ｈｏｔ ｓｔａｒ

３

ｍｉｎ。ＳＡＰ消化ＰＣＲ产物３７℃３０ ｍｉｎ，８５℃灭活

５

ｍｉｎ。体系：ｄｄ｝１２０ １．５３肛ｌ，ｈＭＥ ｂｕｆｆｅｒ

０．１７ ｐ１，

课题“冠心病、脑卒中综合危险度评估及干预方案的

ＳＡＰ（１．０ Ｕ／弘１）Ｏ．３弘ｌ，总体积２．０肛ｌ。延伸ＰＣＲ：

研究”中山西省盂县的一组人群，２００４年进行相关

９４℃预变性２ ｍｉｎ；９４℃变性５ ｓ，５２℃退火５ ｓ，７２℃

危险因素的调查，共有２００２人。删去关键变量缺失

延伸５ ｓ，共６０个循环。延伸体系：ｄｄＨ：Ｏ １．７２８肛ｌ，

者２１０人，用于分析的数据为１７９２例。调查对象空

Ｅｘｔｅｎｄ

腹１２ ｈ后采集肘静脉血标本。经１５００×ｇ离心分离

（３２ ｕ阻１）０．０１８肛ｌ。基因型的测定由北京华大中生

血清，余下的血块置于一２０℃冰箱冷冻保存。

公司采用Ｓｅｑｕｅｎｏｍ 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系统检测基因多

２．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采用标准化方法制

Ｍｉｘ ０．２００＂ｌ，Ｐ３（１００｝上ｍ０１）０．０５４ ｐｌ，ＴＳＱ

态性（ＳＮＰ）。

定调查方案、培训手册及调查表收集人口学资料、人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两遍录入核对，比较无

体测量指标及疾病史和家族史等∞１。问卷调查均由

误后建立分析用数据集，使用ＳＡＳ ８．２软件进行统

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在现场完成。调查内容包括一般

计分析。定性资料使用Ｙ２检验，定量资料以均数

情况、身高、体重、膳食、体力活动等，以及空腹血糖、

（孟）±标准差（ｓ）表示，使用￡检验或校正￡检验，多

血脂等生化指标。膳食调查询问研究对象每日或每

因素分析使用ＧＬＭ模型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运用

周某种食物食用量，再根据资料特点定义主食每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Ｗ）平衡检验确认研究样本的群

日＞９两（４５０ ｇ）为高主食者，肉食每周＞４．６两

体代表性。

（２３０ ｇ）为高肉食者。ＢＭＩ＝体重（蛭）／身高（ｍ）２，

结

肥胖标准定义为ＢＭＩ≥２８．０ ｋｇ／ｍ趴４｜。由于ＢＭＩ

果

与年龄不是线性关系，故在多因素分析中采用三分

１．一般情况：本次分析研究对象共１７９２人，其

位法将年龄作为分类变量使用。体力活动水平以代

中男性７１５人，女性１０７７人。ＧＧ、ＧＡ及ＡＡ的基

谢当量估计（ｍｅｔｓ）¨ｏ。

因型频率分别为０．７６７９、０．２１７１和０．０１５ｌ；Ｇ和Ａ

３．基因型测定：采用盐析法抽提ＤＮＡ。ＰＣＲ扩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０．８７６４和０．１２３６。基因型频率

增：引物设计参照ＧｅｎＢａｎｋ序列设计，由北京华大

分布符合Ｈ—Ｗ平衡（Ｐ＝０．９３４）。由于研究人群的

中生公司采用专业软件完成设计及合成，Ｐ１：ＡＣＧ

ＡＡ基因型频率（０．０１５１）极低，故将ＡＡ基因型与

ＴＴＧ ＧＡＴ ＧＡＴ ＧＧＧ ＣＴＧ ＡＡＣ ＴＧＡ ＣＡＴ ＴＡＧ．

ＧＡ基因型合并统计。男、女性基因型频率差异无

Ｐ２：ＡＣＧ ＴＴＧ

ＧＡＴ

ＧＣＡ

ＣＴＣ ＴＣＣ．Ｐ３：ＧＡＡ ＣＴＧ

ＴＣＡ

ＡＣＧ

ＡＣＡ

统计学意义（Ｐ＝０．６４６２）；男性年龄、身高、体重、体

ＡＣＡ ＴＴＡ

ＧＡＧ

ＧＴＧ

力活动水平、高膳食比例均高于女性（Ｐ＜０．０１）；

ＡＡＣ

ＡＣ。ＰＣＲ反应体系：ｄｄＨ：Ｏ ２．８肛ｌ，１０×ｂｕｆｆｅｒ
表ｌ
因素

合计（ｎ＝１７９２）

基因型（ＡＡ＋ＡＧ）
等位基因（Ａ）
Ｈ—ｗ平衡（Ｐ值）
年龄（岁）６

４１６（２３．２１）＋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体力活动（ｍｅｔ）６
主食＞９．０两者
肉食＞４．６两者
ＢＭＩ（ｋｇ／ｍ２）△
肥胖者

１６０．４±７．９

ＢＭＩ和肥胖率则低于女性（Ｐ＜０．０１）（表１）。

研究人群的一般特征
男性（ｎ＝７１５）
１７０（２３．７８）‘

女性（ｎ＝１０７７）
２４６（２２．８４）＋

Ｙ２“值
０．２１

０．１２３６

Ｏ．１２５２

０．１２２６

一

０．９３４

Ｏ．４５２

０．６０６

一

５３．１±１０．３
６２．２±１０．７

１．６±Ｏ．３（１７５７）８
５５０（３０．６９）‘
５２４（２９．２４）’

５５．３±１０．４
１６６．８±６．２
６４．５±ｌＯ．９

１．６±Ｏ．４（６９２）８
３３８（４７．２７）‘
２８９（４０，４２）。

Ｐ值
０．６４６２
一
一

５１．６±９．９

７ ６３

＜Ｏ．０００１

１５６．１±５．８

３６，６１

＜Ｏ．０００１

６０．７±１０．３

１．５±Ｏ．２（１０６５）８
２１２（１９．６８）。
２３５（２１．８２）’

７．４２

＜０．０００１

５．１ｌ

＜Ｏ．０００１

１５３．７５

＜Ｏ．０００１

７１．８５

＜０．０００１

２４．２±３．７

２３．１±３．４

２４．９±３．７

１０．３０

＜０．Ｏ００１

２７０（１５．０７）。

５４（７．５５）’

２１６（２０．０６）＋

５２．５０

＜Ｏ．０００１

＊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括号内数据为人数；△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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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０。

２．不同基因型间相关因素的比较：ＧＧ和ＧＡ＋

论并不一致。１９９７年Ｍａｔｓｕｏｋａ等。列的研究显示：

ＡＡ组之间性别构成、年龄、身高、体力活动、膳食差

ＬＥＰＲ基因Ｇｌｎ２２３Ａｒｇ的变异频率在肥胖组和非肥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携带Ａ等位基因者

胖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Ｇｏｔｏｄａ等旧１报道英

的体重显著高于ＧＧ基因型（Ｐ＝０．０３０７）；ＢＭＩ高

国白人男性中未发现Ｇ１ｎ２２３Ａｒｇ与肥胖的关联，但

于ＧＧ基因型（Ｐ＝０．０８９８）；肥胖患病率高于ＧＧ

是该人群不符合Ｈ—ｗ平衡（Ｙ２＝４．８７，Ｐ＜０．０５）。

基因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９３１）（表２）。

Ｒｏｓｍｏｎｄ等¨驯报道瑞典男性携带Ａ等位基因者其

表２

ＢＭＩ和腰围稍低（Ｐ＝０．１４２和Ｐ＞０．２０）。ｖａｎ

不同基因型间有关因素的比较

Ｒｏｓｓｕｍ等Ｈ４１从两个队列研究中选择２５９名体重增

（。器７６）＆薯篙ｆ“值Ｐ值

因素
男性人数

５４５（３９．６１）
５３．３±１０．４

年龄（岁）
身高（ｃＩｌｌ）

１６０．３±８．Ｏ
６１．９±１０．５

体重（ｋｇ）
体力活动（ｍ乩）

０．２１

０．６４６２

５２．４±９．９

１．６０

０．１１０１

１６０．７±７．８

０．９５

Ｏ．３４２１

２．１６

Ｏ．０３０７

１，６±０．３（１３５１）０．２４

０．８１２５

１７０（４０．８７）

１．６±Ｏ．３（４０６）

６３，２±１１．３

主食＞９．Ｏ两者４１５（３０．１６）

１３５（３２．４５）

０．７９

０．３７４４

肉食＞４．６两者４１１（２９，８７）

１１３（２７．１６）

Ｂ￣Ⅱ（耐ｍ２）

２４．１±３．６

肥胖者

１９９（１４，４６）

１．１３

Ｏ．２８７７

２４．４±３．８

１．７０

０．０８９８

７１（１７．０７）

１．６９

０．１９３１

注：同表１

加者（平均增加１２．６ ｋｇ）和２７７名体重保持稳定者，
其研究结果表明，携带２２３Ａｒｇ等位基因者瘦素水平
较高，但是只在男性体重增加者中这种差异才达到
有统计学意义，该基因与瘦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男
性中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在男性２２３Ａｒｇ等位基因携
带者中瘦素水平增加才对体重增加具有显著作用。

作者认为２２３触ｇ等位基因可能对瘦素受体功能有
一定作用。
国内关于该基因多态性也有一些研究，多数属

３．ＬＥＰＲ基因Ｇ１ｎ２２３Ａｒｇ多态性与ＢＭＩ关系

于小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对象多来源于医院

的多因素分析（表３）：与ＧＧ基因型相比，携带Ａ等

患者。谢平等ｎ３ ３报道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未发现

位基因者具有较高的ＢＭＩ（Ｐ＝０．０８９８），在调整了

该基因多态性与肥胖的关联。张蓉等ｎ州报道在上

其他的混杂因素，如性别、年龄、体力活动和膳食之

海地区进行的一个研究中未发现Ｇｌｎ２２３Ａｒｇ变异与

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９６）。以ＢＭＩ≥

肥胖的相关性。

ｋｇ／ｍ２为切点，进行肥胖患病率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综上所述，可见ＬＥＰＲ基因Ｇ１ｎ２２３舡ｇ变异具

析。结果表明，年龄、性别、体力活动和膳食是肥胖

有明显的种族差异，本研究中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

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而Ｇｌｎ２２３Ａｒｇ多态性

因频率的分布与亚洲人的基本一致。亚裔人种的Ａ

则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１．３０，９５％Ｃｊ：０．９５７～

等位基因频率明显低于白种人。关于该基因多态性

１．７６７，Ｐ＝０．０９３５）。

与肥胖的关系，各个研究的结论不一致。从国内仅

２８

表３

Ｇｌｌｌ２２３舡ｇ多态性与肥胖关系

见的几个研究来看，原因可能在于：由于肥胖是多因
素疾病，遗传因素、膳食、体力活动等对肥胖的发生
都有一定作用，且在不同的环境、人种所起的作用可
能大不相同，而肥胖相关基因致肥胖效应多数较小，
因此，由于国内仅见的几项研究都是从医院就医患
者中选取研究对象（肥胖患者或糖尿病患者），这些

研究对象虽然从遗传角度符合Ｈ—ｗ平衡，但是其体
讨

论

力活动、膳食等对肥胖形成有重要作用的因素未予
考虑，所选人群代表性并不充分，且有些研究样本量

瘦素受体属细胞因子受体超家族，Ｃｏｎｓｉｄｉｎｅ

较小，未必能够检测到基因多态性的致肥胖作用。

等拍１１９９６年首次报道在人类ＬＥＰＲ基因第六外显

本项研究是在山西省盂县农村进行的，限定于

子上存在有Ｇ１ｎ２２３心ｇ变异。既往研究表明，不同

３５岁以上的自然人群，调查应答率为８３％。研究的

种族之间ＬＥＰＲ基因Ｇｌｎ２２３触ｇ变异具有明显的差

调查表参照标准方法制定¨ｏ，并采取了一定的质量

异＂ｄ引。总的来看，欧洲人携带Ａ等位基因的频率

控制措施，包括制定调查培训手册，调查前对调查员

约为０．４４～０．５０，亚洲人约为０．１０～０．１５。

进行培训并考核，尽量避免调查偏倚。由于男女性

关于该基因多态性与肥胖的关系，现有研究结

比例有差异，分析时除对性别进行多因素调整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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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

做了亚组分析（结果未列出），显示男女性结果类似，

司，２００３．３９—４２．

性别比例不同应该不会造成偏性。
本项研究结果显示，在调整了其他混杂因素之

６ ＣｏｎｓｉｄｉｎｅＲＶ，Ｃｏｎｓｉｄｉｎｅ
ｌｅｐｔｉｎ

后，携带Ａ等位基因者比ＧＧ基因型具有更高的

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ｎｌｓ ｃ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

ｈｕｍａｎ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０１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ＢＭＩ（Ｐ＝０．０３９６），以及更高的肥胖患病率（Ｐ＝

０．０９３５）。从研究结果来看，有理由认为Ｇ１ｎ２２３舡ｇ

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ｆ ｔｈｅ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ｄｂ／ｄｂ ｍｏｕｓ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

ｆａ“ａ

ａｎｄ

ｒａｔ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１ ９９６．４５：９９２—９９４．
７

Ｍａｔｓｕｏｋａ Ｎ，Ｏｇａｗａ Ｙ，Ｈｏｓｏｄａ Ｋ，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ｌｅｐｔ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

基因多态性与肥胖的发生有一定关系。以肥胖患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率为因变量所做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虽然未达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ｏｆ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ｂｅｓｉｔｙ—ｃａｕｓ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Ｄｉａｂｅｔｏｂｇｉａ，１９９７，４０：１２０４—１２１０

到统计学意义，可能是由于样本量等原因造成。实

８

Ｗａｕｔｅｒｓ Ｍ，Ｍｅｒｔｅｎｓ Ｉ，Ｒａｎｋｉｎｅｎ

际上，以本次研究的样本量检测０Ｒ值为１．３０，在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ａ＝０．０５的水平上，把握度为５１．４％。因此，以肥胖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本次研究结果可知，即使该基因多态性可致肥胖，其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ｏｂ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１，８６：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ｖ：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ｗｈｉｔ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ａｌ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ｕｍ Ｍｏｌ 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７，６：８６９—８７６．
１０

分确定该基因多态性与肥胖确实有关，还需要进一

Ｒｏｓｍｏｎｄ Ｒ，Ｃｈａｇｎ。ｎ ＹＣ，Ｈｏｌｍ Ｇ，ｅｔ ａ１．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ｐｔ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ｉ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ｌｏｃｕｓ．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０，

８５：３１２６—３１３１．

步的研究确定。由于该基因多态性种族差异较明
显，因此国内应该进一步开展此类研究，明确该基因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Ｊ Ｃｌｉｎ

ａ１．Ｌｅｐｔｉｎ

Ｔ，ｅｔ

ｗｉｔｈ

９ Ｇｏｔｏｄａ Ｔ，Ｍａｌｌｎｉｎｇ ＢＳ，Ｇ０１ｄｓｔｏｎｅ ＡＰ，ｅｔ ａ１．Ｌｅｐｔｉ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作用也较小。当然，尚不能仅以此次结果为依据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３２２７—３２３２．

患病率为指标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如果以定量指标
ＢＭＩ做分析则只需要较少的样本量即可。此外，由

ａｒｅ

１１张蓉，郑以漫，项坤三，等上海地区汉人瘦素受体基因

Ｇ１１１２２３ｍｇ变异的研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１９：４３５—

多态性在中国人群中的作用。

４３７．

１２李剑，陆菊明，潘长玉，等．瘦素受体Ｇ１ｎ２２３Ａｒｇ基因多态性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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