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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６

·基础理论与方法－
复杂疾病病因研究中基因问交互作用分析：
基于基因型传递不平衡的多因子降维法
李娜唐迅陈大方

胡永华

【导读】介绍复杂疾病病因研究中分析基因．基因交互作用的一种新方法：基于基因型传递不平
衡的多因子降维法（ＭＤＲ—ＰＤＴ）。文中简述ＭＤＲ—ＰＤＴ的基本原理、步骤及特点，并结合研究实例说
明其应用过程。Ｍｒ）Ｒ—ＰＤＴ足原始ＭＤＲ的扩展，可用于多种结构类型的核心家系资料分析基因．基
因交互作用。结论ＭＤＲ—ＰＤＴ具有非参数、无需遗传模式的特点，并能充分利用家系中多个家庭成
员的信息，在复杂疾病病因研究中分析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具有良好的效能。
【关键词】

多因子降维法；核心家系；复杂疾病；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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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２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和哮喘等复

效能”…。但是，原始ＭＤＲ通常只能用于匹配的

杂疾病的发生受多个微效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病例对照研究和患病不一致的同胞对研究，而不适

并普遍存在基因一基因、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如

用于具有父母或者多个同胞信息的核心家系研究。

今借助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和识别大量的

然而，后者是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

疾病候选基因已并非难事，但在此基础上如何正确

以核心家系为基础的设计可以有效避免传统病例对

评价复杂疾病病因模式中多个基因或环境因素间的

照研究中由于人群分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导

交互作用（即多因子交互作用），合理剖析疾病发生

致的虚假关联结论问题，因而备受遗传流行病学研

的遗传基础．已成为目前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所面临

究者的青睬“２。１“。因此，为了扩展ＭＤＲ的应用范

的重要问题”ｏ ｏ。多因子降维法（Ｍ【）Ｒ）是新近发展

围，２００６年Ｍａｒｔｉｎ等”“在原始ＭＤＲ的基础上提出

的一种的非参数、无需遗传模式的高阶交互作用分

了一种基于基因型传递不平衡检验（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析方法，自２００１年Ｒｉｔｃｈｉｅ等。４ Ｊ提出该方法以来，已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广泛应用于２型糖尿病、高血压、哮喘、多发性硬化

维法，即ＭＤＲ—ＰＤＴ。该方法整合了ＭＤＲ和ＰＤＴ

症、恶性肿瘤等多种复杂疾病。…，并显示出良好的

ｔｃｓｔ，ｇｅｎｏ—ＰＤＴ）的多因子降

的优点。可用于核心家系研究中分析复杂性状疾病
多个因素间交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效能。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０ｌＢＡ７０３８０２）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基本原理

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胡永华，Ｅｍａｉｌ：ｙｈｈｕ＠ｂｍｕ。ｄｕ

ｃｎ

ＭＤＲ—ＰＤＴ是对原始ＭＤＲ方法的扩展，主要是

１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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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ｇｅｒ—ＰＤＴ的原理并采用降维的策略来分析多

ＭＤＲ—ＰＤＴ就是在ｇｃｎｏ．ＰＤＴ原理的基础上，通

个候选基因位点间交互作用对复杂性状疾病的影

过构造家系的综合随机统计量来充分利用家庭中多

响。其涉及到的基本理论方法主要有ｇｅｎｏ—ＰＤＴ和

个成员的基因型信息，从而将ＭＤＲ的方法扩展应

排列检验（ｐ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用至核心家系研究中来分析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的。

ｔｅｓｔ）。

１．ｇｅｎｏ－ＰＤＴ的原理”“：首先，核心家系是指由

２．排列检验的原理“７’”１：“ｐ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在数学

双亲及其后代组成的两代人的家庭，为实际工作中

上是“排列、置换”的含义。考虑到顺序时，

最常见的家系类型。本文所谈到的核心家系（也称

“ｐｅｍｕｔａｔｊｏｎ”意为“排列”，不考虑顺序时即为“组

可提供信息的家系）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患者及其

合”。其具体的含义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原始资

父母（父母中至少一人的基因型为杂合型）组成的

料为成组设计的类型，则取“组合”之意；如资料为配

“三联体”（ｔｒｉｏ），患病不一致同胞对（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ｔ

对设计的资料，则理解为“置换”更合适。其基本思

ｓｉｂｐａｉｒ，ＤｓＰ）（有或无父母亲基因型信息）。那些具

想是：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构造一个检验统计量；利用

有多个家庭成员的核心家系则可认为是上述ｔｒｉｏｓ

现有样本，按排列组合的原理，导出检验统计量的理

和／或ＤｓＰｓ的不同形式的组合。ｇｅｎ０一ＰＤＴ就是充

论分布，当无法由此得到确切的理论分布时。可采用

分利用这些家系中多个家庭成员的信息，以某候选

抽样模拟的方法估计其近似分布；然后求出从该分

基因位点的基因型信息为观察指标，通过构造出一

布中获得现有样本或更极端样本的概率（Ｐ值），并

个家系的综合统计量来检验某位点基因型与疾病是

作出推论。

否存在关联，其零检验假设足基因型与疾病既不存
在连锁也不存在关联。

３．ＭＤＲ—ＰＤＴ的分析步骤：ＭＤＲ—ＰＤＴ的分析
过程与ＭＤＲ基本相似““２…，也是采用降维的策略

如果某基因座只有两个等位基因Ｍ，、Ｍ：，则其
基因型为Ｍ，Ｍ：；如果某基冈座有多个等位基因，其
基因型可记为Ｍ。Ｍ．。设定｛Ｍ。Ｍ，｝＝ｇ，则对于单
个ｔｒｉｏ和ＤｓＰ家系资料，理沦上可分别构造出如下

来分析多个基因型问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如图１
所示。
第步：琏扦
多忐性位点，
例如：选择曲

第二步计醇每种
善位点革闻世组台的
ｇｅｎｏ－ＰＤＴ值；

莆＿二班：对＃
种萆Ⅲ唧Ｉ巍ｉ台
进行分生；

随机统计量：
ｘ，（。）＝（ｇ传递的次数）一（ｇ未传递的次数）

墨㈤＝（患病同胞中Ｆ山现的次数）
同胞中ｇ出现的次数）

（１）

（未患病
（２）

对于某个包含有”，个Ｔｒｉｏ和”。个ＤＳＰ的核心家
系，可得到如下的综合随机变量：
ｎｆ

ｎｃ

Ｄ（ｇ）＝［∑ｘ∞（ｇ）＋∑ｘ自（ｇ）］

（３）

在零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所有ｔｒｉｏ的预测值￡［Ｘ，

～盱Ｌ

弱一

终检验统计耸；

‘

（ｇ）］＝０，所有的ＤｓＰ的预测值Ｅ［ｘｓ（ｇ）］＝Ｏ；且

第』上班：选扦其宵最大的检
验垃计量帕模型为２因子变
瓦作Ｊｆ】的蛙伴模型：

对于整个家系的综合随机变量的预测值，则有Ｅ［Ｄ
（ｇ）］－０。

ｌ
第＾步：对所ｉ生抒的最仆枢

假设有Ｎ个这样的核心家系，Ｄ：（ｇ）是第ｆ个

型进行刳Ｆ列垃验，稃小结论。

核心家系的综合随机变量，并且每个家系的Ｄ，（ｇ）
围１

是相互独立的，则研究中总的检验统计量可按如下

两位点模型的ＭＤＲ．ＰＤＴ分析步骤

表示：
第１步，从多个候选基因标记位点中选择ｎ个

Ⅳ

∑『）。（ｇ）

１＇（ｇ）＝—莩｝一
＾侄Ｄ：（ｇ）２

（４）

感兴趣的基因标记位点，ｎ个基因位点即可代表ｎ
个空间维度。例如，图１中所示的就是选择了２个

在零假设成立的条件下，丁（耳）近似服从均值为０，

候选基因位点，对２维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进行分析

方差为１的标准正态分布。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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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步，对多个基因型进行组合。如果２个候

成２０１８对ＤＳＰｓ，探讨ｖＲ２２、Ｌ尺ＲＴＭ３和ＡＰｏＥ

３

选基因位点各有３种不同的基因型，就会产生９种

个基因多个位点间交互作用对ＡＤ的影响。研究中

两基因位点的基因型组合方式。对所有的基因型进

选择的基因单核甘酸多态性（ｓＮＰｓ）信息具体见表

行组合，并根据公式（４）计算每一种基因型组合的

１。其中ＶＲ２２也称Ｃ刚ＮＡ３，位于１０ｑ２１．３，

ｇｅｎ０一ＰＤＴ统计量值。

ＶＲ２２可以编码一种ａ一连接蛋白，与细胞粘附作用

第３步．根据阈值对各种基因型组合进行分类。

有关，并且ｖＲ２２所在区域也是ＡＤ连锁定位重现

若某种基因型组合的ｇｅｎｏ—ＰＤＴ统计量小于阈值Ｔ，

卒最高的区域之一，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该基因可能

则定义该组合（单元格）为低危，反之，则定义为高

是ＡＤ的候选基因；ＬＲＲＴＭ３基因嵌套于Ⅵｉ２２基

危。这样，就可以把ｎ维结构的交互作用降低至只

因的第７内含子区域，该基因可在海马等神经系统

有一个维度两个水平的形式（高危和低危）。需要说

特异地表达，可能与ＡＤ发病有关”“，Ｍａｆｔｉｎ等选

明的是，分析过程中通常设定阈值Ｔ＝０，这是因为根

取了其中的３个ｓＮＰｓ（ｓＮＰｌ一ｓＮＰ３）作为候选基因

据ｇｅｎｏ—ＰＤＴ的运算原理，该值可以作为区分各种

位点；ＡＰｏＥ是ＡＤ关联研究中惟一重现性较高的

多位点基因型组合与疾病是否存在关联及关联类型

候选基因，为目前公认的ＡＤ的易感基因。

（正关联和负关联）的分界点。

表ｌ

研究中选择的等位基因位点特征

第４步，选择高危基因型组合的ｇｅｎｏ—ＰＤＴ检
验统计量作为ＭＤＲ—ＰＤＴ分析的最终榆验统计量。
因为Ｅ一步中巳明确定义了基因型只有两种：高危
和低危，并且根据ｇｅｎｏ—ＰＤＴ的原理，高危基因型的
Ｄ，（ｇ）值通常与低危基因型相反，只需计算其中之
一即可。因此ＭＤＲ—ＰＤＴ仅选择了高危基因型组合
的ｇｅｎｏ．ＰＤＴ作为最终的检验统计量。
第５步，对所有可能的２一位点基因型组合重复
上述过程，选择最大的ＭＤＲ—ＰＤＴ统计值作为２位
点基因交互作用的检验统计量，并将此模型定义为
２一位点交互作用的最佳模型。
第６步，对所选择的模型进行排列检验，得出最
终结论。首先确定零假设，即假设２一位点的高危基

注：“ＡＨ）Ｅ基因共有３种等位基因Ｅ２、ｔ３和“．为ｒ与其他位

因型组合与某疾病状态无关；在零假设成立的条件

点统一．将Ｅ２、Ｅ３合井．故表中等位基因颇宰分别为ｅ４和也十。的

下，基于现有核心家系资料，通过计算机模拟（通常

等位基因频率

重复１０００次以上）得到ＭＤＲ—ＰＤＴ检验统计量的

采用ＭＤＲ—ＰＤＴ的方法对这些ＳＮＰｓ间的交互

“经验抽样分布”；然后计算Ｐ值，在零假设成立的

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１个位点的模型，只

前提下，Ｐ值为“经验抽样分布”中ＭＤＲ—ＰＤＴ值等

有Ａ尸（）Ｅ＿４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产８．２４，Ｐ＜

于及大于（或等于及小于）现有样本检验统计量值的

０．０５）；对于两个位点模型，所有包括ＡＰｏＥ＋４的模

概率；最后根据小概率事件的原理作出统计推断。

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６ ６０～８．７５，Ｐ均＜

上述步骤是以２个位点的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

Ｏ

０５），其中ＡＰＯＥ—ＳＮＰ２模型的检验统计量值最大

为例进行说明的，对于２个以上位点的基因一基因交

（￡＝８．７５），另外一个未包括ＡＰＯＥ一４的ＳＮＰｌ一ｓＮＰ２

互作用分析过程与此类似。

模型也具有统计学意义（￡＝５．０８，Ｐ＜０．０５）；对于３
个位点的模型，所有包括ＡＰｏＥ一４的模型均具有统

实例分析

计学意义（￡＝６．２１～８．９４，Ｐ均＜０．０５），其中

以Ｍａｒｔｉｎ等…１在荧国白人中进行的一项研究
为例，说明ＭＤＲ—ＰＤＴ的分析过程。该研究从阿尔

８．９４）。见表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为了验证ＭＩ）Ｒ—ＰＩ）Ｔ分析结果，研究者进一步

Ｐｒｏｊｅｃ，ＣＡＰ）中选取了５３３个家系，共组

采用条件ｌ。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方法对两位点数据进行分

茨海默病（ＡＤ）协作项目（ｔｈｅ
Ａ１ｚｈｅｉｍｅｒ

ＡＰｏＥ—ｓＮＰｌ一ｓＮＰ９模型的检验统计量值最大（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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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发现：以ＡＰｏＥ、ｓＮＰ２为自变量的两因素

件下，ＭＤＲ—ＰＤＴ与原始ＭＤＲ均具有较高的效能，

模型中仅ＡＰｏＥ一４主效应项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

所有模型的把握度均在８８％～１００％；存在拟表型

２２～“．１２），ＳＮＰ２主效应项和

时，两者的效能都会明显降低；但是在等位基因频率

ＡＰｏＥ—ｓＮＰ２交互作用项均无统计学意义，从而提

较低时，如果不存在拟表型，ＭＤＲ—ＰＤＴ的效能则高

示ＡＰｏＥ—ｓＮＰ２存在交互作用的原因可能是

于原始ＭＤＲ。

５

９９，９５％ｃ，：３

ＡＰ（）Ｅ一４存在的强主效应影响的结果。以ｓＮＰｌ、

与原始ＭＤＲ相比，ＭＤＲ—ＰＤＴ主要有两个明显

ｓＮＰ２为自变量的模型中，尽管ｓＮＰｌ、ｓＮＰ２的无显

的特征。首先是ＭＤＲ—ＰＤＴ采用ｇｅｎｏ—ＰＤＴ的方法，

著主效应，但两者的交互作用项却具有统计学意义

通过构造家系的综合统计量充分利用了核心家系中

（０Ｒ＝２．１４，９５％Ｃｆ：１．３０～３．５２）。

多个家庭成员的信息，既扩展了应用范围，也提高了

表２

基于ＡＤ患病不一致同胞对数据用ＭＤＲ Ｐ【）Ｔ分析

分析效能。Ｍａｎｊｎ等”比较了从一个家系中仅选
择一个ＤｓＰ和选择复合ＤｓＰｓ时ＭＤＲ—ＰＤＴ的效能，

产生的最佳模型

结果发现当所有的同胞都纳入分析时，ＭＤＲ—ＰＤＴ
具有较大的检验统计量值，并具有更高的效能。
其次，ＭＤＲ—ＰＤＴ仪采用排列检验选择最佳交
互作用模型，简化了原始ＭＤＲ的分析过程。原始
注：上述检验是采用Ｐｅｍｕｔａ６０ｎｔｅｎ重复１０００次的结果；１～３
十位点模型１０呻次重复的界值分别为３ ０８、４ ２６和５

ＭＤＲ则同时采用了交叉验证（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ｊｄａｔｉｏｎ）和排

５０

因此，对于两位点交互作用分析的结果，条件

列检验两种方法选择最佳模型，通常选择交叉验证
一致性（ｃｏｎｓｉｓｉｔｅｎｃｙ，Ｃｖ）最大、平均预测误差

ｌ。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与ＭＤＲ—ＰＤＴ均提示ＡＰ（）Ｅ一４与Ａ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ｍｒ，ＰＥ）最小的模型作为最佳交互作

存在关联，另一方面提示无显著主效应的两个ｓＮＰｓ

用模型。但是实际工作中，常会出现ｃｖ和ＰＥ矛盾

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ＡＤ的发生。两者的区

的情况。即具有最大ｃｖ值的模型却同时具有较高

别足ＭＤＲ—ＰＤＴ识别出的ＡＰｏＥ—ＳＮＰ２交互作用模

的ＰＥ水平，或者具有较低ＰＥ水平的模型Ｃｖ值也

型在条件ｌｏ鲥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没有重现，这可能是由

较小。Ｍｅｉ等”“曾讨论过不同排列检验（固定、非

于ＡＰｏＥ存在强主效应作用的缘故。不过在分析

固定和混合排列检验）以及有无使用交叉验证对

复杂疾病多个因素间的高阶交互作用时，

ＭＤＲ分析结果的影响，结果发现：有无使用交叉验

ＭＤＲ—ＰＤＴ比传统的ｌ嚷ｉｓｔｉｃ回归法更有效。

证对最佳模型的识别过程没有影响；固定排列检验

讨

论

可能具有增大Ｉ类错误的风险，混合排列检验相对
比较保守，识别低维度多因子交互作用的能力稍低，

ＭＤＲ—ＰＤＴ与原始ＭＤＲ的原理相似，都采用了

而无交叉验证的非固定排列检验则与使用了交叉验

降维的策略来评价多因子间交互作用。因此

证的原始ＭＤＲ分析结果一致，并具有适宜的把握

ＭＤＲ—ＰＤＴ同样具有非参数、不依赖于遗传模式的

度和假阳性率。因此ＭＤＲ—ＰＤＴ在模型选择时，仅

优点，适用于复杂疾病病因研究中的基因一基因交互

采用了非固定的排列检验，对各种ｋ．位点组台分别

作用分析。另外，ＭＤＲ—ＰＤＴ还具有异ｅｎｏ—ＰＤＴ的优

进行独立的检验。这样，ＭＤＲ—ＰＤＴ既可用于单个

点，可充分利用了家系中多个家庭成员的信息，在基

位点的主效应分析，也可用于多个位点的交互作用

因型水平剖析复杂性状疾病病因模式，并能用于多

分析，并且其把握度不受进入待评价模型中的位点

种结构类型的核心家系资料。Ｍａｒｔｉｎ等”。在不同

个数的影响。但也有研究者认为，采用降维的策略

的等位基因频率、不同外显率以及存在拟表型的条

选择多因子交互作用模型时最好同时运用交叉验证

件下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由２００个ｔｒｉ。ｓ

的方法”“。因此，在ＭＤＲ—ＰＤＴ分析过程中究竟是

和２００个复合ＤｓＰｓ（家系中包括两个患病同胞和一

否应该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个非患病同胞）组成的家系资料，分析１个位点、２

另外，为了避免仅采用排列检验可能会降低

个位点和３个位点交互作用的假阳性率（Ｉ类错误）

ＭＤＲ—ＰＤＴ识别最佳模型特异度的问题，一方面，尽

均在Ｏ．０４２～０．０５４之间。在包含有２００个ｔｒｉｏｓ的

量不要选择具有显著主效应的候选基因位点来进行

家系研究中分析两位点间交互作用时：无拟表型条

分析，除非研究者已确切把握了该候选基因位点的

１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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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其次，可以采用多元ｌｏ妤ｓｔｉｃ回归的方法
对ＭＤＲ—ＰＤＴ的结果进行验证，即采用“两步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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