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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研究·
胞浆型磷脂酶Ａ２家族基因多态性
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性研究
俞琼

史杰萍
【摘要】

寇长贵

孟祥飞

于雅琴

目的探讨中国北方汉族人群胞浆型磷脂酶Ａ２（ｃＰＬＡ２）家族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

症的遗传关联性。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和连接酶检测反应（ＬＤＲ）方法，在２０１个精神分
裂症患者核心家系中检测ｃＰＬＡ２家族基因上的ｌＯ个单核昔酸多态性（ｓＮＰｓ），对结果进行单倍型相
对风险分析（ＨＲＲ）、传递不平衡分析（ＴＤＴ）、单倍型分析和多位点联合分析。结果

各位点在精神

分裂症病例组和对照组中基因型分布均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ＨＲＲ和ＴＤＴ分析表明，检测的
１０个ＳＮＰｓ位点与精神分裂症无关联性（Ｐ＞Ｏ．０５）。单倍型分析结果显示，由同一染色体上各位点
组成的单倍型与精神分裂症均无关联性（Ｐ＞０．０５）。多位点联合作用分析显示，ｒｓ２１６２８８６与
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ｒｓ８９１０１４与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ｒＳ２３０７２７９与ｒｓ７５４２１８０位点的联合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联（Ｙ２＝
６．９１３，Ｐ＝Ｏ．０３２；ｘ２＝８．３９３，Ｐ＝０．０１５；３（２＝８．４４７，Ｐ＝０．０３８）。结论

ｃＰＬＡ２家族基因中存在多个

与精神分裂症关联的易感位点。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胞浆型磷脂酶Ａ２；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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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细胞的细胞膜大部分由磷脂组成，脑磷脂

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中的有益作用，精

的异常代谢在神经精神疾病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

神分裂症的膜磷脂假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口１。

用。有文献报道，精神分裂症与磷脂和相关脂肪酸

对膜磷脂代谢通路上相关基因的研究将会提供支持

的代谢异常相关ｕ’２｜。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尸检中发

这种新假说的有力证据。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的

现，脑中磷脂含量下降，组成成分发生改变，同时磷

ＰＬＡ２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

脂酶Ａ２（ＰＬＡ２）活性升高。由于多不饱和脂肪酸在

不太一致。４。７Ｉ，需要加大样本量，在不同的人群中重
复，这样才能确定其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６７１８０８）；教育部博士
点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０１８３０４３）；吉林省科技厅医学专项课题资助项
目（２００５０１３５）
作者单位：１３００２１长春，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基因组医学研
究中心
通讯作者：于雅琴，Ｅｍａｉｌ：ｙｕｙａｑｉｎ５５４０＠１６３．ｃｏｍ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血液样本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吉林
省四平市精神病医院和长春市凯旋医院住院确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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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及其健康父母。按国际疾病分类

上样缓冲液和内参比Ｍａｒｋｅｒ各１肚ｌ等体积混合，应用

手册（ＩＣＤ—１０）和《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３７７型ＤＮＡ测序仪（ＡＢＩ，美国）检测结果。以Ｍａｒｋｅｒ

２版）修订本精神分裂症标准诊断，共２０１个核心家

为内参分子质量标准，检测不同长度ＤＮＡ片段的荧

系（包括患者、父亲和母亲），６０３例研究对象均为中

光强度，并根据产物片段大小确定基因型。

国北方汉族人。年龄为２４．５８岁±６．１８岁。患者中

６．统计学分析：应用拟和优度ｘ２检验，计算基

男性１４１例，女性６０例。在获得家系成员知情同意

因型分布是否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借助

的情况下，采取患者及家系各成员每人外周静脉血

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采用相对风险分析（ＨＲＲ）、传

ｍ１，一２０℃保存至提取基因组ＤＮＡ。临床资料的

递不平衡分析（ＴＤＴ）方法，检验各位点与精神分裂

评定参照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编制量表，由主管医

症的关系。借助ｕｎｐｈａｓｅｄ分析平台分析单倍型、多

师针对患者的病史资料记录详细情况，同时排除资

位点联合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

５

料不全或难以判定的病例。
结

２．位点的选择与引物设计：利用计算机国际互

果

联网和生物信息学方法，在人类基因库中确定

１．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对患者组和其父

ｃＰＬＡ２基因家族中的成员，包括：ＰＬＡ２Ｇ４Ａ、

母组的基因型频数分布分别进行拟和优度Ｙ２检验，

和

结果表明，各位点基因型在两组中的频数分布均符

ＰＬＡ２Ｇ４Ｃ、ＰＬＡ２Ｇ４Ｄ、ＰＬＡ２Ｇ４Ｅ、ＰＬＡ２Ｇ４Ｆ

ＰＬＡ２Ｒ１基因。选择每个基因上符合条件的单核苷
酸多态性（ＳＮＰｓ）进行引物设计。

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Ｐ＞０，０５）。
２．ＨＲＲ分析：ＨＲＲ分析是基于家系的相关分

３．荧光探针设计：根据ＬＤＲ探针设计原则，探

析方法。其原理是以父母双亲传递给患病子女的基

针长度通常在２０～３０ ｂｐ，对每一个ＳＮＰ位点，在位

因为“疾病基因”，没有传递的为“对照基因”，从而构

点的５’方向根据ＳＮＰ的碱基类型设计两条特异性

建遗传学上完全匹配的“病例”与“对照”样品。结果

探针，每条探针的３’末端碱基分别与此位点的一种

表明，检测的１０个位点等位基因在病例组和对照组

等位基因型相对应，这两条特异性探针的长度设计

中的频数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有差异，便于后期的检测。此外在该位点的３ ７方向

３．ＴＤＴ分析：ＴＤＴ分析也是基于家系的相关

序列中设计一条末端带有蓝色荧光（ＦＡＭ）修饰的

分析方法，是观察杂合子父母亲的两个不同等位基

通用探针，通用探针的５ ７端磷酸化，以便与特异性

因传递概率是否偏离５０％，采用菲参数Ｙ２检验。

探针连接。

结果表明，检测的１０个位点杂合子父母双亲传递给

４．人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采用
液体纯化提取ＤＮＡ试剂盒（Ｐｒｏｍｅｇａ美国产品），严
格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操作。

患病子女的两个不同等位基因概率均未偏离５０％
（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表ｌ

５．基因型检测：用聚合酶链反应和连接酶检测反

位点

传递等位基因频数

ｘ２值

ｄ，

Ｐ值

ｒｓｌ５６６３１

Ｃ＝５４．Ｔ＝４０

２．０８５

１

０．１４９

ｒｓ２３０７２７９

Ｃ＝７９，Ｇ＝６５

１．３６１

１

Ｏ．２４３

ｒｓ２１６２８８６

Ｃ＝３２，Ｔ＝２３

１．４７３

１

Ｏ．２２５

ｒｓ８９ｌＱｌ４

Ｃ＝２７，Ｔ＝３４

０．３９７

ｌ

０．５２９

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

Ｃ＝９３．Ｔ＝７９

１．１４０

１

０．２８６

ｒｓｌ３５６４１０

Ａ＝２８，Ｇ＝２６

０．０７４

１

Ｏ．７８５

ｒｓ３８２８３２３

Ｃ＝６２．Ｔ＝７４

１．０５９

１

Ｏ．３０３

ｒｓ３７４９１１７

Ｃ＝８５．Ｔ＝６９

１．６６２

１

０．１９７

ｒｓ４９２４５９５

Ｃ＝７５．Ｔ＝７１

０．１１０

１

０．７４１

应（ＰＣＲ—Ｕ）Ｒ）方法进行基因型检测。多重ＰＣＲ反应
体系为１０肚ｌ，其中含有１０

８．３，２５℃），５０蝴ｌ／Ｌ
０．２

ｍｍｏｌ／Ｌ商ｓ—Ｈａ（ｐＨ值

ＫＣｌ，３．０ ｍｍｏ】／Ｌ

Ｍｇａ２，

ｍｍ０１／Ｌ ｄＮＴＰ，Ｏ．５肚ｍｏｌ／Ｌ混合引物，Ｏ，２５

ＨｏｔＳｔａｒ

ｕ

１蛔ＤＮＡ聚合酶（Ｑｉａｇｅｎ），１×Ｑ＿一ｕｔｉｏｎ

（Ｑｉａｇｅｎ），３０～５０ ｎｇ基因组ＤＮＡ和８肚ｌ石蜡油。
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５℃１５ Ｉｎｉｎ（９４℃３０ ｓ，６０℃９０

不同等位基因传递不平衡检验结果

ｓ，

７２℃９０ ｓ）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Ｉ■Ｄ体系１０脚：

４．单倍型传递Ｙ２检验：ＳＮＰ属于双态性遗传

ｄｄＨ２０ ７．５止，１０×连接酶缓冲液１．０础，荧光探针

标记，在群体中其杂合度和多态信息量均较低。上

（５ ｍｄ／Ｌ）０．５弘ｌ，砀ｑ ＤＮＡ连接酶（５ Ｕ／肛Ｉ）０．０５弘ｌ，

述ＨＲＲ和ＴＤＴ分析，均属于单位点分析。为了提

肼姐模板（ＰＣＲ扩增后＜１趣）１弘ｌ。连接酶检测反

高杂合性，更有效地利用遗传学信息，有必要进行多

应条件：９４℃变性２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６０℃２ ｒｎｊｎ）３５个

位点分析，即单倍型分析。单倍型为在给定的一条

循环。连接酶检测反应后，将Ｕ）Ｒ产物、蓝色葡聚糖

染色体的紧密连锁的位点上多个等位基因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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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几个相邻等位基因彼此靠近而构成的单倍型可

者研究报道，ｃＰＬＡ２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

作为一个整体而遗传。通过单倍型分析可以找到含

因，这些阳性结果在英国和韩国人群中均得到了重

有疾病易感基因的特异单倍型或染色体。单倍型分

复¨’…，但也有研究报道ｃＰＬＡ２可能不是精神分裂

析的优点是检验效力强，且可发现多个易感位点。

症的易感基因¨０’１１

ｏ。

结果显示，由同一染色体上各位点组成的单倍型系

本研究对ｃＰＬＡ２家族成员ＰＬＡ２Ｇ４Ａ、

统中，父母传递和未传递给患病子女的单倍型差异

ＰＬＡ２Ｇ４Ｃ、ＰＬＡ２Ｇ４Ｄ、ＰＬＡ２Ｇ４Ｅ、ＰＬＡ２Ｇ４Ｆ基因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及与它们功能作用相关的ＰＬＡ２Ｒ１基因上的１０个

表２

标记ＳＮＰｓ进行检测，探讨ｃＰＬＡ２家族基因多态性

等位基因单倍型传递ｘ２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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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Ｏ．４５３

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一ｒｓｌ３５６４１０

１．７４１

３

Ｏ．６２８

ｒｓｌ３５６４１０一ｒｓｌ６４８８３３

６．１８３

３

０．１０３

ｒｓ３７４９１１７一ｒｓ３８２８３２３

３，００９

３

Ｏ．３９０

ｒｓ２３０７２７９一ｒｓｌ５６６３１

４．１５２

３

０．２４５

ｒｓｌ５６６３１一ｒｓ２１６２８８６

４．２９５

３

０．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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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６

１

Ｏ．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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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９

７

０．７４０

ｒＳ２３０７２７９．ｒｓｌ５６６３１．ｒｓ２１６２８８６

６，１９２

６

０．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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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ＨＲＲ和ＴＤＴ分析表明，检
测的１０个ＳＮＰｓ位点与精神分裂症无关联性（Ｐ＞
０．０５）。ＨＲＲ、ＴＤＴ分析均是局限于传统的单位点

（基因）分析方法，但精神分裂症是基因与基因之间、
基因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疾病，因此对
’

复杂疾病数据的分析不能脱离基因的相互作用进
行。只有综合考虑基因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发现它
们与疾病的联系。单倍型分析结果显示，由同一染

５．条件检验分析：采用ＣＯＡ和ＣＯＧ两种分析

色体上各位点组成的单倍型系统中，父母传递和未

方法分析遗传标记位点间的相互作用与精神分裂症

传递给患病子女的单倍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的关系。经Ｇｌｏｂａｌ Ｙ２检验，以等位基因为条件，检

（Ｐ＞０．０５）。多位点联合作用分析显示，ｒｓ２１６２８８６

验与另一位点的联合作用，结果显示，ｒｓ２１６２８８６与

与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ｒｓ８９１０１４与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ｒＳ２３０７２７９与

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ｒｓ８９１０１４与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的联合作用与精

ｒｓ７５４２１８０的联合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联。提示

神分裂症相关联；同时以基因型为条件，分别检验与

ＰＬＡ２Ｇ４Ａ、ＰＬＡ２Ｇ４Ｃ和ＰＬＡ２Ｇ４Ｄ基因可能是精

另一位点的联合作用，结果也显示ｒｓ２１６２８８６与

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或与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处

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ｒｓ８９１０１４与ｒｓｌ６６８５８９，ｒｓ２３０７２７９与

于紧密连锁，从而证实ｃＰＬＡ２与精神分裂症相关

ｒｓ７５４２１８０的联合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联。其他

联。但它们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过程中，需要与不

基因位点之间未显示联合作用。具体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联的基因位点检验分析结果

会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过程。

盖：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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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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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症关联的易感位点，从而说明ｃＰＬＡ２与精神分裂

ｒｓ２３０７２７９一ｒｓ７５４２１８０

８．４４７

３

０．０３８

症密切相关，这与上述国外的多数阳性报道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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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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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ＳＮＰ位点联合，才能起作用。这也就是说各个
基因位点不能单独致病，只在联合作用的情况下，才

以等位基因为条件

以基因型为条件

注：Ｐ值均＜０．０５

综上所述，ｃＰｕ屹家族基因中存在多个与精神分

有力地支持了神经细胞膜磷脂代谢异常假说。同时，
不同位点间的相互作用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过程，

有力地支持了复杂疾病的多基因学说。虽然本研究
讨

论

本研究选择ｃＰＬＡ２家族基因为候选基因，主要

是依据神经细胞膜磷脂代谢异常假说。该假说认

获得了部分阳性结果，但还需要扩大样本量，在不同
的人群中进行验证，同时对ｃＰＬ嘘家族基因的功能
进行研究，以早日确证其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
参

为，神经细胞的机能活动将有赖于细胞膜的完整性，
而磷脂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若磷脂的合成发

［１］Ｋ１ｅｍｍ

ｓ，Ｒｚａｎｎ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生障碍，则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最终导致精神障

碍隅］。ＰＬＡ２是磷脂代谢的关键酶，它的异常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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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青海省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人间鼠疫病例分析
田富彰

王国钧

焦巴太

魏柏青

唐新元

李君

对青海省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１２起人间鼠疫病例进行了流
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分析。

王梅
鼠疫继发肺鼠疫１例（４．Ｏ％）；败血型鼠疫继发肺鼠疫２例
（８．０％）；原发性肺鼠疫１３例（５２．Ｏ％）；原发性败血型鼠疫１

１．对象与方法：人间鼠疫病例确诊判定标准按ＧＢ

例（４．０％）；腺鼠疫合并鼠疫蜂窝组织炎１例（４．０％）。重症

１５９９１—１９９５鼠疫诊断标准。调查对象为２０（１０—２００６年青海

鼠疫（包括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２１例（８４．０％）。⑥病程及

省人间鼠疫病例并对６年人间鼠疫疫情现场调查资料及临

转归：腺鼠疫和腺鼠疫合并鼠疫蜂窝组织炎者全部治愈，病

床病历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程为２６—３３ ｄ；原发性和继发性败血型鼠疫６例，未经及时

２．结果：①地区分布：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６年青海省鼠疫病例的
发病地点为同德、祁连、囊谦、称多、治多、曲麻莱、天峻、乌兰

治疗全部死亡，病程为３—５ ｄ；８例患者经及时抢救治疗全部
治愈，病程为１６—２１

ｄ。

等８个县的１０个乡。其中同德县河北乡１例，祁连县央隆

３．讨论：青海省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人间鼠疫疫情较２０世纪

乡１例，囊谦县尕羊乡１４例，称多县清水河乡１例，治多县

９０年代有所上升，一是近年来动物问鼠疫疫情呈明显上升趋

治曲乡１例，曲麻莱县东风乡２例和曲麻河乡１例，天峻县

势，染疫动物和媒介昆虫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新的疫源

生格乡和苏里乡各１例，乌兰县赛什克乡和希里沟镇各１

地不断发现。二是由于近年来，旱獭皮价格大幅上涨，受经

例。在２５例病例中有６例在发病后曾经过长距离的转移，

济利益的驱动，每年８—９月大量捕旱獭人员进入鼠疫疫源

均为湟源、湟中县农民。②时间分布：青海省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２

地；这些捕旱獭者不具备自我保护知识和任何的防护措施；

年未发生人间鼠疫病例；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各１起，均发病１例并

在１２例首发病例中有８例为捕旱獭民工，主要由于剥食旱

死亡；２００４年７起，发病２０例，死亡９例；２００５年２起，发病

獭而发病。三是青海省鼠疫疫源地面积大，大部分疫源地为

２例并死亡；２００６年１起，发病１例，未死亡。２５例病例均发

交通、通讯欠发达地区，一旦发生鼠疫病例，很难得到及时的

病于５—１０月，其中５、７月各１例，６月２例，１０月２例，９月

治疗与报告。在２５例病例中藏族１７例，１３例为接触肺鼠疫

１９例，占７６．０％。③人群分布：２５例病例中藏族牧民１７例，

患者经空气飞沫传播，另外４例为首发病例，其发病原因为

占６８．０％，汉族农民８例，占３２．０％；病例年龄５～６９岁，以

密切接触患病牧犬、玩耍自毙旱獭和剥自毙狐狸皮。汉族群

２０～４５岁年龄段为主，占６８．０％；其中２０岁以下３例，２０～

众有在外地得病后立即返回家中的习俗，很容易将鼠疫由偏

４５岁１７例，４５岁以上５例；该８例汉族农民患（死）者皆为

远牧区带到人口相对稠密的农村和城镇，增加了鼠疫远距离

各次疫情的首发病例。２５例中男性１９例，占７６．０％；女性６

传播的机会。在８例汉族农民病例中有６例经过了长距离

例，占２４．０％。④感染途径：１２例首发病例中有８例是在剥

的转运，其中３例因败血症死在转运途中，３例回家后在被当

食旱獭过程中经伤口感染后发病，２例与牧犬密切接触过程

地村医发现后上报；另外２例在本县范围内捕旱獭后返回家

被犬体外寄生蚤叮咬感染发病，１例在接触了自毙旱獭后感

中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诊时被发现。结果提示，鼠疫远

染发病，１例是因剥死狐狸皮感染发病；其余１３例为接触肺

距离传播的威胁正在增加，防止鼠疫远距离传播是今后鼠疫

鼠疫患者经空气飞沫传染。⑤临床特征：２５例病例中，腺鼠

防治工作的难点。

疫３例（１２．０％）；腺鼠疫继发败血型鼠疫４例（１６．Ｏ％）；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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