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５３·

酸多态性（ＳＮＰ）‘１Ｊ，研究多态位点与ＥＨ的关系，并

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以互±ｓ表示，比较采用成组￡

分析上述基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检验。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及分类变量的单因素比
较采用ｘ２检验。假定所有的ＳＮＰ位点的致病效应

对象与方法

符合广义遗传模型。由于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很多

１．对象：分别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和２００２年４、５、７

高血压相关因素（如年龄、ＢＭＩ和一些生化指标等）

月分４次进行现况调查，采集ＥＨ高发区新疆巴里

不均衡，因此将这些因素和基因型一起做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坤县海子沿乡、萨尔乔克乡、黄土场乡、巴墙子乡、大

归分析，以消除这些混杂因素的影响，探讨两组基因

河乡牧区的哈萨克族牧民血样，经筛选，有足够的血

型频率分布是否与高血压相关，将３种基因型定义

液学标本做ＤＮＡ检测者４５５例。全部样本人群符

哑变量，分别为（１，０，Ｏ），（０，１，０），（０，Ｏ，１），进行多

合年龄≥３０岁、无血缘关系、无异族通婚史。血压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所有数据应用ＳＡＳ ９．０软件

测量依照１９９９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高血压协会诊

进行统计学处理（ａ＝０．０５）。应用Ｒｉｔｃｈｉｅ等旧１提出

断标准。病例组２４１例，人组标准：ｓＢＰ≥

的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ＤＲ）分析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基因间的交互作用，应用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ｉｓｔａｓｉｓ．ｏｒｇ／

１４０ ｍｍ

Ｈｇ和（或）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Ｏ．１３３ ｋＰａ），调查前２周内服用降压药者及以往曾

ｍｄｒ．ｈｔｍｌ提供的ＭＤＲ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被诊断为高血压者也被纳入高血压组，并排除继发
性高血压、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瓣膜

表１
位点

各位点的ＰＣＲ引物
引物（５’～３ ７）

内切酶

病；对照组２００例，人组标准：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且
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无服用降压药史，无高血压家族

ＡＴＣＴＣＣＣＧＧＧＣＣｌｌ”Ｉ”ｆＣＣＴＣＣｌ’Ａ

Ｍ２３５Ｔ

ＧＧＴＴＴＧＴＧＣＡＧＧＧＣＣＴＧＧＣＴ（１℃

史，排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者。

ＴｔｈⅢＩ

Ｇ（ｊＴ（ｊ【：ＴＧＴＣＣＡＣＡＣＣＴＧＣＴＣＣ

ＡＣＥ基因Ｉ，Ｄ

２．调查内容与方法：

ＣＴＧＧＡＧＡＣＣＣ（℃ＡＴＣ（肌（了ｒ

ＧＴＡＧＴＧＧＣＡＴＣＡＣＡＴＴＣＧＴＣＡＧＡＴ

（１）问卷调查：在获得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前提
下，使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年

ＡＤＤｌ基因Ｇ门ｒ

Ａｓｕ １

ＧＡＣｌｖｒＧＧＧＡ【了ｒＧ（１１、（：ＣＡＴＴＣＧＧＣＣ
（Ⅺ２５Ｔ

ＴＧＡＣＣＣＡＣＴＴＧＣＣＡＣＣＣＧＴＧＣ

Ｂ∞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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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高血压史、高血压家族史、既往史、服用药物
史等。

ＣＴＣＣＴＴＴＧＣＴＡＧＴＧＡＣＧＧＴＧＡＴＴＣ

注：引物依次为上游引物和Ｆ游引物

（２）人体基本参数测定：包括身高、体重、血压

结

果

等。血压测量均在８：００—１０：００进行，静坐１０ ｍｉｎ，
由受过严格训练的心内科医生使用标准台式血压计

１．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比较，性别、ＦＰＧ、ＴＧ差

坐位连续测量３次，每次间隔１０ ｍｉｎ，取其均值。以

异无统计学意义，年龄、ＢＭＩ、Ｔ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体重／身高２（ｋｇ／ｍ２）计算ＢＭＩ。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生化指标测定：抽取调查对象空腹静脉血，

表２

高缸压组和ｉＥ常血压组的临床资料比较（牙±５）

离心取血清，采样当天生化分析仪检测空腹血糖
（ＦＰＧ）、ＴＧ、ＴＣ等生化指标。其余血样一２０℃冻存
以供提取ＤＮＡ。
（４）ＤＮＡ提取：取冷冻ＥＤＴＡ．Ｎａ２抗凝全血，水
浴解冻，红细胞裂解液裂解红细胞，经典酚．氯仿抽
提法提取基因组ＤＮＡ，电泳定量并标化至１０ ｎｇ／肛ｌ。
（５）ＰＣＲ．ＲＦＬＰ检测基因型：扩增体系２０＂ｌ，包
括基因组ＤＮＡ
２０

１０

ｎｇ，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１ Ｕ，引物各

ｐｒｒ］Ｉｏｌ／Ｌ，２００弘ｒｒｌｏｌ／Ｌ

ｄＮＴＰ，５ ｍｎｌ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

（ＡＣＥ多态加５％ＤＭＳＯ １“１），ＢｉｏＲａｄ．９６００

２．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比较：两组

ＰＣＲ

各等位基因频率及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合Ｈａｒｄｙ．

仪。ＰＣＲ产物酶切后经２％琼脂糖凝胶电泳，ＥＢ染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说明达到遗传平衡，具有群体代表

色，凝胶成像仪成像。各位点引物见表１。

性；各位点之间除了ＡＧＴ基因两个位点存在较强

３．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均服从

的连锁不平衡（ＬＤ），其余位点未见。对ＡＧＴ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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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位点应用ＰＨＡＳＥ软件进行单倍型分析，未

３．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逐步回归法拟合模

发现有意义单倍型（Ｐ＝０．１８７５，结果未列出）。病

型，变量选人和剔除水平均为０．１，最终被选入方程

例组与对照组相比较，基因型频率分布差异均无统

的因素有年龄、ＢＭＩ、ＴＧ、ＴＣ。各多态位点的差异

计学意义；两组等位基因频率比较，ＡＧＴ基因的

都有统计学意义，ＡＧＴ基因的两位点Ｇ。６Ａ和

Ｍ２３５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８３），其他位点

Ｍ２３５Ｔ，携带ＧＧ和ＡＡ基因型个体相对于携带ＧＡ

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３）。

基因型个体的发病风险分别为１．２７和１．４７，携带

表３

各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比较

ＭＴ和１ｖｒ基因型个体相对于携带ＭＭ基因型个体
的发病风险分别为２．５８和２．６２，其他位点的具体结
果见表４。
４．基因间的交互作用：ＭＤＲ方法实际上是一种
组合划分方法的扩展，组合划分方法要求连续变量，
而ＭＤＲ针对的是诸如疾病状态等分类变量，但都
是采用数据降维的策略，以解决在有限的样本量条
件下，分析高维数据之间交互作用的问题。我们把
年龄和ＴＣ也划为分类变量，和５个ＳＮＰ多态一起
放入ＭＤＲ软件，用ＭＤＲ附带的过滤器对属性进行
筛选，因分析的属性都存在独立的主效应，宜使用
Ｙ２值统计量过滤器¨Ｊ。数据放入ＭＤＲ软件，运行
得到表５结果，其中４因子的模型符号秩和检验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０），且交叉验证的一致性好
（１０１１０），因此选择４因子模型作为最佳模型。

。

讨

论

ＥＨ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病，其中肾素一血管紧张
素系统（ＲＡＳ）在高血压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注：４为氨基酸突变各多态位点基因分型略有缺失

’

位点

用ｈ ６Ｊ。ＡＧＴ是ＲＡＳ惟一的初始底物，近年来分子

表４

Ｏｄｄｓ

９５％ｃＪ

０Ｒ值

ＧＡ

一２．６ｌ

１７．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６～０．２０９

１．００

ＧＧ

一２．３７

１４．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０～Ｏ．２９ｌ

１．２７

ＡＡ

一２．２ｌ

１５．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９～０．３０５

１．４７

Ｍ／Ｍ

一２．９４

１９．０３

＜０．００ｌ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４～０．１９６

１．００

Ｍ／Ｔ

一１．９９

１２．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０～０．３８１

２．５８

基因型

８

Ｙ２值Ｐ值

’

Ｇ．６Ａ

Ｍ２３５１Ｖ

Ｉ／Ｄ

Ｇ４６０Ｔ

Ｃ８２５Ｔ

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Ｔ『Ｔ

一１．９５

１３．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５１－－０．３７６

２．６２

ＩＩ

一３．９５

１６．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０．１３１

１．００

ＩＤ

一３．７５

１５．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０．１５５

１．２１

ＤＤ

一３．７８

１５．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０．１５４

１．２１

Ｇ／Ｔ

一４．０２

１６．７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０．１２４

１．ＯＯ

Ｇ，Ｇ

一３．８４

１５．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ｌ

０．００３～Ｏ．１４９

１．１１

Ｔ／Ｔ

一３．５７

１３．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Ｏ．１８９

１．４７

ＴＴ

～３．８２

１５．３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０．１４８

１．ｏｏ

ＣＴ

一３．７５

１４．３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０．１６０

１．０９

ｃＣ

一３．６３

１４．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Ｏ．１７７

１．２３

注：４同表３；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法校正后ａ＝０．００８３；ＯＲ值为此种基因型的Ｏｄｄｓ与此位点Ｏｄｄｓ最小基因型的Ｏｄｄｓ之比，意义为具有此种
基因型个体相对于具有Ｏｄｄｓ最小基因型个体的患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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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Ｒ分析高血压中多位点交互作用的模型

位点的数日及组合

符号检验（Ｐ值）ＣＶ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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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内效应，在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中可能发挥重要作
用。Ｓｉｆｆｅｒｔ等¨７１首先研究发现在Ｇ蛋白如亚单位
基因第１０外显子内检测到一多态Ｃ８２５Ｔ，其中Ｔ
等位基因与Ｇ蛋白ｆｉ３亚单位第９外显子的一个有
功能的剪接变异相关。该变异体第９外显子４９８～
６２０位核苷缺失，造成Ｇ蛋白＆亚单位少４１个氨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ＡＧＴ基因上的某些突变可能是

基酸和一个ＷＤ重复区，结果最终形成的Ｇ蛋白复

血压升高的危险因子＂１，这些突变在不同人群中的

合体活性更高，当他与Ｃａｌ、Ｇｒ亚单位结合后，Ｇ蛋

分布以及对血压调控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也有

白过度活化，对血管活性物质及生长因子的反应增

不同报道旧１。本研究选取ＡＧＴ基因的２个热点

强，导致血管强烈收缩及平滑肌增生，同时引起

ＳＮＰ（Ｇ一６Ａ和Ｍ２３５Ｔ），其中携带ＧＧ和ＡＡ基因型

Ｎａ／Ｈ交换、Ｃａ２＋流动等离子运输紊乱等，这可能就

个体相对于携带ＧＡ基因型个体的发病风险分别为

是引起血压升高的分子机制。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分析表

１．２７和１．４７，携带ＭＴ和１ｖｒ基因型个体相对于携

明，ＧＮＢ３表达主要见于携带Ｔ等位基因的个体。

带ＭＭ基因型个体的发病风险分别为２．５８和２．６２，

此研究结果在另一个德国大样本研究中得到重

说明Ｇ一６Ａ位点的纯合子发病风险高于杂合子，

复¨８｜。但是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携Ｔ等位基因的个

Ｍ２３５ｑ、位点的Ｔ等位基因可能为与高血压相关的

体却有着最小的发病风险，ＣＣ和ＣＴ基因型对”

等位基因。Ｍ２３５Ｔ位点并不位于肽链的剪切位点，

基因型的发病风险分别为１．２３和１．０９。在排除分型

也不在启动子区域，有研究证实它对ＡＧＴ的功能

错误以后，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种族的不同造成的。

无影响。所以该突变可能同某些未知的功能突变连

应用ＭＤＲ分析基因的交互作用，发现ＡＧＥ、

锁而使其成为高血压的易患因素。由于Ｇ一６Ａ同

ＣＨＯ、Ｇ一６Ａ、ＡＣＥ存在交互作用，年龄和ＴＣ作为环

Ｍ２３５Ｔ呈连锁，而Ｍ２３５Ｔ为非功能突变，故推测

境因素影响着遗传因素，这两个位点位于两条不同

Ｍ２３５Ｔ同高血压关联的原因源于Ｇ一６Ａ多态，而

的染色体，这就说明交互作用不会仅局限在物理距

Ｍ２３５Ｔ仅为一Ｍａｒｋｅｒ。本研究也发现此两个位点

离很近的基因，而可能于各基因处于相同或相似的

存在较强的连锁不平衡，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旧１。

生物通路有关。在后基因组时代，遗传流行病学研

ＲＡＳ系统的另一重要酶ＡＣＥ，较高水平的ＡＣＥ浓

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各基因的功能，其中包括基因

度，有较高水平的血管紧张素Ⅱ，影响机体内水钠平

与基因、基因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虽然目

衡代谢、醛固酮的分泌、血管收缩和血管平滑肌增

前尚不能奢望能够完全解释全部的交互作用，但至

殖。这都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发病的关

少可能对于多基因疾病中相对重要的一些交互作用

键因素。目前实验证实ＤＤ基因型及含Ｄ等位基因

予以探讨，这也有助于今后对于多基因疾病更全面

的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ＡＣＥ浓度，我们的研究发现

的认识。当然对于简单的基因与基因的统计学交互

携带ＤＤ和ＤＩ基因型个体相对于携带ＩＩ基因型个

作用的研究，并不一定必然能够得到生物学交互作

体的发病风险分别为１．２１和１．２１，这与国内外研究

用的结果。本研究在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各多态的

一致‘１０。１引。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内收蛋白是一种膜骨架蛋白，由ａ和Ｂ两个亚

（Ｍ２３５Ｔ等位基因频率除外），而把年龄、ＴＣ、ＢＭＩ

基组成，它参与细胞信号传导和细胞膜离子转运，尤

和ＴＧ放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同基因型一起分析时，各多

其与多种Ｎａ＋转运机制相关，在ＥＨ发生机制中发

态位点均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交互作用的

挥重要作用。Ｃｕｓｉ等¨引证实此基因同白种人ＥＨ

存在掩盖了多态的独立作用，而校正这些因素后，各

连锁，并发现此基因第１０外显子Ｇｌｙ４６０Ｔｒｐ突变同

自的主效应才能得以体现。这就说明疾病的发生是

ＥＨ相关，但此后在不同人群研究中出现了不同的

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结果¨４·引。本研究中Ｇ４６０Ｔ的１ｖｒ基因型发

本项研究还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年龄因

病风险为杂合子的１．４７倍，此基因可能与哈萨克族

素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不均衡。众所周知，年龄可以

ＥＨ有关。

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致高血压。由于条件的制约，

Ｇ蛋白介导许多血管活性刺激和增殖刺激的细

未能收集到很好的对照样本，年龄因素在两组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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