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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中国人脂联素基因４５Ｔ／Ｇ与２７６Ｇ／Ｔ多态性
与２型糖尿病相关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
徐明彤

陈筱潮

【摘要】

金莉子

陈维清

目的对中国人脂联素基因４５Ｔ／Ｇ和２７６Ｇ／Ｔ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相关性的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收集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以前完成或发表的中国人脂联素基因４５Ｔ／Ｇ和

２７６Ｇ／Ｔ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以漏斗图检验入选文
献的偏倚，并根据各入选文献结果的同质性检验结果进行数据合并，计算总ＯＲ值，Ｍｅｔａ分析采用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 ４．２版软件。结果共２３篇文献符合条件纳入研究，其中涉及４５Ｔ／Ｇ多态性文献２０

篇，涉及２７６Ｇ／Ｔ多态性文献９篇，入选文献无明显偏倚，各文献间质性检验显示有关两个位点４５Ｔ『Ｇ
（Ｙ２＝１１９．８，Ｐ＜０．００１）、２７６Ｇ／Ｔ（Ｔ２＝３１．０，Ｐ＝０．００１）等位基因分布情况的文献之间均存在显著异
质性。Ｍｅｔａ分析显示４５Ｇ等位基因携带者增加２型糖尿病的易感性（ＯＲ＝１．３８，９５％Ｃ／：１．０４～
１．８４，Ｐ＝０．０３），２７６Ｇ／Ｔ基因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易感性无明显相关性（ＯＲ＝０．８３，９５％ＣＩ：０．６１～
１．１３，Ｐ＝０．２３）。结论脂联素基因４５Ｔ／Ｇ多态性与中国人２型糖尿病易感性相关，４５Ｇ等位基因
可能是２型糖尿病易感基因，２７６Ｇ／Ｔ基因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无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２型糖尿病；脂联素；基因多态性；中国人；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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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联素是脂肪组织分泌的活性蛋白，在血浆中

影响。研究显示，在肥胖个体中血浆脂联素水平明

含量丰富，对能量代谢与胰岛素敏感性等产生重要

显下降，血浆脂联素水平与胰岛素敏感性呈显著正
相关，并伴随体重增加糖耐量恶化而明显下降，此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发展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２００５Ｋ３３７０３２１）；珠海市科技局基金资助项目（ＰＢ２００５ｌＯｌ５）

外，动物模型研究显示，脂联素治疗增加机体胰岛素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２０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内科（徐

的敏感性，说明脂联素在胰岛素的信号传递和敏感

明彤）；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心内科（陈筱潮、金莉子）；中山大学公

性的调节方面起重要作用¨。３】。脂联素基因由３个

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窒（陈维清）

外显子和２个内含子组成，全长１７ ｋｂ，迄今为止已

验，并根据检验结果选用相应的数据合并方法，若各

发现十余个位点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并在不同的人

研究问无显著异质性，则采用Ｐｅｔｏ 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

群中得到证实，其中，多项有关欧洲和日本人群的研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合并，若结果间存在显著异

究显示，外显子２第４５位点Ｔ／Ｇ变异和内含子３第

质性，则采用校正后的Ｄｅｒｓｉｍｏｎｉａｎ—ｈｉｒｄ随机效应

２７６位点Ｇ／Ｔ变异与糖尿病、肥胖以及其他代谢综合

模型法（Ｄ－Ｌ法）进行数据合并，计算总ＯＲ值。采

征的特点密切相关Ｈ．ｓ】，近期有关中国人群的部分

用Ｍｅｔａ分析软件包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 ４．２进行数据

研究也发现此两个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国人２型糖

统计与分析，采用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准为０．０５。

尿病的发病显著相关，但另一部分研究结果则不一

结

致。为此，本研究采用Ｍｅｔａ分析的方法，对目前有
关国人的研究资料进行汇总分析，以期更有效地评
价两者之间的关系。

果

１．人选文献基本情况：共２３项研究纳入本研
究，其中１６项为公开发表的研究№’２¨，７项为未公开

资料与方法

发表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心２－２８】，所有入选文献中
２型糖尿病的诊断均以ＷＨｏ专家委员会报告

１．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人

（１９９９年）中的标准为依据。２０项研究共２２组病例

脂联素基因４５Ｔ／Ｇ和２７６Ｇ／Ｔ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

对照组涉及４５Ｔ／Ｇ位点多态性，累计２型糖尿病患

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资料，以其中的糖尿病为研究

者１４５５例，健康对照人群１１１７例。２２组病例对照

病例，以血糖正常的健康人为对照组，通过分子生物

组中，１３项以汉族人群为研究对象，５项研究在汉族

学方法检测研究病例和对照人群中脂联素基因４５、

人群聚居城市进行，但对研究对象的民族属性未加

２７６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的分布频率，研究脂联

说明，４项以少数民族人群为研究对象（新疆维吾尔

素基因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的相关性。

族２项、云南白族１项、广西壮族１项）（表１）。在

２．资料来源：以２型糖尿病、脂联素、基因多态

２２组病例对照研究的基因型分析研究中，２组研究

性为主题词，联合检索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以前的中国生

采用ＰＣＲ—ＳＳＣＰ技术，并均进行ＰＣＲ产物ＤＮＡ序列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分析‘９’１３１；２组研究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１ｋ１２１；

（ｈｔｔｐ：／／ｗ、棚．ｃｎｋｉ．ｎｅｔ）获得全部中文文献，并检索

其余１８组研究均采用ＰＣＲ—ＲＦＬＰ法进行基因型分

同期Ｍｅｄｌｉｎｅ在外文期刊发表的中国人资料，此外，

析，部分研究同时采用ＤＮＡ序列测定核实。９项研

对万方资料库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论文（ｈｔｔｐ．／／

究涉及２７６Ｇ／Ｔ位点，累计２型糖尿病患者８３４例，

、＾九＾啊．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ＤＤＢ／ＣＤＤＢ刚）进行检索，将

健康对照人群９５０例，其中５项以汉族人群为研究

未公开发表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资料同时纳入本

对象，３项研究在汉族人群聚居城市进行，但研究对

研究范围。为避免上述电子数据库未收录和未发表

象的民族特性未描述，１项以新疆维吾尔族人群为

的文献资料，还对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以及国

研究对象（表２）。９项研究的基因型分析中，１项研

内一些大型学术会议的论文汇编进行了手工检索。

究采用ＰＣＲ．ＳＳＣＰ及序列测定技术ｕ引，１项研究采

３．纳入标准及研究质量控制：由２名临床医师和
１名流行病学工作者共同对获得的文献进行质量评

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ｎ¨，其余７项研究均采用
ＰＣＲ—ＲＦＬＰ技术。

价并取得一致意见：①研究对象均为中国人（包含香

２．人选文献的异质性评估与发表偏倚评估：异

港、台湾地区），民族不限；②均为独立的研究，同一组

质性检验显示，４５Ｔ／Ｇ位点基因多态性入选研究

资料重复报道者，取其资料最完整的文献；③各文献

２＝１１９．８，Ｐ＜０．００１；２７６Ｇ／Ｔ位点基因多态性入选

研究方法、诊断标准以及对照组人群的选择标准相

研究Ｙ２＝３１．０，Ｐ＝０．００１。按照ａ＝０．０５水准认为

似；④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Ｗ）遗传平衡定律。

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漏斗图显示无明

４．统计学分析：①对所选择的研究基因型分布

显发表偏倚（图１）。

进行Ｈ—ｗ遗传平衡检验，要求符合遗传平衡规律；②

３．随机效应模型数据合并：根据异质性检验结

应用漏斗图初步分析纳入文献是否存在明显的偏

果，二者均采用采用校正后的Ｄ－Ｌ法进行数据合并

倚；③计算各研究等位基因频率、ＯＲ值及其

和计算合并ＯＲ值。图２为４５Ｇ等位基因携带者

９５％ＣＩ；④以ｇ检验对各研究的结果进行一致性检

（４５Ｇ／Ｇ＋４５Ｔ／Ｇ）与４５Ｔ纯合子比较的森林图，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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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合并后总ＯＲ＝１．３８（９５％ＣＩ：１．０４～１．８４，Ｐ＝

表２

入选文献一般情况及２７６Ｇ／Ｔ等位基因频率
与基因型分布特点

０．０３）。亚组研究显示汉族人群ＯＲ＝１．１９（９５％Ｃ／：
０．８５～１．６５，Ｐ＝０．３２）、汉族聚居城市人群ＯＲ＝
２．６８（９５％Ｃ／：１．１８～６．１３，Ｐ＝０．０２）、少数民族人

群ＯＲ＝１．０２（９５％凹：０．６８－－１．５４，Ｐ＝０．９３）。图
３为２７６Ｔ等位基因携带者（２７６Ｔ／Ｔ＋２７６Ｇ／Ｔ）与
２７６Ｇ纯合子比较的森林图，显示合并后总ＯＲ＝
０．８３（９５％Ｃ／：０．６１～１．１３，Ｐ＝０．２３），亚组研究显

示汉族人群０Ｒ＝０．８３（９５％凹：０．５４～１．２７，Ｐ＝
Ｏ．３９）、汉族聚居城市人群０Ｒ＝０．９４（９５％ＣＩ：
０．５６～１．０９，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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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脂联素基因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相关性
入选研究漏斗图

【２０］２００６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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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脂联素基因位于人体第３号染色体３ｑ２７区，该
区域与代谢综合征和２型糖尿病密切相关。迄今为
止，在不同的人群中均发现该基因存在１０个以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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