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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结核病遗传易感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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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核病；遗传；易感性；基因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例研究，在暴露和基因独立的条件下可以提高交互作用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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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效能，但不能估计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作用的相对大小。
二、已发现的结核病遗传易感性候选基因
结核病遗传易感性候选基因主要分为人类白细胞抗原

∞ｍ

（ＨＬＡ）和非ＨＬＡ基因两大类，而非ＨＬＡ基因中候选基因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ｔ２ｎｅ

多，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中国是全球结核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核病控制

１．ＨＬＡ：ＨＬＡ是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工作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结核病是

（ｈｉ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ＨＣ）的基因产物。ＭＨＣ在先天

一种复杂性疾病，环境因素能够影响结核病的发生，而双生

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基因密度高、

子研究也证实遗传因素能够影响个体的结核病易感性…。

多态性众多以及连锁不平衡的特点。ＨＬＡ基因位于人类第

人类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发展为结核病遗传易感性研

６号染色体短臂，分为３个亚区：Ｉ类ＨＬＡ区域编码ＨＬＡ－Ａ、

究提供了条件，在最近２０多年里，人们利用候选基因法

ＨＬＡ－Ｂ、ＨＬＡ－Ｃ抗原，主要功能是递呈内源性抗原肽给ｃＤｆ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ｇｅｎ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基因组扫描法（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ｓｃａｎ）

Ｔ淋巴细胞；ＩＩ类区域编码ＨＬＡ．ＤＲ、ＨＬＡ－ＤＱ和ＨＬＡ－ＤＰ抗

已经发现一些可能影响结核病易感性的基因和染色体区域。

原，功能是递呈外源性抗原肽给ＣＤ＋Ｔ淋巴细胞；ＨＩ类区域

这些研究为结核病防治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对此类研究现状

编码补体Ｇ和ｃ４等。目前研究最多的是ＨＬＡｌｌ类基因，多

做一综述。

数研究报道其与结核病易感性相关。朝鲜人群ＨＬＡ－ＤＲＢｌ

一、结核病遗传易感性的研究方法

和ＨＬＡ．ＤＱＢｌ与结核病的进展相关【副；南非人群ＨＬＡ－ＤＲＢｌ

结核病属于多基因疾病，对于这类疾病易感相关基因的

和ＨＬＡ－ＤＱＢｌ是结核发病危险因素…。

研究常用的策略包括候选基因法和基因组扫描法。
１．候选基因法：候选基因法是目前筛选易感基因最常用

２．非卜ⅡＡ基因：非卜ⅡＡ基因中候选基因众多，其中
ＮＲＡＭＰｌ、ＶＤＲ、ＭＢＰ、ＩＬ－１２及其受体基因和ＩＦＮ－７及其受体基

的方法。它要求选择编码功能异常的蛋白基因，再选择此基

因报道最多。已有不同人群的报道，研究结果也较肯定，

因或靠近此基因的一个或多个有信息的多态性，然后在人群

ＣＤ２０９、ＩＬ－８、ＭＣＰ－１以及ＴＮＦ基因尚存在争议，而ＳＰ－Ａ和

或家庭中应用相关和（或）连锁研究去检测这些等位基因是

Ｓｉａｌｌ０基因是新发现的候选基因。国内尚无ＩＦＮ－识其受体基

否和疾病危险性有关系。此策略简单易行，且针对性较强，

因、ＣＤ２０９、ＩＬ－８、ＭＣＰ－１、ＳＰ－Ａ基因与结核易感性关系的报道。

灵敏度高；但当某易感基因的相关生理和生化功能尚未识别
时，不宜选用。

（１）自然抵抗相关巨噬细胞蛋白一１（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ＮＲＡＭＰｌ基

２．基因组扫描法：基因组扫描是在不知道相关基因的结

因是最早发现的结核病易感性候选基因，对该基因的报道也

构和功能的情况下发现连锁的基因，再通过检查连锁不平衡

最多。其中研究最多的多态性是５ ７（ＣＡ）ｎ、ＩＮＴ４、Ｄ５４３Ｎ以

精确定位基因，然后利用包含潜在基因区域的物理图谱寻找

及３＇－ＵＴＲ。非洲人群ＮＲＡＭＰＩ基因与结核病易感性相关。

潜在候选基因。该方法不需要明确相关或候选基因的结构

Ｓ垂ｂｏｒｇ等¨１报道肺结核与ＮＲＡＭＰｌ基因的５’（ＣＡ）ｎ多态性

和功能，且可系统、全面的筛查整个基因组，因此为研究未知

明显相关。亚洲中国汉族怕１；泰国人群ＮＲＡＭＰｌ基因与结

的易感基因提供了可能；但工作量大，费用相对昂贵，检测力

核易感性相关＂１；而欧洲人群ＮＲＡＭＰｌ基因不能影响结核

度较弱。

易感性哺］。对美洲人群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休斯敦白人

３．交互作用研究方法：对于复杂性疾病遗传易感性的研

ＮＲＡＭＰｌ

５ ７（ＧＴ）ｎ多态性影响结核易感性＂Ｊ，而墨西哥混

究，需要考虑基因一环境以及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１２ Ｊ。对后者的

血儿ＮＲＡＭＰｌ基因Ｄ５４３Ｎ和３’．ＵＴＲ多态性与结核易感性

研究需要的样本量较大，但鲜见报道。传统流行病学设计（如

无明显相关ｕ…。

横断面研究、队列研究以及病例对照研究）和家庭为基础的设
计（如病例亲本研究、受累同胞对研究以及双生子研究）都可
用于研究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此外，还可利用单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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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维生素Ｄ受体（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ＶＤＲ）基因：维生

素Ｄ的活化形式１，２５［０Ｈ］：功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与
ＶＤＲ的相互作用能够调节人体免疫机制。在单核细胞和Ｔ
细胞中１，２５一Ｄ３能促进ＶＤＲ的表达，而１，２５［ＯＨ］２ Ｄ３与分
布在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表面的ＶＤＲ结合后，能够促进

Ｔｈｌ细胞的分化，刺激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激活单核细胞，

而ＩＦＮ一７又能有效激活巨噬细胞。ＩＬ－１２包含ｐ３５和ｐ４０两种

促进单核细胞前体的转化，维持单核细胞黏附能力，增强其

亚单位，分别由ＩＬ．１２Ａ和ＩＬ－１２Ｂ这两种基因编码。日本人群

对分枝杆菌的杀伤作用。对于ＶＤＲ变异体与结核病易感

中ＩＬ．１２

性，研究最多的是位于外显子Ⅱ的Ｆｏｋ Ｉ（等位基因Ｆ／ｆ或核

发展明显相关ｍＪ，印度人群中ＩＬ一１２Ｂ基因能够影响结核病易

苷酸ｃ／Ｔ）、位于内含子Ⅶ的ＢｓｍＩ（Ｂ／ｂ或Ｔ／Ｃ）和Ａｐａ王（Ａ／

感性““ｏ

ａ或Ｔ／Ｇ）以及位于外显子Ⅸ的ＴａｑＩ（Ｔ／ｔ或Ｔ／Ｃ）。ＶＤＲ—ｆｆ

ＲＢｌ６４１

Ａ／Ｇ、１０９４Ｔ／Ｃ、１１３２ｃ／Ｇ基因型与结核病的

②７．干扰素（ＩＦＮ．７）基因及其受体基因：ＩＦＮ一７是Ｔ细胞

基因型是中国人群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ＩＩ】。在西非的病例

和ＮＫ细胞早期分泌的一种主要的Ｔｈｌ型细胞因子，在巨噬

对照研究显示，结核病和ＶＤＲ变异体无明显相关ｕ２１；

细胞活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机体抵抗结核分枝杆菌最初

Ｂｓｍ王、ＡｐａＩ和ＴａｑＩ有很明显的连锁不平衡；而对结核病

的保护性免疫反应至关重要。ＩＦＮ一７或其受体存在缺陷的个

和ＦｏｋＩ．ＢｓｍＩ．ＡｐａＩ．ＴａｑＩ以及单倍体ＦＡ进行的以家庭

体易于感染结核分枝杆菌。ＩＦＮ一－／基因１号内含子区域有一

为基础的相关研究显示与结核易感性相关的是ＶＤＲ单倍

个＋８７４Ａ／Ｔ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它在ＣＡ重复序列靠近

体。最近Ｏｌｅｓｅｎ等¨３１报道西非人群ＶＤＲ ＳＮＰｓ也能影响宿

５’端，这个ＳＮＰ可能影响ＩＦＮ一７的分泌。巴西人群ＩＦＮ一７＋

主肺结核易感性。

８７４Ａ／Ｔ与结核病易感性相关Ⅲ】，而印度尼西亚人群ＩＦＮ—ｙＲｌ

（３）甘露糖结合蛋白（ｒｎａｎｒｔａ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ＢＰ）基

ＣＡ（１２）／ＣＡ（１２）与肺结核病保护性相关【２副。

因：ＭＢＰ（也称为甘露糖结合凝集素，ｍａｎｎａ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ｌｅｅｔｉｎ）

③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基因及其受体基因：ＩＬ一８在人类

是一种钙离子依赖的Ｃ型凝集素。由肝脏分泌进入血液，是

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能诱导粒细胞向炎症位置聚集。

非特异性免疫的组成部分。它可与甘露糖丰富的病原体表

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人类巨噬细胞的ＩＬ．８基因的表达被上

面以及巨嘴细胞上特异性的受体结合，能够诱导巨噬细胞以

调。ＣＸＣＲ一１和ＣＸＣＲ．２是ＩＬ．８受体的两种类型。ＩＬ－８基因与

及发挥调理素的作用，ＭＢＰ还能激活补体，清除感染的微生

结核病易感性存在明显相关，而ＣＸＣＲ。１和ＣＸＣＲ．２与结核易

物以及循环免疫复合物，导致病原体裂解。编码ＭＢＰ的基

感性无相关ⅢＪ。

因发生突变会干扰ＭＢＰ的二级结构，产生无功能的蛋白，致

④单核细胞趋化蛋白一１（ＭＣＰ．１）基因：ＭＣＰ．１是由单核

使血清中ＭＢＰ含量降低和调理作用下降。ＭＢＰ基因第一

细胞和Ｔ淋巴细胞生成的一种趋化因子，是肉芽肿反应的主

外显子的５２（ＣＧｔ＋ＴＧＴ）、５４（ＧＧＣ－－－－ＧＡＣ）和５７（ＧＧＡ—

要成分，能促进炎症细胞向感染部位聚集。ＭＣＰ．１基因位于

ＧＡＡ）位点突变破坏其蛋白螺旋结构，导致血浆ＭＢＰ浓度下

和结核病连锁的１７ｑ１１．２染色体区域。对墨西哥和韩国人群

降。非洲人群ＭＢＰ－５７突变型与宿主对结核病的抵抗性相

的研究显示但引，ＭＣＰ．１启动子一２５１８位点ＧＧ和ＧＡ基因型是

关ｆ１＂；印度人和非洲裔美国人肺结核病患者ＭＢＰ一５４突变频

结核病发病的危险因素，ＭＣＰ－１可能通过抑制ＩＬ－１２ Ｐ４０的

率高于对照组¨５．１６ｊ。

产生发挥作用。

（４）ＣＤ２０９：ＣＤ２０９编码ＤＣＳＩＧＮ（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⑤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基因及其受体基因：定向删除

ＩＣＡＭ一３ ｇｒａｂｂｉｎｇ ｎ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ｉｎ）。最初，机体通过树突状细胞

ＴＮＦ或其受体的实验证明，ＴＮＦ是机体对结核分枝杆菌的

（跽）和巨噬细胞等吞噬细胞介导的先天性免疫机制识别病

初级免疫应答不可或缺的。ＴＮＦ－ｄ与肉芽肿的形成有关，限

原体，其作用通过模式识别受体实现。ＤＱ产生的一系列模式

制ＴＮＦ．ａ的作用将会增加结核病复发的危险性，但体外试验

识别受体（如ｃ型凝集素和Ｔｏｌｌ样受体）既能识别微生物代谢

却未发现ＴＮＦ－ａ能帮助巨噬细胞杀灭胞内杆菌的证据Ⅲ１。

的保守产物，也能识别获得性免疫的诱导产物，特别是Ｄ型凝

Ｓｔｅｉｎ等【２训报道非洲人群ＴＮＦ－ａ受体一１基因与结核发病相关。

集素能够通过微生物的特征性碳水化合物结构对其识别，并

（６）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质（ＳＰ．Ａ）基因：ＳＰ．Ａ是一种

进行抗原加工和呈递。ＤＣ－ＳＩＧＮ是一种典型的Ｃ型凝集素，

亲水性糖蛋白，通常由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和克拉拉细胞产

是人类ＤＣｓ主要的结核分枝杆菌受体，能作为细胞黏附受体

生，并存储在这些细胞表面的衬液中。ＳＰ．Ａ能够促进肺泡巨

和微生物识别受体发挥作用。Ｂａｒｒｅｉｒｏ掣１７１报道南非人群

噬细胞对结核分枝杆菌的黏附，在未结合病原体时能在巨噬

ＣＵ２０９启动因子等位基因．８７１Ｇ和．３３６Ａ对结核病有保护作

细胞上发挥抗炎作用，但与病原体结合后又会表现促炎作

用。但Ｖａｎｎｂｅｒｇ掣”１却发现非洲人群．３３６Ｇ是结核病保护因

用。人类ＳＰ－Ａ基因已经定位于染色体ｌＯｑ２２～ｑ２３区域，包含

素，ＧＧ基因型的结核患者不易发展成为结核肺空洞。

ＳＦｒＰ舢和ＳＦＴＰＡ２两个功能基因，分别编码ＳＰ．Ａ１和

（５）细胞因子相关基因及其受体基因：除以下基因外，还

ＳＰ—Ａ２。印度人群ＳＰ－Ａ２的胶原区域的ＳＮＰ能够影响肺结核

有个别报道称编码细胞因子ＩＬ－ＩＯ、ＩＬ－１０、ＩＬ广４等的基因与结

易感性【驯。Ｍａｌｉｋ等口¨报道ＳＦＴＰＡｌ和ＳＦＴＰＡ２基因多态

核易感性相关ｎ吣“，在此不作赘述。

性是埃塞俄比亚人群肺结核病的危险因素。

①白细胞介素一１２（ＩＬ－１２）基因及其受体基因：ＩＬ－１２在

（７）ＳＰｌｌ０：ｓｓｔｌ位点是小鼠结核病易感性相关位点，而

Ｔｈｌ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对于抵抗结核分枝杆

该位点中的Ｉｐｒｌ（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菌细胞介导的免疫发挥重要作用。巨噬细胞吞噬结核分枝

结核感染的结果。ＳＰｌｌ０是与人类Ｉｐｒｌ最接近的同族体。

杆菌之后能释放ＩＬ－１２，ＩＬ－１２诱导Ｔｈｌ淋巴细胞分泌ＩＦＮ．７，

Ｔｏｓｈ等【３２１首次报道西非人群ＳＰｌ １０多态性影响结核病易感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能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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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其后仅有的两个研究均未发现相关Ｄ３洌】。
三、已发现的与宿主结核病易感性相关的染色体区域
非洲的全基因组扫描发现，结核病易感性不是由单基因
决定的；１５ｑ和Ｘｑ两个染色体区域与结核病易感性存在连
锁，而１５ｑ１１～１３区域的连锁最为明显；Ｘ染色体的易感基因
是不同人群中女性结核病患者偏多的原因【３纠。巴西的研究
选取９２个家庭和２８０例结核病患者，１６个微卫星标记显示
１７ｑ１１．１～２１．３１区域与结核病连锁ⅢＪ。２００８年，Ｃ００ｋｅ

等㈨在非洲以基因组扫描法发现２０ｑ１３．３１～３３是结核病连
锁区域，进行候选基因法研究又发现此区域中的黑皮质素受
体一３基因和组织蛋白酶ｚ基因与结核发病相关。
从群体角度研究结核病遗传易感性能够发现结核病易感
基因，解释部分人群感染却不发病的原因，揭示基因与环境对
结核发病的真正作用，从分子水平阐明结核病病因联系，将来
还可以根据易感基因在人群的分布特征或直接检测个体基因
帮助医务人员发现结核病高危人群，从而针对性地预防和控
制结核病。但由于不同人群遗传背景的差异以及大量基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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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因此结核病遗传易感性研究仍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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