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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桂林市城镇育龄人群地中海贫血现况调查
邓俊耀龙安翼李慧
【摘受】

目的调查桂林市城镇育龄人群地中海贫血（缝贫）的蠛况。方法餍红细胞平均容积

（ＭＣｖ）和血红蛋白电泳法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地贫筛查，对筛查出疑为口地贫或Ｂ地贫标本进一步采
用ＰＣＲ结会反向点杂交法（ＲＤＢ）进行基圜检测，以检出地贫基因来确诊。结果在１５８０例受检者

孛，确定伐魄贫基因型的有７９啻孽，稔磁率为５．∞％，磁贫在凳女佳中检懑率分别为５．３２％、４．６８％，差吴
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０４，ｚ２＜洳删）一３．８４，Ｐ＞０．０５）；确定ｐ地贫基因型的有１１４例，检出率为７．２２％，１３
地贫在男女性中检出率分别为７．８５％、６．５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Ｏ．９５，ｘ２《ｘｏ洲）＝３．８４，Ｐ＞
０。０５）；总的缝贫梭窭霉为１２。２２％（｜争影１５ｓ０）。Ｃｔ缝贫共硷粥ｌＯ释基嚣魍，以轻登ｏ“／ｅｔａ为主，梭逡率

为３．５４％；静止型以。Ｃｔ。７／ｕａ居多，轻型以．ＳＥＡ／ａｃｔ居多，中间测以一８ｎ／．护精多；其构成比分别为７，５９％、
７０．８８％、２．５３％；Ｂ地贫共检出７种慕凶型，以ＣＤ４１－４２（．ＴＴＣＴ）居多，检出率为３．１６％，其中最常见的３

释基爨受Ｃ戮ｌ《２（．剽『ＣＴ）、ＣＤｌ７（Ａｑ）翻ＩＶＳ．１Ｉ。６５４（Ｃ—Ｔ），梅成寿突变基粥酶ｓ７．７ｌ％；１３、程复
合型地贫梭出率为０．６３％。结论桂林市城镇宵龄人群地贫检出率较高。
【关键词】地中海贫血；育龄人群；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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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贫血（地贫）是由珠蛋白基因缺失或突变
导致肽链合成障碍丽弓｜起的溶搬性贫盎，是广西地区

对象与方法

患病率最高和危害性最大的入类单基因遗传病之

１．对象：调查范醒桂耩市５个城区入１２１，２００７

一。桂林市居住有十几个民族，有关桂林市城镇育龄

年ｌ—１２月在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做婚前检查和未

人群的地贫存在状况，过去曾有过报道，健缺乏详缨

做婚藏检查但襁该院做产前检查的孕妇及其丈夫共

资料，且斑邀贫存在状况鲜见报道，为更好地了解桂林

１５８０入。年龄２０～４５岁，勇女性各７９０人。

市城镇育龄人群地贫的现况，于２００７年开展了育龄
妇女地贫箍查及基融检测，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２．标本采集：每位研究对象采集早晨空腹静脉
血液标本２ ｍｌ，于含ＥＤＴＡ．Ｋ２的真空采血管内，２ ｈ
内检测红细胞平均容积（ＭＣＶ），剩余血妥善僳管留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２．０１４

作者单位：５４１０００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难殖中心实验塞（邓俊耀、攀
爨）；挂转枣麓生蜀医致稀（麓安篓）

做血红蛋白电泳及基因分析。
３。仪器：ＳｙｓｔｅｍＫＸ．２１皇动血细胞分析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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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Ｓｅｂｉａ全自动血红蛋白电泳仪（法国），ＡｍｐＧｅｎｅ

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０４，ｆ＜）（０．０５（Ｉ）＝

Ｓｙｅｔｅｍ－－ＤＮ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ｙｅｌｅｒ４８００（美国）。

３．８４，Ｐ＞０．０５）。在１ １５例疑为Ｂ地贫中除１人外其余

４．试剂：①血球分析试剂：日本ＳｙｓｔｅｍＫＸ．２１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原装配套进口试剂；②血红蛋白

均确定ｐ地贫基因型，男６２例，女５２例，ｐ地贫检出率

电泳试剂：法国Ｓｅｂｉａ全自动血红蛋白电泳仪原装配

男女性中检出率分别为７．８５％（６２／７９０）、６．５８％（５２／

套进口试剂；③地贫基因检测试剂：ａ地贫能检测３

７９０），９５％ａ分别为６．４０—９．０７、５．２７～７．７４，两性检

种常见缺失型ａ地贫基因（一８队／、．ｃｃ３’７／、．矿。／），３种非缺

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ｃ２＝０．９５，Ｚ２＜Ｚｏ吲－，＝

失突变型Ｇｔ地贫基冈（ＨｂＣＳ，ＨｂＱＳ、ＨｂＷＳ）；Ｄ地贫

３．８４，Ｐ＞０．０５）。砒贫与Ｂ地贫总共确诊１９３例，总的

能检测１７种Ｂ地贫基冈型［ＣＤ４１－４２（．Ｔ］ｒＣＴ）、ＣＤ４３

地贫检出率为１２．２２％（１９３／１５８０），９５％ＣＩ为１０．２０一

（Ａ＿Ｔ）、ⅣＳ一Ⅱ＿６５４（Ｃ＿＋Ｔ）、．２８（Ａ—Ｇ）、－２９（Ａ叶

１３．４３。在１１４例被确定Ｄ地贫基因型的样品中，有１０

为７．２２％（１１４／１５８０），９５％ＣＩ为５．８２～８．３９，Ｄ地贫在

Ｇ）、－３０（Ｈ）、一３２（Ｃ—噙）、ＣＤ７１—７２（＋Ａ）、１３Ｅ

例检出为Ｄ地贫复合旺地贫，检出率为Ｏ．６３％（１０／

（ＧＡＧ－－＊ＡＡＧ）、ＣＤｌ７（√ｎＴ）、ＣＤｌ４－１５（＋Ｇ）、ＣＤ３１

１５８０），９５％ｃ，为０．２９—１．０８。在检出的１９３例已确定

（－ｃ）、ＣＤ２７－２８（＋Ｃ）、ⅣＳ．Ｉ．１（Ｇ．＋Ａ．Ｇ＿÷Ｔ）、
ＩＶＳ．１．５（Ｇ＿÷Ｃ）、ＣＡＰ＋１（Ａ—℃）、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ｏｎ

地贫基因型的人群中，有６对男女性双方同时携带有

（ＡＴＣｒ－，ＡＧＧ）］，均采用ＰＣＲ一反向斑点杂交技术

对均为Ⅱ地贫、１对均为Ｂ地贫复合Ｑ地贫），检出率为

（ＩｍＢ）分析，由深圳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０．５１％（８／１５８０），９５％ｃ，为０．２１～０．９２；不同型地贫２

地贫基因，其中同型地贫４对（其中２对均为Ｄ地贫、１

５．方法：先按照ＳｙｓｔｅｍＫＸ．２１自动血细胞分析

对（其中ｌ对男性为０【地贫、女性为１３地贫；另１对男性

仪和Ｓｅｂｉａ全自动血红蛋白电泳仪的标准操作程序，

为Ｂ地贫、女性为Ｃｔ地贫），检出率为０．２５％（４／１５８０），

检测ＭＣＶ和血红蛋白电泳，联合进行地贫筛查，结

９５％ＣＩ为０．０６—０．５６。

果判断：①若ＭＣＶ＞７９ ｎ，ＨｂＡ和ＨｂＡ２量正常，则

２．ａ地贫基因缺失或突变类型及其分布：在７９

视为地贫筛查正常；②若ＭＣＶ＜７９ ｆｌ，ＨｂＡ和ＨｂＡ２

例已确定ａ地贫基因型中共检出１０种基因型，以轻

量正常，且检测血清铁蛋白量正常，则不考虑地贫；③

型一眦ｌａａ为主，在构成比中，静止型以一ａ３ ７ｌａｇ居多，

若ＭＣＶ＜７９ ｆｌ，ＨｂＡ２一＜２．５％，则疑为０ｔ地贫；④若

轻型以一姒／ａａ居多，中间型以～５８Ａ／．扩５居多。缺失型

ＭＣＶ＜７９ ｆｌ，ＨｂＡ２＞３．５％或同时有ＨｂＦ＞３％；或

跳贫占９１．１４％，非缺失型Ｃｃ地贫占８．８６％（表１）。

ＨｂＡ２正常或相对减少，但ＨｂＦ＞３％，则疑为８地贫或

３．Ｂ地贫基因突变类型及其分布：在筛选出的

Ｄ地贫与跳贫复合型。③、④进一步做按地贫基因检

１１４例确定为１３地贫基因型中。其突变基因种类较

测相关标准程序检测ａ．和１３一地贫基因，以枪出地贫基

少，１７种仅检出７种，其中以ＣＤ４１．４２（．ＴＴＣＴ）居

因来确诊地贫。同时对所有已确定Ｂ地贫基因的标本

多，以３种基因型ＣＤ４１－４２（．ＴＴＣＴ）、ＣＤｌ７（Ａ—Ｔ）

均再进行跳贫基因分析，以诊断Ｂ地贫复合跳贫。

和ＩＶＳ．ＩＩ．６５４（Ｃ—Ｔ）为最常见，占突变基因的

６．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０．０统计软件对实验
数据进行分析，ａ地贫和ｐ地贫性别间检出率差异采
用ｆ检验。

８７．７ｌ％（表２）。

４．Ｂ地贫复合０【地贫的基因型及分布：在１１４例
已确定Ｂ地贫基因型中有１０例检出ａ地贫基因，经鉴

结

果

１．ａ和Ｂ地贫检出情况：在１５８０人份的血样本中，

共筛出８ｌ例疑为沌贫，１１５例疑为Ｄ地贫；８１例中除
２例外其他均确定吡贫基因型，其中男性４２例，女性
３７例。ａ地贫检出率为５．００％（７９／１５８０），９５％ＣＩ为
３．８９～６．０６；其中静止型１６例，检出率为１．０ｌ％（１６／
１５８０），９５％Ｃ／为０．５６—１．５６；轻型５９例，检出率为
３．７３％（５９／１５８０），９５％Ｃ／为２．８１—４．７１；中间型４例，

检出率为０．２５％（４／１５８０），９５％ＣＩ为０．０６～０．５６；Ⅱ地
贫在男女性中检出率分别为５．３２％（４２／７９０）、４．６８％
（３７／７９０），９５％Ｃ１分别为４．１７—６．４０、３．６３—６．１ ｌ，两性

表１桂林市７９例ａ地贫基因型及分布特点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２月第３０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１５８·

Ｊ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２

定有７种不同基因型，Ｂ地贫复合Ｓ地贫基因型及分

检出率相对较低，可见一８队／．ａｃ８、一８队／－ａ ３‘７、一８队／一ａ‘２

布特点见表３。

型。在构成中，静止型以．Ｓ３ ７／ａａ居多，轻型以～５ｎ／ｓａ

表２桂林市１１４例Ｂ地贫基因型及分布特点
基闪型

例数构成比（％）检出率（％）

９５％ＣＩ

居多，中间型以一５队／．ａ ｃ５居多；缺失型Ⅱ地贫占

９１．１４％，非缺失型仅地贫占８．８６％，其中ＨｂＣＳ、
ＨｂＱＳ、ＨｂＷＳ都能检出，以ＨｂＣＳ多见。由于静止

型容易漏筛，检出率低，造成一５队／ｓｓ构成比高达

７０．８８％，但ａ地贫基因谱基本与段山等‘２报道的广西
地区ｃｃ地贫基因谱相似。Ｂ地贫调查结果有７种基因
型，以ＣＤ４１—４２（．ＴＴＣＴ）居多，检出率为３．１６％，其

次为ＣＤｌ７（Ａ．＿＋Ｔ）、ＩＶＳ．Ｕ．６５４（Ｃ＿Ｔ）、ＣＤ７１．７２
表３桂林市育龄人群Ｂ地贫复合ａ地贫基因型及分布特点

（＋Ａ）、．２８（Ａ川）、．２９（”Ｇ）和ＩＶＳ．Ｉ．１（ｐＡ，

ｅ斗Ｔ）。其中本市最常见的基因型为ＣＤ４１－４２
（．ＴＴＣＴ）、ＣＤｌ７（Ａ—叮）和ＩＶＳ．Ⅱ．６５４（Ｃ＿÷Ｔ），与广

西其他地区报告的最常见Ｂ地贫基因型结果
ＣＤ４１．４２（．ＴＴＣＴ）、ＣＤｌ７（Ａ＿＋Ｔ）和一２８（Ａ－＋Ｇ）有所

不同¨＾引，最常见的基因型．２８（Ａ—屺）在本次调查中
仅占突变基因构成比的２．６３％。Ｄ地贫复合Ｓ地贫的
基因型的检出率为０．６３％。检出的７种基因型中，以
ＣＤ４１．４２（．ＴＴＣＴ）／复合一５队／ａａ多见，该结果与哈
讨

论

迪一温伯格定律的预期值基本吻合。

ａ地贫调查以往通常用新生儿脐带血定量检测

由于Ｓ、Ｂ地贫携带者无性别差异，因此男女性携

ＨｂＢａｒｔ’Ｓ进行初筛，而本次调查对象为育龄人群，即

带Ｓ地贫或Ｂ地贫概率均等，若夫妻同为相同型地贫

成年人，只能选取外周血进行初筛，经检测ＭＣＶ和

基因携带者时，应属高风险生育ｂ Ｊ。本调查结果显

血红蛋白电泳筛出可疑者，再经基因分析确诊。本

示，男女性双方同型地贫基因携带者检出率为

次调查ａ地贫的检出率为５．００％，其中轻型Ｓ地贫由

Ｏ．５１％，即可以说１９６对夫妻中就有一对夫妻有较高

于绝大多数外周血ＭＣＶ＜７９ ｆ１和血红蛋白电泳的

机会生育重型地贫患儿，这为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提

ＨｂＡ２≤２．５％，不易漏筛，而检出率较高（为３．７３％），

供了有价值的基础资料，也提示应重点加强对育龄人

可以说检测结果比较可靠。中间型Ｓ地贫即ＨｂＨ

群地贫携带者筛查，以防止重型地贫患儿的出生。

病，用血红蛋白电泳即可正确诊断“ｊ，几乎无漏筛现

本次调查筛查出２例跳贫和ｌ例Ｂ地贫未确定基

象，但由于ＨｂＨ病是严重影响生存质量的疾病，患

因型，可能是检测的基因型种类有限或实验误差引

此病者有相当部分因无劳动能力难以成婚，而未能

起；总的地贫检出率为１２．２２％，可以说桂林市城镇育

参加婚前或产前地贫筛查，使得ＨｂＨ病检出率下

龄人群地贫检出率较高。由于Ｓ地贫检出率比实际

降，只为０．２５％；静止型Ｓ地贫由于多数外周血ＭＣＶ

患病率低，因此，桂林市育龄人群地贫实际患病率应

和血红蛋白电泳正常，容易漏筛，使检出率低

比本次调查地贫检出率更高些。

（１．０１％）。由此可以看出本次Ｓ地贫调查检出率应
比实际患病率低。
本次调查Ｄ地贫检出率为７．２２％，因ｐ地贫外周
血有ＭＣＶ＜７９ ｆｌ，血红蛋白电泳ＨｂＡ２＞３．５％或同
时有ＨｂＦ＞３％；或ＨｂＡ２正常以及相对减少，但

ＨｂＦ＞３％等特点。采用ＭＣＶ和血红蛋白电泳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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