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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中国人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基因Ｇ８９４Ｔ
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关系的Ｍｅｔａ分析
王从菊赵景波
【摘要】

许加亮

向泽林粱长成李杰

目的综合评价中国不同地区人群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基因Ｇ８９４Ｔ（Ｇｌｕ２９８Ａｓｐ）

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关系。方法以高血压组和对照组基因型和等位基凶分布的ＯＲ值为
统计最，检索相关文献；应用ＭⅨ软件对各研究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和分析，并进行数据合并，评
估发表偏倚的影响。结果共１０篇文献纳人Ｍｅｔａ分析，包括１９００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和１２１６
例对照者。１０篇文献中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ＧＴ＋ＴＴ）／ＧＧ基因型频率和Ｔ／Ｇ等位基因频率ＯＲ值
效应量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均显著（Ｊｐ＝０．０１３；Ｐ＝Ｏ．ＯｌＩ），并存在发表偏倚（Ｐ＝Ｏ．０４９；Ｐ＝
０．０３８）。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ＧＴ＋ＴＴ）／ＧＧ基因型频率的合并ＯＲ值（９５％ＣＩ）为１．７９（１．３３—

２．４２），显著性检验ｚ＝３．８３，Ｐ＜０．００１。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Ｔ／Ｇ等位基因频率的合并ＯＲ值
（９５％Ｃｔ）为１．７３（１．３２—２．２７），显著性检验Ｚ＝３．９２，Ｐ＜０．００１。结论中国人（汉族为主）内皮型
一氧化氮合酶基因８９４Ｇ卜叮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相关。
【关键词】高血压；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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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环境和遗传因素相互作用

内皮受损、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血小板聚集、血管舒

的多基因病。在众多候选基因中内皮型一氧化氮合

缩障碍，从而影响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与发展¨Ｊ。近

酶（ｅＮＯＳ）基因由于其对血压调节的重要作用而备

年来，国内外学者对ｅＮＯＳ基因第７外显子Ｇ８９４Ｔ多

受重视，ｅＮＯＳ基因第７外显子的突变即８９４位碱基

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关系进行研究。但由于研究

Ｇ突变成Ｔ（Ｇ８９４Ｔ）。导致Ｏｌｕ２９８Ａｓｐ错义，Ｇ８９４Ｔ

设计的差异及研究对象的种族、民族差异和样本量

（Ｇｌｕ２９８Ａｓｐ）多态性使一氧化氮生成减少，导致血管

大小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单个研究间的结果差
异较大，Ｚｉｎｔｚａｒａｓ等陋１对白种人、黑种人、东亚人（日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０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卫生厅医学科研项目（２００５—９８）

本人）和阿拉伯人的Ｇ８９４Ｔ多态性与高血压关系的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８１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研究结果进行Ｍｅｔａ分析后，得出Ｇ８９４Ｔ与高血压

通信作者：赵景波，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ｊｂｌ６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不相关的结论，国内许多研究结果也不一致，目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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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还没有关于Ｇ８９４Ｔ多态性与原发陛高血压危险性

Ｈ．ｗ遗传平衡检验，对照组不符合遗传平衡规律的

关系的Ｍｅｔａ分析，为了系统评价中国人群Ｇ８９４Ｔ多

研究予以删除。应用Ｍｅｔａ分析软件ＭＩＸｌ．７【．】，采用

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危险性的关系，本文对国内人

ｚ检验对合并效应量ＯＲ值进行显著性检验，采用ｐ

群的研究结果进行Ｍｅｔａ分析。

检验对各研究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用严评估异质

资料与方法

性大小（，＝０—２５％：无异质性；ｆ＝２５％一５０％：中
度异质性；／２＝５０％一７５％：高异质性；Ｐ＝７５％一

１．研究对象：利用已发表的中国人原发性高血

１００％：超高异质性）ｂ】。若／２＜５０％，则采用固定效

压与ｅＮＯＳ基因Ｇ８９４Ｔ多态性关联研究的文献，系

应模型（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若尸≥５０％，

统评价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与正常人间Ｇ８９４Ｔ基因型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ｒａｎｄｏｍ

分布有无差异。病例组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对照

Ｌａｉｒｄ）进行数据合并，计算合并ＯＲ值及９５％ＣＩ。通

组为常规体检健康人，观察指标为（ＧＴ＋ＴＴ）／ＧＧ基

过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进行异质性分析，以各研

因型频率及Ｔ／Ｇ等位基因频率的ＯＲ值。
２．资料来源：以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数据

ｅｆｆｅｃｔｓ，ＤｅｒＳｉｍｏｎｉａｎ

究ＯＲ值的对数Ｉｎ ＯＲ为横坐标，以标准误（岛）的倒
数为纵坐标绘制漏斗图，通过观察其对称性结合
Ｅｇｇｅｒ线性回归结果哺】，评估发表偏倚的影响。

库、维普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全文数据库获取中文文

结

果

献，并检索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ＭＥＤＬＩＮＥ、ＬＷＷ、ＰｕｂＭｅｄ、
ｐｒｅｓｓ获取在英文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中国

１．纳入的文献：符合要求的病例对照文献共２３

人群的相关英文文献，检索词为“高血压”、“内皮型

篇＂圳，其中１３个研究被排除ｎ７．２９］，对照组不符合

一氧化氮合酶”、“多态性”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Ｈ．Ｗ遗传平衡定律的文献有４篇ｎ伸］，相同数据二

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末

次发表的文献有３篇幢㈨］，所需信息不全的文献有３

Ｈｉｇｈ ｗｉｒｅ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Ｏ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次检索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１日。
３．对文献的筛选标准：所有选人的文献必须是

篇‘２螂］，与所选用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不一致的文献
有３篇∽圳，最后纳入研究的文献共１０篇ｎ‘１利。

病例对照研究，参照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等ｂ３提供的病例对

纳入的１０篇文献均为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对

照研究评价标准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排除相同数

象为中国人群，包括汉族、蒙古族和壮族，以汉族

据二次发表、质量差或信息不全的文献。对各研究

人数居多。原发性高血压诊断均符合ＷＨＯ标准，

的基因型分布进行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Ｗ）遗传平衡

患者的年龄、性别无特殊限定，以中老年人居多。

检验，对照组不符合遗传平衡规律的研究予以删

１０篇文献中有３篇文献的病例组包括高血压合并

除。最终人选的文献中数据报告应完整或根据报告

症者【１“引。对照组均为ＳＢＰ＜１４０／ｌｉｒａ Ｈｇ及ＤＢＰ＜

结果能推算出分析所需的数据。

９０ ｎｌｍ

Ｈｇ。且无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健康

４．确定人选文献研究的基因型及其位点的标

者。ｌＯ项研究的基因型分析中，１项研究采用基因

准：首先明确本研究的目的基因是ｅＮＯＳ基因，位点

芯片技术确定ｅＮＯＳ基因Ｇ８９４Ｔ多态性ｎ引，１项研究

是第７外显子上的８９４Ｇ／Ｔ位点。查找文献获得该

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基因在ＧｅｎＢａｎｋ（ＮＣＢＩ）数据库中的序列号，编号为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技术¨引，其余８项研究均采用聚

Ｘ７６３０７，下载该序列。对人选文献的引物序列与基

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及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因序列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引物的目的片段包含

（ＲｎＪ）技术ｎ一２·Ｈ’１副。

ｅＮＯＳ基因第７外显子上的８９４Ｇ／Ｔ位点。对入选文

２．ＯＲ值的一致性检验：（ＧＴ＋ＴＴ）／ＧＧ基因型

献研究中检测Ｇ８９４Ｔ多态性所使用的内切酶和得到

频率的ＯＲ值ｐ检验统计量为２１．０２，Ｐ＝０．０１３，，＝

的多态性片段数量进行核对。对检测方法可靠，突

５７．２％；Ｔ／Ｇ等位基因频率的ＯＲ值Ｑ检验统计量为

变与未突变位点明确的文献纳入研究。

２１．２８，Ｐ＝０．０１ｌ，，＝５７．７％，各研究存在中度异质

５．高血压诊断标准：采用１９９９年ＷＨＯ标准，

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合并。

Ｈｇ（１ ｎｍｌ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及或

３．研究对象基因型分析：纳入数据合并的１０

Ｈｇ或已确诊为高血压正在使用药物
治疗者。研究中排除继发性高血压患者。

个研究总计原发性高血压组１９００例，健康对照组

６．统计学分析：对各研究的基因型分布进行

别为７５．４７％、２２．１ｌ％、２．４２％，对照组分别为８３．２２％、

即ＳＢＰ≥１４０
ＤＢＰ≥９０

ｍｌＴｌ

ｉｌｌｎｌ

１２１６例。高血压组ＧＧ、ＧＴ、ＴＴ三种基因型频率分

史堡堕堡塞兰窒查！Ｑ塑生！旦笙！壁堂箜！塑！！些！墅！堂墅！！！地壁！Ｑ塑！塑！：！Ｑ！坐：！
１５．７９％、０．９９％；高血压组和对照组Ｔ等位基因频率

’８４７·

分别为１３．２９％和８．８８％。（ＧＴ＋ＴＴ）／ＧＧ基因型频率

著性检验Ｚ＝６．４１，Ｐ＜０．００１，Ｑ统计量为９．３５（Ｐ＝
０．３１４），，＝１４．４％。Ｔ／Ｇ等位基因频率合并ＯＲ值为

合并ＯＲ值为１．７９（９５％ａ：１．３３～２．４２），显著性检验

１．９２（９５％ＣＩ：１．５８—２．３３），显著性检验Ｚ＝６．６４（Ｐ＜

Ｚ－－３．８３，Ｐ＜Ｏ．００１。Ｔ／Ｇ等位基因频率合并ＯＲ值为
１．７３（９５％ｃ，：１．３２～２．２７），显著性检验Ｚ＝３．９２，尸＜

ｏ．００１），Ｑ统计量为８．２６（Ｐ＝０．４０９），ｇ＝３．１％。排除
这篇文献后合并ＯＲ值（９５％ｃ，）增高，并且这９篇文

０．００１。Ｇ８９４Ｔ基因型分布和Ｔ等位基因分布结果见

献有较好的一致性（表３、４）。
５．亚组分析：Ｇ８９４Ｔ基因多态性与高血压关系

表ｌ、２。

４．敏感性分析：

的亚组分析显示，除高血压合并胰岛素血症组的

（１）１０篇文献中３篇有高血压合并症，排除这３

Ｔ／Ｇ等位基因分布在高血压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无统

篇文献后，另外７篇文献［７一１３］经Ｑ检
验后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合并，
包括１４５０例高血压患者和９３８例对照
者，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ＧＴ＋ＴＴ）／ＧＧ基

地区—面ｊ＿尘糌弛２值＿示ｒ掣黯妒值—笔暑器
中国原发性高血压患者Ｇ８９４Ｔ基因型分布

表ｌ

７０

２７

３

０．０４

４４

５

ｌ

２．６９

３．１４（１．２１—８．１６）

大连”４６８

７４

５

１．１５

２３３

４０

４

２．１３

０．８９（０．６０一１．３３）

山东”

１０３

３９

８

２．６０

１１９

２９

２

０．０２

１．７５（１．０４—２．９６）

北京。”ｏ

２２６

８ｌ

３

２．１４

１２６

２４

ｌ

０．０２

１．８７（１．１４—３．０８）

０．００８，Ｑ统计量为１５．９７（尸＝Ｏ．０１４），
／２－－６２．４％。Ｔ／Ｇ等位基因频率合并ＯＲ

湖北ｏ”

５４

４４

５

１．１２

５５

１９

０

１．６１

２．６３（１．３７—５．０３）

山东”ｏ

８３

２９

４

０．５３

１１４

２０

２

１．０１

２．０６（１．１２—３．７９）

广东”１

１０８

ｌｌ

５

２２．６９

８５

１４

１

０．２４

０．８４（０．３９一１．７９）

值为１．６０（９５％ＣＩ：１．１５—２．２２），显著性

广东ｔ４］

１０３

４０

７

１．４０

５６

１３

ｌ

０．０６

１．８３（０．９３～３．６０）

检验Ｚ＝２．８２，Ｐ＝０．００５，Ｑ统计量为

内蒙古“期

１３８

３２

４

１．６１

１０５

０

０．１２

３．９１（Ｉ．６８—９．１４）

８ｌ

４３

２

１．９６

７５

０

１．４５

１．９８（１．０８～３．６４）

因型频率合并ＯＲ值为１．６４（９５％Ｃ／：
１．１４～２．３６），显著性检验Ｚ＝２．６４，Ｐ＝

１５．６２（Ｐ＝０．０１６）。／２＝６１．６％。可见排除

内蒙古”１

广西”。

７
２１

注：知２、雉２分别为病例组、对照组基因型分布Ｈ－ｗ遗传平衡ｆ检验，Ｐ＞Ｏ．０５

这３篇文献后另７项研究间仍存在中度
表２中国原发性高血压患者Ｇ８９４Ｔ等位基因分布

异质性（表３、４）。
（２）１０篇文献中有２篇研究对象是
蒙古族人群，１篇研究对象是以壮族为
主的人群，排除这３篇文献，另７篇文献
［８—１４］经Ｑ检验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数据合并，包括１５００例高血压患者和
９５８例对照者，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ＧＴ＋

Ｔｒ）／ＧＧ基因型频率合并ＯＲ值为１．５６
（９５％Ｃ／：１．１２。２．１７），显著性检验ｚ＝
２．６６，Ｐ＝０．００８，Ｑ统计量为１３．９８（ｐ－－
０．０３０），／２＝５７．１％。Ｔ／Ｇ等位基因频率合
并ＯＲ值为１．５３（９５％Ｃ／：１．１３～２．０５），显
著性检验Ｚ＝２．７９，Ｐ＝０．００５，Ｑ统计量

表３

ｌＯ篇及排除不同特征文献的研究结果（ＧＴ＋ＴＴ）／ＧＧ

为１３．９２（Ｐ＝０．０３０），／：＝５６．９％。排除这
３篇文献仍存在中度异质性（表３、４）。
（３）文献［８］中（ＧＴ＋ＴＴ）／ＧＧ基因
型频率和Ｔ／Ｇ等位基因频率ＯＲ值所占
总研究的权重均为埘＝１４．００％。排除此
文献后，另９篇经Ｑ检验后使用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数据合并＂》１６Ｊ，包括１３５３例
高血压患者和９３９例对照者，高血压组
与对照组（ＧＴ＋ＴＴ）／ＧＧ基因型频率合
并ＯＲ值为２．００（９５％Ｃ／：１．６２—２．４７），显

表４

１０篇及排除不同特征文献的研究结果Ｔ／Ｇ

生堡煎堡疸堂鲞查兰塑堡！星箜！垒鲞箜！塑坠垫！墅ｉ塑型堂！叁！墨坚兰壁塑：迪！：！壁！坐：！

．８４８．

计学意义外（Ｐ＞０．０５），其他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高血压患者有无合并症的４个亚组间（ＧＴ＋

有研究显示ｍ１，带有８９４Ｔ（２９８Ａｓｐ）的ｅＮＯＳ基因转
染细胞后可分裂成１００ ｌ【Ｄａ和３５ ｋＤａ的两个片段，

ＴＴ）／ＧＧ基因型和Ｔ／Ｇ等位基因分布的差异有统计

生成结构不同的蛋白，影响ｅＮＯＳ的功能导致ｅＮＯＳ

学意义（Ｐ＜０．０１）；汉族和少数民族高血压患者

合成减少或下降，ＮＯ减少，冠状动脉紧张性升高诱

（ＧＴ＋ＴＴ）／ＧＧ基因型和Ｔ／Ｇ等位基因分布的差异

发冠状动脉痉挛。这些研究表明。ｅＮＯＳ的Ｇ８９４Ｔ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５）。

多态性可能影响血管内皮功能，使外周血管阻力增

６．偏倚评估：四组研究中，纳入研究的１０篇文

加，导致原发性高血压。本研究通过Ｍｅｔａ分析对中

献存在发表偏倚，漏斗图不对称，而高血压排除合并

国人群的１０个研究结果进行合并，发现８９４Ｇ．＞Ｔ

症影响的７篇文献研究，排除蒙古族和壮族人群的７

能显著增加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危险。

篇文献研究和排除最大权重文献的９篇文献研究均

该Ｍｅｔａ分析得出阳性的研究结果。被纳入的

未见显著偏倚，Ｅｇｇｅｒ线性回归结果见表６。用ｔｒｉｍ

１０项研究中高血压组（ＧＴ＋ＴＴ）／ＧＧ基因型频率和

ｆｉｌｌ方法调整后ｂ引，文献［７一１６］中，（ＧＴ＋ＴＴ）／

Ｔ／Ｇ等位基因频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合并ＯＲ值分

ＧＧ基因型频率研究和Ｔ／Ｇ等位基因频率研究中分

别为１．７９、１．７３，均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中

别只需要添加３篇和２篇文献研究就可以使漏斗图

国人（汉族为主）８９４Ｇ－－＊Ｔ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性

对称，调整后的合并ＯＲ值（９５％ｃ，）见表６。

增加有关，这与国内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由于本

ａｎｄ

讨

研究中纳入的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献较少，关于

论

ｅＮＯＳ

Ｇ８９４Ｔ多态性是否与一些少数民族高血压有

目前国内外开展了很多关于ｅＮＯＳ Ｇ８９４Ｔ基因

关联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我国高血压发病率呈逐

突变诱发原发性高血压机制的研究。在目前发现的

年上升趋势，由于纳入Ｍｅｔａ分析的文献质量标准要

多态性中，只有第７外显子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求和存在阴性结果未发表的文章，使得能使用的文

（Ｇ８９４Ｔ）引起氨基酸替换即氨基酸残基２９８位谷氨

献较少并且纳入的各研究的样本也较少，高血压是

酸被天冬氨酸取代（Ｇｌｕ２９８Ａｓｐ）。有研究表明
ｅＮＯＳ Ｇ９８４Ｔ基因突变与冠状动脉痉挛有关ｂ１。３３１；也

否与ｅＮＯＳ基因８９４Ｃｒ－＊Ｔ有关，尚需大样本的前瞻

表５

表６

性研究证实。

Ｇ８９４Ｔ基因多态性与高血压关系的亚组分析

Ｅｇｇｅｒ线性回归的偏倚评估和ｔｒｉｍ

ａｎｄ

ｇｅ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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