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９５５·

·Ｉ临床研究·
基于多因子降维法模型的醛固酮合成酶
基因多态性与饮酒指数对蒙古族人群
高血压的交互作用
潘兴强

刘永跃张显玉

【摘要】

张永红许群邱长春佟伟军

目的探讨醛同酮合成酶（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Ｔ（一３４４）Ｃ多态性与饮酒指数对蒙古族

人群高血压发生的交互作用。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选择蒙古族居民１５７５人作为研究对
象。应用多聚酶链式反应技术检测ＡＣＥ基因、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冈、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基因的多态
性。运用多冈子降维法（ＭＤＲ）分析基因一环境的交互作用，并根据最优ＭＤＲ模型建立基因一环境
交互作用及联合作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ＭＤＲ最佳模型为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囚与饮酒指数的
交互作用，该模型的检验样本平衡准确度为０．６０４，交叉一致性为１０／１０。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显示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饮酒指数主效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３），
其ＯＲ值及９５％ＣＩ为１０．２５（２．２３—４７．１８），联合作用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ｃＹＰｌｌＢ２
基因Ｔ（一３４４）Ｃ突变型与饮酒行为可能协同影响蒙古族人群高血压的发生。
【关键词】高血压；多因子降维法；醛固酮合成酶；饮酒指数；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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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多种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

（２）血压的测量：使用台式汞柱式血压计，采用

引起的复杂性状疾病。因此，探讨高血压的病因应

国际标准化方法进行血压测量。要求被测对象坐位

将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传

休息至少１０ｍｉｎ以上，ＳＢＰ以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ｌ音为准，

统的分析方法在分析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时

ＤＢＰ以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５音为准。对每名研究对象连续

受遗传模式、样本量、维度等因素的干扰…，不易发

测量血压３次，以３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被测对象的血

现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醛固酮合成酶

压值。高血压诊断标准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ｎ１，

（ＣＹＰｌｌＢ２）是醛固酮体内生物合成的关键酶，编码

即ＳＢＰ≥１４０

该酶的基因——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作为高血压的一个

ＤＢＰ≥９０ ｉｎｔｏ

ｍｍ

Ｈｇ（１

ｍｌｎ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和／或

重要候选基因，近年来备受关注。Ｓｏｏｋｏｉａｎ等瞻１在

Ｈｇ为高血压。
（３）实验方法：所有采血对象，晨起采空腹静脉

一项Ｍｅｔａ分析中报道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Ｔ（一３４４）ｃ与

血５ ｍｌ，现场分离血清。血块低温运输，一８０℃保存，

高血压有关联，但结论不一［３剖，基因多态性的分布

提取ＤＮＡ。基因的检测：（ＤＡＣＥ基因多态性检测：

在种族之间有着明显差异。而饮酒又作为高血压一

人基因组ＤＮＡ提取采用酚一氯仿法。根据参考文献

个确认了的重要危险因素ｎ．ｓ］。国内外有关

［１２］设计两对引物，正向：５ ７．ＣＴＧ

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Ｔ（一３４４）Ｃ多态性与饮酒指数对原发

ＣＣＣ ＡＴＣ ＣＴＴ ＴＣＴ．３’；反向：５’一ＧＡＴ ＧＴＧ ＧＣＣ

性高血压的交互作用鲜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选择高

ＡＴＣ ＡＣＡｌ］ｒＣ ＧＴＣＡＧＡＴ．３

血压患病率较高的蒙古族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阳１，用

预变性１８０ ｓ；然后９４ｃＣ变性６０ Ｓ，５８０Ｃ退火６０

多因子降维法ｎ ０’１¨（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７２℃延伸６０ ｓ，共循环３０次；最后７２％终末延伸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ＤＲ）对ＡＣＥ、ＣＹＰｌｌＢ２及内皮型一氧化

３００

氮合酶（ｅＮＯＳ）基因与饮酒等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物经２％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用溴化乙锭染色，在紫外

进行研究。

灯下观察结果。ＩＩ纯合子电泳带为４９０ ｂｐ，ＤＤ纯合
对象与方法

ＧＡＧＡＣＣＡＣＴ

７。ＰＣＲ反应程序：９４℃
ｓ，

ｓ。用ＰＴＣ．１００ＴＭＰｃＲ仪扩增ＤＮＡ片段，ＰＣＲ产

子为１９０ ｂｐ，ＩＤ杂合子电泳带为４９０ ｂｐ和１９０ ｂｐ。
（霪）ＣＹＰｌ １８２—３４４Ｃ／Ｔ多态性检测：ＰＣＲ扩增¨引：引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３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８月，采用整

物ｌ：５’．ＣＡＧ ＧＡＧ

群抽样的方法，以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花苏

３’，引物２：５ ７．ＣＣＴ

木（乡）共１４个嘎查（村）牧民为研究现场，收集年龄

反应体系２０“ｌ，其中模板ＤＮＡ

ＧＡＧＡＧＡＣＣＣ ＣＡＴ ＧＴＧＡＣ一
ＣＣＡ ＣＣＣ ＴＧＴ ＴＣＡ ＧＣＣ Ｃ一３’。

在２０岁及以上、至少三代在本地居住的１５７５名蒙古

ｐｍｏｌ／Ｌ脱氧
核苷三磷酸０．５¨ｌ，１０×缓冲液２．５肛ｌ，Ｔａｑ酶１ Ｕ，引

族居民的资料。调查前，所有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

物各０．２５ Ｉｘｌ。反应条件设置：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后

书，并自愿接受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查。

进入循环：９３℃变性４０ Ｓ，６２。Ｃ退火３０ Ｓ，７２。Ｃ延伸

４ ｐｌ，１０

Ｓ，共３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４℃保存。

２．研究方法：

４５

（１）调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由经过培训的调查

ＰＣＲ扩增产物为５３７ｂｐ。酶切：取５ ｌｘｌＰＣＲ产物，限

员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制性内切酶Ｈａｅ９Ｉ

Ｕ，１０×缓冲液ｌ“ｌ，双蒸馏水

括：①一般人口学资料。②吸烟、饮酒状况。吸烟

３ ｌａｌ

定义：平均每日吸烟１支或１支以上，并连续吸１年

泳。紫外灯下观察基因型。ＴＴ纯合子电泳带为

及以上者为吸烟；吸烟指数（包年）：吸烟年限（年）×

２７３

５

３７。Ｃ酶切２ ｈ。酶切产物２．５％琼脂糖凝胶电

日吸烟量（支／天）／２０。饮酒定义：平均每日饮白酒１

ｂｐ，ＣＣ纯合子为２０２ ｂｐ。③ｅＮＯＳ基因多态性
检测：ＰＣＲ扩增：上游引物：５’．ＡＧＧ ＣＣＣ ＴＡＴ ＧＧＴ

两（５０ ｇ）或以上，并连续饮１年及以上者为饮酒；饮

ＡＧＴ ＧＣＣ ＴＴＴ－３ ７；下游引物：５ ７一ＴＣＴ ＣＴＴ ＡＧＴ

酒指数（５０ ｇ·年）：饮酒年限（年）×日饮酒量（ｇ／ｄ）。

ＧＣＴ ＧＴＧ ＧＴＣ

③ＢＭＩ＝体重／身高２（ｋｇ／ｍ２）。肥胖的定义ｎ１：２４≤

件：预变性９４℃５

ＢＭＩ＜２８为超重，ＢＭＩ≥２８为肥胖。④测量并记录

４５

血压。

经１０％聚丙烯酰胺凝胶分离，银染色确定基因型。

ＡＣ一３’。反应总体积２５“ｌ，扩增条
ｍｉｎ，９４０Ｃ ３０ ｓ，５９℃４０ ｓ，７２０Ｃ

Ｓ，共３５个循环；最后７２ｃＣ延伸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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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Ｄ纯合基因型电泳条带为４９３ ｂｐ，ＩＩ纯合子基因型

压粗患病率为３５．６８％，其中男性为４４．６２％，女性为

电泳条带为５２０ｂｐ，ＩＤ杂合子为４９３ ｂｐ和５２０ｂｐ。
３．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２软件建立数据

２８．７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高血压年龄

库，双人两次录入，逻辑核查无差错为止，用ＳＡＳ

２５．３％。高血压组和血压正常组年龄均值分别为

标化患病率为３１．５３％，其中男性３９．９％，女性

９．２软件分析数据。根据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５１．７９岁和４３．９１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２．５３，

查资料Ｄ４］按直接法标化高血压年龄标化患病率，基

Ｐ＜０．０１）。经Ｈ—Ｗ平衡检验，非高血压组ＣＹＰｌｌＢ２

因型分布的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Ｗ）平衡检验用

和ＡＣＥ基因型的分布不符合Ｈ—ｗ平衡（Ｐ＜０．０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妒检验。用ｔ检验比较两均数的差异，用单

ｅＮＯＳ基因型的分布符合Ｈ．ｗ平衡（）Ｃ２＝１．５８，Ｐ＝

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估计高血压相关
危险因素的危险度，初步筛选变量；用最新版的

０．２０９）。经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年龄、性
别、ＢＭＩ、≥４０饮酒指数和≥２５吸烟指数在高血压

ＭＤＲ２．０软件ｎ副分析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的交

组和正常血压组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互作用。用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估计ＭＤＲ模

ＣＹＰｌｌＢ２、ＡＣＥ和ｅＮＯＳ基因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

型中危险因素的危险度。

意义。调整年龄、性别后，ＢＭＩ和≥４０饮酒指数与

结

高血压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ＣＹＰｌｌＢ２、ＡＣＥ和

果

ｅＮＯＳ基因无统计学意义，其ＯＲ值见表ｌ。

１．高血压与正常血压者基本特征及相关危险度

２．高血压危险因素的综合ＭＤＲ模型：最优的

估计：共调查１５７５人，其中男性６８８人，女性８８７

ＭＤＲ模型是ＣＹＰｌｌＢ２和饮酒指数的交互作用模

人。高血压患者５６２人，正常血压者１０１３人。高血

型，该模型的检验样本的误差较小（１—０．６０４＝

危险因素

高血压‘（ｎ＝５６２）

非高血压４（ｎ＝１０１３）

ＯＲ值（９５％ａ）

调整ＯＲ值（９５％ＣＩ）

注：对＞０的饮酒指数和吸烟指数按白．分位数法四等分；ＣＹＰｌＩＢ２、ＡＣＥ、ｅＮＯＳ基因的样本量分别为１３８４、１３３６、１４４０例；４括号外数据为
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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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０．３９６），交叉一致性为１０／１０。经检验样本置换检验

酒指数（≥１、≥４０、≥１６８），ＣＹＰｌｌＢ２（ＴＣ）与饮酒

有统计学意义（ｆ＝５．３８，Ｐ＝０．０２０），见表２。

指数（≥９０）的联合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表４）。

表２高血压易感基因与环境因素的ＭＤＲ模型

讨

论

高血压病是多基因病，并不遵循普通的孟德尔
遗传模式，很可能受到多个基因位点及环境危险因
素的影响，而产生复杂的高阶交互作用…。２００１年
注：饮酒指数＞Ｏ按百分位数法四等分；训练样本检验：）ｃ２＝
６１．７９，Ｐ＜０．０１；检验样本检验：ｆ＝５．３８，Ｐ＝０．０２０；总样本检验：ｚ２＝
６６．３５．Ｐ＜０．Ｏｌ

Ｒｉｔｃｈｉｅ等¨叫首次提出ＭＤＲ，是一种非参数、无遗传
模式的分析基因一基因、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新方
法。该方法在分析各因素、各水平间交互作用时并

１８２与饮酒指数交互作用的危险度估

不考虑主效应，当潜在的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时，仍

计：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表３），调整

然可以发现高阶交互作用，但是当主效应有意义时，

年龄、性别后，ＢＭＩ与高血压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

它却不能发现主效应，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更能发现主效
应ｎ引。因此，本研究先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非条件

３．ＣＹＰｌ

（Ｐ＜０．０１）；饮酒指数和ＣＹＰｌＩＢ２基因的主效应与
高血压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而ＣＹＰｌｌＢ２（ＴＣ）基因
和饮酒指数（９０～）的交互与高血压有统计学意义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初步筛选危险因素，再用ＭＤＲ的方法
建立模型，最后根据最优ＭＤＲ模型建立多因素非条

（Ｐ＝０．００３），偏回归系数为２．３３，ＯＲ值及９５％ＣＩ为

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计危险度。这是用ＭＤＲ与

１０．２５（２．２３～４７．１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相结合来分析高血压易感基因与环境危

表３

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与高危因素的危险度

险因素交互作用的一次尝试。
本研究所选择的对象均为长期居住于当地的蒙
古族农牧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蒙古族生活习惯，该
研究人群在遗传学和环境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同质
性，且该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较高一３，均有助于阐明
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本研究结果表
明，蒙古族农牧民的高血压年龄标化患病率为
３１．５３％，其中男性３９．９％，女性２５．３％，均高于全国的
平均水平ｎ７１（患病率为１８．８％，其中男性２０．２％，女
性１８．０％）。本研究选择吸烟、饮酒、ＢＭＩ作为环境
因素。吸烟与高血压的关系国内外报道不一［７·８’１８】，

注：饮酒指数＞０的按百分位数法四等分；饮酒指数ＣＹＰｌｌＢ２为
饮洒指数与ＣＹＰｌ １８２的交互项；（９０一）（ＴＣ）为饮酒指数在９０—１６８
（５０ ｇ·年）与ＣＹＰｌＩＢ２（ＴＣ）的交互；调整年龄、性别；模型拟合度：

ｆ＝２．８６，Ｐ＝０．９０３
４．ＣＹＰｌ

本文利用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大剂
量的吸烟与蒙古族高血压的发生有关联，但是在调
整性别、年龄、ＢＭＩ、饮酒指数后无关联。中度以上
饮酒和肥胖都是被确认了的独立危险因素ｎｔ引，本研
究分析结果显示，饮酒指数≥４０和ＢＭＩ均与蒙古族

１８２与饮酒指数联合作用的危险度估

人群高血压的发生有关联。

计：以不饮酒且含ＣＹＰｌｌＢ２（ＣＣ）基因者为对照，用

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ＲＡＡＳ）及

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与饮
酒指数的联合作用。结果显示，ＣＹＰｌｌＢ２（ＴＴ）与饮

ｅＮＯＳ在高血压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

表４

研究选择ＡＣＥ、ｅＮＯＳ和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作为遗传因

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与饮酒指数联合作用的危险度

注：对照为不饮酒且含ｃＹＰｌｌＢ２（ｃｃ）基因者；调整年龄、性别、ＢＭｌ；模型拟合度：ｆ＝５．６９，Ｐ＝Ｏ．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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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研究中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未发现ＡＣＥ基
因多态性和与蒙古族高血压发生有关联，与刘丽娟
等ｎ ９１报道的结果一致。国内小样本（ｎ＝１００）分析的
报道提示Ⅲ１，ｅＮＯＳ基因多态性与蒙古族高血压发生
有关联，但是本研究分析未发现ｅＮＯＳ基因多态性
与蒙古族高血压有关联。Ｔｓｕｊｉｔａ等Ｄ１报道ＣＹＰｌ

１８２

基因Ｔ（一３４４）Ｃ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无关联，但是
许多报道表明ＣＹＰｌ １８２基因与原发性高血压有关

联陋·２Ｍ引。本研究未发现蒙古族人群ＣＹＰｌＩＢ２基因
多态性与高血压有关联。
本研究利用ＭＤＲ分析，提示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多
态性和饮酒指数的交互对蒙古族人群高血压的发生
有影响。相乘模型结果提示，在调整年龄、性别、
ＢＭＩ后，ＣＹＰｌ １８２基因多态性与饮酒指数对高血压

的发生仍有交互作用（Ｐ＜０．０１）。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ｉｔｃ回归分析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多态性与饮酒指数
的联合作用提示，含ＣＹＰｌｌＢ２（ＴＴ）基因且饮酒者发
生高血压的危险性是含ＣＹＰｌ １８２（ＣＣ）且不饮酒者
的２．０５～２．３７（９５％Ｃ／：１．０７～４．５６）倍；含ＣＹＰｌｌＢ２
（ＴＣ）基因且大剂量饮酒者（饮酒指数＞／９０）发生高
血压的危险性是含ＣＹＰｌｌＢ２（Ｃｃ）且不饮酒者的
５．５６（９５％ｃ，：２．５４。１２．１８）倍。有报道认为饮酒可
通过乙醇抑制１１Ｂ羟化固醇脱氢酶２型催化活性，引
起１ ｌ Ｂ羟化固醇脱氢酶缺陷，这将致使皮质醇取代醛

固酮占据盐皮质激素受体，导致“假性醛固酮增多
效应”，产生容量扩张性高血压，这也提示饮酒与醛
本研究采用ＭＤＲ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都
提示ＣＹＰｌｌＢ２基因多态性与饮酒指数协同影响蒙
古族高血压的发生。但是高血压是多基因遗传病，
受多个基因和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建议今后
的研究继续扩大样本量，并选取多个候选基因和多
种环境因素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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