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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肥胖儿童的脂代谢异常与ＩＮＳＩＧ２
基因的关联研究
王海俊张衡张饭王燕马军

目的研究儿童超重肥胖和脂代谢与胰岛素诱导基因２（朋，Ｇ２）变异的相关性。

【摘要】

方法选择北京市２０３０名７～１８岁的儿童进行身体测量及血脂、ＩＮＳＩ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检
测。结果研究对象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的等位基因突变率（ｒ＞ｃ）为４９．３％。比较体重正常、超重

和肥胖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发现三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超重组中ＣＣ基冈型
携带者的体重指数、腰臀比、肱三头肌和髂前上棘皮褶厚度高于ＴＴ／ＴＣ基因型携带者；在肥胖组中

ＣＣ携带者总胆固醇水平高于删粥携带者（Ｐ＜０．０５）。结论删＿ｓ，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与超
重肥胖儿童的脂代谢异常有关，可能加重肥胖、血脂异常程度。

【关键词】肥胖；儿童；ＩＮＳＩＧ２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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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肥胖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亟待

醇合成，提示ＩＮＳＩＧ２基因可能与肥胖和脂代谢异常

解决的问题之一。哺乳动物的胰岛素诱导基因包

有关ｎｔ ２｜。继而，人类和小鼠全基因组扫描发现

括ＩＮＳＩＧｌ和ＩＮＳＩＧ２。分别编码２个异构体蛋白。其

ＩＮＳＩＧ２基因区域与肥胖表型密切相关。ＩＮＳＩＧ２基

中，ＩＮＳＩＧ２蛋白是胆固醇反馈机制的主要成分，体

因位于人类染色体２ｑ１４．１区域，已有两项人类全基

外研究和动物研究发现它可以抑制脂肪酸和胆固

因组扫描发现，该基因区域与腰围、ＢＭＩ、体脂含量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２

等有关，其中该基因区域与ＢＭＩ显著相关，ＬＯ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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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０４［３．４３；最近小鼠基因组扫描也发现ＩＮＳｌＧ２基因

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７００６６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

区域与血浆胆固醇水平有关ｂ】。本课题组前期对

（２００６ＣＢ５０３９００）

ＩＮＳＩＧ２基因上游１０ ｋｂ的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女与儿童青少年卫生学
系（王海俊、王燕），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张衡、张仅、马军），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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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ｓ７５６６６０５进行研究，先发现该多态性与我国青少年
重度肥胖发生有关舾１，扩大样本研究结果提示它对
超重和肥胖儿童青少年的体脂含量及甘油三酯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６月第３１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６５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ＴＧ）蓄积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为进一步了解儿童

常规酚氯仿法从血凝块中提取ＤＮＡ。用聚合酶链

青少年超重肥胖和脂代谢与ＩＮＳＩＧ２基因变异的相

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ＰＣＲ．ＲＦＬＰ）方

关性，本研究选择该基因的一个标签ＳＮＰ

法，根据基因组序列，自行设计ＰＣＲ引物并选择适

（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对北京地区２０３０名儿童青少年进行

合的限制性内切酶，对ＩＮＳＩ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

研究，为阐明儿童青少年肥胖和脂代谢异常的遗传

性进行检测。ＰＣＲ引物由北京奥科生物技术公司合

机制以及预防控制提供依据。

成。正向引物序列为：５’一ＣＣＡ
ＧＧＡＡＡＡＡＧＴ

对象与方法

ＧＴＴ ＡＡＣ ＧＴＴ

ＴＧ一３’；反向引物序列为：５ ７一ＡＧｃ

ＴＣＣ ＡＣＣ ＧＣＡ ＡＴＡ ＣＴＧ ＡＩＴ＿３ ７。ＰＣＲ反应体系为

１．对象：从北京市东城区９所中学选择９３７名

２５“ｌ，其中ＤＮＡ模板５０ ｎｇ，正反向引物（２５ ｌａｍｏｌ／Ｌ）

１４。１７岁初中生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研究１），其中

各０．２５ １．ｔｌ，ｄＮＴ’Ｐｓ（１０ ｒｅｔｏｏｌ／Ｌ）０．５ ｒｔｌ，Ｔａｑ聚合酶

肥胖组３８６名，超重组４００名，体重正常组１５１名；男

１

生６０７名，女生３３０名哺１；从北京市海淀区３所中学和

行９４ ｃＣ变陛３０

２所小学选择１０９３名７～１８岁中小学生为第二批研

３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１７５ ｂｐ）

究对象（研究２），其中肥胖组３１９名，超重组３１８名，

用１ Ｕ限制性内切酶ＮＩａⅢ于３７℃酶切２．５ ｈ。酶

体重正常组４５６名；男生６１１名，女生４８２名。７］。体重

切产物用ＥＢ染色的２．５％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基

正常和超重儿童是从入选学校中选择自愿参加的学

因型鉴定，３种基因型酶切产物分别为：野生纯合

生，肥胖组则是纳入这些学校所有肥胖学生。

型（ＴＴ）（１１１

Ｕ。ＰＣＲ扩增条件为：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接着进
ｓ，５９．８

ｂｐ，６４

ｏＣ退火３０

Ｓ，７２

ｏＣ延伸３０ ｓ，共

ｂｐ）、突变杂合型（彤）（１７５

ｂｐ，

２．方法：

１１ｌ ｂｐ，６４

（１）身体测量及超重、肥胖的判定：对所有研究

３．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采
用双录入方法进行数据输入和检错。用ＳＰＳＳ软件

对象进行身高、体重、腰围、臀同的测量，身高、体重
测量按照（２０００年中国学生健康与体质调研检测细
则》，腰同、臀围的测量依据ＷＨＯ推荐的人体标准

ｂｐ）及突变纯合型（ｃｃ）（１７５ ｂｐ）。

进行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ｆ检验、ｔ检验、方差
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

测量法。根据测量结果，计算ＢＭＩ、腰臀比（ＷＨＲ）、

结

腰围身高比（ｗｔＨＲ）。根据《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

果

超重、肥胖ＢＭＩ筛查分类标准》判定超重和肥胖旧］。

１．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如表ｌ所示，体

根据既往体检资料和询问病史，排除心、肺、肝、肾等

重正常、超重和肥胖组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有统计学

重要脏器疾病和身体发育异常、残疾、畸形以及内分

意义（Ｐ＜０．０５），而三组民族分布无差异，均以汉族

泌疾病、药物副作用等引起的肥胖。

为主（Ｐ＞０．０５））。ＢＭＩ表现为肥胖组＞超重组＞体

（２）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由专职人员采清晨空

重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

腹（禁食１２ ｈ）静脉血３ ｍｌ，于室温下凝固离心后，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４项血脂指标。总胆同醇
（ＴＣ）、ＴＧ采用酶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同醇
（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采用过氧

化物清除法。
（３）皮褶厚度和体脂百分比测定：除以上指标的
测定外，对第二批研究对象还测定皮褶厚度和体脂

表１研究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
特征

（ｎ兰募７） （。兰罢８） （。竺凳５）

汉族（％）

９４．０５

９４．５３

９３．５９

女性（％）

５３．２１

３７．３３

３

年龄（岁）

１２．５５＋３．０４

１３．２６＿＋２．３６

１．３５

１２．８５±２．５９

ｆ值
０．５６０

Ｐ值
０．７５６

６８．２８３＜０．００１
１４．６５７４

０．００１

呈兰！ｌ！型翌！！！：：！主！：！！翌：！！圭！：！！！！：！！圭！：竺！！！！：！！！：三！：竺！
注：４因方差不齐，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

百分比。依据（２００５年中国学生健康与体质调研检

２．，Ⅳ跗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发生情况：在

测细则》，使用皮褶卡钳测量皮褶厚度（肱三头肌、肩

２０３０名研究对象中，ＴＴ、ＴＣ、ＣＣ三种基因型频率分

胛下角、腹部和髂前上棘四部位），各处连续测量３

别为２６．６％、４８．１％、２５．３％；等位基因突变率（Ｔ＞Ｃ）

次取平均值。体脂百分比测量采用韩国产的

为４９．３％。分别在两批样本中，对不同营养状况组的

Ｇｅｎｕｉｓ～２２０身体成分分析仪，采用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９１提

ＩＮＳＩＧ２基因ｒｓ ｌ ３４２８ １ １ ３多态性进行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出的标准，将男生体脂百分比＞／２５％、女生体脂百分

平衡检验，Ｐ值均＞０．０５，表明各组研究对象

比≥３０％判定为肥胖者。

ｒｓｌ３４２８１

（４）删鲫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检测：采用

１３多态性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

３．ＩＮＳＩ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与肥胖的相关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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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别用加性（ＴＴ绑．ＴＣ傩．ＣＣ）、显性（ＴＴ弧ＴＣ／

ｒｓ３４２８ｌｌｌ３多态性相关（Ｐ值分别为０．０３９、０．０３３），

ｃｃ）和隐性（ＴＴ／ＴＣ １３５．ＣＣ）模型进行检验，发现隐性

ＣＣ基因型携带者ＢＭＩ、ＷＨＲ水平高于聊粥基因

模型比较适合检验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与肥胖的关

型携带者；超重组的肱三头肌皮褶厚度、髂前上棘皮

系。在隐性模型下，研究ｌ中体重正常、超重、肥胖

褶厚度与ｒｓｌ３４２８１ １３均相关，ＣＣ基因型携带者的肱

组的ＣＣ基因型频率分别为２４．５％、２６．３％、２４．４％，差

三头肌皮褶厚度、髂前上棘皮褶厚度水平高于硎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２中体重正常、超

ＴＣ基因型携带者（Ｐ＜０．０５）；而肩胛下角皮褶厚度、

重、肥胖组的ＣＣ基冈型频率分别为２５．７％、２４．２％、

腹部皮褶厚度、体脂百分比指标的组间差异无统计

２６．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将两研究数

学意义（尸＞０．０５）。肥胖组的ＴＣ指标与Ｉ＇Ｓ１３４２８１１３

据合并后，体重正常、超重、肥胖组的ＣＣ基因型频率

多态性相关（Ｐ＝０．０１９），ＣＣ基因型携带者ＴＣ水平

分别为２５．４％、２５．３％、２５．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比删彤基因型携带者高０．１５ ｍｍｏｌ／Ｌ：肥胖组中ＣＣ

（Ｐ＞Ｏ．０５）；三组等位基冈频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基冈型携带者与ＴＴ／ＴＣ基因型携带者的肱三头肌皮

（Ｐ＞Ｏ．０５），见表２。以性别分层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褶厚度、肩胛下角皮褶厚度、髂前上棘皮褶厚度、体

根据体脂百分比，将研究对象分为肥胖组和正

脂百分比指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常组。在隐性模型下比较肥胖组（即高体脂百分比

讨

组）和正常组的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位点基因型构成和等位

论

基冈频率，发现肥胖组和正常组中ＣＣ基冈型的比例

本研究对ＩＮＳＩ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 １３多态性进行

分别为２８．２％和２４．３％，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了基因型鉴定，其ＴＴ、ＴＣ、ＣＣ三种基因型频率分别

（Ｐ＞Ｏ．０５）；分性别分析，未发现性别间差异（表３）。

为２６．６％、４８．１％、２５．３％，ｃ等位基冈频率为４９．３％。

４．比较ｒｓｌ０４７２１４多态性不同基因型之间肥胖

这与Ｈａｐｍａｐ报道的基本一致，我国汉族人（９０人）

指标和代谢指标水平：在隐性模型下用多元线性回

的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ＴＴ、ＴＣ、ＣＣ基因频率分别为

归分析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与ＢＭＩ、其他肥胖指标（腰

３７．８０％、３７．８０％、２４．４０％，Ｃ等位基因频率为

围、ＷＨＲ、ＷＨｔＲ）、血脂（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

４３．３０％。但是，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的突变频率可能

皮褶厚度、体脂百分比，未发现任何指标与

存在着种族差异，ＨａｐＭａｐ中日本人群为５８．００％；

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之间存在相关性（Ｐ＞Ｏ．０５）（结果

Ｆｏｍａｇｅ等ｎ叫报道黑人为４１％，白人为５８％。

未列表）。

以ＢＭｌ分组，发现正常、超重、肥胖组

将研究对象分成体重正常、超重、肥胖三组后分
别分析。如表４所示，超重组的ＢＭＩ、ＷＨＲ指标与

ｒｓｌ３４２８１

１３多态性的ＣＣ基因型频率比较接近；根据

体脂百分比分组，发现肥胖组和正常组中ＣＣ基因型

表２不同营养状况组的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基冈型构成和等位基冈频率比较

注：６用调整年龄、性别、研究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叫归分析，将超重组、肥胖组分别与体重正常组比较

表３不同体脂百分比组的ｒｓｌ３４２８１ １３基阗型构成和等位基冈频率比较

注：男性正常和肥胖组体脂百分比分别为＜２５％和≥２５％，女性正常和肥胖组体脂百分比分别为＜３０％和＞／３０％；４调整年龄、性别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６月第３１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表４超重、肥胖组中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基因型
与肥胖和代澍指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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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动物实验结果一致。
选择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进行研究，是因为本研
究前期发现ＩＮＳＩＧ２基因上游ｌｏ ｋｂ的ｒｓ７５６６６０５多
态性对超重和肥胖儿童青少年的体脂含量及ＴＧ蓄
积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引，所以在Ｈａｐｍａｐ中选择该基
因的一个标签ＳＮＰ（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以进一步探讨
ＩＮＳＩＧ２基因在肥胖和脂代谢异常发生中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人群中还未见ＩＮＳＩＧ２基因
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的研究报道，国外仅有Ｆｏｒｎａｇｅ

等７１０‘研究ＩＮＳＩＧ２基因的多个ＳＮＰ时包括该多态性，
结果发现另外２个ＳＮＰ（ｒｓｌ３５２０８３和ｒｓｌ０１８５３１６）与
白种人ＨＤＬ—Ｃ降低有关，未发现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与肥胖
和血脂异常相关。但是，由于该基因多态性的突变

频率可能有种族差异，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在中围人群中的
作用可能与白种人不同。
笔者还联合分析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与ｒｓ７５６６６０５的作
用，未发现两者有协同作用。２个多态性不存在显
著的连锁不平衡（ｄ＝０．４５），但是对超重、肥胖儿童
的脂代谢有相似作用。根据Ｋｒａｐｉｖｎｅｒ等Ｈ ３。研究结

果，ＩＮＳＩＧ２基因的一个变异一１０２Ｇ／Ａ与ＢＭＩ有关，位
于预测的启动子区，可能具有生理功能，所以推测
注：考虑年龄、性别及研究的影响，在隐性模型下对指标与
ｒｓｌ３４２８１

１３多态性进行多元线性Ｉ旦】归；４Ｐ＜０．０５

删研Ｇ２基冈可能另有功能性的变异（如一１０２Ｇ／Ａ），
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ｒｓ７５６６６０５多态性与之存在连锁，还有待

的比例分别为２８．２％和２４．３％，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

今后的功能研究验证。

义，但是提示ＩＮＳＩＧ２基因多态性可能与体脂百分比

不同人群研究已证实超重、肥胖儿童的脂代谢

的关系比ＢＭＩ更为密切。另外，对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

异常率明显高于体重正常者。１４］，可能是由于肥胖者

性不同基因犁的各项肥胖指标和脂代谢指标水平进

体内过多的血脂沉积于胰岛Ｂ细胞，抑制胰岛素的分

行比较，发现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与超重组的ＢＭＩ、

泌，使血糖升高，机体代偿性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降

ＷＨＲ相关，ＣＣ基因型携带者ＢＭＩ、ＷＨＲ高于删他

低过高的血糖，出现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与靶细胞

基因型携带者。在肥胖组中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ＣＣ

上胰岛素受体结合后有抗脂解作用，使脂肪酸进入

基因型携带者ＴＣ水平高于硎亿基因型携带者。

肝脏增多，肝脏合成ＴＧ增加，而在高ＴＧ的情况下，

提示ＩＮＳＩ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可能在我国超

脂蛋白颗粒内积聚的ＴＧ取代了ＴＣ，造成ＨＤＬ—Ｃ降

重、肥胖儿童中对肥胖程度（ＢＭＩ、ＷＨＲ水平）、血脂

低，发生脂代谢异常，加重肥胖的程度。１“。在超重、

异常有一定影响。

肥胖儿童发生脂代谢异常的过程中，可能有一定的

ＩＮＳＩＧ２是内质网上的膜蛋白，通过结合胆同醇

遗传基础，即携带易感基因的肥胖者与非携带者相

调节元件结合蛋白（ＳＲＥＢＰ）的分解活性蛋白

比，即使暴露于相同的环境因素中，也容易发生脂

（ＳＣＡｒ＇）和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Ａ（ＨＭＧＣｏＡ），阻

代谢异常。本研究结果提示ＩＮＳＩＧ２基因变异携带

止ＳＲＥＢＰｓ进入高尔基氏体的蛋白酶解过程，从而

者更易发生超重、肥胖，将对肥胖的预防和控制有重

影响脂质合成’１’２３；在肝脏过度表达ＩＮＳＩＧ２基因的

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即可能用在肥胖儿童中筛查脂

例ｆａ大鼠中血浆ＴＧ水平明显下降‘１¨；肝细胞缺少

代谢异常的易感人群，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ＩＮＳＩＧｌ和ＩＮＳＩＧ２的小鼠，在普通食物饲养时就出

由于肥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儿童青少年健康

现ＴＣ过度蓄积和肝脂肪变，明显比对照组小鼠肥

问题，与肥胖关系密切的脂代谢异常也日益增多，肥

胖¨引。本研究发现ＩＮＳＩＧ２基因变异可能与儿童肥

胖和脂代谢异常的遗传机制方面研究意义重大。本

胖和脂代谢异常的发生有关，与关于ＩＮＳＩＧ２的功能

研究发现ＩＮＳＩＧ２基因ｒｓｌ３４２８１１３多态性可能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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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肥胖儿童的脂代谢异常有关，加重肥胖、血脂异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

常程度，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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