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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的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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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全基冈组关联研究（ＧｗＡｓ）已成为寻找疾病致病基冈的重要手段，但是研究费用昂
贵，大部分研究者选择了资源利用率更高的二阶段设计。为系统阐述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的研究
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论文作者结合实例分析介绍了其设计的基本原理，在ＧＷＡＳ中的实施步
骤、统计分析策略以及应Ｊ｝｝Ｉ特点和现状。
【关键词】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二阶段设计；病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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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很差…，造成一定的浪费。

基因芯片和质谱技术）的快速发展，全基因组关联研

Ｓｏｂｅｌｌ等１９９３年首次提出在寻找致病基因的关

ｓｔｕｄｙ，ＧＷＡＳ）的应用领

联研究中使用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陋１。２００２年，

域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复杂性疾病如
肿瘤、糖尿病等研究。ＧＷＡＳ中关心的三个主要问

Ｓａｔａｇｏｐａｎ等…首次系统阐述了二阶段病例一对照设
计的使用。随后，该设计方法不断得到完善，使其

题分别是检验效能、假阳性和经费。要控制假阳性，

更适用于候选基因研究，甚至扩展应用到ＧＷＡＳ

究（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用最少的经费达到预定的检验效能，需要良好的研

中乜。８】。２００６年，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联合哈佛大学等

究设计。ＧｗＡＳ的研究设计目前主要分为单阶段设

报道的关于肥胖的研究中，首次将二阶段设计应用

计和二阶段设计。单阶段病例对照设计是选择了足

于ＧＷＡＳ［９１。为了节约研究经费，提高资源利用率，

够的病例和对照样本后，对所有研究对象全基因组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复杂性疾病致病基因的关联研

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进行基因分型。该设计

究中采用了二阶段设计。

需要较大的样本含量。一般ＧＷＡＳ所研究的ＳＮＰ
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因此这种研究耗资巨大，
且由于许多本来在实验早期就可以确定的与疾病无
关的ＤＮＡ片段也被包括进来，从而使得该设计资源

本研究主要介绍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在ＧＷＡＳ
中的应用。

基本原理
１．实施步骤：第一阶段选择ｎ。个病例对照样本，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５

在该样本中对全基因组范围内选择的所有ｍ。个ＳＮ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０７２３８９）；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

进行基因分型。然后分析每个ＳＮＰ与疾病的关联，

重大项目（１０ＫＪＡ３３０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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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陈峰．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ｅｈｅｎ＠ｎｊｍｕ．ｅｄｕ．ｃＩｌ

分别计算ＯＲ值及其检验统计量。按照检验统计量
的绝对值从大到小排列全部ＳＮＰ，选择其中位于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月第３ｌ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１１８５·

‰蛔％的ＳＮＰ，也就是说，选择前面的ｍ：－－－－－ｍ，兀砌。％

结果表明，在ＧＷＡＳ中应用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

个ＳＮＰ。第二阶段选择另一部分独立的病例对照样

在大量减少研究经费的同时，可以保证研究的检验

本ｎ：个，在该样本中只对第一阶段所选出的ｍ：个

效能。

ＳＮＰ进行基冈分型。然后对第二阶段的结果进行统

第一、二阶段每个ＳＮＰ基因分型的费用分别记

计分析或者结合两个阶段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寻

为ｔｔ，ｔ２，ｒ＝ｔＪｔｌ。在不同的等位基因频率ＡＦ（ａｌｌｅｌｅ

找与疾病相关联的阳性ＳＮＰ位点。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基冈型相对风险ＧＲＲ（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２．统计学分析：在二阶段设计提出的初期，第二

ｒｉｓｋ）、ｒ的情况下，将最佳的二阶段设计与单阶段设

阶段的数据被看作是第一阶段的重复，故第二阶段

计进行比较（表１）。本研究中最佳的二阶段设计指

的数据被单独进行统计分析（）Ｃ２检验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的是在控制ｌ类错误、检验效能不变的前提下，使研

归），将有统计学意义的位点作为与疾病相关的位

究的经费达到最低的设计。

点。２００６年Ｓｋｏｌ等‘１们发现，将二个阶段的数据联合

表１单阶段设计与二阶段设计比较

后进行统计分析的检验效能比单独将第二阶段作为
重复阶段分析的检验效能更高，此后更多的研究者
选择对二阶段设计的ＧＷＡＳ资料进行联合分析。
二阶段设计的联合分析方法：假设ＧＷＡＳ全
部研究样本含量为ｎ，病例与对照样本含量相等，
所要研究的全部ＳＮＰ为ｍ，ｓａｍｐｌ。为第一阶段所用
样本含量占全部样本含量的比例，则第一阶段样
本含量ｎ。＝ｎ×７ｃｔａｍｐｍ，第二阶段样本含量ｎ２

ｎ×

（１—７【唧。。）。多。７和多。分别表示病例和对照中的致
病等位基因频率。则检验统计量可记作

１卅五币＝百丁了币丁ｊ万可百再习

：．一

垒二妻！

ｒ１、

”７

在无关联的零假设下，第一阶段样本含量较大时，ｚ。
服从均数为０，方差为ｌ的标准正态分布。可以用
标准正态分布的性质来确定一个界值ｃ，，作为筛选

进入第二阶段ＳＮＰ的标准，这样，Ｐ（ｈ

注：４＿二阶段没计与单阶段设计的研究经费相比的百分比；表中

ｌ＞Ｃ。）＝

兀础。，７ｃ㈣。表示全部ｍ个ＳＮＰ中进入第二阶段的比
例。如果将第二阶段作为重复阶段分析，检验统计

结果的前提条件包括，ｎ一＝ｎ。。ｎ检验效能ｌ—Ｄ＝０．９，ｍ＝５００ ０００，

冗㈣＝Ｏ。ｌ％，单个ＳＮＰ假设检验经ＢｏｎｆｅＩｒｏｎｉ法调整后的Ⅱ＝ｌ

Ｘ

１０‘７

量Ｚ２的公式和名。相似。在联合分析中，要产生一个新

第一阶段基因分型一般采用商业芯片，按照国

的统计量，该统计量在两阶段之间存在异质性时也

内目前ＧＷＡＳ相关费用，１ Ｍ芯片价格约２３００元，

适用：

每个ＳＮＰ平均０．００２３元；第二阶段选择部分ＳＮＰ进

ｚｍ，一杉孟ｉ

（２）

行基因分型，需定制特定芯片，若选择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将求出的检验统计量＝ｉｏｉｎｔ与界值Ｃｊｏｍｔ比较，如果孙缸。＞

个ＳＮＰ，每个ＳＮＰ费用约０．５元，则ｒ－－－ｔＪｔ。＝Ｏ．５／

Ｇ咖，说明等位基冈频率在病例和对照中不同，该位

０．００２３—２１７，若选择的ＳＮＰ ５０００以上，每个ＳＮＰ基

ｚ，＋撕丁ｉｉ：：：＝＝了ｚ：

点与所研究疾病有相关性。Ｓｋｏｌ提供了一个在各种

因分型费用会有所下降，因此本文中ｒ设置为１００和

ｍ，ｎ，兀一，ｔｕｔｍｐｈ条件下计算Ｃ，，ｃ２，Ｇ饿ｍ的软件

２００。当ｒ＝１００或２００时，在不同的ＡＦ、ＧＲＲ组合

（ｈｔｔｐ：／／ｃｓｇ．ｓｐｈ．ｕｍｉｃｈ．ｅｄｕ）。

３．单阶段设计与二阶段设计的比较：

下，二阶段设计都可以达到与单阶段设计相同的检
验效能，同时可以节约３０％。４０％的研究经费。

（１）检验效能：假设ＧＷＡＳ无经费限制，选择单

（２）控制假阳性错误：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中的

阶段病例对照设计可达到最大检验效能。但是，一

第二阶段，是将第一阶段分析结果中与所研究疾病

个ＧＷＡＳ通常要研究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ＳＮＰ，要

有关联的ＳＮＰ或者是可能有关联的ＳＮＰ，在另外一

将所有个体的全部ＳＮＰ基因分型，费用非常昂贵。

个独立样本中进行基因分型，以验证这些ＳＮＰ与所

Ｓｋｏｌ等…和Ｍｕｌｌｅｒ等…的理论研究及模拟实验

研究疾病是否仍有关联。因此，第二阶段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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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阶段结果的验证阶段，可以起到控制假阳性

型。设第二阶段每个ＳＮＰ基因分型的费用为ｔ：，则

错误的作用。

该设计方法基因分型所需经费为

在二阶段设计的ＧＷＡＳ中，第一阶段作为探索

Ｔ＝ｎ冗．。岬ｋｍＩ“＋凡（１一兀一），ｎｌ兀Ｉ

（５）

如

０００，兀㈣＝０．１％，按照现阶

阶段，主要是筛选ＳＮＰ，样本含量往往较少，冈此第

在凡＝８０００，ｍ．＝ｌ

一阶段的检验效能较低。研究者为了避免漏掉与

段ｍ，ｔ．＝￥２３００，ｔｚ＝￥Ｏ．５的价格，根据公式３计算，

疾病相关的ＳＮＰ，在选择进入第二阶段的ＳＮＰ时，

单阶段设计研究经费Ｔ。一－－－－＇：＇－－ｎ×ｍ。Ｘ ｔｌ＝￥１８４０（万

会将检验水准Ⅱ，设置得较大，此时第一阶段总的Ｉ

元）。在上述条件不变时，由公式５可见，二阶段设

型错误率会增大。如某ＧＷＡＳ总的ＳＮＰ数ｍ，＝

计将大大降低研究经费。如兀一。＝５０％时，ｒ＝
￥１１２０（万元），而且随着７ｃ酬。的减小，ｒ呈明显的下

５００

０００，若设置第一阶段０【，＝１０’１，则总的Ｉ型错误

率＝ｌ一（１一ｌｏ。）５００ ０００＝ｏ．９９３。因此，第二阶段作为

０００

降趋势。

验证阶段，需要设置较严格的检验水准０【：，以控制整

实例分析

个研究的假阳性率。如进入第二阶段的ＳＮＰ个数

ｍ：＝ｍ。×兀。ａｒｋ。，贝ｑａ２＝ｏ．０５／（ｍ。Ｘ‰）。同时，由于

２００９年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报道了一篇关

第二阶段增大了样本含量，保证了研究的检验效能。

于鼻咽癌的ＧＷＡＳ文章，研究者采用二阶段病例对

ＰｕｂＭｅｄ中检索到２００９年关于肿瘤的ＧＷＡＳ文

照设计，寻找与鼻咽癌有关联的致病基因位点ｎ

３｜。

献共发表２４篇，其中１９篇应用病例对照研究。１９

第一阶段：研究者对马来西亚华人中的１１１例

篇ＧＷＡＳ中有１８篇应用的是二阶段或三阶段病例

鼻咽癌患者和２６０例对照的５５４ ４９６个ＳＮＰ进行基

对照设计。有３篇未提供第一阶段假设检验的具体

因分型。去除２１ ４４８个基冈分型缺失率＞０．０２、或

结果，在其余的１５篇文献中，８篇通过第二阶段的重

ＭＡＦ＜０．０５的ＳＮＰ，对其余ＳＮＰ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

复验证排除了第一阶段的部分阳性结果‘１１．１２Ｊ。由此

率法进行关联分析，结果显示５３３ ０４８个ＳＮＰ均Ｐ＞

可见，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与单阶段设计相比，可以

１×１０～。

第二阶段：根据第一阶段的关联分析结果，选择

更好地控制研究的假阳性。
（３）研究经费：假设一个ＧＷＡＳ全部研究样本含

Ｐ值最小的２００个ＳＮＰ进入研究的第二阶段，在另外

量为ｎ，且病例与对照样本含量相等，所要研究的全

一组独立的病例对照样本中对其进行基因分型，包

部ＳＮＰ为ｍ。，其中真正的致病基因位点为Ｄ（≥１）

括２６８例病例和２５２例对照。对两阶段数据进行联

个，则其余ｍ。一Ｄ个位点与疾病无关。关联研究的

合分析，结果显示３ｐ２１染色体的ＩＴＧＡ９基因中的位

目的是从这些真正的致病基因位点中至少识别出ｄ

点ｒｓ２２１２０２０与鼻咽癌易感性有相关性（Ｐ＝８．２７ Ｘ

个（１≤ｄ≤Ｄ）。

１０～，ＯＲ＝２．２４）。选择ｒｓ２２１２０２０附近４０ ｋｂ连锁不

单阶段设计：将ｎ个个体的ｍ。个ＳＮＰ都进行基

平衡区域的１９个ＳＮＰ进行基因分型。联合分析结

因分型，每一个ＳＮＰ都作假设检验，例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然后挑选出检验统计量最大的ｄ个ＳＮＰ，推断其

果显示共有８个ＳＮＰ的Ｐ＜１×１０～，其中ｒｓｌ８９８９７的

为致病基因位点。

计学意义（Ｐ＝６．８５×１０一，ＯＲ＝３．１８）。

设每个ＳＮＰ基冈分型的费用为ｔ，，则该设计方

Ｐ值最小，确认其与鼻咽癌易感性之间的关联有统
该研究如果以第一阶段全基因组扫描每个样品
ｍ。ｔ，＝￥５００，第二阶段每个基因手工分型每个样品每

法基因分型所需经费为
（３）

个ＳＮＰ ｔ２＝￥０．０７的价格，按照公式５计算，基冈分型

二阶段设计：第一阶段对ｎ１个个体的全部ｍ，个

的费用大约为１９．３５万美元，若应用单阶段设计，则

ＳＮＰ进行基冈分型，并计算其与疾病关联的检验统

基冈分型费用将达到４４．５５万美元，二阶段设计与单

计量，定义７ｃ一蛔（＜１）为第一阶段所用样本含量占
全部样本含量的比例，则

阶段设计比较，可节约基因分型费用５６．５７％。

兀＝ｎ×ｍＩ×ｔｌ

ｍ＝ｎ×兀Ｈ

讨

论

（４）

按照检验统计量排序后，根据其顺位挑选最大的一

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全基因组扫描的价格不

部分ＳｈＩＰ，定义该部分的比例为兀础。（０＜兀一＜

断下降，但是对大量样本的几十万或上百万ＳＮＰ进

１）。第二阶段，在另外的ｎ２＝ｎ一凡。个个体中，对第

行分析的ＧＷＡＳ，其高额的研究经费仍然不是一般

一阶段所挑选的ｍ：＝ｍ，×兀一个ＳＮＰ进行基因分

实验室所能承受的。因此大部分的ＧＷＡＳ的研究者

·１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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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采用资源利用率更高的二阶段病例对照设计。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阶段

设计ｎ引，这种多阶段的病例对照设计方法需要更进
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样本含量占全部样本含量的比例７ｃ—ｋ在５０％左右，
进入第二阶段研究的ＳＮＰ占全部ＳＮＰ比例冗。ｈ在
ｌ％左右时，二阶段设计的检验效能（ｐｏｗｅｒ）与单阶
段设计较为接近。
但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样本含量如何分配
能达到最佳的二阶段设计，还取决于在第二阶段研
究每个ＳＮＰ的费用与在第一阶段研究每个ＳＮＰ的
费用之比¨】。这里“最佳的二阶段设计”指的是在
ＧＷＡＳ中保证研究的检验效能的同时使研究经费达
到最低。

事实上，大多的研究在开始之前已经确定了所
要研究的样本含量ｒｔ。当凡固定，所要研究的ＳＮＰ个
数ｍ给定时，检验效能最高的仍然是将全部ｎ个个
体的全部ｍ个ＳＮＰ基因分型的单阶段设计，即使最
佳的二阶段设计仍会损失一小部分的检验效能。当
然，检验效能的损失可以＜１％，而节约三分之一以
上的研究经费。如果条件允许，检验效能的部分损
失还可以通过增加部分样本含量来弥补随］。
在二阶段设计中，如何选择一部分ＳＮＰ进入
ＧＷＡＳ的第二阶段有很多种方法。常见的是根据第
一阶段基因分型结果，分析每个ＳＮＰ与疾病的关联，
按照检验统计量的绝对值排列全部ＳＮＰ，选择其中
位于前冗融。％的ＳＮＰ。该方法简单易行，但是可能
会漏选一部分可能与疾病有关联的有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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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ｏ【１４１提出一种复杂但较全面的选择方法，首
先根据单个ＳＮＰ与疾病关联分析的Ｐ值来选择进入
第二阶段研究的大部分ＳＮＰ，然后利用已有（自己或
他人研究中已经发现某些区域与疾病连锁）的连锁
信息来选择剩下的小部分ＳＮＰ，尽管这些ＳＮＰ在第
一阶段的关联分析中Ｐ值没有达到进入第二阶段的
标准。
由于二阶段设计对资源利用率更高，因此在
ＧｗＡＳ中得到广泛使用，在某些大样本量的ＧｗＡＳ
中，研究者开始采用三阶段病例对照设计，其基本原
理和二阶段设计相似，是将第二阶段的过程延续为
两个阶段，其进入第二阶段研究的ＳＮＰ更多，在第二
阶段研究结束后根据前两阶段研究结果选择一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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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ＳＮＰ进入第二三阶段，在独立的样本中进行分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１７）

甚至某些研究者在ＧＷＡＳ中采用了四阶段病例对照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