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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陈峰柏建岭赵杨苟鹏程
【导读】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疾病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成为可能。该类研究的数据
特点是：高维、小样本。面对浩瀚的数据，传统分析方法受到严重挑战。文中介绍全基因组关联研
究中的数据分析策略和步骤，包括质量控制、分析、结果表示等，并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局限性

和目前统计分析方法的不足进行讨论。
【关键词】全基冈组关联研究；质量控制；数据管理；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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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组关联研究（ＧｗＡＳ）是利用全基因组高

ＧＷＡＳ主要采用病例对照、随访和以家庭成员

通量测序技术，对研究对象的基因组中序列变异或

为基础的家系研究。在已经发表的７０２篇ＧＷＡＳ

单核苷酸多态（ｓＭ，ｓ）进行分型，并利用生物统计学

中，病例对照研究占２３８篇。ＧｗＡＳ区别于候选基

和生物信息学的方法，检验ＳＮＰ或基因与复杂疾病

因研究（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或可测性状（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ｔｒａｉｔ）的关联性研究方法。

索性的（ｎ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ｄｒｉｖｅｎ），后者是在得到一些

该项技术能为确定疾病发病易感位点、区域和相关

生物学或流行病学线索后对选定的基因／位点进行

基因，寻找疾病的标记物，为阐明疾病的遗传机制，

的研究。因此ＧＷＡＳ所得到的结果更需要后续的验

进而为疾病的早期诊断、个性化治疗、新药研发和特

证（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ＧＷＡＳ也区别于基因表达研究

异性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前者是探

ｓｔｕｄｙ），前者的ＳＮＰ变量为二分类

自从２００５年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第一篇ＧＷＡＳ的论

或三分类，而后者中的相应变量往往是连续性的。

文后，ＧＷＡＳ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逐年增加。

ＳＮＰ是遗传变异中最常见的一种，ＧＷＡＳ中往往考

根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ｏｍｅ．ｇｏｖ／和ＰｕｂＭｅｄ上的资料，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７日，公开发表的ＧＷＡＳ有７０２

虑ＳＮＰ，也有考虑拷贝数变异的（ｃｏｐｙ

篇，其中我国科学家公开发表了１０篇陪”】。
ＤＯｈｌ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８

ｎｕｍｂ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Ｎｖ）。

ＧＷＡＳ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相应的统计分析方
法的研究和专门统计软件的开发，例如ＰＬＩＮ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９０１２３２，８１０７２３８９）；江苏省高校自

ＧｅｎＡＢＥＬ等ｎ２·１引。为此本文论述ＧＷＡＳ数据统计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 ０ＫＪＡ３３０３４）

学分析的前期处理、分析策略以及结果展示等。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学系
通信作者：陈峰。Ｅｍａｉ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ｎｊｍｕ．ｃｄｕｘｎ

１．数据清理：ＧＷＡＳ的首要问题是数据清理
（ｄａｔａ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即质量控制。与候选基因研究、临

·４０１·

中华流行病学杂，∞‘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床随访研究不同，ＧＷＡＳ涉及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个

（４）缺失率：个体ＳＮＰ的缺失率是反映ＤＮＡ样

变量，数据量庞大，需要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数

本质量的重要指标，如果缺失多，则说明该个体的

据清理分两个部分，一是针对变量（即ＳＮＰ），另一是

ＤＮＡ样品质量差。这一步通常在基因公司内部也

针对个体（即样品）。前者需要考虑分型率

是重要的质量控制步骤。常用０．０１、０．０２或０．０５作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ｌｌｅｌｅ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次等位基因频率（ｍｉｎｏ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ＭＡＦ）和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平衡

（ＨｗＥ）等；后者主要考虑缺失率（ｍｉｓｓｉｎｇｎｅｓｓ ｒａｔｅ）、

为界值，剔除缺失率大于界值的个体。
必要时，对同一ＳＮＰ在病例组和对照组的缺失
率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为随机缺失。

人群分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Ｓ）和种族混杂，

（５）地域差异和人群分层：在病例对照研究、随

研究个体间的独立性（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以及性别核查

访研究中，研究样本的地域差异（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ｅｘ ｃｈｅｃｋ）等问题。

ｖａｄａｔｉｏｎ）和人群分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Ｓ）

（１）分型率和准确性：几乎所有ＧＷＡＳ的分型

是种族混杂（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ｂ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表现，将导

是由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和

致虚假关联。因此，ＧＷＡＳ中需要阐述是否存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ＡＳ）两大公司完

Ｐｓ，若存在，如何校正，并说明校正后的效果。

成。分型准确性的评价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对同

ＰＳ的判别常用膨胀系数（ｇｃ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ｋ）表示，它是所有ＳＮＰ检验统计量

一个体的２份样品的结果进行比对，二是对ＨａｐＭａｐ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中ＬＤ，２＝１的位点，比较它们在ＧＷＡＳ数据中的关

（例如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的ｆ值）的中位数

系【ｌ ４｜。分型率是反映基因分型质量的重要指标，常

（或均数）与理论分布中位数（或均数）的比值¨５’１６】。

以９５％、９８％或９９％作为界值，剔除分型率低的

九∞＝１表示没有人群分层，Ｘｏｃ＞ｌ表示有人群分

ＳＮＰ。分型准确性和分型率在基因公司内部也是重

层。ＱＱ图（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ｐｌｏｔ）可以帮助判断。

要的质量控制步骤。

当存在ＰＳ，且可以获得个体种族的地域信息时，应

（２）次等位基因频率：ＧＷＡＳ只考虑多态性

该根据种族或地域信息进行子集分析。事实上，实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位点，不考虑没有提供与疾病关联

际工作中很难确切知道个体种族或地域信息，故常

信息的无变异单态性（ｍｏｎ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位点。而每

采用ＧＣ（ｇｅ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０１）法ｎ引、Ｓ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个位点上有２个等位基因（ａｌｌｅｌｅ），在不同人群中，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法¨７１或主成分法。

个等位基因的频率不同。频率高的等位基因称为主

Ｐｒｉｃｅ等¨引建议用Ｅｉｇｅｎｓｔｒａｔ法检测校正ＰＳ。

要等位基因（ｍａｊｏｒ ａｌｌｅｌｅ），反之为次等位基因

该法是利用相对独立的ＳＮＰ（ＬＤ，２较小，例如

（ｍｉｎｏｒ ａｌｌｅｌｅ）。

０．０５）估计主成分，在关联性模型中增加主成分作

ＧＷＡＳ中，如果ＭＡＦ很低时，一方面说明变异

为协变量，从而达到校正ＰＳ的目的。至于采用多

小，提供的与疾病关联信息少；另一方面，关联性检

少个主成分进行校正，主要看ｋ的变化，也可用以

验的统计学效能很低。例如，在病例对照研究中，同

采用Ｔｒａｃｙ．Ｗｉｓｄｏｍ方法进行检验。该方法可以用

样是１０００个病例和１０００个对照，ＭＡＦ分别是０．０ｌ

Ｐｒｉｃｅ等…３在Ｌｉｎｕｘ系统下开发的ＥＩＧＥＮＳＴＩ乙ＡＴ软

和Ｏ．２０时，检出理论ＯＲ＝１．５的把握度分别为１６．８％

件实施。

和９７．Ｏ％。可见。ＭＡＦ对检验效能有比较大的影

调查资料结合ＨａｐＭａｐ中不同人种的资料，利

响。因此，ＧＷＡＳ中剔除ＭＡＦ较低的ＳＮＰ，目前剔

用Ｅｉｇｅｎｓｔｒａｔ法可以检测种族异常值，例如检出可能
的混血儿。人群分层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之

除ＭＡＦ的界值常选为０．０ｌ—ｏ．０５。
（３）ＨｗＥ：这是群体遗传中的重要法则，在没有

间，在同一人种中也同样存在此问题。如祖先同为

进化影响下当基因一代一代传递时，群体的基因频

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基因型频率存在

率和基因型频率将保持不变，两者的关系也保持不

南北差异（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ｌ钆驯。相比而言，我

变，且前者可以确定后者。不满足ＨＷＥ的群体，说

国汉族人群分层现象虽然不是很突出，但有研究表

明可能存在近亲婚配、遗传漂移、严重突变、人群分

明陋“引，汉族人的基因型频率也同样存在着南北梯

层等，代表性差，不能作进一步分析。由于疾病的发

度。当考虑少数民族时，ＰＳ就更明显了。

生可能导致遗传不平衡，因此在病例对照研究中

如果样本存在人群分层，不校正则将增加假阳

ＨＷＥ检验只针对对照组。ＧＷＡＳ中ＨＷＥ检验水准

性；而不必要的校正常导致检验效能降低。因此，应

常取１０ｒ４。ｌＯ。。

正确判断是否需要校正，以及如何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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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ＰＳ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采用家系研究。

进入模型的形式不同。

（６）个体问的独立性：无论是病例对照研究还是

可加模式中ＳＮＰ以等级形式进入模型；显性模

随访研究，都需要满足有一个统计学假设，即研究个

式和隐性模式中ＳＮＰ以二分类形式进入模型，自由

体间是相互独立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如果研究个体间

度为ｌ；共显性模式中，ＳＮＰ以哑变量的形式进入模

不独立，例如研究样本中包含了有血缘关系的一、二

型，自由度为２。即
相加模式：ａａ＝２粥．Ａａ＝ｌ强ＡＡ＝Ｏ

级亲属，则分析时需要考虑剔除这些非独立的个体。
个体间是否有血缘关系可以用同源

显性模式：（Ａａ或ａａ）＝ｌ饿ＡＡ＝０

隐性模式：ａａ＝１销．（Ａａ或从）＝Ｏ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ｂｙ－ｄｅｓｃｅｎｔ，ＩＢＤ）等位基因的概率分布来判
断。例如，兄弟对的同源等位基因个数的概率分布

共显性模式：ａａ似．ＡＡ，Ａａ，３５．ＡＡ

为：Ｐ（ＩＢＤ＝０）＝０．２５，Ｐ（ＩＢＤ＝１）＝０．５，Ｐ（ＩＢＤ＝

另外一种模式称为等位基因模式（ａｌｌｅｌｉｃ

２）＝０．２５；第一代单表兄弟的同源等位基因个数的概

ｍｏｄｅｌ），即ａ与Ａ的比较。由于～个位点有２个等位

率分布为：Ｐ（ＩＢＤ＝０）＝Ｏ．７５，Ｐ（ｍＤ＝１）＝０．２５，Ｐ

基因，所以在Ａｌｌｅｌｉｃ模式中，样本含量是加倍的。

（ⅢＤ＝２）＝０。如果个体是独立的，则２个个体的Ｐ
（ｍＤ＝０）＝１。

在病例对照研究中，可加模式常用Ｃｏｃｈｒａｎ．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其他模式常用ｆ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

利用该方法，还可以判断重复的个体，送检样本
相互污染的个体等。例如，笔者在分析哈佛大学肺癌

率检验。当需要校正协变量和ＰＳ时，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模型。在随访研究中，用生存分析（如Ｃｏｘ）模型；当

全基因组资料时，发现２个基因信息完全相同的样

结果变量为数量性状时，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

品，经进一步核对，确认为同一个人的２份样品，一份

（２）协变量调整：由于ＧＷＡＳ是探索性研究，因

是首次诊断肺癌时被纳人研究的，另外一份是３年后

此其统计学模型仅仅考虑最基本的（年龄、性别等）、

复发时再次被纳入研究的。分析时，剔除了后者。

公认的协变量校正，而不去深入探讨协变量的选

（７）性别核查（ｓｅｘ ｃｈｅｃｋ）：是基于各ＳＮＰ在ｘ染

择。在有些研究中甚至不校正任何协变量。但在研

色体上的杂合率（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来进行的。如

究设计时，需要考虑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均衡性，以控

果调查表中报告的性别与基于ｘ染色体估计的性别

制偏倚，提高可比性。

不一致，则需要进一步复核。笔者认为，当报告性别

（３）多重比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这是

与估计性别不一致时，如果所研究的疾病或性状与

ＧｗＡ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事实上，当每一次假设

性别关系不大，则可以考虑用估计的性别替代

检验控制Ｉ类错误为ａ时，Ｋ次独立的假设检验总的

（ｉｍｐｕｔｅ）报告性别；如果有关，则需剔除。例如，在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的ＧＷＡＳ中剔除了２１个报告性别与估计

率控制在Ｏ．０５，则每一个ＳＮＰ检验的水准就要控制

性别不一致的研究对象∞１；而在老年听力障碍的

得非常小。

Ｉ类错误就是ｌ一（１一ａ）‘，如果要将总的Ｉ类错误

ＧＷＡＳ中用估计的性别代替报告性别Ⅲ］。
２．关联研究：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后，就可以对

控制Ｉ类错误的方法很多。常用也是最方便的
方法是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如ＧＷＡＳ中检验５０万个ＳＮＰ，

清理后的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关联性分析中需要

则按照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控制，检验水准为０．０５／５００

考虑的统计学问题：生物学模式与统计学模型的选

１０～。这一方法过于保守，因为该方法假设所有的

择、协变量调整和多重比较等问题。

ｓＮＰ间是独立的。事实上，ＧＷＡＳ中这一假设不成

（１）生物学模式与统计学模型的选择：生物学
模式包括可加模式（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ｔｒｅｎｄ ｍｏｄｅｌ）、显

性模式（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ｏｄｅｌ）、隐性模式（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

０００＝

立。因此有人提出采用较宽松的检验水准，例如
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４等Ⅲ’。此外也常用Ｓｉｄａｋ法控制假
发现率（ｆａｌｓ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和共显性模式（ｃｏ．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ｏｄｅｌ）。如某个

Ｍｏｓｋｖｉｎａ和Ｓｃｈｍｉｄｔ旧引根据ＳＮＰ间相关系数

位点上的２个等位基因分别为Ａ和ａ，则该位点有３

的特征根进行校正，并提出一个快速的近似算法。

种基因型（ＡＡ，Ａａ，ａａ）。不妨设Ａ为野生等位基

根据其研究结果，对上述问题，检验水准约为０．０５／

因，ａ为变异等位基因。则ＡＡ称为野生纯合型

（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５）＝１．５Ｘ ｌ ｏ－７。但目前应用不多。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缸称为变异纯合型（ｖａｒｉａｎｔ

对于有些疾病，单个位点的效应不是很强。在

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Ａａ称为杂合（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
在拟合关联模型，ＳＮＰ于不同的生物学模式时，

样本含量不是很大时（很大程度上处决于研究经
费），检验效能往往很低。如果再考虑多重比较，则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４０３·

几乎没有一个ＳＮＰ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很多

以是内部验证（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也可是外部验证

ＧＷＡＳ在探索阶段并不考虑多重比较的问题，而是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可以借助于已有的同类ＧＷＡＳ

选择Ｐ值最小的几个ＳＮＰ进入下一步的验证。甚至

资料进行验证。也可以是针对小规模。或在某一

可以不计算假设检验的Ｐ值，而直接利用一些统计

ＤＮＡ片段中更高密度的分型。后者更为常见。显

量对ＳＮＰ进行排序，如用Ｂａｙｅｓ因子等∽Ｊ。
（４）基于基因和通路的关联研究：前述的方法都

然，多阶段研究既能有效控制假阳性结果，提高检验

是针对单个ＳＮＰ进行的分析。但ＳＮＰ不是独立的，

研究所（ＮＣＩ）和国立人类基因研究所（ＮＨＧ对）就将

疾病发生也不仅仅是某一个位点的单独作用。为此

验证研究定为ＧｗＡ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ｂ引。

效能，又可以降低研究成本。２００７年美围困立癌症

基于基因（ｇｅｎｅ．ｂａｓｅｄ）、基于通路（ｐａｔｈｗａｙ—ｂａｓｅｄ）的

多阶段研究的结果可以采用分层分析或Ｍｅｔａ

分析方法应运而生∞＿３２Ｊ。其主要思想是降维

分析的方法进行综合，这样既提高了把握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将多个ＳＮＰ的变异或关联性

（ｐｏｗｅｒ），又可以控制不同阶段研究问的异质性

检验的Ｐ值用一个综合指标（如主成分、综合评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等）来表示，达到综合评价的目的。

４．ＧＷＡＳ的局限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是

（５）结论的图形表达：由于分析的ＳＮＰ很多，

复杂的。一种疾病所涉及的基因绝不是一种，而是

ＧＷＡＳ的结果常用图形的方式表示。如图ｌ是按染

多种基因和功能综合改变的结果，并又有环境因素

色体的顺序排列，以各染色体中各位点的碱基对的

的共同参与。基因变异也多种多样，且这种改变不

位置为横轴，以各ＳＮＰ与疾病关联性检验的Ｐ值之

是静态的，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基因在表达、功

变换值一ｌｏｇ。。（Ｐ）为纵轴的一个散点图，称为

能、代谢等方面的变化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基于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ｐｌｏｔ【３引。而对Ｐ值取对数变换的目的是为

ＳＮＰ的ＧＷＡＳ只是探索疾病机制的方法之一和一个

了突出小的Ｐ值。例如，纵轴＞７，表示Ｐ＜１０～。

重要环节旧’。

在高维数据分析中，常常用图形表示数据的特
征和结构，使结果一目了然…】。

由于花费巨大，样本含量有限，基因效应微弱，

再加上人群分层现象的存在及多重比较的控制要求

３．验证研究：初期的ＧＷＡＳ是探索性研究，为了

等，ＧＷＡＳ并没有原设想的那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验证ＧＷＡＳ的发现，控制假阳性，常常采用多阶段研

果，虽有新发现，更多的是验证了先前候选基因研究

究（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即在第一阶段的ＧＷＡＳ后，

的结果。此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数据分析手段落后

根据研究的结果，在另外一个或几个独立的研究样本

于实际需求。目前的ＧＷＡＳ中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

中对阳性结果进行验证（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例如，在

法，仍然以传统的方法为主。由于致病机制的复杂

乳腺癌的ＧｗＡＳ中，有人采用了ｉ阶段研究设计ｍ１；

性，基于单个ＳＮＰ的分析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在结直肠癌的ＧＷＡＳ中采用四阶段研究设计㈨】。

基于基因、基于通路的分析，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基

验证阶段一般是在与探索阶段相一致的人群中

因一基因交互作用的分析，特别是高阶相互作用、交

进行，也可以同时包含不同人群或不同人种；验证可

互作用的分析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但是，面对几十

图１某肺癌的全基岗组病例对照研究模拟资料的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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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变量，目前的计算机系统很难胜任高阶交互作
用的探索（例如，５０万个ＳＮＰ，即使是一阶的
ＳＮＰ—ＳＮＰ交互作用，有超过１０“种组合）。因此，
ＧｗＡｓ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挖掘亟需新的分析思路、

ｓｔＩＩｄｉｅｓ．Ｎａｔ Ｇ朋ｅｔ．２∞６．３８（８）：９（珥一９（）９．

Ｔ，Ｂｒｙｃ Ｋ，ｅｔ ａ１．Ｇｅ嘣ｍｉｒｒｏｒ ｇ∞鲫ｈｙ
Ｅ啪ｐｅ．Ｎａｍｒｅ，２００８．４５６（７２１８）：９８一１０１．
［２０］ｃａｍｐｂｅｎ ｃＤ，Ｏｇｂ啪ＥＬ，Ｌ帆ｅｎａ ＫＬ，ｅｔ ａ１．Ｄｅｍｏｎｓｎ．ａｔｉｎｇ

［１９］ＮｏｖｅＩｌｌｂ化Ｊ，Ｊｏｈｎ∞ｎ
谢ｔＩｌｉＩｌ

ｓ扛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ＩＩ

［２１］ｘｕ

策略和手段。

ｇｔｌＩｄｉｅｓ．Ａｍ Ｊ

［１］Ｈａｒｄｙ Ｊ，ｓｉＩｌｇｌｅ咖Ａ．Ｇ朗啪ｅ丽ｄｅ勰ｓｏｃｉａｔｉ∞ｓｔＬｌｄｉ鼯ａｎｄ
Ｍｅｄ，２００９，３６０（１７）：１７５９—１７６８．

Ｊ

ｄｉｓｅａｓｅ．Ｎ ＥｎｇＩ

ｈｕｍ缸

【２］ｚｈ趾ｇⅪ，Ｈ啪ｇ

ｗ，Ｙ抽ｇ ｓ，ｅｔ ａ１．Ｐｓｏ一嬲ｉｓ ｇｃＩｌｏｍｅ·ｗｉｄ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ｓｔＩＩｄ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ｓｕｓｃ印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ｖ￡耐ａｎｔｓ ｗｊｔＩｌｉｎ ＬＣＥ

ｇ∞ｅ ｃｌ啪ｔｃｒ ａｔ ｌｑ２１．ＮａｔＧ％ｅｔ，２００９，４ｌ（２）：２０５—２ｌＯ．
［３］Ｈ趾Ｊｗ，ｚｈ皿ｇ ＨＦ。ｃｕｉ Ｙ，ｃｔ ａＩ．Ｇｅｎｏｍｅ－谢ｄｃ髂ｓｏｃｉａｔｉ彻ｓｔｕｄ）ｒ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ＨａＩ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ｉｄ∞ｔｉｆｉｅｓ ｎｉｎｅ ｎｅｗ ｓｕｓｃ印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ｅｎｃｔ，２００９，４ｌ（１１）：

ｌ叩惦哪ｈｅ咖岫ｓ璐．Ｎａｔ

Ｉｏｃｉ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ＩＩｌｉｃ
１２３４—１ ２３７．

［４］ｚｈ锄ｇ

ＦＲ，Ｈ啪ｇ

ｗ。ｃｈ髓ｓＭ．ｅｔ

ａ１．Ｇｃｎ锄ｅｗｉｄｃ髂ｓｏｃｉａｔ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ｌｅｐｍｓｙ－Ｎ ＥｎｇｌＪ Ｍｃｄ，２００９．３６ｌ（２７）：２６０９—２６１８．
［５］Ｌｅｉ ｓＦ，Ｙ姐ｇ ＴＬ．１ｈ ｕ，ｃｔ ａ１．Ｇ蚰ｏｍｅ－诵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ｓｃ锄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ｌＩｒｅ

ｌｏｃｉ．Ｈ眦

ｉｎ Ｃｂｉｌｌ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ｂｆ ｃｔｈｎｉｃ ｓＤｅｃｉｆｉｃ

Ｇ髓ｅｔ．２００９．１２５（１）：ｌ一９．
［６］Ｇｕ０ Ｙ，１’姐ｕ，Ｌｅｉ ＳＦ，ｃｔ ａ１．Ｇ％ｏｍｅ一诵ｄｅ船ｓｏｃｉ撕∞咖ｄｙ
ｉｄ朋ｔｉ丘ｅｓ ＡＬＤＨ７Ａｌ 鹊 ａ ｎｏｖｅｌ ｓ岫ｃ印ｔｉｂｉｌｉ哆ｇｅ∞ 断
ｏｓｔｃ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ＰＬｏＳ Ｇ％ｅｔ，２０１０，６（１）：ｅ１０００８０６．

［７］ＢｅｉＪＸ，ＬｉＹ。ＪｉａｗＨ，ｃｔ ａ１．Ａ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ｃ嬲ｓｏｃｉａｔｉ∞ｓｔｕｄｙ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

ｎ鹊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ｔｈｒ∞ｎｅｗ

ｉｄｃｎｔｉｆｉ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ｐｔｉｂｎｉ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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