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１８．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现场ｉＹ－舌－Ｊ查·

ＰＰＡＲ０ｃ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低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血症的关联及与ＰＰＡＲ丫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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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ＰＰＡＲ）１０个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以及

多个ＳＮＰ问交互作用与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血症的关联。方法对８２０名研究对象
进行ＰＰＡＲ １０个ＳＮＰ多态性检测，以随访时测得的ＨＤＬ—Ｃ值判定低ＨＤＬ－Ｃ血症。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分析１０个ＳＮＰ与低ＨＤＬ．Ｃ血症的关联，ＧＭＤＲ模型分析１０个ＳＮＰ的基因一基因交互作
用。结果调整性别、年龄、吸烟、体力活动、高脂饮食和低纤饮食后，与野生型基因携带人群相
比，ｒｓｌ３５５３９突变等位基因携带人群（ＡＣ＋ＣＣ）发生低ＨＤＬ．Ｃ血症的ＯＲ＝Ｉ．４６（９５％ｃ，：１．０７一
ｌ

９９），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突变等位基因携带人群（ＬＶ＋ｗ）发生低ＨＤＬ－Ｃ血症的ＯＲ－＝Ｏ．６２（９５％Ｃ１：

Ｏ．４２一ｏ．９０）：ＧＭＤＲ模型结果显示，ＰＰＡＲⅡ的ｒｓｌ３５５３９、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及ＰＰＡＲｙ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

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ｒｓ７０９１５８和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在ＳＮＰ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０７）。结论ＰＰＡＲａ
的ｒｓｌ３５５３９多态性与低ＨＤＬ．Ｃ血症有关联，与ＰＰＡＲａ的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和ＰＰＡＲ７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
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ｒｓ７０９１５８和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间存在交互作用。

【关键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多态性；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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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血症作为代谢

率（ＭＡＦ）≥５％；②ＰＰＡＲ舶／丫中与多代谢异常有关

综合征的组分之一，是冠心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的

联的ＳＮＰ；③所选ＳＮＰ位于基因片段功能区或可能

危险因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些学者发现贝特类药

改变功能的区域。最终选择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位于ＰＰＡＲａ

物能纠正异常脂蛋白血症因而广泛用于治疗低

基因第５外显子；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位于ＰＰＡＲａ的第７内含

ＨＤＬ．Ｃ血症，但其分子作用机制不清。１９９０年

子；ｒｓｌ３５５３９位于ＰＰＡＲａ的第１内含子；ｒｓ２０１６５２０位

Ｉｓｓｅｍａｎｎ和Ｇｒｅｅｎ…克隆到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

于ＰＰＡＲ８的第４外显子；ｒｓ９７９４位于ＰＰＡＲ８的第９＃ｂ

活受体（ＰＰＡＲ），才发现贝特类药物的作用靶点为

显子；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位于ＰＰＡＲＹ第３外显子Ａ２；

ＰＰＡＲ［ｔ，此后又克隆到ＰＰＡＲｃｔ的同系物ＰＰＡＲ５和

ｒｓｌ８０５１９２位于ＰＰＡＲ７第２外显子Ｂ；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位于

ＰＰＡＲＴ。贝特类药物可通过激活ＰＰＡＲｃｔ、较小程度
上激活ＰＰＡＲ ６和丫，升高ＨＤＬ—Ｃ、降低甘油三酯

ＰＰＡＲＴ第３内含子；ｒｓ７０９１５８位于ＰＰＡＲＴ第２内含

（ＴＧ）、轻度降低胆固醇（ＴＣ）、减少低密度脂蛋白胆

（２）ＤＮＡ提取和基因多态性检测：采用德国

固醇（ＬＤＬ．Ｃ）乜］，提示ＰＰＡＲａ／６／７可能有共同调节

ＱＩＡＧＥＮ有限公司的ＱＩＡＧＥＮ试剂盒。ＤＮＡ质量

ＨＤＬ．Ｃ的作用。由于早期的基因组关联研究仅关

检测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浓度用分光光度法测

子；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位于ＰＰＡＲ７第６外显子。

注与表型有显著关联的位点，而忽视仅发挥微小效

定。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位点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

应的微效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Ｆ），因此从遗传流行

长度多态性分析法（ＰＣＲ．ＲＦＬＰ），其余９个位点采用

病学角度探讨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对结局尤其是对
复杂性状的影响机制十分重要。本研究选取ＰＰＡＲａ

ＴａｑＭａｎ荧光探针法，ＳＮＰ多态性检测的探针序列及
其方法见文献［４］。最终以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７０００软件

的ｒｓｌ３５５３９、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ＰＰＡＲ ６的

Ａｌｌｅｌｉｃ

ｒｓ２０１６５２０、ｒｓ９７９４以及ＰＰＡＲ丫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
ｒｓｌ ８０５ １９２、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ｒｓ７０９１

５８、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共１０个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程序进行基因分型。

３．相关定义：①低ＨＤＬ．Ｃ血症：采用《中国成人血
脂异常防治指南》的标准５１，即ＨＤＬ．Ｃ＜Ｉ．０４

ｍｍｏｌ／Ｌ

ＳＮＰ，探讨其多态性与低ＨＤＬ．Ｃ血症的关联，并通

（４０ ｍｇ／ｄ１）。本研究ＨＤＬ．Ｃ水平的判定以随访时所

过ＧＭＤＲ模型分析上述１０个ＳＮＰ是否存在影响低

测得ＨＤＬ．Ｃ值为依据。②吸烟：以往至少吸过１００

ＨＤＬ．Ｃ血症的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

支且现在还在吸则定义为吸烟；至少２年内未吸或

对象与方法

以往吸烟少于１００支者则定义为不吸烟。③饮酒：
日均饮白酒≥５０ ｍｌ，并连续饮≥１年者。④低纤饮

１．研究对象：来自“江苏省多代谢异常和代谢综

食与高脂饮食：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标准哺】。⑤

合征综合防治研究（ＰＭＭＪＳ）”队列人群ｂ１。２００９年

职业体力：参照Ｈｕ等的体力活动分级方案ｎ３，并根据

１０月对随访满５年的４０８３名对象，在排除基线时心

研究对象实际工作的劳动强度（排除同一职业但实

血管疾病、糖尿病及ＢＭＩ＜１ ８．５ ｋｇ／ｍ２的基础上，采

际劳动强度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将职业体力活动分

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８２０名研究对象进行

为轻体力、中体力、重体力３个级别，即轻体力指以坐

ＰＰＡＲａ／６／ｙ多个ＳＮＰ的基因分型。本研究中各项指
标以及人口统计学和环境危险因素均来自基线数

姿为主的工作；中体力指以站立和行走为主的工作；
重体力指以负重行走为主的工作或重手工劳动。

据，且在抽取的研究对象与未被抽取的研究对象问

４．统计学分析Ｈ］：以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ｗ）遗传

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ＨＤＬ．Ｃ水平（采用

平衡推断样本的群体代表性［８·引。应用ＳＨＥｓｉｓ

磷钨酸沉淀法检测）的判定以随访时所测得值为依

（ｈｔｔ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ｉｏ—Ｘ．ｃｎ）软件对各位点进行连锁平
衡检验，计算Ｄ’值（Ｄ’＜０．７５，表明不存在强烈的连

据。本文研究对象及调查内容和方法见文献［４］。
２．研究方法：
（１）ＳＮＰ的选择：本研究依据①最小等位基因频

锁不平衡状态）。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计算基
因多态性对低ＨＤＬ—Ｃ血症发生的ＯＲ值和９５％ｃ，，

１２２０‘

主坐煎堑宣芏墨查盟！呈生！！旦笙！！鲞笙！！塑￡！！！！里巫ｊ！里！！！！旦！！！畦旦垫！！．塑！！！＋堕！．！！

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性别、年龄、吸

表１研究对象基线一般情况及临床特征比较

烟、体力活动、高脂饮食和低纤饮食）。
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采用广义多

因子降维法（ＧＭＤＲ）¨虮“Ｉ，以随访时
的ＨＤＬ．Ｃ水平作为结局变量，并将性
别、年龄、吸烟、体力活动、高脂饮食和
低纤饮食等为协变量引入模型进行调
整，进行符号检验和置换检验，并计算
各个维度不同因子组合的交叉验证一
致性、平衡检验准确度。
结

果

１．一般特征：８２０名对象（男性
２７０名，女性５５０名），其中正常ＨＤＬ．Ｃ
者５７９名，低ＨＤＬ—Ｃ者２４１名，平均年
龄（５０．０５±９．４１）岁。男性的文化程度
和现吸烟率高于女性，低纤维饮食、职
业体力活动和ＴＧ水平低于女性，男女
性别间年龄、经济收入、高脂肪饮食、
空腹血糖（ＦＰＧ）和ＴＣ水平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表”。
２．Ｈ－Ｗ遗传平衡检验和基因连

洼：。ｉ±＾：除‘为四甘位数外．其余括号外教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针比（％）；
‘Ｉ值；。ｆ值；’“值

锁平衡检验：Ｈ．ｗ遗传平衡检验结果
显示１０个ＳＮＰ各基因型频数的实际值与期望值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样本基因型在人
群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处于群体遗传平衡状态。对
ＳＮＰ之间进行连锁平衡检验，结果显示任意两位点
之间的Ｄ’值均＜ｏ．７５，不存在强烈的连锁不平衡。
３．正常ＨＤＬ．Ｃ组和低ＨＤＬ．Ｃ组ＰＰＡＲ基因型
频数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ＰＰＡＲ俚的ｒｓｌ３５５３９、
ｒｓｌＢ００２０６位点和Ｐ Ｐ＝ＡＲ了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位
点的基因型频数在两组问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值分别为０．０３３、０．０２３、０，０３１和０．０２ｌ。未发现其
余侍点基因型频数在正常ＨＤＬ．Ｃ组和低ＨＤＬ．Ｃ组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４．ＰＰＡＲ

１０个位点突变型基因（杂合子和突变

型纯合子）与野生型基因的分布情况及其与ＨＤＬ－Ｃ
关系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
示，与野生型基因携带人群相比．体１３５５３９位点的Ｃ
等位基因携带人群（ＡＣ＋ＣＣ）发生低Ｈ－ＤＬ．Ｃ血症的
ＯＲ值及其（９５％Ｃ／）为１．４４（１．０７～１．９６），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

位点的Ｖ等位基因携带人群（ＬＶ＋Ｗ）发生低
ＨＤＬ－Ｃ血症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１）为０．５９（０．４１一
Ｏ．８７）；在调整性别、年龄、吸烟、体力活动、高脂饮

表２

ＰＰＡＲ基囚频数和次要等位基囚频率的分布

·１２２１·

食和低纤饮食后，ｒｓｌ３５５３９位点的ｃ等位基因携带
人群（ＡＣ＋ＣＣ）发生低ＨＤＬ．Ｃ血症的ＯＲ值及其

高９％，载脂蛋白（Ａｐｏ）Ａ１水平高１５％。本研究结果
显示，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与低ＨＤＬ—Ｃ血症发生风险降低有

（９５％凹）为１．４６（１．０７～１．９９），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位点的Ｖ等

关，即ｖ等位基因携带人群ＨＤＬ—Ｃ水平显著高于野

位基因携带人群（ＬＶ＋ｗ）发生低ＨＤＬ—Ｃ血症的

生型基因携带人群。ｒｓｌ３５５３９（Ｉｎｔｒ０１Ａ３Ｃ）位于

ＯＲ值及其（９５％ｃ，）为０．６２（０．４２～０．９０），差异有统计

ＰＰＡＲａ第１内含子，Ｆｌａｖｅｌｌ等ｎ２１在高加索２型糖尿病

学意义。未发现其他ＳＮＰ与发生低ＨＤＬ—Ｃ血症有

患者中未发现ｒｓｌ３５５３９与血浆血脂水平的关联，本

统计学关联（表３）。

研究结果显示ｒｓｌ３５５３９与低ＨＤＬ—Ｃ血症的发生有

５．ＰＰＡＲ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将１０个ＳＮＰ按基

关联，即Ｃ等位基因携带人群ＨＤＬ．Ｃ水平显著低于

因型一起纳入ＧＭＤＲ模型作为分析因子，同时将性

野生型基因携带人群，这种不一致可能与人选对象

别、年龄、吸烟、体力活动、高脂饮食和低纤饮食作

的标准及其遗传背景以及分析方法等不同有关。

为协变量纳入模型进行调整。结果显示，ＰＰＡＲａ的
ｒｓｌ３５５３９、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和ＰＰＡＲ ｖ的

表３

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ｒｓ７０９１５８和

采用单位点或单区域分析方法往往忽视一些
ＰＰＡＲ基Ｎ多态性与ＨＤＬ—Ｃ关联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六个ＳＮＰ间的交互作用
达到有统计学意义水平（Ｐ＝
０．０１０７），交叉验证一致性为９／１０，
平均检验准确度为Ｏ．６０４１，该模型
为六阶模型中最佳模型（表４）。
讨

ＰＰＡＲａ
ｒｓｌ３５５３９

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

论

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

ＰＰＡＲａ是配体激活的核转录因
子，主要通过与配体结合后活化而
发挥其生物学效应。其外显子５上

（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可产生影响受体活性
的功能ｎ２ Ｊ。Ｔａｉ等ｎ列在弗明汉后代

ｒｓ９７９４

ｒｓ２０１６５２０

整后，ＰＰＡＲａＶｌ６２变异仍是引起血

位基因携带者较Ｌ１６２等位基因携
带者ＨＤＬ．Ｃ水平高１０％，ＴＣ水平
表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４

１．４４（１．０７～１．９６）

１．４６（１．０７～１．９９１

ＧＧ

４３８

１７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ＧＣ＋ＣＣ

１４ｌ

６４

１．１２（０．８０～１．５８）

１．０９（０．７７～１．５４）

ＬＬ

４２４

１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ＬＶ＋ＶＶ

１５５

４３

ＣＣ

３４５

１５３

ＣＧ＋ＧＧ

２３４

８８

ＴＴ

２７ｌ

ＴＣ＋ＣＣ

３０８

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 ＣＣ

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

ｒｓ７０９１５８

ｍ１８０５１９２

脂异常的危险因素。Ｆｒｕｃｈａｒｔ等ｎ４１
的报道显示高加索人群中Ｖ１６２等

１２７

２２２

０．５９（０．４１—０．８７） ０．６２（０．４２～０．９０１

１．ＯＯ

１．００

Ｏ．８５（０．６２～１．１６、

Ｏ．８７（０．６４～１．１９）

１１７

１．０

１．００

１２４

Ｏ．９３（０．６９～１．２６） ０．９２（０．６８～１．２４）

ＰＰＡＲｖ

的队列研究中发现，经年龄、ＢＭＩ、
吸烟、及应用Ｂ受体阻滞剂等因素调

３５７

ＡＣ＋ＣＣ

ＰＲＵ硒

的第１６２位氨基酸由亮氨酸突变为
缬氨酸形成Ｌ１６２Ｖ多态性

ＡＡ

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

２７２

９５

ＣＧ＋ＧＧ

３０７

１４６

１．ＯＯ

１．３６（１．００～１．８５、１．３５（０．９９～１．８４）

ＣＣ

２８２

１３６

１．０

ＣＴ＋ＴＴ

２９７

１０５

Ｏ．７３（０．５４～０．９９）０．７６（０．５６～１．０４）

ＡＡ

２９８

１１２

１．００

ＡＧ＋ＧＧ

２８１

１２９

１．２２（０．９０～１．６５）１．２５（０．９２～１．７０）

ＰＰ

３２９

１３０

１．ＯＯ

ＰＡ＋ＡＡ

２５０

１１ｌ

１．１２（０．８３一１．５Ｚ）１．１８（０．８６—１．６１）

ＣＣ

３６２

１５７

ＣＴ＋ＴＴ

２１７

８４

１．Ｏ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９（０．６５一１．２２）１．９２（０．６７～１．２６）

注：模型１为单一素分析；模型２是在模型１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性别、年龄、吸烟、体力
活动、高脂饮食和低纤饮食

ＰＰＡＲ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的ＧＭＤＲ模型

注：。调整性别、年龄、吸烟、体力活动、高脂饮食和低纤饮食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ｑ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Ｉ）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低共显性的ＳＮＰ，后者对表型可能有微效的影响。

上调一些其他的编码ＨＤＬ—Ｃ结构、功能和代谢蛋白

只有通过多个ＳＮＰ交互作用分析才能发现与

的基因表达如ＬＰＬ和脂肪酸转运蛋白一Ｉ。我们猜

ＨＤＬ．Ｃ的关联性¨５。为验证单ＳＮＦ研究可能难以
发现微效基因间的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这一假设，

想，ＰＰＡＲｄ和ＰＰＡＲ７的多个ＳＮＰ可能通过以上相同
或不同的通路影响ＨＤＬ—Ｃ代谢的调控，发生交互

本研究采用ＧＭＤＲ模型分析ＰＰＡＲ家族１０个ＳＮＰ

作用。

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并调整性别、年龄、吸

目前有关Ｐ队Ｒ嘶双重激动剂的药理学研究，

烟、体力活动、高脂饮食和低纤饮食等协变量。结

探索不同的化学结构激活ＰＰＡＲ某个亚型时药理作

果显示包含ＰＰＡＲａ的ｒｓ １ ３５５３９、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与ＰＰＡＲ７

用的研究很多，但很少考虑ＰＰＡＲ单个ＳＮＰ的作用

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ｒｓ７０９１５８和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的

和多个ＳＮＰ的联合作用。本研究提出ＰＰＡＲａ的

６阶模型有统计学意义，提示ＰＰＡＲｙ和ＰＰＡＲａ通过

ｒｓｌ３５５３９多态性与低ＨＤＬ．Ｃ血症有关联，与ＰＰＡＲａ

交互作用发挥对ＨＤＬ．Ｃ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单

的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和ＰＰＡＲＹ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

ＳＮＰ分析时，ＰＰＡＲ７的５个ＳＮＰ均无主效应，向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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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带Ⅱ·
３７例股骨头坏死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李会秋武亮

贾忠萍张雪芬胜利

【关键词】股骨头坏死；症状自评量表；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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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ｏ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ｗｏｒｄｓ】

意义（Ｐ＜Ｏ．０１）。人际关系、偏执因子的均分虽高于常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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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要异常因子分布显示：ＳＣＬ一９０各因子
分≥３分检出率为２．７０％一１８．９２％，依次为强迫（１８．９２％），人
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１３．５１％），躯体化、偏执、敌对
（１０．８１％），恐怖（５．４１％），精神病性（２．７０％）。１０例患者中至

少有１个以上因子分≥３分，检出率为２７．０３％。３７例患者主
要心理问题为感到自己精力下降活动减慢、腰痛、易烦躁激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动和肌肉酸痛，分别占８６．５％、８６．５％、８１．１％和８１．１％。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股骨头坏死患者中３０岁以上

股骨头坏死病程长、致残率高，给患者带来心理及经济

组各项因子得分最高，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可能由于该年龄

负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本研究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段人群处于事业、家庭责任最繁重阶段，易造成心理压力。

（ＳＣＬ一９０）ｎ１对北京某医院收治的３７名股骨头坏死患者进行

而５０岁以上人群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

心理健康调查，为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参考。

精神病性６个因子得分最低，心理健康水平较其他３个年龄

１．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选自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在北京某

组高，是由于年龄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具有一定的

医院治疗的３７例股骨头坏死患者。调查采用ＳＣＬ一９０，并由

抗压能力。随着社会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主观感受

研究者发放问卷，缺失内容及时令被调查者补填后回收，有

和通过医疗干预提高其生活质量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结

效回收率为１００％。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并与全

果对股骨头坏死患者开展心理健康干预有帮助。

国常模比对∞１，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与分析：３７例患者年龄２３～５９岁，其中＜３０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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