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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避孕药暴露及血管紧张素基因多态
与女性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研究
黄志征李瑛王春孙涛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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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口服避孕药（ｏｃ）暴露和血管紧张素原（ＡＧＴ）基因多态及其联合作用与

中国女性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方法在“女性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使用队列”随访的基础上
前瞻性收集确诊的脑卒中新发病例，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按年龄和地区匹配健康对照和医院
对照），应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Ｔａｑｍａｎ）检测其基因型。结果（１）ＯＣ轻度升高出血型脑卒中发

病风险（ＯＲ＝１．８３，９５％ＣＩ：１．２５～２．６６）。（２）Ａ一６Ｇ的ＡＧ／ＧＧ基因型降低脑卒中发病风险（ＯＲ＝
ｏ．７８，９５％ＣＩ：Ｏ．６１～ｏ．９９）；Ｃ１１５３５Ａ的ＣＡ／ＡＡ基因型使梗塞型脑卒中风险略有降低（ＯＲ＝Ｏ．６２，
９５％ＣＩ：ｏ．４５～ｏ．８５），ＡＡ基因型则使出血型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升高（ＯＲ＝２．５７，９５％Ｃ１：１．０３。
６．４２）。（３）ＯＣ和ＡＧＴ基因的联合作用使得出血型脑卒中的发病风险略有升高。结论ＡＧＴ基因
多态性与中国女性脑卒中的发病有关，ＯＣ与ＡＧＴ基因多态性之间的联合作用可能升高出血型脑
卒中的发病风险。
【关键词】脑卒中；口服避孕药；血管紧张素原；基因多态性；联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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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
复杂性疾病。其中高血压是目前已知的最重要风险

腹静脉血。根据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音确定ＳＢＰ和ＤＢＰ，每名
对象测量２次，每次间隔１～２ ｍｉｎ。采用传统酚一氯

因素，此外血脂水平、性别、吸烟、饮酒以及糖尿病等

仿法提取基因组ＤＮＡ。运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

均可能影响脑卒中的发生。ＷＨＯ研究表明口服避

（Ｔａｑｍａｎ）方法检测Ａ一２０Ｃ（ｒｓ５０５０）、Ａ一６Ｇ（ｒｓ５０５１）

孕药（ＯＣ）可显著升高欧洲女性发生梗塞型脑卒中

及Ｃｌｌ５３５Ａ（ｒｓ７０７９）各位点基因型。采用酶法测定

的风险…。而有研究发现肾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

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ＲＡＳ）中血管紧张素原（ＡＧＴ）基因的表达受雌激素

醇（ＨＯＥ—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应用免

的调控，ＯＣ的雌激素成分可显著升高ＲＡＳ中的血

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载脂蛋白Ａ１（ＡｐｏＡｌ）、载脂蛋白

管紧张素ＩＩ（Ａｎｇ １／）的前体ＡＧＴ水平乜１。Ａｎｇ １１的
生物学作用，包括血管的收缩作用，抑制一氧化氮

Ｂ（Ａｐｏ Ｂ）和Ｌｐ（ａ）。

（ＮＯ）释放，促进血小板聚集，刺激血管平滑肌的增

服用时间由避孕药发放和服药记录（计划生育部门

生，增加前列腺素释放以及升高血管渗透性，升高血

提供）及妇女本人提供的信息确定，ＯＣ累积使用时

管张力，导致血管炎性细胞浸润到血管壁，最终导致

间／＞３个月定为ＯＣ使用者；血脂异常（符合任一项者）

血管损伤ｂ１，进而导致脑卒中的发生。ＲＡＳ的各组

为空腹血清ＴＣ＞ｔ６．０ ｍｍｏｌ／Ｌ或ＴＧ≥２．２０ ｍｍｏｌ／Ｌ或

成基因作为脑卒中易感基因已受到广泛关注。本研

Ａｐｏ

究探讨ＯＣ暴露联合ＡＧＴ基因多态与中国女Ｊ眭脑卒
中的发病风险的关联。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课题于１９９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９年６

３．相关定义：ＢＭＩ≥２４ ｋｇ／ｍｚ为超重¨１；ＯＣ累积

Ｂ≥１．１班或Ｌｐａ＞一３００ ｇ／Ｌ吲。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６．０４软件建立数据

库。计量资料使用非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ｚ检
验。使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年龄、地区进行调
整，计算ＯＲ值及９５％ＣＩ，应用ＳＡＳ ９．１．３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月在江苏省如东和太仓两个我国最早使用ＯＣ的

结

地区，建立女性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具（ｒＵＤ）使用者
队列，即连续使用甾体激素类ＯＣ和针或皮下埋置
剂＞３个月的已婚妇女为观察队列（４２ １４４例），同期

果

１．基本特征：共有４５３（太仓地区３１０、如东地区

选择连续使用ＩＵＤ＞３个月，从未使用甾体激素类避

１４３）名病例和９１９（太仓地区６２８、如东地区２９１）名
对照进入分析，年龄均值分别为（５８．２５±８．８６）岁和

孕药、针或皮下埋置剂＜３个月的已婚妇女为对照

（５８．０８±８．７２）岁，地区和年龄匹配均衡（Ｐ值分别为

队列（７０ ４２７例）。采用由医疗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

０．９７０９和０．５２４８），两组人群的文化程度、职业、饮

部门联合建立的县、乡、村三级女性心血管疾病报告

酒、吸烟和ＢＭ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系统连续收集发生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６月

病例组ＯＣ使用史（Ｐ＝０．０１４９）、脑卒中家族史（Ｐ＜

３０日经ＣＴ和／或Ｍ耐明确诊断、１９３２年７月１日后
出生的４５３例女性脑卒中（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内出

０．０００１）、高血压病史（Ｐ＜０．０００１）以及血脂异常病
史（Ｐ＜０．０００１）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出血型脑

血为出血型脑卒中、颅外动脉闭塞性脑梗塞、脑血栓

卒中ＯＣ使用者为８９例（５３．９４％），高于对照组

形成引起的脑梗塞、栓塞性脑梗塞为梗塞型脑卒中）

（４１．８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ＯＣ队列发生梗

新发病例。根据病例的年龄（±３岁）和地区等分布

塞型脑卒中为１２８例（４５．２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特征，选取与病例同一医院的其他疾病患者为医院

（表１）。

对照、同一居住地的相邻人群中的正常人为邻里健

２．ＯＣ累积时间与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分

康对照，要求所选取的对象未患有脑卒中及其他心
脑血管疾病。本研究经江苏省计划生育研究所伦理

析：调整年龄、地区、ＢＭＩ、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后，ＯＣ

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使用者发生出血型脑卒中是非使用者的１．８３倍
（ＯＲ＝１．８３，９５％ＣＩ：１．２５～２．６６），发生缺血型脑卒中

２．研究方法：采用１：２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由经

是非使用者的１．０９倍。提示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

培训合格的调查员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面对面访

风险随着ＯＣ累积服用时间增加，趋势性检验Ｐ＜

问，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生育史、避孕史（ＯＣ使

０．０００１（表２）。

用情况）、个人疾病史、家族遗传史和主要危险因素
暴露史，同时测量血压、身高和体重，并采集清晨空

３．ＡＣＥ基因多态性与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分
析：结果见表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３２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表１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４对照组和病例组ＢＭＩ均值分别为（２３．３２±３．２３）ｋｇ／ｍ２、（２３．９１±３．７８）ｋｇ／ｍ２，其中出血
型和梗塞型脑卒中分别为（２３．４２±３．８７）ｋｇ／ｍ２、（２３，２４１３．７０）ｋｇＪｍ２；６病例组包括出血型脑卒中１６５例，梗塞型脑卒中２８５例，未分型３例；。病
例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

表２

基因型

对照组

病例组

ＯＣ使用的累计时间与脑卒中发病的关联分析

ＯＲ值（９５％ｃＤ

出血型脑卒中

ＯＲ值（９５％Ｃ０

梗塞型脑卒中

ＯＲ值（９５％Ｃ０

注：４同表２

（１）Ａ一２０Ｃ（ｒｓ５０５０）、Ａ一６Ｇ（ｒｓ５０５１）及Ｃ１１５３５Ａ

（２）Ａ一６Ｇ位点ＡＧ／ＧＧ基因型对梗死型脑卒中

（ｒｓ７０７９）各位点基因型在对照组人群的分布均符合

发病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ＯＲ＝０．６５，９５％ＣＩ：０．４８。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Ｐ＞０．０５），分型成功率分别为
９８．３％、９９．７％和９９．３％。随机抽取１０％的样本进行

Ｏ．８８）。

重复实验，结果１００％符合。Ａ一２０Ｃ等位基因位点在

中发病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ＣＡ／ＡＡ：ＯＲ＝Ｏ．６２，

两组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的意义（９５％ｃ，：０．７９。

９５％ＣＩ：０．４５～０．８５），但ＡＡ基因型可导致出血型脑
卒中发病风险升高（ＯＲ＝２．５７，９５％ＣＩ：１．０３～６．４２）。

１．３１）。

（３）Ｃ１１５３５Ａ位点ＣＡ／ＡＡ基因型对梗塞型脑卒

·３２４‘

主堡煎堑疸堂鲞查垫！！堡兰旦箜丝鲞箜兰塑竺！堡！墅！堂堡型！垒：鲤！垫！！！塑！：兰！塑竺：１

４．ＯＣ使用和ＡＧＴ基因多态联合作用与脑卒中
发病风险的关联分析：Ａ一２０Ｃ位点ＡＡ基因型

表明Ｇ等位基因对中国女性梗塞型脑卒中发病具有

（ＯＲ－－－－１．９９，９５％Ｃ１：１．３４～２．９７）、Ａ一６Ｇ位点ＡＧ／ＧＧ

病例组Ｇ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Ａ一６Ｇ位点

基因型（ＯＲ＝１．８４，９５％Ｃ／：１．１５～２．９４）以及

Ｃ１１５３５Ａ位点Ｃ刖ＡＡ基因型（ＯＲ－－－－－１．７３，９５％Ｃ／：

Ｇ等位基因在白人中与梗塞型脑卒中发病风险呈正
相关关系。同此本研究也表明ＡＧＴ基因Ａ一６Ｇ位点

１．０６—２．８５）与ＯＣ的联合作用增加出血型脑卒中的

与脑卒中发病问存在显著关联，但由于该位点基因

发病风险，但与梗塞型脑卒中发病风险间无显著关

型分布在不同种族间的差异导致研究结果不同。

保护作用。而Ｓａｉｄｉ等口１研究结果显示梗塞型脑卒中

联；Ａ一２０Ｃ位点ＡＣ／ＣＣ基因型与ＯＣ联合则略微增

有关Ｃ１１５３５Ａ位点多态性与脑卒中发病风险

加女性患梗塞型脑卒中的风险（ＯＲ＝１．５０，９５％ＣＩ：

的报道较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此位点多

１．０１～２．２４）（表４）。

态性与高血压发病的关系ｎ瓯”１。国内一项基于女性
讨

论

人群的研究并未发现Ｃ１１５３５Ａ位点与高血压发病

风险间的关联ｎ“。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携带ＣＡ／ＡＡ

本研究结果提示①有ＯＣ使用史的女性出血型

基因型的中国女性脑卒中发病风险下降明显，且降

脑卒中发病风险升高；②Ａ一６Ｇ的ＡＧ／ＧＧ基因型降

低梗塞型脑卒中发病风险，而从基因型则略增加

低梗塞型脑卒中的发病风险，Ｇ等位基因可能是梗

出血型脑卒中发病风险。提示虽然高血压是脑卒中

塞型脑卒中的保护因素；Ｃ１１５３Ａ的ＣＣ基因型使梗

重要危险因素，但两者的发病机制可能存在差异，其

塞型脑卒中风险略有上升，ＡＡ基因型则使出血型脑

中缺血和出血型脑卒中的发病机制也有不同。

卒中的发病风险略有升高；③ｏｃ和ＡＧＴ基因的联
合作用可能提高出血型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有研究表明ＡＧＴ基因Ａ～２０Ｃ位点Ａ等位基因

在雌激素作用下可使ＡＧＴ基因转录效率提高５～６

有研究表明长期使用ＯＣ对高血压的发病风险

倍ｎ“。本研究发现，Ａ一２０Ｃ位点ＡＡ基因型和ＯＣ联

存在影响，ＯＣ暴露与高血压发病风险间存在时间累

合分析比独立分析ＯＣ所致出血型脑卒中危险性增

积效应陆＇７｜，而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

加１６％，而ＡＣ／ＣＣ基因型和ＯＣ联合分析比独立分

一。本课题组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随访研究发现，与ＩＵＤ

析ＯＣ所致梗塞型脑卒中危险性增加４１％，比独立

队列相比，ＯＣ队列发生出血型脑卒中的风险显著增

分析易感基因所致梗塞型脑卒中危险性增加３ｌ％。

加旧１。而国外研究多数认为ＯＣ使用与梗塞型脑卒

与ＯＣ暴露联合作用，ｃ１１５３５Ａ位点ＣＡ／ＡＡ基因型

中有关，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地域和种族的不同
有关。

以及Ａ一６Ｇ位点ＡＧ／ＧＧ基因型可轻度升高出血型

Ａ一６Ｇ位点ＡＧ／ＧＧ基因型对脑卒中发病具有一
定保护作用，且仅在梗塞型脑卒中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４

注：４同表２

脑卒中发病风险，而对梗塞型脑卒中则无明显影响。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研究中未检测血浆
ＡＧＴ的水平，限制了进一步分析基因型和表型的关

ＯＣ使用和基因多态性的联合作用与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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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７：１３—１６．

联及对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影响；其次，在随访基础上
前瞻性收集存活的脑卒中确诊新发病例，而遗漏死

［７］ＣｈｏｂａｎｉａｎＡＶ，ＢａｋｒｉｓＧＬ，ＢｌａｃｋＨＲ，ｅｔ
ｏｆ

亡病例可能对风险关联评价产生偏倚；此外，由于病
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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