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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基因一基因
交互作用对原发性高血压的影响
俞浩陈秋杨婕胡晓抒周正元郭志荣

【摘要】

武呜

目的探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ＰＰＡＲ）Ⅱ／８／Ｔ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基

因一基因交互作用对原发性高血压（ＥＨ）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均来自于“江苏省多代谢异常和
代谢综合征综合防治研究（ＰＭＭＪｓ）”队列人群。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８２０名研究对象的基
线血标本进行ＰＰＡＲ ｓｄＳ／Ｔ（ＰＰＡＲａ：ｒｓｌ３５５３９、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和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ＰＰＡＲ８：ｒｓ２０１６５２０和ｒｓ９７９４；
ＰＰＡＲＴ：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ｒｓｌ８０５１９２、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ｒｓ７０９１５８和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多态性检测，运用广义多因子降
维法（ＧＭＤＲ）模型检测ｌＯ个ＳＮＰ的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与ＥＨ的关联。结果调整性别、年龄、体
重指数、空腹血糖、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脂饮食、低纤饮食和体力活动后，以ＥＨ、
ＳＢＰ和ＤＢＰ质量性状为结局的ＧＭＤＲ最优模型分别为七、九维度模型（ＥＨ：交叉一致性为９／１０和
１０／１０，平均检验准确度为０．５８６２和０．５８８５）、五、九维度模型（ＳＢＰ：交叉一致性为１０／１０和８／１０，平
均检验准确度为０．６０５５和ｏ．６０１１）和八、九维度模型（ＤＢＰ：交叉一致性均为１０／１０，平均检验准确
度为０．５９２６和０．５９７２）。ＳＢＰ和ＤＢＰ数量性状的最优模型分别为四、五维度模型（ＳＢＰ：交叉一致
性为１０／１０和８／１０，平均检验准确度为０．６１１１和０．６０７２）和五维度模型（ＤＢＰ：交叉一致性为９／１０，
平均检验准确度为０．５７５３）。结论ＰＰＡＲ的１０个ＳＮＰ中多个ＳＮＰ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且对血压
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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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ＥＨ）受多种遗传因素和环境因

ｒｓ９７９４（Ｃ２８０６Ｇ）位于ＰＰＡＲ ８的第９外显子；

素的共同作用。１｜，其发病机制仍在不断探索中。过

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Ｃ６８１Ｇ）位于ＰＰＡＲｙ３外显子Ａ２上游；

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ＰＰＡＲ）是４８位类固

ｒｓｌ８０５１９２（Ｐｒ０１２Ａｌａ）位于ＰＰＡＲ７２外显子Ｂ上；

醇、甲状腺激素核受体超家族的亚家族，调控着配体

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ｉｎｔｒｏＣＴ）位于ＰＰＡＲＹ第３内含子上；

与受体相结合后的基因表达。ＰＰＡＲ有０【、６和１，三种

ｒｓ７０９１５８（ｉｎｔｒｏＡＧ）位于ＰＰＡＲｌ，第２内含子上；

亚型，分别位于人类２２、６和３号染色体上，在脂肪生

ｒｓ３８５６８０６（Ｃ１６１Ｔ）位于ＰＰＡＲｙ２第６外显子。ＤＮＡ

成、脂类代谢、胰岛素敏感性和炎症反应均起重要的
调节作用心＇３。。ＰＰＡＲ三个亚型在生理学、药理学和

的提取采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人基因组试剂盒。
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位点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

分子功能上的相似性和多样性提示它们可能有调节

多态性分析方法（ＰＣＲ－ＲＦＬＰ），ＰＣＲ体系反应条件：

血压的作用ｎ］，本研究已经对ＰＰＡＲｏＪＳ／７的多个单核
苷酸多态性（ＳＮＰ）进行了基因分型及其与ＥＨ的关

９５℃预变性３ ｍｉｎ；９５℃变性１０ Ｓ，６３℃退火３０

联分析ｂ１，但关联分析时，单一的ＳＮＰ常显示微效基

ＡＣＴ ＣＣＴ

ＴＡＡ触队ＴＧＧ ＴＧＧ一３’；下游引物：５ ７一

因的作用，多个ＳＮＰ之间对ＥＨ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因此探讨ＰＰＡＲ ａ／６／ｖ的ＳＮＰ与ＥＨ的关联时，应重

ＡＡＧＴＡＧ

ＧＧＡＣＡＧＡｃＡＧＧＡｃｃＡＧＴＡ一３’。三｛涂

Ｓ，

７２℃延伸３０ Ｓ，３０次循环。上游引物：５’一ＡＣＡＡＴＣ

点探讨多个ＳＮＰ的交互作用对ＥＨ的影响。为此，

９个位点采用Ｔａｑｍａｎ荧光探针法，ＳＮＰ多态性检测所
采用的探针序列及方法同文献［１３］。基因分型由ＡＢＩ

本研究在ＰＰＡＲ的多个ＳＮＰ和ＥＨ关联分析的基础

Ｐｒｉｓｍ

上ｂ１，探讨多个ＳＮＰ之间的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对

３．统计学分析ｂ。：以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Ｗ）遗传
平衡推断是否具有样本的群体代表性。１…。应用

ＥＨ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７０００软件的Ａｌｌｅｌｉｃ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程序完成。

ＳＨＥｓｉｓ（ｈｔｔ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ｉｏ＿ｘ．ｃｎ）软件对各位点进行
连锁平衡检验，计算Ｄ ７值，Ｄ’值＜０．７５，表明不存在

１．研究对象：来自于“江苏省多代谢异常和代谢

强烈的连锁不平衡状态。基因一基因交互作用采用

综合征综合防治研究”队列人群哺１。对４５８２名基线

广义多因子降维法（ＧＭＤＲ）ｎ５＇１６］，以随访时的血压

调查满５年的对象进行随访，共随访到４０８３人，随访

作为结局变量，并将性别、年龄、ＢＭＩ、ＦＰＧ、ＴＧ、

率为８９．１１％。在剔除基线时存在心血管疾病（ｎ＝
３６）、糖尿病（ｎ＝２８９）、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ｎ＝２７）后

ＨＤＬ—Ｃ、高脂低纤饮食和体力活动等为协变量引入
模型进行调整，进行符号检验和置换检验，并计算各

３７３１名对象基础上，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个维度不同因子组合的交叉验证一致性、平衡检验

８２０名进行基线血标本ＰＰＡＲ基因多态性检测，在是

准确度。交叉验证一致性衡量一致性程度，并用来

否被抽取的对象间各项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确定所选定的交互作用是否为所有模型之中的最佳

义耶１。ＥＨ诊断采用ＷＨＯ（１９９９）标准＂］。问卷调查、

模型。平衡检测的准确性分数介于０．５０（表示此时

人体测量及实验室检查内容见文献［５］。

模型预测不理想）和１．００（表示此时模型预测最优）

２．ＳＮＰ选择、ＤＮＡ提取和基因多态性检测：ＳＮＰ

之间，衡量能准确预测交互作用的程度。置换检验

的选取原则见文献［５，８一１２］。本研究１０个ＳＮＰ的

的预测精度，用于衡量一个模型是否有意义，以Ｐ＜

位置：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Ｌ１６２Ｖ）位于ＰＰＡＲａ基因第５外显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子；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Ｇ７Ｃ）位于ＰＰＡＲ Ｏ【的第７内含子；

ｒｓｌ３５５３９（ｉｎｔｒ０１Ａ３Ｃ）位于ＰＰＡＲ Ｃ【的第１内含子；
ｒｓ２０１６５２０（一８７Ｔ＞Ｃ）位于ＰＰＡＲ６的第４外显子；

结

果

１．一般特征：研究对象８２０（男性２７０，女性５５０）

·３２８‘

主堡煎堡疸堂垄查！！！！堡！旦篁丝鲞箜！塑￡！垫！里旦ｉ鱼！堡ｉ！！！垒逝！！！！！！№！：丝：堕！：兰

人中ＥＨ ２６９例（ＥＨ组），血压正常者５５１人（对照

表２对照组中ＰＰＡＲ基因分布的Ｈ—ｗ平衡检验

组），平均年龄（５０．０５±９．４１）岁。两组人群在年龄、
文化程度、经济收入、高脂饮食上存在差异，ＥＨ组的
ＦＰＧ水平高于对照组，ＨＤＬ—Ｃ水平低于对照组。两

组间性别、吸烟、饮酒、低纤饮食、体力活动、ＴＧ和
ＴＣ未见差异（表１）。

２．ＳＮＰ的Ｈ—ｗ平衡检验及其与血压间的联系：
ＰＰＡＲａ／８／ｙ的１０个ＳＮＰ在对照组巾均符合Ｈ．ｗ平衡
（表２），对ＳＮＰ间进行连锁平衡检验，结果显示任意
两位点之问的Ｄ’值均＜０．７５，未发现强烈的连锁不

平衡（表３）。ＰＰＡＲ吖８／ｙ的１０个ＳＮＰ等位基因频数
和基因型分布见先前研究ｂ］，值得关注的是在单个

ＥＨ显著关联ＰＰＡＲ８的ｒｓ９７９４、ＰＰＡＲｌ，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
和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此外还包含了关联分析不显示主效应

ＳＮＰ的关联分析中，ＰＰＡＲａ的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ＰＰＡＲ８的

的ＳＮＰ。最优模型七和九维度的模型接近，预测准

ｒｓ９７９４以及ＰＰＡＲｙ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和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四个

确度分别为０．５８６２（Ｐ＝０．０１０７）和０．５８８５（ＪＰ＝

位点基因型均一致，显示与ＥＨ、ＳＢＰ和ＤＢＰ的关联，

０．０１０７），最好的交叉验证一致性分别为９／１０和１０／

其他６个ＳＮＰ位点未显示与ＥＨ、ＳＢＰ和ＤＢＰ的统计

１０，表明ＰＰＡＲａ／Ｓ／ｙ的多个ＳＮＰ对ＥＨ存在基因一基

学联系。

因交互作用。

３．ＳＮＰ对ＥＨ的交互作用：表４中的Ａ是以ＥＨ
和非ＥＨ分类，纳入１０个ＳＮＰ的同时将性别、年龄、

（≥１４０

ＢＭＩ、ＦＰＧ、ＴＧ、ＨＤＬ—Ｃ、高脂低纤饮食和体力活动

析。结果显示，五、九维度模型组合的最高预测准确

等作为协变量引入ＧＭＤＲ模型进行调整（以下均

度接近，最好的交叉验证一致性分别为１０／１０和８／

同）。结果显示，三、四、六、七、九维度模型组合分别

１０，平均检验准确度为０．６０５５和０．６０１ １。表明ＰＰＡＲ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七、九维度模型中同时包含了与

ｏｄＳ／ｙ的多个ＳＮＰ对ＳＢＰ（质量性状）存在基因一基因
交互作用。表５中的Ａ是将１０个ＳＮＰ对ＳＢＰ

表１两组研究对象基本特征比较

４．ＳＮＰ对ＳＢＰ的交互作用：表４中的Ｂ是将ＳＢＰ
ｍｉｌｌ

Ｈｇ和＜１４０

ｍｉｌｌ

Ｈｇ）作为分类变量的分

数量性状的影响进行ＧＭＤＲ分析。最优模
型显示四和五维度的模型优度接近，最高预
测准确度分别为０．６１１１（Ｐ＝０．０１０７）和
０．６０７２（Ｐ＝０．０１０７），最好的交叉验证一致性
分别为１０／１０和８／１０，说明ＰＰＡＲａ／Ｓ／ｙ的多个
ＳＮＰ之间对数量性状的ＳＢＰ存在基因一基因
交互作用。
５．ＳＮＰ对ＤＢＰ的交互作用：表４中的Ｃ
是将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和＜９０ ｍｍ Ｈｇ）作为

分类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八和九维度的
模型组合具有统计学意义，两模型的优度接
近，预测准确度分别为０．５９２６（Ｐ＝０．０１０７）和
０．５９７２（Ｐ＝０．０１０７），交叉验证一致性均为１０／
１０。这两个交互作用模型包含了关联分析中
显著关联ＰＰＡＲ８的ｒｓ９７９４以及ＰＰＡＲｙ的
ｒｓｌ０８６５７

１０和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同时还包含一部分

关联分析无显著关联的ＳＮＰ，表明ＰＰＡＲａ／Ｓ／ｙ
的多个ＳＮＰ对ＤＢＰ（质量性状）存在基因一基
注：ＦＰＧ、ＴＧ呈偏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其余括号外数据为人
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因交互作用。同样将１０个ＳＮＰ对ＤＢＰ的数
量性状进行ＧＭＤＲ分析，从表５中的Ｂ显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３２９·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表３

１０个ＳＮＰ连锁平衡检验Ｄ值

模型维度

最

优

因

子

组

合

模型维度

最

优

因

子组

合

壤 勰鬟）

鬻 勰篡）

Ｐ值

Ｐ值

注：ｌ司表４

五维度模型为最优模型，预测准确度为０．５７５３（Ｐ＝

明，一些在单个分析中并未显示出与ＥＨ有显著关联

０．０１０７），交叉验证一致性为９／１０。五维度的交互作

的ＳＮＰ，其组合的综合作用可能发挥对ＥＨ的效应。

用模型包含了关联分析中有主效应的４个位点外，

不仅如此，以ＳＢＰ（≥１４０

还包含关联分析中未显示显著关联的ｒｓ４２５３７７８，说

ＤＢＰ（≥９０

明ＰＰＡＲ“８／７的多个ＳＮＰ与ＤＢＰ（数量性状）存在基
因一基因交互作用。
讨

论

ｍｉｎ

Ｈｇ或＜１４０ ｍｍ Ｈｇ）和

Ｈｇ）划分，在调整性
别、年龄、ＢＭＩ、ＦＰＧ、ＨＤＬ—Ｃ、高脂低纤饮食和体力活
ｍｍ

Ｈｇ或＜９０

ｍｍ

动等后，其交互作用仍可对ＳＢＰ和ＤＢＰ产生影响。
ＥＨ的遗传易感性涉及多个易感基因。有学者

本研究先前的报道已显示ＰＰＡＲａ的ｒｓｌ８００２０６、

认为不同基因位点在一条染色体或某一区域的距离
关系可影响基因本身的易感程度”７·１８］。对ＰＰＡＲ家

６的ｒｓ９７９４和ＰＰＡＲ Ｙ的ｒｓｌ０８６５７１０和

族而言，一些微效ＳＮＰ对ＥＨ的独立作用可能被相

ｒｓ４６８４８４７对ＥＨ具有主效应ｂ１。本次研究结果表

邻ＳＮＰ的作用所掩盖ｎ ９】，导致其与ＥＨ的关联在单

ＰＰＡＲ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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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ＳＮＰ分析中不能显现，而多个ＳＮＰ的交互作用分

和ＤＢＰ显著关联的ＳＮＰｂｌ，以及ＧＭＤＲ模型所显示

析时可以发现这些微效基因的作用。研究中用

的不同维度的交互作用模型中起协同作用的ＳＮＰ，

ＧＭＤＲ模型分析了１０个ＳＮＰ之间交互作用对ＥＨ的

可能沿着相同或不同的途径共同在ＥＨ的发生过程

影响，并将性别、年龄、ＢＭＩ、ＦＰＧ、ＴＧ、ＨＤＬ—Ｃ、高纤

中发挥作用。

低脂饮食和体力活动等因素作为协变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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