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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中的应用
沃红梅

易洪刚

潘红星唐少文赵杨

陈峰

【导读】探讨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及其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的应用。
以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模拟数据为例，介绍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基因水平检测遗传变异与复
杂性疾病之间关联的分析策略。模拟结果表明，在所有已知基因检验结果中致病位点所在基因假
设检验的Ｐ值最小。结果提示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能够充分提取和综合基因
中多个遗传突变位点信息，降低统计学检验的自由度，同时还能够控制多种协变量因素和交互作
用，在检测致病基因与疾病关联时具有一定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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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组关联研究（ＧｗＡｓ）已成为人类复杂性

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ｓ），因此在ＧｗＡｓ数据中就会产

疾病遗传易感性的主要研究策略。但ＧｗＡｓ也面

生较大的变量数ｐ（即ＳＮＰｓ）和较小的样本量ｎ的问

临着许多统计学问题：①现有的生物学技术已经能

题（１ａ嬉ｅ ｐ ｓｍａｌｌ凡ｐｒｏｂｌｅｍ），即“维度灾难”…。②目
前ＧｗＡｓ的分析策略仍以基于单个ｓＮＰ的分析为

够在一个基因芯片上同时检测上百万个位点的单

主陋］。然而该策略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从统计学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１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２３

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１０日Ａ３３００３４）；高等学校博士学

角度看，由于多重比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撕ｓｏｎ）的次数
多达几十万次，必须校正才能有效控制第一类错误

科点专项科研基金（２０１１３２３４１１０００２）；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ｔｙｐｅ Ｉ ｅｎ．ｏｒ）‘引。实际工作中经常采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方

项目

法校正，但是研究表明这种方法非常保守Ｈ１。其次
从生物学角度看，复杂性疾病往往受多个不同位点、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２０２２８３，８１０７２３８９，３０９０１２３２）；江

作者单位：２１１１６６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系（沃红梅、易洪刚、唐少文、赵杨、陈峰）；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潘红星）
通信作者：陈峰，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ｎ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基因或者通路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单个位点突变而
致病，因此单位点分析策略并不符合复杂性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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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机制。因此，在ＧＷＡＳ中大量的假设检验经过

数，是模型中最主要的部分。矗（·）综合了该集合中

多重比较调整后，再采用传统的单位点分析策略时，

所有ＳＮＰｓ的遗传信息，表达了ＳＮＰｓ集合和疾病之
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经数学证明凹１，＾（Ｚ。，Ｚ：，…，

很有可能会错失那些较弱的、但真正与疾病相关联
的位点。由此可见，基于单个ｓＮＰ的分析策略显然
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许多研究者提出各种

乙）＝＾（ｚ。）＝∑：，－ｌ ｙｒＫ（ｚ。，ｚ。一）。可见，其中＾（·）

ＧｗＡｓ的分析策略和统计方法ｂ，“。其中Ｋｗｅｅ等ｎ１、

３．选择核函数：核函数矩阵Ｋ（·，·）决定了非参

ｗｕ等ｎ１提出一种采用非参数核函数（ｋｅｍｅｌ

数函数＾（·）的形式，从而进一步影响了ＳＮＰｓ集合

向ｎｃｔｉｏｎ）的方式建立基因型数据和疾病表型之间非

和表型之间的关联性。在遗传学中，用来衡量第ｉ个

线性关系的回归模型，由于具有能够利用生物学先

个体和第ｉ’个个体基因型相似性的一种常用方法就

验信息及具有较多的统计学特性等优点，开始在

是计算该对个体状态同一（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ｂｙ—ｓｔａｔｅ，ＩＢＳ）的

ＧｗＡｓ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一定效果。本研究主要介

等位基因个数。因此本研究考虑采用ＩＢｓ核函数：Ｋ

绍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
ＧｗＡｓ中的建模策略和应用。

表达个体之间遗传相似性。

完全由正半定核函数矩阵Ｋ（·，·）来决定。

（ｚ。，ｚ，）＝∑：：。｛２，（磊＝ｚ，）＋，（Ｉ磊一ｚ一，ｌ＝１）｝／２ｐ
４．方差成分得分检验：考虑到第ｉ个个体患病概

基本原理

率只取决于＾（Ｚ。）。因此，为了检验ＳＮＰｓ集合与疾

在分析ＧｗＡＳ资料时，首先基于生物学先验信
息，将全基因组中的ＳＮＰｓ划分成具有生物学特征的
ｓＮＰｓ集合（ｓＮＰｓ ｓｅｔ），然后在每个具有生物学意义

病关联，建立假设检验
凰：ｈ（Ｚ）＝０

（２）

为检验该假设，Ｌｉｕ等…证明ｈ＝研。式中，Ｋ为ｎ×ｎ

的ｓＮＰｓ集合中，建立核函数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并采
用方差成分得分检验（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ｍ ｓｃｏｒｅ

的ＩＢｓ核函数矩阵Ｋ（ｚ。，ｚ。，）；ｈ＝［危。，＾：，…，矗。］’为每

ｔｅｓｔ）计算每个ＳＮＰｓ集合的Ｐ值，以评价同一ＳＮＰｓ

任意Ｆ分布。其中Ｔ体现了ｓＮＰｓ集合的遗传效应。

集合中所有ＳＮＰｓ的联合效应与疾病的关联。

则式（２）中对ＳＮＰｓ集合中遗传效应的假设检验等价

具体方法和分析步骤：

一个个体随机效应，服从一个均数为０方差为ＴＫ的

于式（３）中检验参数Ｔ是否为Ｏ，即

１．划分ＳＮＰｓ集合：根据生物学先验信息，对全
基因组中ｓＮＰｓ进行划分，形成有生物学意义的
ｓＮＰｓ集合，例如基于基因、基因通路等。根据基因
划分是最常用的一种策略，将位于同一个基因中（或
者相邻区域）的ｓＮＰｓ划分成一个ｓＮＰｓ集合。

风：ｈ（Ｚ）＝０省日０：ｔ＝０

（３）

因此，可采用通过方差成分得分法以检验参数Ｔ是否
为０，即

Ｑ一止丑半立越

（４）

２．建立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假设采用以人
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设计，对ｎ个独立的个体进行

式中，ｌｏｇｉｔ ｐ０。＝理ｏ＋饯ｌ戈ｉ１＋仅２戈ｉ２＋…＋０［。戈。。，常数项

基因型分型。设＂为第ｉ个个体表型的数据，Ｍ＝１表

后基于Ｑ所服从的尺度参数为矗以及自由度为Ⅳ的Ｚ
分布，获得假设检验中的Ｐ值随１。

示病例，∞＝０表示对照。在每个ＳＮＰｓ集合中，包含

０【。和协变量偏回归系数ｄ蔗于零模型得到估计。最

Ｐ个ｓＮＰｓ，设五，，Ｚ：，…，乙为第ｉ个个体（ｉ＝１，２，…，
ｎ）的基因型数据。采用相加模式，己＝０，ｌ，２分别表

实例分析

示第ｉ个个体第？个ＳＮＰｓ位点的最小等位基因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设计，使用ＨａｐＧｅｎ软件ｎ叫

（ｍｉｎｏｒ ａｌｌｅｌｅ）个数。设簸，，戈∞…，菇。。为ｍ个用于调整

模拟产生人类基因组ＧｗＡｓ基因型数据，采用核函

的协变量，例如人口学变量、环境因素变量等。
为检验在调整了其他协变量情况下，包含ｐ个

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第２２号染色体基
于基因分析的结果为例，介绍建模策略和结果解释。

ＳＮＰｓ的集合是否与疾病存在关联，对于第ｉ个个体，

本研究采用文献［１１，１２］的方法模拟产生１０００

建立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ｌｏｇｉｔ

个病例，１０００个无关联对照的全基因组基因型数

Ｐ（∞＝１）＝ｄｏ＋仅１魁１＋ａ扰ｎ＋ｄ∥。＋
＾（Ｚ。，磊，…，乙）

据。即基于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Ｔｈｅ
（１）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印Ｍ印Ｐｒｏｊｅｃｔ，Ｈ印Ｍ印，ｈ印：∥ｓｎｐ．

式中，ｄ。是常数项，仅。，ｄ：，…，仪。为协变量的偏回归系

ｃｓｈｌ．ｏｒ∥）数据（ｒｅｌ群２２一ＮＣＢＩ

数。核函数＾（Ｚ。，Ｚ：，…，磊）为任意形式、未知的函

人群，采用ＨａｐＧｅｎ模拟产生第２２号染色体物理位

Ｂｕｉｌｄ

３６）中ＪＰＴ＋Ｃ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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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Ｊ阻ｅ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６

置为１４．４３—４９．５８ Ｍｂ的基因型数据，包含３２ ６６８个

ＳＮＰｓ集合中ｓＮＰｓ的频数分布

表１
ｓＮＰｓ集合中

ｓＮＰｓ

ｓＮＰｓ个数

集合数

构成比
（％）

ｓＮＰｓ集合中
ＳＮＰｓ个数

１６０

３７．３８

４ｌ～５０

２６

６．０７

基因的内含子区域（ｉＩｌ仃０１１ｉｃ），最小等位基因频率

１１～２０

８１

１８．９３

５ｌ～１００

４５

ｌＯ．５ｌ

ａｌｌｅｌｅ眈ｑｕｅｎｃｙ，ＭＡＦ）设为１５％。致病等位

２１～３０

５１

１１．９２

≥ｌＯｌ

３３

７．７ｌ

３ｌ～４０

３２

７．４８

合计

４２８

ｌｏｏ．ｏｏ

ＳＮＰｓ。随机选择其中位于３８．９８ Ｍｂ的一个ＳＮＰｓ
（ｒｓｌ２４８４７７６）作为致病位点，该位点处于ｎ限ｃ６Ｂ
（ｍｉｎｏｒ

基因杂合子致病的优势比（伽）设为１．２２，采用相乘
遗传模式。疾病患病率设为１ ５％。

ｌ～１０

ｓＮＰｓ

构成比

集合数

（％）

表２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ＧｗＡｓ
基因型模拟数据（第２２号染色体）基因ＪＰ值排序结果

首先划分ＳＮＰｓ集合。基于ＰｕｂＭｅｄ中ｄｂＳＮＰ数
据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０１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ｄｂＳＮＰ）ｎ ３｜，确定第２２号染色体中ＳＮＰｓ所处的基因

名称。结果表明，在第２２号染色体上３２ ６６８个ＳＮＰｓ
中，有１５ ６１７个ｓＮＰｓ处于４２８个已知基因中，据此将

其划分成４２８个ＳＮＰｓ集合（表１），其余１７ ０５１个

注：仅列出Ｐ值最小的５个基因区域结果；模拟试验设定的致病
位点为ｒｓｌ２４８４７７６，染色体物理位置为３８．９８２８ Ｍｂ，位于１ＮＲｃ６Ｂ

ＳＮＰｓ未处于已知基因区域，将其划分成相应数量的

基因区域

仅含单个ＳＮＰ的集合（即１７ ０５１个ＳＮＰｓ集合）。

ｎ哝Ｃ６Ｂ基因的ＪＰ值为最小，结果提示该基因区域

其次，在每一个ＳＮＰｓ集合中，进行ＩＢＳ核函数

为致病位点所在区域。这与事先模拟试验的参数设

ｌｏ蓟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采用方差成分得分检验得到
每个分析集合的Ｐ值，并对基因按照Ｐ值进行排序，

定相符。与传统的基于单个位点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其中Ｐ值最小的５个基因的结果见表２。处于基因

型结果相比较，核函数ｌｏ百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中致病
位点的Ｐ值更小且非致病位点（噪声位点）的Ｐ值更

区域的第２２号染色体的基因组扫描结果见图１。

大，因此能够更容易地从基因组中大量非致病位点

最后，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１０画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噪声位点）中筛选出与疾病关联的位点。模拟研究

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基因假设检验的Ｐ值中，

表明采用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ｌｏ百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ｒｓｌ ２４８４７７６
１ＮＲＣ６Ｂ堆因
Ｐ＝Ｏ Ｏ００３８

●
ｏ
●
ｏ

五
．－

５

２０

２５

３５

４０

Ｂ

：蕾

４５

ｒｓｌ ２４８４７７６
ｒｓｌ ２４８４７７６

，’一Ｏ．００３

栅．一

Ｉ＝竺竺！竺竺二！！竺登二竺竺Ｔ二
１５

２０

２５

７８６４

甲嘲．一 Ｉ鼍，
●■Ｉ

二燮竺竺竺二竺翌＝二竺竺！，
３０

３５

４０

ｖ＿

４５

第２２号染色体物理位置（Ｍｂ）

注：模拟试验设定的致病位点为ｒｓｌ２４８４７７６，物理位置为３８．９８２８ Ｍｂ，位于ＴＮＲｃ６Ｂ基因区域

图１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Ａ）和传统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Ｂ）分析
ＧｗＡｓ基因型模拟数据（第２２号染色体）基因组扫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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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检测基因组中与疾病有关联的基因区域，并具

提示该模型能够利用ＬＤ，通过自由度的自适应估计

有一定的检验效能。

来获得更高的检验效能。
讨

论

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也存在
局限性。①本研究采用基于已知基因的方法具有一

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ｌｏ西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是一

定局限性，因为许多ＳＮＰｓ所处的基因还并不明确。

种能够把生物学先验信息和统计分析方法充分结合

除本研究外还可采用基于基因通路、单倍型域、基因

的回归模型。其分析策略是首先利用各种生物学先

区域保守程度等方法。实际工作中综合使用各种划

验信息降维，在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分析单位上（如基
于基因水平）进行分析；其次采用核函数体现ＳＮＰｓ

分策略，则能够提供全基因组划分的覆盖。②在遗
传学关联研究中，有多种核函数矩阵可供选择，例如

集合中多个位点的遗传效应，并检验ｓＮＰｓ集合与疾

线性核函数（１ｉｎｅａｒ ｋｅｍｅｌ）、高斯核函数（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病之问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模拟试验结果表明该方

ｋｅｍｅｌ）以及加权的ＩＢｓ（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ＢＳ ｋｅｍｅｌ）核函数

法能够检测遗传致病位点所在的区域，在分析

等。尽管许多研究者对多种核函数矩阵的效果进行

ＧＷＡＳ资料时具有一定的检验效能。

了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同的选择策略，但是在ＧＷＡｓ

在ＧＷＡＳ中，基于基因水平的核函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中的应用效果和效率仍需进一步评价随，１４，１５１。

归模型主要具有以下优点：
１．该模型可以充分利用生物学先验信息。由于
复杂性疾病致病机制往往受到多个不同基因或者基因
通路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单个位点突变而致病，因此传
统单位点分析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本研究在
ＧＷＡｓ数据分析中基于先验生物学信息，从传统的单
位点分析，转变为以基因为基础的分析。该分析策略
可以综合、汇聚同一基因或者通路中多个ＳＮＰｓ较弱的
遗传变异信息，更符合生物学致病机制及更接近真正
的致病过程，具有生物学解释的优势；此外还能够降低
多重比较次数，以提高模型估计效果和检验效能。
２．核函数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统计学上具有诸
多优良的方法学特性。首先，采用非参数核函数是
该模型一个重要特点。核函数矩阵Ｋ（Ｚ；，ｚ；，）是针对
ＳＮＰｓ集合中所有个体，测量任意２个个体（第ｉ个个
体和第ｉ’个个体）基因型信息相似性的函数，能够综
合体现同一个ＳＮＰｓ集合中多个ｓＮＰｓ位点的遗传效
应。其次，该模型能够建立遗传效应和疾病之间非
线性关系。与传统广义线性回归模型需要线性假设
不同的是，核函数矩阵将基因型信息从原始空间投
影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在新空间中建立＾（·）与疾
病表型的广义线性模型。因此，该模型能够检验遗
传效应与因变量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非传统
方法所假设的遗传与疾病之间为线性关系。最后，
该模型能够利用多个位点间的相关性即连锁不平衡
（１ｉＩｌｌ（ａｇｅ

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啪，ＬＤ）以提高检验效能。传统

单位点分析均需要位点间互相独立的假设。然而，
基因组中各个位点间存在着不同程度ＬＤ。在核函
数回归模型的方差成分得分检验中，自由度∥的估计
值将会随着ｓＮＰｓ之间相关性的增加而降低。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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