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视盘相关基因多态性与内蒙古自治区原发性

开角型青光眼易感性的关系

辛向阳!陈鹏!刘晨璐
#%@#%# 包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蒙古包钢医院眼科)辛向阳*(#%@#%# 包头"内
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蒙古包钢医院眼科!内蒙古医科大学)陈鹏&刘晨璐*
通信作者#辛向阳"&'()*#+)/+)(/GE(/Gi"##90%9$14D'
567#%#1$89#:4'(1;1)--/1"#<=>#%9#1"#%?1#@1#%%

!!$摘要%!目的!探讨视盘相关基因多态性与内蒙古自治区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U6VN*易感性的关系'!

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纳入 "#%@ 年 % 月至 "#%9 年 %" 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9 所医院

确诊的 U6VN患者 %#? 例作为 U6VN组"同期纳入 %"#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 个组患者用 &5PV抗凝

管抽取 % d" '*全血"提取基因组 5YV"充分混匀 &5PV和全血"提取基因组 5YV于 "̂# r冰箱中保存' 采用

质谱分析法对 %#? 例 U6VN患者和 %"# 例对照者的 8̀0/@)H-9<##$8*&\0H1_)H-8<%99<8&H-$?=?%@=*&!Y!_

)H-%%<"@%=*&!YI/=])H-%#9$%<"*和 )a*)H-%#@?$8"8*单核苷酸多态性)OYU*位点进行基因分型"采用 !"检验

和 aDG-)C)4二元回归分析各位点多态性与 U6VN发病的关系'!结果!U6VN组 !YI/=])H-%#9$%<"*位点 N

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组)"8`与 %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优势比)H̀ *b%_?"@"<=`可信区间)!a*%_%9$ d

"_?9%"Wb#_##?,(" 个组其他 8 个 OYU-位点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Wy#_#=*' !YI/=]

)H-%#9$%<"*位点的加性模型和显性模型显示"携带 N等位基因个体罹患 U6VN风险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s#_#=*"隐性模型显示"携带 V等位基因个体罹患 U6VN风险无显著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y#_#=*'

U6VN和对照组其他 OYU-各基因型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y#_#=*'!结论!!YI/=])H-%#9$%<"*

基因多态性与 U6VN易感性有关"N等位基因可增加个体罹患 U6VN的风险'!

$关键词%!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视盘面积( 垂直杯盘比( 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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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2H2(-(**2*2KH2T.2/4)2-DKC,2DC,2H8 OYU-L2H2/DC-C(C)-C)4(**E3)KK2H2/CM2CL22/ C,2CLDGHD.I-)(**(CWy

#_#=*1V33)C)J2(/3 3D')/(/C'D32*-DKH-%#9$%<" )/3)4(C23 C,(CC,2)/3)J)3.(*L)C, N(**2*2L(-'DH2*)R2*ECD

-.KK2HKHD'U6VN"L)C, (-)G/)K)4(/C3)KK2H2/42)Ws#_#=*"M.CV(**2*23)3 /DC-)G/)K)4(/C*EH23.42C,2H)-R DKU6VN

)Wy#_#=*1P,2H2L(-/D-)G/)K)4(/C3)KK2H2/42)/ C,23)-CH)M.C)D/ DKDC,2HOYU-G2/DCEI2-M2CL22/ C,2U6VNGHD.I

(/3 C,24D/CHD*GHD.I )Wy#_#=*1!>")-123,")3!P,2ID*E'DHI,)-'DK!YI/=])H-%#9$%<"* )-(--D4)(C23 L)C,

C,2-.-42IC)M)*)CECDU6VN"(/3 C,2')/DHN(**2*2'(E)/4H2(-2C,2H)-R DKU6VN1!

!8(4 #"+93"7UH)'(HEDI2/ (/G*2G*(.4D'(( 6IC)43)-4(H2(( X2HC)4(*4.I 3)-4H(C)D( UD*E'DHI,)-'

A2)9*+"0+&%# Y(C.H(*O4)2/42QD./3(C)D/ DK7//2HBD/GD*)(V.CD/D'D.-F2G)D/ )"#%@BO#?"%*

!!青光眼是一种由多种环境因素和基因等引起的多
因素疾病

+%, '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 IH)'(HEDI2/
(/G*2G*(.4D'("U6VN*在所有青光眼中所占比例可达
到 =#`"在致盲疾病中位居第二位"具有遗传性&渐进
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

+", ' U6VN表现为眼压升高但房
角始终开放"进展期特征是渐进性视盘凹陷性萎缩&无
痛性视力下降及视野特征性缺损"最终可能致盲' 因
为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青光眼初期可能被误诊为疲
乏&偏头痛和胃肠炎等"未及时治疗"或是一眼治疗而
忽略另一眼"在不知不觉中视功能逐渐丧失"直至引起
患者相当范围的视野缺损时才引起注意"而此时丧失
的视功能已无可挽回' U6VN是黑人和欧美人群的主
要青光眼类型"亚洲人群常见的青光眼类型为原发性
闭 角 型 青 光 眼 ) IH)'(HE (/G*2>4*D-.H2 G*(.4D'("
UVAN*' 由于 U6VN发病较为隐蔽"对其早期诊断又
缺乏特异性"患者就诊时视功能已严重损伤"即使采取
了联合用药或者手术治疗措施"也不能有效控制眼压"

延缓视神经萎缩"或者控制眼压在正常范围"但视神经
损伤仍缓慢进展' 因此 U6VN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最
大限度地保存现有视力及延缓青光眼病程的进展'
U6VN除与高血压&糖尿病&遗传史&吸烟等危险因素
有关外"还与遗传及基因变异有关 +$, ' 研究发现视盘
面积和垂直杯盘比)J2HC)4(*4.I 3)-4H(C)D"XA5F*的改
变早于视野改变"且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因此"研究视
盘结构相关基因多态性与 U6VN易感性的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 迄今已报道了 "# 多个与 U6VN致病相关的
基 因 或 位 点

+@, " 如 !\̂@& !\̂=& !YI/=]L\)@&

!YI/=\&!YI/=]和 0U!H@ += 9̂, ' 这些位点大多数是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 N2/D'2L)32(--D4)(C)D/
-C.3E"NSVO*筛选的"且很少关于中国人群的报道'

考虑到地域&种族的差异"本研究中对中国人群视盘面
积和 XA5F相关的基因位点 8̀0/@ ) H-9<##$8 *&
\0H1_ ) H-8<%99<8& H-$?=?%@= *& !Y!_ ) H-%%<"@%= *&
!YI/=])H-%#9$%<"*和 )a*)H-%#@?$8"8*的多态性与
U6VN遗传易感性的关系进行研究'

:7资料与方法

:1:7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采集 "#%@ 年 % 月至 "#%9

年 %"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9 所医
院)内蒙古包钢医院&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蒙
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包头市眼科医院&包头市朝聚
眼科医院&呼和浩特市朝聚眼科医院*确诊的 %#? 例
U6VN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
)@<_98l?_"9*岁(病程为 )$_"l%_=*年' U6VN组患
者纳入标准#)%*高眼压下通过房角镜检查可观察到
房角处于开放状态( ) " * % 3 内眼压超过 "% ''ZG
)% ''ZGb#_%$$ RU(*至少 " 次"且 % 3 内眼压波动超
过 9 ''ZG()$*眼底检查#A:5!#_$"且出现不同程度
视盘改变()@*视野检查发现不同程度的青光眼性视
野缺损()=*6AP检测发现视神经纤维层损坏'

同期纳入 %"#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99 例(年龄)@8_@%l%@_$"*岁' 对照组纳入
标准#)%*眼压""% ''ZG()"*前房周边深度y%:" 角
膜厚度)4DH/2(*C,)4R/2--"AP*"中央前房深度y" AP(
)$*眼底检查#A:5"#_$()@*裂隙灯显微镜&检眼镜
检查无屈光间质混浊"除屈光不正外无其他眼病"无青
光眼家族史()=*瞳孔大小正常()9*色觉正常()8*]
型超声提示无视网膜脱落或晶状体脱位等球内病变(
)?*6AP检查未发现视神经纤维层缺损或眼底病变'
按照频数匹配原则"U6VN组和对照组的性别和年龄
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Wy#_#=*' 本研
究经内蒙古包钢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1;7方法

" 个组患者空腹状态下用 &5PV抗凝管抽取 % d
" '*肘静脉血"颠倒混匀 ? d%# 次"充分混匀 &5PV和
全血"保证抗凝效果"于 ?̂# r冰箱中冻存' 使用全血
5YV纯化试剂盒 )北京康为世纪公司 *提取基因组
5YV"冻存于 "̂# r冰箱中' 采用 UAF试剂盒)美国
VG2/(])D-4)2/42公司*进行 UAF' 采用 V--(E52-)G/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A,)/ W&+I 6I,C,(*'D*"VIH)*"#%?"XD*1$9"YD1@

Q2xvdWRWZXJzaW9uLQo?



O.)C2J"1# 在线引物设计软件)美国 VG2/(])D-4)2/42
公司 * 自动设计单核苷酸多态性 )-)/G*2/.4*2DC)32
ID*E'DHI,)-'"OYU-*基因分型的 UAF引物和延伸引
物' 将待测样品应用 BVa57质谱仪进行质谱分析'
B(--VFFVgPEI2H软件自动解读质谱检测的相对分子
质量峰"转化显示为 OYU-位点所对应的相对分子质
量质谱峰图进行基因分型'
:1<7统计学方法

采用 OUOO %81#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U6VN组和对照组视盘相关基因各 OYU-位点等位基
因频率的差异采用 !"检验或 Q)-,2H精确检验"基因型
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采用aDG)-C)4二元回归法"并针对
年龄及性别进行校正"分别计算 W值&优势比 )D33-
H(C)D"H̀ *和 <=`可信区间 )<=` 4D/K)32/42)/C2HJ(*"
<=`!a*' 回归分析中按不同遗传模型进行分析"假设
有 $ 种基因型 VV&V(和 (("如果把 (看作危险基因"
加性模型指基因型中只要有 % 个 (就计 % 个频数"对
应 VV&V(&((分别是 #&% 和 "(显性模型#只要有 (就
计作频数"对应 VV&V(&((分别是 #&% 和 %(隐性模型#
" 个 (计算频数"对应 VV&V(&((分别是 #&# 和 %' Ws
#_#=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结果

;1:7视盘结构相关基因各 OYU-位点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对照组视盘结构相关基因 OYU-的基因型分布均

符合哈迪 温̂伯格平衡 )Z(H3E>S2)/M2HG2T.)*)MH).'"
ZS&*)Wy#_#=*"说明研究资料具有群体代表性' 应
用 !"检验"对 U6VN组及对照组视盘结构相关基因各
OYU-的等位基因频率进行分析"结果证实 U6VN组
!YI/=])H-%#9$%<"*位点 N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 ) H̀ b%_?"@" <=` !a# %_%9$ d"_?9%" Wb
#_##?*' 然而" 8̀0/@)H-9<##$8*&\0H1_)H-8<%99<8&
H-$?=?%@=*&!Y!_)H-%%<"@%=*&)a*)H-%#@?$8"8*位点
的等位基因频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Wy#_#=*)表 %*'

表 :7; 个组视盘结构相关基因各 YJD等位基因的频率

基因 OYU-
等位基因

)B:'*
等位基因频率

U6VN组 对照组
H̀ )<=`!a* W值

!YI/=] H-%#9$%<" V %=8)8$`* %<<)?$`* %_?"@
#_##?

N =<)"8`* @%)%8`* )%_%9$ "̂_?9%*

\0H1_ H-$?=?%@= V %@")99`* %9?)8#`* %_"%9
#_$$#

N 8@)$@`* 8")$#`* )#_?"# %̂_?#$*

\0H1_ H-8<%99<8 N %=#)9<`* %?")89`* %_$?%
#_%"9

V 99)$%`* =?)"@`* )#_<%$ "̂_#??*

!Y!_ H-%%<"@%= V %9?)8?`* "##)?$`* %_@"<
#_%$$

N @?)""`* @#)%8`* )#_?<= "̂_"8<*

)a* H-%#@?$8"8 A %9?)8?`* %8%)8%`* #_8#?
#_%%%

P @?)""`* 9<)"<`* )#_@9$ %̂_#?@*

8̀0/@ H-9<##$8 A <$)@$`* %"$)=%`* %_$<#
#_#?#

P %"$)=8`* %%8)@<`* )#_<9% "̂_#%"*

!注#OYU-#单核苷酸多态性(U6VN#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H̀ #优势

比(!a#可信区间

;1;7基因 OYU-位点组合基因型分布与 U6VN的关系
应用 aDG)-C)4二元回归分析"对视盘相关基因各

OYU-基因型在 U6VN组和对照组的分布进行显性&隐
性和加性模型分析"同时对年龄和性别进行校正'
!YI/=])H-%#9$%<"*位点加性模型显示"与 V:V相
比"N:V基因型个体罹患 U6VN风险增高 %_?% 倍(与
V:V相比"N:N基因型个体罹患 U6VN风险增高 "_9#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s#_#=*' 显性模型显示"与
V:V相比"携带 N等位基因个体罹患 U6VN风险增高
%_<@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s#_#=*' 然而隐性模
型显示"与 N:N相比"携带 V等位基因个体罹患
U6VN风险没有显著降低 )Wy#_#= *"说明 !YI/=]
)H-%#9$%<"*位点 N等位基因是 U6VN风险基因"但 V
等位基因并不是保护基因' 然而"其他 OYU-基因型
在 U6VN组和对照组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Wy
#_#=*"说明 \0H1_)H-8<%99<8*&\0H1_)H-$?=?%@=*&
!Y!_)H-%%<"@%=*& )a*)H-%#@?$8"8* 和 8̀0/@)H-9<##$8*
位点的等位基因既不是 U6VN风险基因"也不是保护
基因)表 "*'

表 ;7; 个组患者视盘结构相关基因各 YJD3位点基因型分布

基因 OYU-
加性模型 显性模型 隐性模型

W值 H̀ )<=`!a* W值 H̀ )<=`!a* W值 H̀ )<=`!a*
!YI/=] H-%#9$%<" #_#@8 "_9#)#_<%^8_@%* #_#%8 %_<@)%_%$ $̂_$9* #_%$8 "_%9)#_88^$_"=*
\0H1_ H-$?=?%@= #_=<@ #_88)#_$@^%_8?* #_"89 %_$@)#_8< "̂_"=* #_899 #_?<)#_@#^%_<9*
\0H1_ H-8<%99<8 #_%$" %_$#)#_8<^"_%@* #_%"@ %_=%)#_<# "̂_==* #_@9< %_@$)#_=@^$_8<*
!Y!_ H-%%<"@%= #_%#@ @_?")#_<< "̂$_@?* #_$<$ %_"8)#_8$ "̂_"#* #_#8@ @_8")#_<? "̂"_8@*
)a* H-%#@?$8"8 #_"$= #_9@)#_"$^%_8?* #_#?< #_9$)#_$8 %̂_#8* #_=<= #_89)#_"?^"_#?*
8̀0/@ H-9<##$8 #_"=? %_8=)#_??^$_@8* #_"@$ %_@")#_8< "̂_=?* #_%"$ %_==)#_?<^"_8%*

!注#OYU-#单核苷酸多态性(H̀ #优势比(!a#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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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讨论

U6VN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一般认为是多个
基因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特点表现为视盘
结构和功能改变"最终导致视神经萎缩' 因此"U6VN
的早期诊断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研究证实视盘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早于视野改

变"所以检测视盘结构参数"包括视盘面积和 XA5F"
有助于 U6VN的早期诊断 +8, ' 视盘面积增大是 U6VN
发病的危险因素

+?, ' 异常增大的 XA5F也是 U6VN
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视盘面积和 XA5F的遗传度分别可达="` d=<`
和@?` d?#`"说明 U6VN具有遗传易感性 +<, ' 一些
研究发现视盘结构相关基因及多态位点与白种人及亚

洲人群 U6VN易感性有关"OYU-位点可作为 U6VN早
期诊断&风险预测的生物学标记' B(4GH2GDH等 +%#,

通

过澳大利亚 " 个双胞胎群体 NSVO 的研究发现"
\0H1_)H-$?=?%@=*和 8̀0/@)H-<9#8@"<*与视盘面积
有关"进一步结合文献进行 B2C(分析"证实 \0H1_ 另
外 " 个位点 H-%<###@ 和 H-9<##$8 也与视盘面积相关'
F('3(-等 +%%,

对 NSVO 数据进行 B2C(分析"筛选了与
视盘面积相关的 " 个位点 !Y!_)H-%%<"@%=*和 \0H1_
)H-%<####@ *"与 XA5F相关的 " 个位点 !YI/=]
)H-%#9$%<"*和 )a*)H-%#@?$8"8 *' Q(/ 等 +%",

分析了

=$< 例美国白人 U6VN患者和 $$9 名正常人群相关基
因的 基 因 型" 发 现 !YI/=]) H-%#9$%<" * 和 )a*
)H-%#@?$8"8 * 位 点 多 态 性 与 U6VN 有 关" 而 且
H-%#9$%<" 与 小 的 XA5F 有 关" 可 降 低 风 险"
H-%#@?$8"8 与大的 XA5F有关"可增加发病风险'
].H3D/ 等 +9,

对欧洲裔澳大利亚人群进行 NSVO 的研
究发现了另一个与视盘结构相关的位点" 位于
!YI/=]反义链 FYV% 上"命名为 H-@<88=9)A5\Y"]>
VO%*"该位点位于 !YI/=])H-%#9$%<" * 附近"调节
!YI/=\和 !YI/=]基因表达' A(D等 +%$,

对加勒比

黑人进行视盘相关的 %$ 个基因&%? 个位点的筛选)包
括以上基因和位点*"仅发现 !YI/=])H-%#9$%<"*多
态性与 U6VN有关'

本研究中对 %#? 例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U6VN患者和 %"# 名正常人群 9 个 OYU-位点
进行基因型分析"仅发现 !YI/=])H-%#9$%<"*位点多
态性与 U6VN易感性显著相关' A5\Y"]) 4E4*)/
32I2/32/CR)/(-2)/,)M)CDH"]*"即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
激酶抑制剂 "]"通过转化生长因子 %)CH(/-KDH')/G
GHDLC, K(4CDH"PNQ>%*通路"调节细胞增生&分化&细胞

周期及凋亡"与神经胶质瘤&糖尿病和心肌梗死等疾病
相关

+%@ %̂9, ' PNQ>%是一类由多种组织细胞合成的多
功能细胞因子"在眼部许多组织中分泌"可促进细胞外
基质和成纤维细胞的增生"致使眼压增高"诱发青
光眼

+%=, '
H-%#9$%<" 位于 !YI/=]基因 $ 3 非翻译区域

)./CH(/-*(C23 H2G)D/"cPF*"而 $3cPF具有 ')FYV或
-)FYV的结合靶点"当其与靶点结合后可引起 'FYV
降解或终止翻译"调控靶基因的蛋白表达量' 因此"很
多专家致力于 !YI/=])H-%#9$%<" *和 !YI/=]L\)@
)H-@<888=8*位点多态性与 U6VN易感性的研究' 然
而"能增加神经胶质瘤&糖尿病和心肌梗死发病风险的
!YI/=])H-%#9$%<" * N等位基因却显著降低罹患
U6VN的风险' A(D等 +%$,

对 @$8 例加勒比黑人群体
)包括 "8" 例 U6VN患者*!YI/=])H-%#9$%<"*位点
基因型进行研究"发现 N基因在 U6VN组中仅占
$_<`"而在对照组中占 <_@`"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Q(/ 等 +%",

对美国白种人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结果"说明
是 !YI/=])H-%#9$%<"*位点 N基因是 U6VN的保护
基因'

本课题组首次研究了 8̀0/)H-9<##$8 *&\0H1_
)H-8<%99<8&H-$?=?%@= *&!Y!_ )H-%%<"@%= *&!YI/=]
)H-%#9$%<"*&)a*)H-%#@?$8"8*基因型分布与亚洲人
群 U6VN 易 感 性 的 关 系" 结 果 显 示 !YI/=]
)H-%#9$%<"*位点 N等位基因显著增加此人群罹患
U6VN的风险"隐形&显性和加性 $ 种模型分析显示 N
等位基因是 U6VN风险基因"但 V等位基因不是保护
基因"似乎与 Q(/ 等 +%",

和 A(D等 +%$,
的研究结果相反'

究其原因"主要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Q(/ 等 +%",
的研

究对象是美国白人"A(D等 +%$,
为加勒比黑人"而本研

究对象为亚洲人群)包括蒙古族&中国北方汉族*' 基
因多态性与民族&种族和地域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不同
人群的研究其结果也不相同"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

总之"本研究证实 !YI/=])H-%#9$%<"*突变基因
型)NV或 NN*与 U6VN易感性增高有关"即 N基因是
U6VN 的 危 险 基 因' 8̀0/@ ) H-9<##$8 *& \0H1_
) H-8<%99<8& H-$?=?%@= *& !Y!_ ) H-%%<"@%= *& )a*
)H-%#@?$8"8*位点基因多态性与 U6VN易感性无关'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收集内蒙古其他地区
的病例"获得更多的病例"分层研究蒙古族人群和汉族
人群基因位点的多态性与 U6VN易感性的关系"这将
为我们预防和临床研究 U6VN提供更多的临床思路及
可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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