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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汉族人群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单核甘酸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遗传
易感性研究
于海兵，何小艺，梁碧玉，巫舢，孔丹莉，潘海燕，丁元林

（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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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与２型糖尿病遗传易感性关系。方法采用

ＳＮＰｓｃａｎＴＭ分型技术检测广东地区汉族人群中１ ０９２例２型糖尿病患者和１ ０９２名正常对照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基因型，
比较两组中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结果糖尿病患者和正常对照中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
型频率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结论广东地区汉族人群中２型糖尿病患者遗传易感性可能与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

位点ＳＮ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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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１．１３９４Ｌ，人均年医疗费用
为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元，并以近１５％的比例递增，其中

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患病现况尤为严峻，Ｔ２ＤＭ及糖尿
病相关并发症已成为威胁全球的健康问题，其患病
率逐渐增长给社会造成严重负担［１－３］。２０１１年，

抗又能引起瘦素的过度分泌，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导致糖脂代谢异常［６１。血浆瘦素水平受多种因素影
响，比如进食、性别、年龄、体脂分布、游离脂肪
酸、糖皮质激素、细胞因子、胰岛素等，其中胰岛

将继续增加［４１。至１］２０３５年，全球Ｔ２ＤＭ的患病率可能

素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瘦素与胰岛素互为负
反馈关系，共同构成了“脂肪一胰岛素轴”。瘦素抵
抗和胰岛素抵抗与“脂肪一胰岛素”轴发生紊乱有

达到５．９２４Ｌｆ ５１。Ｔ２ＤＭ患病率的上升固然与过量饮
食、运动量减少等因素有关，而遗传冈素是不容忽

关，二者在产生机制上可能互为因果，并且相互作
用，共同参与了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７１。现就广东

视的重要内因。瘦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导致胰岛素
抵抗、高胰岛素血症，而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

汉族人群瘦素信号通路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的单核

Ｔ２ＤＭ成为世界十大死亡的主要原因，预计病例数

苷酸多态性与Ｔ２ＤＭ遗传易感性是否存在相关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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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Ⅵｎ７ｌｒｗ．ｈａｐｍａｐ．ｏｒｇ）和Ｈａｐｏｌｏｖｉｅｗ（ｖｅｒ．４．２）从基
因及其上下游５ ｋｂ区域内选择ｔａｇＳＮＰ（ＭＡＦ＞０．０５，

１资料和方法

Ｆ２≥０．８），并应用ＦａｓｔＳＮＰ对ｔａｇＳＮＰ的潜在功能进行

１．１病例与分组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病例为确诊的
Ｔ２ＤＭ患者，来自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茂名市人
民医院、韶关市人民医院、东莞市石龙博爱医院、
东莞厚街人民医院、深圳龙华人民医院、深圳市南
山人民医院、深圳市观澜人民医院、深圳市西乡人
民医院、深圳市福田人民医院等１０所医院的内分泌
科，共１ ０９２例，Ｔ２ＤＭ诊断标准采用ＷＨＯ（１９９９
年）糖尿病诊断。纳入标准：（１）年龄２０－７０岁；（２）有
糖尿病症状（高血糖所导致的多饮、多食、多尿、体
重下降、皮肤瘙痒、视力模糊等急性代谢紊乱表

预测，选择预测分值较高的ｔａｇＳＮＰ，本文选取ＪＡＫ２
基因的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采用ＳＮＰｓｃａｎＴＭ单核苷酸多态性
分型技术检测对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进行分型。该技术基本原
理是应用连接酶连接反应的高特异性实现对ＳＮＰ位
点等位基因的识别，然后通过在连接探针末段引入
不同长度的非特异序列以及通过连接酶加接反应获
得位点对应的不同长度连接产物，利用标记荧光的
通用引物对连接产物进行ＰｃＲ扩增，通过荧光毛细
管电泳对扩增产物进行电泳分离，最后通过对电泳
图谱的分析获取ＳＮＰ位点的基因型。具体实验操作

步骤如下：（１）取１此ＤＮＡ样本，通过１％ａｇａｒｏｓｅ电

现）随机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无糖尿病症状，空腹血

泳检查样本质量并估计ＤＮＡ质量浓度，由于大部分

糖≥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葡萄糖负荷后２ ｈ血糖≥１１．１

样本ＤＮＡ质量浓度在３０～５０ ｇｇ／Ｌ，ＤＮＡ不做稀释；
（２）样本裂解。取４ ｐ．Ｌ样本，分别加入２．５此４ｘ ＤＮＡ

ｍｍｏｌ／Ｌ；（３）无其它严重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
肿瘤、慢性肝肾疾病等。选取同时期在同一家医院
体检的健康人群为对照组，共１ ０９２例，纳入标准：
（１）年龄２０～７０岁；（２）无糖尿病家族遗传史；（３）经询
问病史、体检、血糖检查及其它生化检查结果无异

ｌｙｓｉｓ

Ｂｕｆｆｅｒ，用水补足至１０此，盖好膜震荡混匀离

心，在ＰＣＲ仪上９８℃５ ｍｉｎ，立即冰置；（３）ｆ配制连
接反应预混合液。按下表配制预混合液，考虑到分
装时枪头的吸附造成损失等因素，９６个样本按１００个

常。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全部调查和取样均
征得受试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参与者均

进行配制；（４）连接反应。在冰置的降解ＤＮＡ样本

为汉族且无亲缘关系。

震荡混匀后３

１．２方法

板放置ＰｃＲ仪上，去除盖膜，然后盖上９６孔橡胶盖

１．２．１现场调查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符合纳人

垫，盖好ＰｃＲ仪热盖，按以下程序运行：４

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标准化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９４℃１

年龄、性别、籍贯、职业、疾病史、病程、吸烟
史、家族史、并发症、饮食及运动情况等。调查结

ｆｏｒｅｖｅｒ。反应产物在７２℃温浴时，如果需要立即进

束后，使用身高体质量秤测量受试者的身高与体质
量，采用台式汞柱血压计测量坐位右臂血压，连续

℃保存，在进行下一步实验时，先４℃解冻１０ ｍｉｎ，
然后冰置待用；（５）多重荧光ＰＣＲ反应。按下表配制

测量２次，取平均值。由内分泌科护士于清晨采集受

ＰＣＲ预混合液，考虑到分装时枪头的吸附造成损失

试者外周血约５ ｍＬ，用于临床生化指标空腹血糖

等因素９６个样本按１００个进行配制。然后取新９６；ｆＬ

（ＦＰＧ）、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
白（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Ｃ）和糖化血红蛋白

板放置于冰上，每孔分装１９｝ｔＬＰＣＲ预混合液，然后
将上述连接产物每孔取１ ｇＬＪＪＩＡ该９６Ｆ［，板的对应位

ｆＨＢＡｌＣ）的检测。ＦＰＧ水平测定采用已糖激酶法，

置，盖上盖膜，轻微震荡混匀后３

血浆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和ＬＤＬ．Ｃ的测定采用酶法。

ＨＢＡｌＣ钡０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ＢＩＯ—Ｒ＿ＡＤＤ一

Ｓ，然后立即（越快越好）将离心后９６：ｆＬ板放置ＰＣＲ仪
上，去除盖膜，然后盖上９６孔橡胶盖垫，盖好ＰＣＲ仪

１０ＴＭ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系统），其余生化指标的检

热盖，按以下程序运行：９５℃ｆｏｒ ２

测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完成。
１．２．２基因组ＤＮＡ提取所有研究对象采集外周静
脉血４ ｍＥ（每管２ ｍＥ），使用ＥＤＴＡ·ｋ２充分抗凝处
理，蛋白酶Ｋ消化，盐析法提取ＤＮＡ，一８０ ｏＣ保存。
１．２．３

ＳＮＰ筛选与分型

万方数据

利用ＨａｐＭａｐ公共数据库

中，加入ｌｏ此连接反应预混合液，盖上盖膜，轻微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一１二，３０ ｓ后立即将离心后９６：ｆＬ

ｍｉｎ，５８ ｏＣ

ｆｏｒ ４

ｏＣ

ｈ），９４

Ｃｙｃｌｅｓ×

２ ｍｉｎ，７２℃

行下一步实验，则取下冰置待用，否则，立即一２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一１：，３０

ｍｉｎ，９ ｘ（９４℃

２０ Ｓ，６２ ｏＣ一０．５。Ｃ／ｃｙｃｌｅ ４０ Ｓ，７２℃１．５

（９４℃２０
４ ｏＣ

Ｓ，５７ ｏＣ ４０ Ｓ，７２℃１．５

ｍｉｎ），２５ｘ

ｍｉｎ），６０℃１

ｈ，

ｆｏｒｅｖｅｒ；（６）ＰＣＲ产物上ＡＢｌ３１３０ＸＬｉ贝０序仪：

ＰＣＲ产物稀释１０倍后，取１此与０．５肚Ｌｉｚ５００

ＳＩＺ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８．５｝ｔＬＨｉ—Ｄｉ混匀，９５℃变性５ ｍｉ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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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１

上ＡＢｌ３１３０ＸＬ测序仪；（７）ＡＢｌ３１３０ＸＬ钡，０序仪上收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集的原始数据用ＧｅｎｅＭａｐｐｅｒ４．１（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

义。

ｔｅｍｓ，ＵＳＡ）分析，得到ＰＣＲ产物的荧光标记和长度
以及对应的ＳＮＰ位点／等位基因信息。

２结果

１．３统计学处理

２．１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纳人病例组１ ０９２例，对照组１ ０９２例，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两组的一般

资料和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比较用ｘ２检验、

剔除ＳＮＰ分型缺失率＞２０％的个体，最终以病例组为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检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计算调整
年龄和性别后的ＯＲ及９５％ＣＩ，拟合优度ｘ ２检验用于

１

平均年龄、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水平和甘油三酯

基因型分布的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计量数据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尸＜０．０１），详见表ｌ。

０６７例，对照组１ ０５４例进入统计学分析。病例组的

表１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２．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多态性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

ＪＡＫ２

在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比较

ＣＣ、ＣＴ和ＴＴ基因型频率在两组比较分布差异亦无

基因型频率分布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
（Ｐ＝０．３５１）。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Ｃ和Ｔ等位基因频率

统计学意义Ｌ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病例组和对照组基因型与等位基因分布频率比较

２．３两组遗传模型比较

调整协变量之前后，两组位点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的共显
性、显性、隐性及超显性遗传模型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胗０．０５），见表３。
３讨论

Ｔ２ＤＭ是一种进展性疾病，其患病率不断上
升，现已成为一种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的疾病，糖
尿病不仅给患病个体带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并
导致寿命的缩短，还给个人、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

万方数据

例惭）

济负担，我国Ｔ２ＤＭ短期患病率的增加，原因有可
能是由于城市化、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肥胖和
超重的比例增加、筛查方法、易感性、糖尿病患者
生存期增加等［８］。病因学上Ｔ２ＤＭ是由于遗传因素和
环境因素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导致的复杂疾病，且
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约有４０％的Ｔ２ＤＭ患者存在
糖尿病相关的家族史［９】。
瘦素是一种由脂肪组织分泌的激素，可通过抑
制神经肽Ｙ（ＮＰＹ）基因的表达和分泌，使得交感神经
抑制、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减少胰岛素的分泌。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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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两组遗传模型的四种模型关联分析结果
共显性

组别
Ｃ／Ｃ

Ｃ／Ｇ

显性
Ｇ／Ｇ

Ｃ／Ｃ

素是一种由肥胖基因编码的由白色脂肪分泌合成的
蛋白质类激素，在机体能量维持正常的代谢平衡中
起着关键的作用。瘦素是一种蛋白质类激素，与肥
胖、糖尿病等多种以胰岛素抵抗为基础的疾病有密
切相关的联系［１０】。瘦素主要是能够控制食欲、减少
体内脂肪积累，从而维持正常的机体脂肪沉积作用。
ＪＡＫ是一类非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包括４个成
员，ＪＡＫｌ、ＪＡＫ２、ＪＡＫ３及ＴＹＫｌ。ＪＡＫ２是ＪＡＫ家

族的一个重要作用的成员。ＪＡＫ２是一种细胞质蛋白
酪氨酸激酶，可引发多种信号通路［¨】。
本研究就广东汉族人群瘦素信号通路中的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Ｔ２ＤＭ遗传易感
性进行研究。国内外关于两者的相关性研究仍较
少，Ｗａｎｇ等【１２］研究者研究未发现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
点与血脂跟血糖水平之间存在关系，但尚未进一步
说明是否也与Ｔ２ＤＭ易感性无关。本研究对广东地
区１

０９２名汉族Ｔ２ＤＭ患者和１ ０９２名汉族健康对照者

隐性

Ｃ／Ｇ＋Ｇ／Ｇ

Ｃ／Ｃ＋Ｃ／Ｇ

超显性
ＧＧ

Ｓ Ｈ，Ｄｏｕ Ｋ Ｆ，Ｓｏｎｇ

【ｌ】Ｙａ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２】Ｐｒａｗｉｔ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直接关联。这提示广东地区汉族人群Ｔ２ＤＭ患者遗
传易感性可能与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单核苷酸多态
性无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虽未发现广东地区汉族人群
中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广东地区

汉族人群Ｔ２ＤＭ患者遗传易感性有关，很有可能是
以下原因造成：（１）本研究的群体只是广东省汉族人
群，人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２）本实验研究位点没
有涵盖该基因所有的ＳＮＰ位点。下一步的研究将考

Ｃｈｉｎａ［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０，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Ｃｕｒｒ

Ｄｉａｂ Ｒｅｐ，２０１ ｌ，

１ｌ（３）：１６０—１６６．

［３】朱小蔚，黄方，方放，等．法尼酯衍生物ｘ受体基因多态性
与２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Ｊ】．医学研究生学报，２０１６，
２９（８）：８３２—８３５．
［４］Ｌｕｎａ

Ｇ Ｉ，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Ｉ Ｃ，Ｓａｎｃｈｅｚ Ｍ 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一

３０８Ｇ／Ａ ＴＮＦ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Ｊ

Ｄｉａｂ Ｒｅ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１）：１－６．
［５］Ｆａｒｏｏｑ

Ｒ，Ａｍｉｎ Ｓ，Ｈａｙａｔ Ｂｈａｔ Ｍ，ｅｔ ａ１．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ｄｉｐｏｋ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ｕｇｓ［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６】Ｙａｄａｖ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２０１７，３３（１）：７５—７８．

Ａ，Ｋａｔａｒｉａ Ｍ Ａ，Ｓａｉｎｉ ｖ，ｅｔ ａ１．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ｅｐｔｉｎ ａｎｄ

４１７：８０．８４．

族人群中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与Ｔ２ＤＭ问可能没有

Ｊ．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Ｃａｒｏｎ Ｓ，Ｓｔａｅｌｓ Ｂ．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组和对照组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Ａ、ｃ等位基因频率分别

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在广东地区汉

Ｗ

３６２（１２）：１０９０－１１０１．

的ＪＡＫ２ ｒｓ７８４９１９１位点基因型分析结果显示，病例

和等位基因频率经调整协变量前后在两组之间的分

Ｃ／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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