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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多囊性肾病基因 1（polystic kidney disease，PKD1）多态位点 rs8049367 与抑癌基因 P53（anti-oncogene P53）多态位
点 rs4791774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北方人群非综合征性唇腭裂（NSCL/P）的相关性。方法：运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 连接酶检测反
应 （PCR-LDR） 的检测方法，对 602 例 NSCL/P 患者和 510 例对照人群的 PKD1 基因的 rs8049367 位点和抑癌基因 P53 的
rs4791774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利用 SPSS12.0 软件分析 PKD1 基因，抑癌基因 P53 多态性与 NSCL/P 的相关性。结果：rs8049367
位点和 rs4791774 位点基因型及基因频率在两组的分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跃0.05）。结论：PKD1 基因的 rs8049367 位点和抑
癌基因 P53 的 rs4791774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与中国北方人群非综合征性唇腭裂的发生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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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between Pkd1, Anti-oncogene p53 Gene Polymorphism
and 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wo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rs8049367 of pkd1 gene，
rs4791774 of anti-oncogene p53 and 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 （NSCL/P）in the northern Chinese population.
Multiple PCR and multiple ligase detection reac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SNP rs8049367 of pkd1, SNP rs4791774 of
anti-oncogene p53 in 602 NSCL/P patients and 510 healthy individuals, SPSS12.0 program was used to perform x2 test for the
association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ither genotypic or alletic distribution of rs8049367, rs4791774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s （P跃0.05）.

The SNP of rs8049367 in pkd1 and SNP of rs4791774 in anti-oncogene p53 may be

not associated with NSCL/P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population.
Polystic kidney disease; Anti-oncogene p53; Genetic polymorphism; Nonsy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
Carrelation

CREBBP-ADCY9 基因序列的缺
用激活胚胎发育[7]。研究表明，

前言

如和鲁斌斯坦 - 泰必氏综合征之间有着因果关系[8-13]，鲁斌斯坦

唇腭裂是颌面外科最多见的畸形之一，世界范围内发病率

- 泰必氏综合征的特点是有独特的面部特征，其中就包括唇裂

为 0.5‰～ 2‰[1]，中国发病率约为 1.82‰[2]。尽管以外科手术为

和腭裂[14]。有学者在研究正常牙髓干细胞和 NSCL/P 患者的牙髓

主的多学科序列治疗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术后疤痕、语音问题

干细胞中，发现 NSCL/P 患者的牙髓干细胞中 ADCY9 不同于正

依然困扰着患者及其家庭，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与压力，

常组，
从而推测 ADCY9 可能是 NSCL/P 的潜在敏感性基因[7]。

影响了我国人口出生素质。众所周知，非综合征性唇腭 裂

抑癌基因 P53 rs4791774 位于人类 17 号染色体上。有一些

（NSCL/P）患者约占整个唇腭裂患者的 70%，具有明显的遗传

研究发现大量的 NSCL/P 患者的语言能力有所下降[15]。之前就

[4]

异质性 ，
其病因复杂，是由多个致病基因与环境风险因子交互
作用的结果

[5，
6]

。

PKD1 rs8049367 是染色体 CREBBP 与 ADCY9 之间的位
点[3]。有报道发现 CREBBP 基因可以通过和蛋白 P300 联合作

有一些观察暗示 NSCL/P 与发育性阅读障碍可能有共同的潜
在病因[16]。最近，Wang 等人[17]对 NSCL/P 基因多态性与我国学
龄期儿童发育性阅读障碍的关系中，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在发育性阅读障碍的患者中 rs4791774 的等位基因 G 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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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综合以上以上因素，我们旨在探讨中国北方人群
PKD1 基因 rs8049367，抑癌基因 P53 rs4791774 多态位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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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分析
运用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检测基因的遗传平衡情况，
运用 x2 检测等位基因及基因频率分布的差异是否显著。同时

NSCL/P 之间的关联性。

进行相关比值比 （odds ratios，OR） 与 95%值信区域的相关分

1 材料与方法

析。利用 SPSS12.0 软件分析 PKD1 基因、抑癌基因 P53 多态位

1.1 实验材料

点和 NSCL/P 的相关性。P约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连锁不平衡

此次研究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审查
批准，取样前与实验对象和家属沟通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实验
所需样本均来自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1 月就诊于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及附属第二医院的唇腭裂患者。纳入
标准为患者双亲必须是患儿生物学父母，有两名主治或以上医
师确定患者均不伴有其他系统器官的先天性畸形。健康对照组
来自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来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体检的 510 名健康人，在征得患者或其家属的同

程度用 r2 和 D' 判定，r2 和 D' 值都大于 0.8 表明两个位点间有
显著的连锁不平衡。

2 结果
2.1 遗传平衡分析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判定病例组与对照组，分析表明
所选的两个基因型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中均符合遗传平衡条件
（P跃0.05），
表明所选样本具有群体代表性。

EDTA 抗凝后放于 -80 ℃ 的冰箱
意后，收集空腹静脉血 2 mL，

2.2 rs8049367、rs4791774 位点 的 基 因 型 及等 位 基 因 频 率 的

待用。

比较

1.2 实验方法

rs8049367、rs4791774 位点的基因型及基因频率在实验组

取 冻 存 的 外 周 静 脉 血 2 mL 备 用 ， 解 冻 后 利 用

与 病例组 中分 析发 现都 无统计 学意 义 （P 值 分 别为 0.175、

AxyPrep-250 全血基因组 DNA 试剂盒进行 DNA 的提取。DNA

0.214）。同时两位点的 OR 值和 95%置信区间也都包括 1，
表明

的浓度用 NanoDrop2000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检测。 rs8049367、

这两个等位基因并不能显著增加或减少唇腭裂的发生频率。进

rs4791774 位点用（PCR-LDR）检测，首先利用 PCR 技术扩增获

CT、
TT 和 rs4791774 位点
一步对 rs8049367 位点基因型 CC、

取包含待检基因的特异 DNA 片段，再对 DNA 片段 LDR。LDR
反应体系为 10 滋L，包括 1× Buffer 1 滋L，TapDNA 链接酶 0.05

基因型 AA、AG、GG 分布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都无明显差别
（P跃0.05）两位点等位基因频率亦无明显差别（表 1、
表 2）。

ddH2O 4 滋L，PCR
滋L（2 U）,Probemix（each）1 滋L（2 pmol/滋L），

2.3 连锁不平衡分析

℃ 退火延伸 25 s，分为 40 个循环。把 LDR 底物与带有荧光标

连锁不平衡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未存在显著的连锁不平衡

94 ℃ 变性 15 s，50
产物 4 滋L；LDR 步骤分为：95 ℃ 变性 2 min；
记的标准分子量充分混合后放到 3730 测序仪上进行检测，利

进一步对 PKD1 基因与抑癌基因 P53 单核苷酸多态性的
D'＜ 0.8）
（r2＜ 0.8，
（表 3）。

用 GeneMapper 软件分析数据并进行基因分型。
表 1 rs8049367 位点基因型与基因频率分布
Table 1 Frequencies of rs8049370 genotypes and allele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groups
SNPs

Genotype/allele

Contro(%)

Cases(%)

rs8049367

OR(95%CI)

P value

0.89(0.75, 1.05)

0.175

CC

205(40.2)

263(43.7)

1

——
—

CT

226(44.3)

259(43.0)

0.89(0.69, 1.15)

0.386

TT

79(15.5)

80(13.3)

0.79(0.55, 1.13)

0.198

C

636(62.4)

785(65.2)

T

384(37.6)

419(34.8)

表 2 rs4791774 位点基因型与基因频率分布
Table 2 Frequencies of rs4791774 genotypes and allele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groups
SNPs

Genotype/allele

Control(%)

Cases(%)

rs4791774

OR(95%CI)

P value

1.14(0.93, 1.40)

0.214

AA

334(65.5)

370(61.5)

1

—
——

AG

153(30.0)

203(33.7)

1.20(0.93, 1.55)

0.168

GG

23(4.5)

29(4.8)

1.14(0.65, 2.01)

0.654

A

821(80.5)

943(78.3)

G

199(19.5)

261(21.7)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窑 558 窑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biomed.cnjournals.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19 NO.3 FEB.2019
表 3 rs8049367、rs4791774 位点连锁不平衡分析
Table 3 Linkage disequilibrium analysis of rs8049367 and rs4791774

SNPs

rs8049367

rs4791774

rs8049367

0.001

rs4791774

0.082

Note: The date above the diagonal is D': The date below the diagonal is r ; SNPS: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2

3 讨论

有相关性，本次研究有望对中国北方人群中有 NSCL/P 的家族
提供较为科学的遗传咨询，消除他们的部分疑虑。对于本次研

唇腭裂作为常见的先天性畸形之一，根据是否伴有其它先

究结果与之前 Sun 等人[7]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由于 P53 基因本

天性畸形，分为综合征性唇腭裂 （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身无明显突变位点，指导合成的 P53 蛋白,在正常组织中表达

without cleft palate，
SCL/P）和非综合征性唇腭裂(non-syndromic

量很低,在受到 DNA 损伤等刺激时，P53 蛋白表达量升高,可导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NSCL/P)。研究表明 SCL/P

致 P53 依赖性凋亡的发生，这一特性使得该基因易受外界环境

为单基因遗传性疾病，但 NSCL/P 的病因较为复杂。国内外研

影响。另外样本量大小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结果误

究表明 NSCL/P 并不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表明 NSCL/P 的发

差。在连锁不平衡分析中亦发现其未存在显著的连锁不平衡，

生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影响。截止目前，国外陆续发现

说明所选的两个位点是相对独立遗传的。

了十几个与 NSCL/P 的发生相关的基因。二十一世纪初期，人

对于本实验与之前国内外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唇

类基因组测序不断完善，NSCL/P 遗传病因学研究的热点与方

腭裂的发生存在着种族和地域性差异[22]。基因在不同地域、不

向逐渐转到了基因的筛查与定位。

同人群或种族的差异性，可能会使 NSCL/P 的易感基因不同。

PKD1 基因位于 16p13.3 染色体 CREBBP 基因上游 50 kb

由于我国种族较多，地域辽阔，大量的研究表明对于复杂疾病

和 ADCY9 基因下游的 32 kb 处，长约 52 kb，包括 46 个外显

遗传与环境的关联性研究，需要将中国人群分为南北方分开研

子,基因结构较为庞大，其可控制合成一种蛋白质（polycystin-1，

究[23]。目前我国北方人群虽较为稳定，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国情

PC1），这种蛋白可能参与介导细胞与细胞或细胞基质间的作

原因，中间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种群及民族构成都发

用，加速细胞生长与分化，并保持细胞极性[18，19]。Sun 等人[7]对中
国不同地域的 NSCL/P 病例的研究证明 PDK1 基因 rs8049367
与 NSCL/P 有显著的关联性(OR=0.74，P=8.98× 10-12)。Wang 等
人[17]研究 NSCL/P 与中国学龄儿童发育性阅读障碍之间的关系
亦发现 rs8049367 位点多态性与发育性阅读障碍之间有很强
的相关性，同时有人研究发现发育性阅读障碍和 NSCL/P 有共
享的潜在病因 [16]，从侧面验证了 rs8049367 与 NSCL/P 之间具
有相关性。
抑癌基因 P53 是目前研究最多的肿瘤抑制基因之一，编码
P53 蛋白。P53 蛋白分为 2 个亚型，其中野生型 P53 蛋白可以校
正 DNA 保持正常、引导程序性细胞死亡，而突变型 P53 能抑
制凋亡。动物模型研究发现抑癌基因 P53 的缺失可以引发小鼠
胚胎畸形，例如 P53-/- 小鼠在胚胎期容易出现神经管畸形，具
体表型为露脑畸形或颅面畸形[20]。另外抑癌基因 P53 rs4791774
与 rs4791331 有很强的相关性，而 rs4791331 是 Beaty 等人在
亚洲人群中确认的与 NSCL/P 有相关性的基因位点[21]。
PKD1 基因与抑癌基因 P53 已被广泛研究，它们参与并影
响人体多种疾病的发生，但其对颌面部发育的影响研究较少。
本 研 究 首 次 探 讨 PKD1 基 因 rs8049367、 抑 癌 基 因 P53
rs4791774 位点与中国北方人群 NSCL/P 发生的关联性，中国
北方人群目前相对稳定、且 NSCL/P 的发病率较高，适宜作为
研究对象。利用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分析病例组与对照
0.205；0.865、0.312），表明所选取的样本
组（P 值分别为 0.203、
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进一步对这两个位点的基因型以及各
基因频率在实验组与对照组中的分析都没有统计学意义（P 值
分别为 0.175、0.214）。表明 PKD1 基因 rs8049367、抑癌基因
P53 rs4791774 位点与中国北方人群的 NSCL/P 的发生可能没

生了较大改变，不同的生活习惯也相互影响，这些因素共同造
就了我国北方人群独有的基因构成。另外每个易感基因及其所
编码的蛋白与控制颌面部分化发育的机制目前还没有定论，各
基因之间协同作用时，是否以某个基因为主导，需要等待后续
研究。本实验虽然对实验样本的筛选条件做了一定限制，但仅
从两个遗传基因入手研究，无法对妇女妊娠早期的周围环境例
如是否吸烟喝酒、是否有被动吸烟史、是否受过病毒感染等等
进行统一平衡考量，因此不能全面反映 NSCL/P 的病因学[24-26]。
样本量的因素，由于样本收集时间及收集地点相对固定，样本
量相对较少，本研究与先前国内外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样本
量不足引起的，我们认为在扩大样本量、增大样本的收集范围
后，可能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另外我们所有样本均来自于医院，可能存在选择偏移。在
后续的研究中还应一并收集患者父亲及母亲的外周静脉血进
行对比研究。在样本量足够的情况下可进一步把 NSCL/P 患者
分为唇裂、腭裂、
唇腭裂患者三组进行分析研究。总之应尽可能
考虑妊娠期环境因素、
亲子代基因及家族基因的相互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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