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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 背景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是人类克罗恩病渊Ｃｒｏｈｎ忆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Ｄ冤 第一个易感基因袁既往研
究发现 Ｐ２６８Ｓ 可能与中国人 ＣＤ 发病及临床特征相关遥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证实 Ｐ２６８Ｓ 与中国人 ＣＤ 发病
及其临床特征的相关性遥方法 血样来自临床确诊的 ５０ 例 ＣＤ 患者袁６０ 例溃疡性结肠炎渊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ＵＣ冤患者及 １００ 例健康体检者渊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ＨＣ冤遥 提取人血白细胞基因组 ＤＮＡ袁ＰＣＲ 扩增目的片段袁
ＰＣＲ－ＲＦＬＰ 发现突变位点袁ＤＮＡ 测序证实突变位点遥 结果 共有 ８ 例 ＣＤ 患者发现有 Ｐ２６８Ｓ 改变袁 而在

ＵＣ 患者和 ＨＣ 中分别发现 ２ 例和 ３ 例 Ｐ２６８Ｓ 改变 袁ＣＤ 组明显高于 ＵＣ 和 ＨＣ 组 渊字２ 越 １０．８２９袁Ｐ 越

０．００４冤袁而 ＵＣ 组和 ＨＣ 组无明显差异遥 ８ 例有 Ｐ２６８Ｓ 改变的 ＣＤ 患者临床特征包括病变多位于回肠袁发
病年龄轻渊６ 例 ＜ ２０ 岁冤袁常并发肠腔狭窄而需手术治疗袁中－重度患者比例高遥结论 Ｐ２６８Ｓ 可能是 ＮＯＤ２／

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中与中国人 ＣＤ 相关的 ＳＮＰ遥Ｐ２６８Ｓ 与 ＣＤ 患者发病年龄尧病变部位及并发症及病情严重程
度可能相关遥
揖关键词铱 Ｐ２６８Ｓ曰克罗恩病曰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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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恩病渊Ｃｒｏｈｎ忆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Ｄ冤是炎症性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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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体系院ＤＮＡ 模板 ２ 滋ｌ袁１０ 滋ｍｏｌ／Ｌ 上下游引

渊ＩＢＤ冤的一个主要类型袁是以小肠为主的全胃肠道节

物各 １ 滋ｌ袁２ 伊 ｐｆｕ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渊购自北京天为时

ＣＤ 发现率逐年上升袁但其病因与发病机制不明遥 近
年来的观点认为袁携带遗传易感基因的宿主在环境

件院预变性 ９４ 益袁５ ｍｉｎ；变性 ９４ 益尧４５ ｓ袁退火 ５９ 益尧
４５ ｓ袁 延伸 ７２ 益尧４５ ｓ袁 共 ３５ 个循环袁 终末延伸 ７２

段性全层炎症性病变遥 随着双气囊小肠镜的应用 袁
［１，２］

因素参与下袁免疫功能紊乱袁最终导致疾病发生［３］遥

２００１年以来袁３ 个独立的实验室在 １６ｑ１２ 的位置发

现了人类第 １ 个 ＣＤ 易感基因 ＮＯＤ２ 袁后更名为
ＣＡＲＤ１５袁 并证实该基因的 ３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４－６］

渊ＳＮＰ冤 渊Ａｒｇ７０２Ｔｒｐ袁Ｇｌｙ９０８Ａｒｇ袁Ｌｅｕ１００７ｆｓｉｎｓＣ冤 是
白种人 ＣＤ 的易感基因袁但与日本尧我国香港及浙江

人群无关 遥由于地域及种族差异袁中国人 ＣＤ 有关
的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突变位点可能与西方白种人
［７－９］

不同遥 既往我们的初步研究

［１０］

也未发现上述 ３ 个

ＳＮＰ袁 但发现 Ｐ２６８Ｓ 可能是与中国人 ＣＤ 相关的

代公司冤１０ 滋ｌ袁灭菌去离子水 ６ 滋ｌ袁共 ２０ 滋ｌ遥 反应条
益尧１０ ｍｉｎ遥 ＰＣＲ 产物放 ４ 益冰箱保存遥 ＰＣＲ 反应产
物用 ２％琼脂糖电泳袁溴化乙啶染色袁凝胶成像仪上
成像袁以确定目的片段扩增成功遥 阴性对照使用蒸
馏水代替 ＤＮＡ遥
４． 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分析

酶切反应体系院ＰＣＲ 产物 １０ 滋ｌ袁ＢａｍＨ玉２ 滋ｌ袁

１０ 伊 酶切缓冲液 ４ 滋ｌ袁灭菌 ｄｄＨ２Ｏ ２４ 滋ｌ袁共 ４０ 滋ｌ曰
反应条件院 水浴箱 ３０ 益尧９０ ｍｉｎ袁 反应后加 １０ 伊
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 ４ 滋ｌ 终止反应遥 取酶切产物 ２０ 滋ｌ袁加

样于含溴化乙淀的 ２％的琼脂糖凝胶中袁 在 ０．５ 伊

ＳＮＰ袁现拟扩大标本量袁通过 ＰＣＲ－ＲＦＬＰ 及 ＤＮＡ 测
序法进一步验证 Ｐ２６８Ｓ 与中国人克罗恩病发病的

ＴＢＥ 缓冲液袁８０ Ｖ 电压条件下电泳 ５０ 耀 ６０ ｍｉｎ袁凝
胶成像仪上成像袁以鉴定酶切产物曰有 Ｐ２６８Ｓ 纯合

相关性遥

子突变者含 ２５０ ｂｐ尧１７５ ｂｐ 两条电泳带袁杂合子突变
对象与方法

一尧研究对象

者含 ４２５ ｂｐ尧２５０ ｂｐ尧１７５ ｂｐ 三条电泳带袁 无突变者
只有 ４２５ ｂｐ 一条电泳带遥
５． ＤＮＡ 测序进一步证实突变位点

南方医院及江苏省中医院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酶切分析发现突变者用 ＰＣＲ 重新扩增目的片

年 ８ 月间临床资料完整并确诊的 ＣＤ 患者 ５０ 例尧溃

段袁ＤＮＡ 凝胶纯化试剂盒纯化 ＰＣＲ 产物袁用双脱氧

疡性结肠炎渊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ＵＣ冤患者 ６０ 例及健
康体检者渊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ＨＣ冤１００ 例遥 ＩＢＤ 的诊断

四色荧光法全自动测序仪渊美国 ＡＢＩ３７７冤测序曰并与
基 因 库 数 据 对 照 渊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按 ２００１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制定的标准［１１］遥
二尧实验方法

１． 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
抽取外周血 ５ ｍｌ袁ＡＣＤ 抗凝袁 混匀后缓慢加入
含 ３ ｍｌ 淋巴细胞分离液的灭菌离心管中袁注意血不
能和淋巴细胞相混袁１ ５００ ｇ 离心 ２０ ｍｉｎ袁 取中间淡
黄色细胞层 １２ ０００ ｇ 离心 １ ｍｉｎ袁 得到外周血白细
胞袁按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渊购自北京天为时代公司冤

ＢＬＡＳＴ／冤袁进一步证实突变位点遥
６． 统计学分析

分别统计 ＣＤ 组尧ＵＣ 组及健康体检组中的突
变分布频率袁字２ 检验比较各组间突变的分布差异遥
结

果

一尧酶切片段的 ＰＣＲ 扩增与电泳渊见图 １冤

说明书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袁－ ２０ 益保存遥
２． 引物合成
根据 Ｐ２６８Ｓ 碱基突变所导致酶切位点的改变袁
用工具软件 Ｐｒｉｍｅｒ６．０ 寻找相应的限制性内切酶
ＢａｍＨ玉袁并设计相应的酶切引物袁引物由上海博亚
生物技术公司合成遥
上 游 引 物 院５忆原ＴＧＣＣＴＣＴＴＣＴＴＣＴＧＣＣＴＴＣＣ原
３忆曰下游引物院５忆原ＡＧＴＡＧＡＧＴＣＣＧＣＡＣＡＧＡＧＡＧ原
３忆遥 ＰＣＲ 产物大小为 ４２５ ｂｐ袁 酶切产物大小为 ２５０
ｂｐ尧１７５ ｂｐ遥
３． ＰＣＲ 扩增目的片段

注院１ 为 ｍａｒｋｅｒ玉曰２－１０ 为 ＰＣＲ 产物袁１１ 为阴性对照遥

图 １ ＰＣＲ 产物电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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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酶切分析与电泳渊图 ２冤

表 １ Ｐ２６８Ｓ 与 ＣＤ 患者临床特点之间的关系
临床特点

例数

Ｐ２６８Ｓ 突变例数

发病年龄
臆２０ 岁

１８

６

３２

２

男

２８

３

女

２２

５

小肠

２０

７

回结肠

１８

１

结肠

１２

０

＞２０ 岁
性别

病变部位

注院１ 为 ｍａｒｋｅｒ 渊５０ｂｐ ｌａｄｄｅｒ冤曰２ 耀 ４ 为 Ｐ２６８Ｓ 杂合子酶切图曰５
为 Ｐ２６８Ｓ 纯合子曰６ 为无突变者遥

图 ２ Ｐ２６８Ｓ 酶切产物电泳图

并发症
肠腔狭窄

１６

６

无肠腔狭窄

３４

２

病情

三尧部分 ＤＮＡ 测序图渊图 ３冤

轻度

５

０

四尧结果统计
５０例 ＣＤ 患者中袁８ 例发现有 Ｐ２６８Ｓ 改变曰而在

中度

２８

２

重度

１７

６

６０ 例 ＵＣ 患者和 １００ 例 ＨＣ 中分别发现 ２ 例和 ３
例 Ｐ２６８Ｓ 改变曰其碱基 Ｃ 变成 Ｔ袁密码子由 ＣＣＣ 变
成 ＵＣＣ袁编码的氨基酸由脯氨酸变为丝氨酸曰ＣＤ 组
显著高于其他两组渊Ｐ ＜ ０．０１冤袁而 ＵＣ 组与 ＨＣ 组间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字２

Ｐ值

６．１６１

０．０１３

１．２９６

０．２５５

８．９３６

０．０１１

７．９３１

０．００５

７．１５０

０．０２８

无统计学差异遥
五尧Ｐ２６８Ｓ 与 ＣＤ 临床特征的关系
Ｐ２６８Ｓ 与 ＣＤ 患者发病年龄尧 病变部位及并发
肠腔狭窄相关袁有 Ｐ２６８Ｓ 变化者发病年龄多小于 ２０

注院 图 ３－１尧３－２ 为野生型碱基序列袁３－３尧３－５ 为 Ｐ２６８Ｓ 杂合子正向序列袁３－４尧３－６ 为 Ｐ２６８Ｓ 杂合子反向序
列袁３－７尧３－８ 为 Ｐ２６８Ｓ 纯合子正反向序列遥

图 ３ 部分 ＤＮＡ 测序图

岁尧病变部位易累及回肠及易出现肠腔狭窄而需手

术袁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而与性别无关 渊表
１冤遥
讨

论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位于 １６择１２袁 编码 ＮＯＤ２／

ＣＡＲＤ１５ 蛋白袁此蛋白仅在外周血单核细胞中表达袁
可诱导核因子渊ＮＦ冤－资Ｂ 激活尧介导细胞凋亡以及影
响肠道先天性防御因子如小肠潘氏细胞防御素的表

达［１２］遥 当基因发生突变时袁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蛋白功能

就 可 能 改 变 遥 研 究 表 明 袁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 因 的
３０２０ｉｎｓＣ 发生移码突变袁使 ＬＲＲ 区域发生 Ｌｅｕ１００７
氨基酸互换袁终止密码子提前袁最后的 ３３ 个氨基酸
缺失袁ＮＦ－资Ｂ 活性减弱袁 宿主对肠道细菌产物先天
性免疫反应减弱袁继发性免疫过度激活袁导致 ＣＤ 发
生遥 在白种人的 ＣＤ 患者中其他 ２ 个 ＳＮＰ 的突变携
带率也显著增高遥 我们既往的初步研究未发现上述
３ 个 ＳＮＰ袁 提示在白种人中与 ＣＤ 易感相关的 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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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Ｐ可能与国人无关袁 但发现 Ｐ２６８Ｓ 可能与中国人
克罗恩病及其临床特征有关遥 为进一步证实 Ｐ２６８Ｓ

参考文献

与中国人 ＣＤ 相关袁我们扩大了标本量袁通过 ＰＣＲ－

１ 智发朝， 姜泊， 潘德寿， 等． 全小肠直视检查的双气囊电子小肠镜

ＲＦＬＰ 及 ＤＮＡ 测序法发现 ５０ 例 ＣＤ 患者中有 ８ 例
Ｐ２６８Ｓ 改变袁而 ６０ 例 ＵＣ 及 １００ 例 ＨＣ 中分别发现

２ Ｚｈｉ ｆｃ， Ｘｉａｏ Ｂ， Ｊｉａ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 ｅｎ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２ 例及 ３ 例 Ｐ２６８Ｓ 改变袁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
进一步说明 Ｐ２６８Ｓ 可能与中国人 ＣＤ 发病相关袁这
一结果与对爱尔兰及欧洲犹太人群的研究结果相
似［１３，１４］遥 其密码子由 ＣＣＣ 变成 ＵＣＣ袁编码氨基酸由
脯氨酸变成丝氨酸袁但是否导致编码的 ＮＯＤ２ 蛋白

功能发生改变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国外多项研究认为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突变型
与疾病表型有相关性遥Ａｂｒｅｕ 等［１５］对 ２ 组 ＣＤ 患者进
行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的 ３ 个 核 苷 酸 变 种 渊Ｒ６７５Ｗ尧
Ｇ８８１Ｒ 与 ３０２０ｉｎｓＣ冤 研究发现袁ＮＯＤ２ 变种与纤维

的初步临床应用． 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０３；８３；１８３２－１８３３．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Ｊ ２００５；１１８：１８３４－１８３７．
３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Ｆ． Ｃｒｏｈｎ忆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２；３５９：６２－６９．
４ Ｈｕｇｏｔ ＪＰ， Ｃｈａｍａｉｌｌａｒｄ Ｍ， Ｚｏｕａｌｉ Ｈ，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Ｄ２
ｌｅｕｃｉｎｅ－ｒｉｃｈ ｒｅｐｅａｔ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ｒｏｈｎ忆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１；４１１：５９９－６０３．
５ Ｏｇｕｒａ Ｙ， Ｂｏｎｅｎ ＤＫ， Ｉｎｏｈａｒａ Ｎ， ｅｔ ａｌ． Ａ ｆｒａｍｅｓｈｉｆｔ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Ｄ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ｒｏｈｎ忆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１；４１１：６０３－６０６．
６ Ｈａｍｐｅ Ｊ， Ｃｕｔｈｂｅｒｔ Ａ， Ｃｒｏｕｃｈｅｒ ＰＪ，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Ｄ２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ｈｎ忆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Ｇｅｒ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１；３５７：１９２５－１９２８．
７ Ｉｎｏｕｅ Ｎ， Ｔａｍｕｒａ Ｋ， Ｋｉｎｏｕｃｈｉ Ｙ， ｅｔ ａｌ．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ＯＤ２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ｈｎ忆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狭窄性病变存在明显关联袁４６％的纤维狭窄性病变
患者至少携带上述一个等位基因袁而非纤维狭窄性

８ Ｌｅｏｎｇ ＲＷ， Ａｒｍｕｚｚｉ Ａ， Ａｈｍａｄ Ｔ， ｅｔ ａｌ．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ｇｅｎｅ

病变者中仅占 ２３．５％遥 另外袁有基因突变的个体通常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ｈｎ忆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较早发病渊臆２１ 岁冤遥 Ｃｕｔｈｂｅｒｔ 等［１６］进一步检测 ４ 个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多 形 性 Ｐ２６８Ｓ尧Ｒ７０２Ｗ尧Ｇ９０８Ｒ 与
３０２０ｉｎｓＣ袁 证明后三者突变与克罗恩病尤其是回肠
病变易感性显著相关渊比正常对照者高 ２００ 倍冤袁但
与溃疡性结肠炎无关遥 Ａｈｍａｄ 等 ［１７］的资料表明袁这

２００２；１２３：８６－９１．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３；１７：１４６５－１４７０．
９ 高敏， 曹倩， 罗灵和， 等．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多态性与克罗恩病
患者相关性研究． 中华内科杂志 ２００５；４４：２１０－２１２．
１０ 张以洋， 智发朝， 周殿元， 等． 克罗恩病 ＣＡＲＤ１５／ＮＯＤ２ 基因突变
的研究． 中华消化杂志 ２００６；２６：４５６－４５９．
１１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对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建议．
胃肠病学 ２００１；６：５６－５９．

三个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的 ＳＮＰ 与人主要白细胞抗原
渊ＨＬＡ冤 区突变在回肠病变中的群体可认定危险性

１２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ＫＳ， Ｃｈａｍａｉｌｌａｒｄ Ｍ， Ｏｇｕｒａ Ｙ， ｅｔ ａｌ． Ｎｏｄ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３２％与 １７％遥 本研究发现袁Ｐ２６８Ｓ 与 ＣＤ 的临床特征

１３ Ａｒｎｏｔｔ ＩＤ， Ｎｉｍｍｏ ＥＲ，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ＨＥ， ｅｔ ａｌ．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有一定关联性袁含有 Ｐ２６８Ｓ 的患者共同特征为发病
年龄小于 ２０ 岁尧病情较重尧病变部位在回肠且均因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ｅｎｅｓ

渊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 ＰＡＲ冤的百分数分别为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３０７：７３１－７３４．
ＴＬＲ４ ａｎｄ ＣＤ１４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ｒｉｓｈ Ｃｒｏｈｎ忆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０４；５：４１７－４２５．

并 发 肠 腔 狭 窄 导 致 肠 梗 阻 而 需 手 术 治 疗 袁 说明

１４ Ｓｕｇｉｍｕｒａ Ｋ， Ｔａｙｌｏｒ ＫＤ， Ｌｉｎ ＹＣ，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及并发症可能有关袁而与患者的性别可能无关袁提示
基因突变可能决定 ＣＤ 的临床特征遥

１５ Ａｂｒｅｕ ＭＴ， Ｔａｙｌｏｒ ＫＤ， Ｌｉｎ ＹＣ， ｅｔ 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Ｄ２ ａｒｅ

Ｐ２６８Ｓ 与 ＣＤ 的发病年龄尧病变严重程度尧病变部位

总 之 袁ＣＤ 是 涉 及 多 种 因 素 的 复 杂 性 疾 病 袁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是 ＣＤ 的一个重要易感基因袁
通过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Ｐ２６８Ｓ 可能与中国人
ＣＤ 发病相关的 ＳＮＰ袁 为中国人 ＣＤ 发病机制的研
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遥 但由于样本量有限袁其结
果还有待于全国范围内更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证
实遥 另外袁为确定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在中国人 ＣＤ
发病中的关系袁 还有待于对 Ｐ２６８Ｓ 编码的 ＮＯＤ２／
ＣＡＲＤ１５ 蛋白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研究遥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ｃｏｎｆｅｒｒ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Ｃｒｏｈ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ｓｈｋｅｎａｚｉ Ｊｅｗｓ． Ａｍ
Ｊ Ｈｕｍ Ｇｅｎｅｔ ２００３；７２：５０９－５１８．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ｂｒｏｓｔｅｎｏｓ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ｈｎ忆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１２３：６７９－６８８．
１６ Ｃｕｔｈｂｅｒｔ ＡＰ， Ｆｉｓｈｅｒ ＳＡ， Ｍｉｒｚａ Ｍ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Ｄ２ ｇｅｎ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ｓｉｔｅ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１２２：８６７－８７４．
１７ Ａｈｍａｄ Ｔ， Ｓａｔｓａｎｇｉ Ｊ， Ｍｃｇｏｖｅｒｎ Ｄ，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ａｒｍａｒ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１；１５：
７３１－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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