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样本库、表型和群体多样性
复杂性状遗传学的革命还是进化？

ScientistSpotlight

复杂遗传学的下一个篇章看起来特别让人兴奋，测序和基因分

型技术正在扩展我们关于人类群体中基因组变异的知识。富有

远见的举措，如英国生物样本库，提供新的表型和结果数据，

并有机会成为新颖而强大的研究典范。

最近，Affymetrix与Mark McCarthy教授讨论了复杂性状遗传

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基因分型芯片

设计团队的主要成员，McCarthy教授也谈论了如何整合群体多

样性、基于填补的(imputation-based)数据分析、疾病和生物

学功能的相关知识用于设计最先进的研究和能够实现该研究的

基因分型芯片。

Affymetrix：可以说，GWAS的时代真正开始于2007年Wellcome 

Trust病例对照研究协会(WTCCC)的论文5。从那时起，复杂性状

遗传学的关键成果有哪些？

英国牛津大学的Mark McCarthy教授概括介绍了如何整合生物

样本库功能、新的研究设计以及技术的发展来帮助我们对复杂

性状遗传学的理解。

以英国生物样本库 (UK Biobank)的基因分型芯片为例，

McCarthy教授讨论了新的遗传学研究如何将基因型填补

(Imputation)与群体、疾病和生物学功能相关的知识整合起

来，以便回答有关遗传学未来在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

中作用的一些余留问题。

简介

在过去几年，关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相对成功或失

败，遗传学文献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1,2,3,4。显然，即使有

关数百个性状的2,000多个明显的GWAS位点被报道4，但仍然

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解析许多常见病的遗传结构。

Mark McCarthy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糖尿病研究教授，

也是牛津大学医院的顾问内分泌学家。他的研究团队

长期研究复杂性状的遗传学，包括II型糖尿病(T2D)、

肥胖和生长。他们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

Wellcome Trust病例对照研究协会(Wellcome Trust 

Case Control Consortium，WTCCC)，此协会应用全

基因组关联研究和新一代测序方法来研究这些性状。

通过国际合作，McCarthy教授所在的团队已经鉴定

出至少50个与II型糖尿病易感性相关的新区域，以及

相当数量和其他性状相关的新区域。这项工作为这些

疾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生物学见解，并为今后将

遗传学成果转化成与它们密切相关的临床实践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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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早期GWAS也有成果，例如年龄相关的黄斑

变性(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6和炎

性肠病7，但就规模和范围而言，WTCCC标志着一个转折

点，对该领域的许多人而言，GWAS的潜力变得清晰。

重要的成果在于GWAS方法被证明是非常强大的。部分

原因是，你正在检验一个相对简单的假说，具体来说，

你是否看到特定等位基因的频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

的差异。这一策略已经可以挑出许多常见的变异信号，

而不需要复杂的分析策略。

另外，现在看来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该领域在早期用了

很高的标准来定义统计的显著性。达到这些标准的信号

几乎没有在后续的研究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当我们想起

候选基因研究低谷时期，几乎没有重复的工作，这是非

常了不起的。

这些基因组研究也鼓励合作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型国际协

作组的形成。由于这种数据汇集，该领域也找到一种方

法来迅速获得强大的信号，而避免单个实验室浪费多年

时间，才发表分量不足的研究。这是该领域的一大进

步，至今影响着生物学的其他领域。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高通量、大规模的基因组学是可以

实现的，并产生了可靠的结果。它们产生了数百个性状

的几千个位点。

Affymetrix：除了这些成功，复杂性状研究的新时期还

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

McCarthy：最大的挑战在于将这些强大的GWAS位点

转化成有关发病机制的生物学见解。这比一些人的预计

或希望要来的慢一些，而且GWAS对转化医学的影响到

目前为止仍相对轻微。

这主要是因为GWAS鉴定出的许多变异被定位到调控

区域，而大部分变异对疾病风险的影响相当有限。无

疑，目前我们通过各种努力来应对这一挑战，尤其是

Encode项目8,9，但仍然需要较长时间将相关研究成果进

行整合。

Affymetrix：那么，基因组学策略应如何改进，以便利

用这些成果应对挑战？

McCarthy：实际上，答案一直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更

多等位基因、更多表型、更多样品和更多分析。在一段

时间内，遗传学及其他科学领域一直都是如此。如果你

进一步剖析，“更多等位基因”意味着探索更多群体，

包括多民族和隔离群体样本。这就需要扩展在更大的频

率范围内检测不同类型等位基因变异的能力，同时我们

也希望了解体细胞变异以及生殖系变异，这些都是希望

鉴定尽可能多的人类遗传“自然事故”。每一个我们发

现的与疾病表型相关联的等位基因都有可能提高我们对

疾病机制的了解。

Large biobanks are combining vast numbers of samples with 
detailed phenotyp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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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表型”意味着将GWAS扩展到新的病例-对照研

究，特别是大型的生物样本库，其中与健康档案的连

接，让更广泛的表型变得可用。生物样本库让我们有机

会了解一种疾病的相关变异如何影响其他疾病的风险。

当然，所有这一切主要是通过基因分型和测序技术的发

展而实现的，这些技术让我们能够分析这些大型而充分

鉴定的生物样本库中的遗传变异。

最后，“更多分析”意味着开发方法以利用这些在分析

中获得的数据集。例如，多变量法将让我们了解遗传变

异与许多性状(而不是一个)的关系。这将提高分析能力，

并揭示新颖的关系。

Affymetrix：大部分GWAS是利用为检测欧洲人群常见

等位基因而优化的芯片来开展的。这需要如何改进以实

现更多群体的更多等位基因研究？

McCarthy：很显然，各个人种之间的变异以及变异模式

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在常见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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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人们希望选取一套tagSNP组合以高效地覆盖整个

基因组，而这样的tagSNP组合在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当

我们关注于功能性等位基因时，因为这些变异更有可能是

稀有的和人群特异性的，这种人群间差异将更加明显。

资金是有限的，特定芯片上的空间也是有限的，理想的

解决方案是每次都重新设计你的芯片，这样它就可以根

据你的特定群体和研究需求而优化。如果你想要结合

GWAS和功能内容，许多人都会这样做 – 以我们现在的

了解程度，这很有可能意味着编码区中的变异 – 你应当

设计最有效的SNP组合，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这就是

我们对英国生物样本库所做的。如果成本和技术允许，

研究其他群体的人们也会很想做类似的事情。

Affymetrix：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如何在英国生物样本库

的背景下应用这种方法？

McCarthy：当然可以。设计小组由牛津大学的Peter 

Donnelly领导，利用来自千人基因组计划10,11及其他来源

的英国人序列数据来优化芯片内容，以便最高效地填补

(imputation)英国人群样品中发现的单体型。这包括将基

因组范围的支架延伸到常见变异以外，并添加内容，让

芯片能够改善低频率范围的填补。这些等位基因之前未

曾以填补用的标记支架靶定。

我们还过滤了功能内容，以选择我们知道存在于英国

人群中的等位基因。我们不希望在单态性或以极低频

率存在于生物样本库参与者中的等位基因上浪费时间

和资金。

总体而言，就高效覆盖你想要鉴别的一批变异而言，无

论是直接检测还是通过填补(imputation)，能够以SNP 

by SNP为基础确定变异内容无疑是个巨大的优势。这一

点有些厂家就比别人做得更好。当芯片是以预定义的SNP

库制成时，就没那么灵活了。

Affymetrix：如果在Meta分析(荟萃分析)中综合不同芯

片的数据集，那么设计以群体为重点的芯片的这种做法

是否会在后期造成困难？

McCarthy：不会。对于常见变异，填补(imputation)工

作无疑非常出色，并且随着参考数据panel的改善将继续

提高。在整合那些使用不同的常见变异芯片内容的研究

时，这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们很少被此困扰，随着填

补(imputation)的改进，这甚至不再是个问题。

当然，较低频率的变异更多是人群特异的。这需要在芯

片设计时采用更专注的方法，否则你的芯片将包含对其

他人群有用但对你的群体而言是单态性或太罕见的变

异。这完全是在浪费资金和芯片上的空间。

Affymetrix：那么，什么是好的GWAS填补支架(imputation 

scaffold)，它与之前的配对tagSNP芯片设计有什么不

同？

McCarthy：一个良好的支架是一组标记，对感兴趣的人

群而言，它们能够最高效地填补(impute)在广泛的等位

基因频率范围内的基因组覆盖度。

毫无疑问，利用imputation-aware、多标记(multi-

marker tagging)的方法来设计支架是一种比配对标记更

有效的实现覆盖度的方式。它需要更少的标记，如果你

为多种族群体研究设计国际化的芯片，或需要覆盖低频

率的等位基因，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些类型的设计必定

需要更多的标记和芯片上更多的空间，因此设计过程中

的选择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芯片，我们当然不想忽略常见变

异，因为许多新发现将来自50万个生物样本库参与者的

研究。然而，欧洲群体的常见变异已经被很好地覆盖，

因此我们的愿望是将填补(imputation)推进到低频率的空

间。这已被证明是可行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生

物样本库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受限的重点。

“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每次都重新设计你的芯片，这样它就可以根据你的特定群体和研究需

求而优化。”

“毫无疑问，利用imputation-aware、

multi-marker tagging的方法来设计支架

是一种更有效的实现覆盖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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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ymetrix：正如您所指出的，测序和基因分型技术的

进步正在获取数百万个新变异。研究人员在开始他们的

基因分型芯片设计之前，应如何确定优先顺序？

McCarthy：显然，有一套东西应该出现在每张芯片上：

已知的GWAS信息，因为你不想错过那些；祖先信息标记

(ancestry informative markers, AIM)；指纹图谱标记；

X/Y标记；HLA等。因为它们不会占用大量的空间，对健

康检查相当有用，而且它们引发特定假说的验证。除此

之外，这还取决于你的目标以及最强的生物学效应所在

的假说。

我们在英国生物样本库芯片的背景下具体来说。例如，

你必须决定留多少空间给GWAS支架，留多少给功能或编

码SNP。这取决于你期望通过每一种来发现什么。

这也取决于你在生物学重要性的基础上，对编码区变异相

对非编码区变异的重视程度。编码区变异，至少在目前，

更容易推进到生物学和生理学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

遗传结构的相对贡献有着先入之见。这方面的经验数据

仍然很少，特别是对于低频率变异。但是，其他都相同

的情况下，考虑到压力表明这些方法都产生生物学见

解，相对于非编码区变异，我一般倾向于探索编码区变

异。

在常见变异水平，大部分常见病的结构看起来非常相

似，但在较低频率情况下这可能不是真的。随着未来几

年经验数据的出现，如何更仔细地确定这些设计决策的

权重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一些疾病中，编码区变异占

据更主导的地位，而这一信息将有助于决定如何最好地

利用芯片上的空间。

Affymetrix：您提到非编码区变异研究更难推进。eQTL

能起到什么作用？

McCarthy：表达数量性状位点(eQTL)分析12是一种工

具，让我们能够将调控变异与表达受影响的转录本相关

联。当你找到一个强的eQTL，与GWAS信息一致，这是

很宝贵的。

如果在病理相关的组织中检测到eQTL，这是最好的，但

并不总是可行，许多eQTL在多个组织中出现。我们目

前的策略是，结合eQTL的发现方法是最好的。首先，你

可以在全血或淋巴母细胞系中使用eQTL的数据。这些数

据来自成千上万个样品，让你能创建顺式，可能是反式

eQTL的清单。eQTL在不同组织中不一定是非常特异的，

但对于一部分疾病相关的eQTL，这将是非常灵敏的，因

为样品量很大。

其次，你可以探索感兴趣的组织，通常涉及到更少量

的样品。我们的研究领域之一是糖尿病，比如与同事

一起，我们完成了皮下脂肪、肌肉和胰岛细胞的表达研

究。样品量越少意味着你只能获得组织特异的大型eQTL

影响，但你至少可以基于疾病相关度，过滤较大的淋巴

细胞和血液数据集。我认为，你可能想将这两种方法结

合起来，获得灵敏度和特异性的最佳平衡。

Affymetrix：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大型的前瞻性生物样本

库。其中一些，如英国生物样本库，让全球研究界免费

获得数据。这些资源将如何被全球社会所使用？UK Biobank is being developed as a global 
research resource. 

Wellcom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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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有几种方式！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组

分特别重要，因为你有符合一定要求的生物样品、数据

和公开信息，将这些与电子病历相关联，你有可能追踪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人会发生什么。这是生物标志物鉴

定和验证的强大设计。长时间的前瞻性随访让你能够根

据疾病发生率鉴定巢式病例对照组(nested case-control 

group)。这反过来意味着你有希望鉴定出遗传和非遗

传的生物标志物，它们与疾病发生有着前瞻性和因果关

系。有了公开数据，你也可以开展比之前更全面的基

因-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我们将在大型生物样本库中见到的这种表型与基因型的

规模化、一致性和标准化，几乎肯定会为已经在数十万

人中研究过的性状带来好处。一致的基因分型和表型，

以及所有参与者中个体层面的数据，将远远比仅依靠样

品量更能带来性能的提升。

当你将这样的生物样本库与传统的病例对照样品比较

时，一个真正的优势在于能够对广泛的表型开展这些

分析。了解多效性让我们能够获取之前不大检测到的信

号，并更好地了解性状之间的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就

是HNF1B基因中的等位基因，它们增加II型糖尿病的风险，

但对前列腺癌却是保护性的13,14。这两种疾病不属于医学

教科书上的同一章节，但共有的遗传学结果却指向意外

的机制关联。

前瞻性生物样本库也会对人类治疗靶点的评估很有价

值。试想一下，你已经发现编码区变异与你感兴趣的疾

病之间存在有趣的关联。这个变异存在于看似可作为药

物靶点的基因中。通过观察不同的表型，你可以检测相

同的遗传变异是否有其他的性状关联。然后你可以在适

合疾病的方向，在那些次要性状上评估蛋白质扰动的影

响。如果以模仿对感兴趣疾病的有益作用而开发出的任

何药物有可能对那些次要性状产生不良影响，那么这种

有前途的药物靶点就会逊色不少。

Affymetrix：最近针对利用前瞻性生物样本库的对照进行

其他国家的案例研究，出现了一些争论。您有何看法？

McCarthy：我建议慎用。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个例子，研

究人员过度解释病例和对照之间的差异，当它们有着不

同的来源或在不同的芯片上分型时。这种分析有一些主

要的技术挑战，克服它们并非易事。我并不热衷于开展

这种类型的正式分析。

不过，访问大型生物样本库的数据集对评估明显的病例

关联有用，特别是稀有变异。例如，你有一个看似有趣

的稀有变异，只在10,000个人中的3个上发现。利用单一

来源的对照，在10,000个人中的0个上发现相同变异，这

不会给你带来很多。但是，如果你查看许多不同的生物

样本库，同一基因上等位基因或其他等位基因的代表性

就变得有意义。在那些生物样本库中也一直发现这个变

异？如果是的话，它与你感兴趣的性状有何关系？当你

试图评估那三个携带稀有等位基因的病例的意义时，这

才是真正有用的。

大型数据集允许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正式”分析。这也

是为什么外显子组测序项目(Exome Sequencing Project, 

ESP)所产生的外显子组变异服务器(Exome Variant 

Server, EVS)数据库15如此有用。研究人员一般不将他们

的病例与ESP对照比较，开展关联研究。相反，当他们在

自己的病例对照分析中发现一个感兴趣的变异，他们会

去看看EVS，了解一下其他人发现此变异的频率。他们还

查看相关的表型，因为这能够让他们在进一步研究中优

先分析特定变异。

Harmonized phenotyping in biobanks will 
provide a boost in study power.. 

Wellcom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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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ymetrix：这一切都表明，复杂性状遗传学即将迎来

激动人心的时刻。展望未来，我们在未来五年将了解到

什么，您预计未来会有怎样的临床影响？

McCarthy：在未来四到五年，我们将对足够多的人进行

测序和基因分型，对复杂性状的遗传结构心中有数。我

们将更好地了解稀有等位基因及低频率等位基因对许多

性状的贡献，我们将会知道所有疾病是否表现相似，亦

或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构。例如，也许我们能在某一

种疾病中找到比其他疾病更多的稀有编码变异。在这个

研究领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的确需要经验数据来

确定哪些假说是可持续的。这将对我们在进一步探索中

如何计划我们的策略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答案也将协助确定我们如何能够利用遗传数据来推

动疾病的预测和分层。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对最常

见的复杂性状而言，DNA序列本身提供不太准确的个

体风险预测。然而，通过收集一生中各个间隔的组学数

据，我们能够推导出疾病的“分子标记”。综合序列和

开放数据，我们才有望实时地改进和更新个体的疾病风

险。当然，如果我们利用遗传学来分层疾病亚型、推断

疾病机制，并对个别患者提出具体的治疗方案，这将是

革命性的。这在何种程度上可行仍有待观察：这是另一

个领域，特点是建设很多，数据很少。我们已经在各种

癌症上看到了这种方法的潜力，但我怀疑对于不同疾

病，这种方法的能力也不同。

正如我所指出的，当通过测序以及定制芯片来更深入

地了解这些，我们将得到药物靶点中功能变异的更多

信息。当有了良好的人类验证数据，我们就能够解析那

些靶点的潜在不良影响，这无疑将使制药行业受益。制

药行业对靶点正让人越来越失望，因为它们经过临床前

模型的验证，但在第一次人体试验中却表现不佳。我希

望，正如我们在PCSK916,17中看到的，人类遗传学将是一

种非常强大的工具，将质量更好的靶点推向药物开发。

Affymetrix：非常感谢。

延伸阅读：

Axiom® UK Biobank Genotyping Array

这款由英国生物样本库团队设计的芯片如今面向所有研

究人员开放。

如欲了解此设计的详细信息，以及针对其他群体来修改

它的选项，请访问：www.affymetrix.com/ukbb_array

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

如欲了解英国生物样本库的更多信息，以及如何为您自

己的研究获取数据，请访问 www.ukbiobank.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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