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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MESA 新的遺傳研究方向
謝謝您繼續參加 MESA 研究！我們送您這份特
殊的簡訊是想讓您知道 MESA 已經加入了一個
更大的科學組織叫做 "SHARe"。這裡是一些重
要的有關 MESA 與 SHARe 的合作信息：

• SHARe 的目的是瞭解與心臟病有關的 DNA 的
變化。這是一種與我們曾告訴過您 MESA 的其
它遺傳研究很相近的遺傳研究。只是 SHARe 將
用一些比我們以往所用的更新的技術來檢查更詳
盡的遺傳資料。

•保護您的個人隱私和保證您的健康和遺傳資料
安全是 MESA 的最高宗旨。

•如果您已經同意參加 MESA 其他的遺傳研究如 MESA 家庭研究，您的資料也會包括在 SHARe
的項目中。

•在 MESA 的檢查前，如果您同意我們可以用您的 DNA 進行遺傳研究，那麽您的資料將包括在
SHARe 的項目中。如果您參加了 MESA 的家庭研究，您的資料也會包括在 SHARe 的項目中。

•在 MESA 的檢查前，如果您不同意我們用您的 DNA 進行遺傳研究，那麽您的資料將不包括在
SHARe 的項目中。

•如果因爲某种原因，您要改變使用您的 DNA 進行遺傳研究的想法，或如果您有任何問題以下
沒有回答您，請您用在這份簡訊後面的電話號碼與您的調查中心聯係。

有關 SHARe 的信息您可以在下面的文章中讀到更多，MESA 的繼續成功完全依靠您和您的參
加，與我們共同的努力。總之我們的合作將允許醫生為他們的病人提供更好的醫療和幫助醫務
人員瞭解危險性疾病的預防，謹代表全體 MESA 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感謝您並說一句：沒有您，
我們不能成功！



遺傳和 MESA
我們很高興的通知您，MESA 現在加入了 SHARe ！ SHARe 屬於 SNP 健康協作資源組織，作為
MESA 參加者如果您曾同意參加遺傳研究，您將與幾千個來自其他研究的人們一同幫助科學家們暸
解基因與心臟病，高血壓和中風之間的聯係。我們以前曾經討論過一些新的遺傳研究將加入 MESA（參
考 2008 年 夏 季 MESA 簡 訊， 在 http://www.mesa-nhlbi.org/ParticipantWebsite/ParticipantNews.
aspx 可以查到）。現在我們要給您介紹這方面工作的最新進展，從一點有關基因和 DNA 的基本信息
開始。

在您的基因裏有什麽？
在您的身體的細胞内有一個由長長的，螺旋狀的 DNA 組成的指令序列 。這個完整的 DNA 就是所謂
的基因組，而且它包括三億個由 DNA 單體組成的構件或字母 ( 核糖核酸 ) 。這相當於在你的每一個
細胞裏有 200 個電話簿（每本有 1，000 頁）的信息量！

DNA 的 “字母” 以基因的形式拼寫成特殊的指令。在 2003 年完成的人類基因組研究項目顯示人類有
大約 20，000 到 25，000 個基因。基因幫助決定您的眼睛的顔色和頭髮的顔色，並且它們也可以決
定您可能會（或不會）得什麽樣的疾病。例如，是否高血壓或腎結石在您的家庭中多發？很多類似這
樣的情況有一個遺傳組合，而且有它們時增加了由父母傳給孩子的危險。

SHARe 研究項目
爲了較好的暸解我們的基因對導致和預防心臟病和其他疾病的作用規律，研究人員正在檢查 DNA 尋
找可能與一種疾病關聯的不同的 “拼寫”。要做到這一步，研究人員需要檢查成千上萬人的 DNA，然
後與發生的疾病或可預示一種疾病的指標（例如可預示糖尿病的高血糖）進行比較。

這是一項非常龐大的和非常複雜的項目，爲了便於國家心，肺，血液研究院 (NHLBI) 執行，已經建
立了一個項目稱爲 SHARe, 來支持 MESA。您作爲 MESA 的參加者介入 SHARe 的研究有幾個重要
的原因。MESA 是爲數不多的幾個大的尋找早期心血管疾病檢查的研究之一，例如動脈内的鈣，心臟
的大小和動脈的厚度。另外，MESA 研究的參加者來自不同的種族和族裔群體，以及遺傳背景。這
些資料可以幫助研究人員發展更好的方法來預防，診斷和治療疾病，也可決定是否要針對特殊的人群
或甚至個人進行預防和治療。這將引導出更有效的治療和減少可能的副作用。

基因，SNPs  和 GWAS
説明一下，SHARe 是代表 SNP 健康協會資源。SNP（發音 “snip”）是單核苷酸多態性的一個縮寫，
這是指在你 DNA 的其中一個構件模塊（“字母”）的一個變異。SNPs 是很普遍的，並且在您的 DNA
中大約每 1000 個字母就有一個發生。

爲了 MESA  的 SHARe 課題，研究人員將觀察每個已經同意對他們的 DNA 進行分析的參加者中 1
百萬個這樣的 SNPs，或遺傳變異。通過計算機程序，研究人員將對這些遺傳代碼與參加者在診所檢
查期間所做的很多檢查進行比較。
目前正在使用這項技術進行研究的疾病包括哮喘，阿爾玆海默氏病，很多類型的癌症，糖尿病，心臟病，
心力衰竭，肥胖症，骨質疏鬆，和中風。研究人員還將利用這些信息更好地了解遺傳方面的不同是怎
樣與生活習慣和環境相互作用的（包括飲食習慣，吸煙，健身活動水平，和暴露于空氣污染），是否
增加或減少一個人得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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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SHARe 研究的問題

我們知道您可能會對這個研究有很多問題，
如果您想得到更多的信息，請打電話給列
在簡訊最後的電話號碼。

我是否包括在 SHARe 的研究中？
只有當參加者在診所檢查時同意參加遺傳
研究才會包括在 SHARe 研究中。如果您
沒有特別同意參加遺傳研究，您的基因將
不會被分型，而且您的資料將不會參加任
何與遺傳有關的行動。如果您不記得您是
否同意過或要改變您的協議，請與您的調
查中心聯係。電話號碼在本文的最後。

這些遺傳研究是否會用來確定我的身份？
保護您的個人隱私是我們在 MESA 中的首要任務，僅凴您的遺傳信息是不能用來確定您的身
份。如果您的遺傳信息直接與您的個人信息（如您的名字，地址，社會安全號，出生地或其
他個人身份）相連，您才能被確定身份。爲了防止這種事發生，在 MESA 研究中收集的遺傳
信息是完全與您的個人信息分開的。我們去掉了遺傳資料中所有您的個人信息，所以資料不
會與任何參加者有連接。遺傳信息儲存在國家健康研究院 (NIH) 的國家生物信息中心（NCBI，
http://www.ncbi.nlm.nih.gov）受到了嚴密的保護。當這個資料庫作爲存儲中心供科學家們研
究遺傳信息和疾病之間的關係的時候，只有符合嚴格要求的有授權的調查人員才能使用這些
信息，並且研究人員禁止與他人共享這些資料或試圖確定參加者的身份。對誰能使用 MESA
資料我們非常小心。我們培訓並資格認證所有的工作人員要保護參加者的個人隱私並保密，
而且要求所有 MESA 的研究人員要通過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批准。這些廣泛的預防措施使得任
何人很難從 MESA 收集到的遺傳信息中能夠確定某一個特定的人的身份。

MESA 的調查人員將告訴我有關 DNA 的什麽？
SHARe 是一個暸解普通疾病的早期階段的遺傳基礎。從 MESA-SHARe 的科學結果不是像您
從您的醫生那裏得到的個人遺傳檢驗，如影響乳腺癌或阿爾玆海默氏病的特殊基因檢驗。而
是研究在上千名 MESA 參加者的 DNA 組合變化是否與一些特徵，例如高膽固醇或高血壓，
或一些疾病如心臟病發作和中風有關。從 SHARe 得到的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研究人員確定進
一步研究的基因，並看是否對健康很重要。因爲
SHARe 只是以研究為目的並且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索來瞭解基因的重要性，我們不會給您從
MESA-SHARe 獲得的任何有關您自己的特殊的遺傳資料。請注意，在 MESA 可能有其他的
遺傳研究會提供更詳細的信息。

例如，MESA 剛剛得到的一個新的遺傳研究叫做 Exome 項目。這個研究採用最新的技術來
做進一步的遺傳分析，這將允許調查人員確定可能影響您的健康的 DNA 的變化。選擇參加這
個研究的參加者在第五次檢查期間將被問到是否願意接受從他們的 DNA 中發現的重要結果。

這是在遺傳領域的研究的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很高興 MESA 將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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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聽到的術語匯編
脫氧核糖核酸或 “DNA” 您的細胞内的化學物質，包含製造活的生物的遺傳指令，DNA 常常用來與一
組藍圖或一個編碼進行比較，因爲它含有指導細胞組成其他部件的指令。

基因組 在細胞内或活的器官内，一套完整的遺傳信息（DNA），含有超過三億個單個的 DNA 鹼基或字母。

單核苷酸多態性或 SNPs（發音是 “snips”）是指在 DNA 中的小的變異或拼寫不同。它們很普遍，大
約每一千個 DNA 的字母中就有一個。

國家健康研究院或 “NIH” 是美國健康和人類服務部為管理和支持醫學研究所設 的機構，它共有 27 個
研究院和中心。並且為每個州乃至世界起到了領導和經濟支持的作用。

美國心，肺和血液研究所或 “NHLBI” 是國家健康研究院的一部分，NHLBI 的計劃是進行和支持與研
究病因，預防，診斷，和治療心臟，血管，肺，和血液的疾病，還包括睡眠失調。這個研究所還負責
全國婦女的健康教育運動，和兒童心臟病與健康的體重，和其他的議題，MESA 研究是由 NHLBI 提供
支持的。

美國生物信息中心或 “NCBI” 是國家健康研究院的一部分，這是全國分子生物 信息資源中心，包括
MESA 的 SHARe 的資料儲存在這裡的資料庫中。

SNP 健康協會資源或 “SHARe” 一個基於網絡設置的來自幾個大的研究的資料，包括 MESA，Fram-
ingham 心臟研究和婦女健康協會。這些資料提供給有資格的研究人員研究遺傳信息和健康之間的聯
係，以便更好的暸解導致和預防心臟病和其他疾病。

謝謝您 !
我們希望這份簡訊已經幫助您更多的暸解有關 MESA 的 SHARe 研究，並使您較好認識到您的積極參
加對這個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您對這份簡訊，或 MESA 的遺傳研究有任何問題，請與您當地的調查中
心聯係。特們會非常高興聽到您！

MESA 簡訊由多族裔動脈硬化研究（MESA)發行，MESA是由美國心，肺，血液研究院（NHLBI) 資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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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sota:
Christine Dwight – (612) 625-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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