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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R9 通路激活对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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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Toll 样受体 9（TLR9）信号通路激活对肾小管细胞转录组的影响。方法  提取并培养

小鼠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在细胞融合度达 80% 时分为两组，分别加入 10 μL 磷酸盐缓冲液（PBS，PBS 对照组）

和终浓度为 5 μmol/L 的 TLR9 激活剂胞嘧啶-鸟嘌呤寡脱氧核苷酸（CpG-ODN，CpG-ODN 处理组）。提取细胞

RNA 后在 Illumina 平台进行测序，使用差异基因分析软件 DEGseq 分析两组细胞中基因的差异表达情况，通过

Goatools 和 KOBAS 在线软件分析差异基因所参与的信号通路，应用 Homer 软件预测转录因子。结果  与 PBS

对照组相比，CpG-ODN 处理后有 584 个显著的差异表达基因，其中 102 个基因表达上调，482 个表达下调。差

异表达基因富集最显著的基因本体（GO）为β-干扰素响应、病毒响应或防御等炎症反应相关条目；京都基因与

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KEGG）信号通路富集结果显示，富集系数最显著的信号通路包括 2'-5'-寡腺苷酸合成

酶活性、核糖核酸酶活性的调节、病毒生命周期的负调控、β-干扰素响应和对原生动物的防御反应等。转录因

子预测结果显示，干扰素调节因子 3（IRF3）是差异基因启动子序列上富集最显著的转录因子；IRF3 是 TLR9 下 

游表达差异最显著的转录因子，转录因子 21（TCF21）、锌指蛋白 135（ZNF135）和阳性调节域 4（PRDM4）等转录

因子可能是 TLR9 信号通路的新候选靶标。结论  CpG-ODN 激活 TLR9 信号通路，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能直接 

响应 CpG-ODN 的刺激并发生转录组学变化，为进一步探究 TLR9 信号通路在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肾损伤中的分

子机制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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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oll-like  receptor  9  (TLR9)  signaling  pathway  activation  on 
the  transcriptome  in  the  renal  tubular  cells.  Methods  Mouse  primary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were  extracted 
and  cultured.  When  the  degree  of  cell  fusion  reached  80%,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hich  were  added 
with  10  μL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PBS  control  group)  and  TLR9  activator  cytosine  phosphate  guanidine 
oligodeoxynucleotide  (CpG-ODN)  with  a  final  concentration  of  5  μmol/L  (CpG-ODN  treatment  group).  The  RNA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on the Illumina platform after extraction. DEGseq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gen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Goatools and KOBAS online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 
genes  involved  signal  pathways. Homer  software was  used  to  predict  transcription  factor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BS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a  total  of  584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the  CpG-ODN  treatment  group,  of 
which 102 were up-regulated and 482 were down-regulated. The most significantly enriched gene ontology (GO) term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cluded  response  to  interferon-β, defense  response  to  virus  and  other  inflammatory 
pathway.  The  most  significantly  enriche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signaling  pathways 
included  2'-5'-oligoadenylate  synthase  activity,  regulation  of  ribonuclease  activity,  negative  regulation  of  virus  life 
cycle, cellular response to interferon-βand defense response to protozoan. The result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prediction 
showed that 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 (IRF3)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ly enriched transcription factor in the promoter 
sequence  of  differential  genes;  the  most  significant  transcription  factor  downstream  of  TLR9  was  IRF3,  and  other 
predicted transcription factors such as transcription factor 21 (TCF21), zinc finger protein 135 (ZNF135), and PR domain 
containing 4 (PRDM4) might be new candidates for TLR9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  CpG-ODN activates TLR9 
signaling pathway, and primary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can directly respond to CpG-ODN stimulation and undergo 
transcriptome  changes,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LR9 pathwa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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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由多种病原体、创伤、烧伤及外科大

手术等因素造成的感染引起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

导致严重的、复杂的、失控的免疫反应并危及生命

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肾脏是脓毒症最容易累

及的器官，约有 50% 的脓毒症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

（acute kidney injury，AKI）［1］。临床中，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治疗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近年来，虽然 

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诊断和治疗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是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仍不

容乐观［2］，且 AKI 发病过程中具体的生物学机制仍

存在着大量谜题。因此，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水平

深入研究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发病机制，对其临床

中的预防与治疗具有极大的价值［3］。在脓毒症中，

病原微生物进入机体，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和损伤相关分子

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均

被细胞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 

PRR）识别引起免疫应答，进而造成肾细胞焦亡、凋

亡、坏死、坏死性凋亡等，进一步引起肾损伤［4］，在

此过程中，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识别

各类型的病原分子并激活相应的信号通路、细胞发

生应答反应，产生多种炎症因子，进而介导肾损伤的

发生发展［5］。

  在脓毒症相关性 AKI 复杂的发病机制中，炎症

反应、氧化应激、缺血 / 再灌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肾

小管上皮细胞损伤是主要的病理机制［6-7］。在脓毒

症相关性 AKI 中，不同的 TLR 可识别不同类型的病

原分子，其中 TLR9 在脓毒症相关性 AKI 中的信号

转导作用被认为是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8］。TLR9 

是一种定位于细胞内质网膜上的 PRR，它主要识别 

胞嘧啶-鸟嘌呤寡脱氧核苷酸（cytosine phosphate 

guanidine oligodeoxynucleotide，CpG-ODN）并激活下

游的炎症反应［9］。虽然已经有研究表明在小鼠模型

中敲除或干扰TLR9能够抑制脓毒症相关性AKI，但

其中的分子机制仍不完全清楚。TLR9 主要在树突

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和 B 细胞中表达，在巨噬

细胞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达［10］。肾小管上皮细胞

对 TLR9 信号通路激活的直接响应如何仍缺乏完整

sepsis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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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脓毒症中各类型细胞在TLR9通路激活后的

转录水平变化可为进一步探究脓毒症相关性AKI中 

TLR9 激活的作用和机制提供线索。本研究对 TLR9

激活剂 CpG-ODN 处理的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转

录组进行高通量测序，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并分析

其功能，以期为进一步阐明TLR9通路在脓毒症相关 

性 AKI 中的分子机制提供线索。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主要材料：12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公司，动物合格证号：SCXK 

（京）2019-0010。DMEM 培养基购自美国 Hyclone 公 

司，细胞培养基血清购自以色列 Biological Industries

公司，CpG-ODN 购自美国 InvivoGen 公司，Ⅱ型胶原 

酶购自上海翌圣生物科技公司。

1.2  小鼠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提取和培养：异氟烷

吸入麻醉小鼠后取双侧肾脏，剔除髓质。冰上剪碎

皮质后用Ⅱ型胶原酶在 37 ℃恒温箱消化肾组织，中

止消化后用70 μm细胞筛过筛，加入含2%胎牛血清

的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PBS）洗

涤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用含有 10% 原代细胞血清

的完全培养基重悬后接种于培养皿中，在 37 ℃细胞

培养箱中培养小鼠原代肾小管细胞。本研究动物实

验方案经武汉大学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委员会审批 

（审批号：WP2020-08022），符合动物福利与伦理的

相关要求。

1.3  CpG-ODN 处理肾小管上皮细胞：将原代肾小

管细胞培养6～7 d，在融合度达80%时加入10 μL的 

CpG-ODN（终浓度为5 μmol/L），PBS对照组加入等体 

积的 PBS，处理 18 h 后收集细胞提取 RNA。

1.4  RNA 提取：应用胰酶消化原代肾小管上皮细

胞，按 TRIzol 试剂盒说明书提取 RNA，并进行 RNA

的浓度和质量测定，取总质量＞1 μg 的合格 RNA 用

于后续建库。

1.5  文库的构建与测序：使用TruSeqTM RNA建库试

剂盒，在 Illumina 平台构建RNA-Seq文库，文库构建 

RNA 的起始量为 1 μg。经过接头连接等步骤完成文 

库构建后，使用NovaSeq 6000型测序仪进行测序，测 

序模式为双端 15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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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数据分析及处理：数据质控用 SeqPrep、Sickle

软件处理。使用 HISAT2 软件进行匹配。用 DEGseq 

软件进行差异表达基因分析，参数设置：Q值≤0.05， 

| log2差异倍数（fold change，FC） |＞1。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信 

号通路分析用Goatools、KOBAS在线软件完成。转录 

因子预测用 Homer 软件完成。

2 结 果 

2.1  差异表达基因分析：差异表达基因火山图显示

（图 1），差异表达基因共 584 个，其中 482 个表达下

调，102 个表达上调。与 PBS 对照组相比，CpG-ODN 

处理组差异表达最显著的基因共 25 个，其中表达上

调 21 个、表达下调 4 个（表 1）。

对照组中样本 2 与其他两个样本之间的基因表达背

景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个体差异有关。

表 1　PBS 对照组与 CpG-ODN 处理组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差异表达基因情况

基因名称 中文名称   log2FC P 值 变化趋势 基因名称 中文名称 log2FC P 值 变化趋势

TAGLN 转凝蛋白   -1.24 2.55×10-8 下调 TRIM30a 三重基序 30a 1.83 1.00×10-8 上调
PGK1-RS7 磷酸甘油酸激酶 1 相关序列 7   -4.34 6.18×10-5 下调 OAS3 寡腺苷酸合成酶 3 2.12 5.69×10-7 上调
Gm37385 预测基因 37385   -8.24 2.09×10-6 下调 OAS2 寡腺苷酸合成酶 2 2.78 6.95×10-7 上调
Gm45733 预测基因 45733 -21.63 3.16×10-8 下调 RTP4 受体转运蛋白 4 1.98 4.85×10-9 上调
CMPK2 单磷酸胞苷激酶 2     1.45 1.83×10-5 上调 IFIT1 干扰素诱导四肽重复蛋白 1 2.24  9.64×10-11 上调
RSAD2 腺苷蛋氨酸结构域 2     2.69 2.57×10-8 上调 ISG15 干扰素刺激蛋白 15 2.11  6.20×10-13 上调
Mx2 Mx 动力蛋白 GTP 酶 2     3.28  6.35×10-14 上调 XAF1 XIAP 相关因子 1 2.09  1.34×10-10 上调
IRF7 干扰素调节因子 7     1.99  1.74×10-17 上调 IFIT2 干扰素诱导四肽蛋白 2 1.14 2.15×10-5 上调
IFI44 干扰素诱导蛋白 44     2.44  1.95×10-14 上调 IIGP1 干扰素诱导 GTP 酶 1 1.72 1.95×10-6 上调
GBP3 鸟苷结合蛋白 3     1.54 1.82×10-5 上调 TRIM30d 三重基序 30d 2.06 2.96×10-6 上调
GBP2 鸟苷结合蛋白 2     1.40 2.94×10-7 上调 IGTP 干扰素诱导 GTP 酶结合蛋白 1.03 5.55×10-6 上调
OAS1b 寡聚腺苷酸合成酶 1b     1.57 3.27×10-5 上调 TGTP1 T 细胞特异性 GTP 酶 1 1.54 1.48×10-8 上调
USP18 泛素特异性蛋白酶 18     2.01  2.65×10-10 上调

注：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CpG-ODN 为胞嘧啶-鸟嘌呤寡脱氧核苷酸，FC 为差异倍数

  依据基因表达量对 6 个样本进行热图分析，结

果显示（图 2），从整体水平来看，CpG-ODN 处理后的

样本能很好地聚类在一起，表达谱的变化趋势也基

本一致，与 PBS 对照组相比呈现明显的区别。PBS 

2.2  差异表达基因的 GO 分析：对差异表达基因进

行 GO 分析，结果显示（图 3A），在生物过程方面，主

要涉及生物调节、响应刺激、代谢和免疫等；关于细

胞组分，主要包括膜结构、细胞器和蛋白复合物等；

在分子功能方面，主要涉及结合、催化活性和分子

功能调节三方面。富集系数前20位GO信息主要包

括β-干扰素响应、病毒响应或防御等炎症反应相关 

条目（图 3B）。

2.3  差异表达基因的 KEGG 分析：KEGG 直方图显

示（图 4A），所有差异基因可能涉及的信号通路包括

代谢、遗传信息处理、环境信息处理、细胞过程、生

物系统和疾病相关 6 个方面，其中涉及免疫系统和

注：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CpG-ODN 为胞嘧啶-鸟嘌呤 
寡脱氧核苷酸，FC 为差异倍数

图 1  PBS 对照组与 CpG-ODN 处理组小鼠 
肾小管上皮细胞差异表达基因火山图

注：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CpG-ODN 为胞嘧啶-鸟嘌呤 
寡脱氧核苷酸

图 2  PBS 对照组与 CpG-ODN 处理组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 
差异表达基因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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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疾病的基因最多。富集系数最显著的信号

通路包括2'-5'-寡腺苷酸合成酶活性、核糖核酸酶活 

性的调节、病毒生命周期的负调控、β-干扰素响应

和对原生动物的防御反应等（图 4B）。

2.4  差异表达基因启动子序列转录因子预测（图5）： 

为了进一步研究肾小管上皮细胞中 TLR9 信号通路

的下游转录调节过程，本研究对差异基因启动子序

列上的转录因子结合基序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显

示，显著性排名前 5 位的转录因子为干扰素调节因

子 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转录因子 21 

（transcription factor 21，TCF21）、锌指蛋白 135（zinc 

finger protein 135，ZNF135）、细胞核受体 MF0004.1_

Neclear_Receptor_class 和阳性调节域 4（PR domain 

containing 4，PRDM4）。

注：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CpG-ODN 为胞嘧啶-鸟嘌呤寡脱氧 
核苷酸，IRF3 为干扰素调节因子 3，TCF21 为转录因子 21， 

ZNF135 为锌指蛋白 135，MF0004.1_Neclear_Receptor_class 为 
细胞核受体，PRDM4 为阳性调节域 4

图 5  PBS 对照组与 CpG-ODN 处理组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 
差异表达基因启动子序列的转录因子预测

注：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CpG-ODN 为胞嘧啶-鸟嘌呤寡脱氧核苷酸，GO 为基因本体

图 3  PBS 对照组与 CpG-ODN 处理组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差异表达基因的 GO 注释（A）及富集分析（B）

注：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CpG-ODN 为胞嘧啶-鸟嘌呤寡脱氧核苷酸，KEGG 为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

图 4  PBS 对照组与 CpG-ODN 处理组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差异表达基因 KEGG 分析的直方图（A）及富集分析（B）



·  398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4 月第 34 卷第 4 期  Chin Crit Care Med，April   2022，Vol.34，No.4

3 讨 论 

  脓毒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细菌入侵机体，产生大

量的内毒素，处于炎症细胞浸润环境中的肾小管发

生细胞自噬、细胞凋亡及坏死等［11］，损伤细胞破裂

释放 DNA，非甲基化的 DNA 可以被肾小管上皮细

胞表面 TLR9 识别并激活 TLR9 信号通路［12］，进一

步激活炎症反应，从而释放多种炎症因子和趋化因

子［13］。本研究中应用高通量转录组测序技术对肾

小管上皮细胞在 CpG-ODN 处理后的基因表达变化

进行了全面分析，从分子水平揭示了 TLR9 信号通

路激活对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录组的直接影响，有助

于筛选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分子标志物和寻找新

的治疗靶点。

  TLR9 在多种病原体引起的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发生中发挥了促进作用［14］，但其中还有大量分子

机制仍不清楚。以 TLR9 为靶标的治疗也仅停留在

实验研究阶段，与临床应用仍存在很大的距离［15］。

有研究者应用野生型和 TLR9 敲除型小鼠构建了盲

肠结扎穿孔术（cecal ligation and perforation，CLP）脓

毒症模型，结果显示，野生型及 TLR9 敲除型小鼠的

早期血浆和腹腔内线粒体 DNA（mitochondrial DNA，

mtDNA）水平均升高，且 TLR9 敲除型小鼠腹腔内循

环 mtDNA 升高程度明显大于野生型小鼠，白细胞向

腹腔的迁移增多，血浆细胞因子的产生和脾脏凋亡

减少，说明 mtDNA 可激活 TLR9 并参与细胞因子的

产生、脾脏凋亡和肾脏损伤［12］。虽然一系列的研究

已经指出敲除或干扰 TLR9 能显著减轻不同模型中

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症状［16-17］，但尚无针对肾脏细

胞 TLR9 特异性敲除的研究。TLR9 在不同细胞中

表达与否或表达量的高低存在差异，不同细胞下游

通路的激活状态也存在差异［18］。因此，具体探究疾

病过程中各种细胞在TLR9信号通路激活后的应答，

对促进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中针对肾小管上皮细胞这一脓毒症相关性 AKI 

中主要的细胞损伤类型进行了检测，并选用了原代

细胞作为实验模型，结果表明，肾小管上皮细胞能直

接识别 CpG-ODN 信号，并在转录组水平产生相应

的应答，且差异表达基因的功能主要与免疫系统和

抗病毒反应相关。

  在肾小管细胞中，循环 DNA 激活 TLR9 通路可

通过下游的髓样分化因子 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基因（inwardly  

rectifying K+ channel，IRK1、IRK4）、肿瘤坏死因子受

体相关因子6（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associated  

factor 6，TRAF6）等因子激活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导致炎症反应，从而介导肾小管

细胞进一步损伤［13］。本研究中得到的 CpG-ODN 诱 

导的差异表达基因功能分析结果也表明，肾小管上

皮细胞发生了炎症反应应答。在本研究表达上调的

差异基因中，干扰素诱导四肽重复蛋白（interferon- 

induced proteins with tetratricopeptide repeat，IFIT1、 

IFIT2）、干扰素诱导GTP酶结合蛋白（interferon induced  

GTPase，IGTP）、干扰素诱导蛋白44（interferon-induced  

protein 44，IFI44）、干扰素刺激蛋白 15（interferon-

stimulated gene 15，ISG15）、泛素特异性蛋白酶 18

（ubiquitin specific peptidase 18，USP18）等都是炎症

反应相关信号通路的下游应答分子［19］。IFIT 蛋白

质通过调节细胞和病毒蛋白质及 RNA 的功能抑制

病毒复制。IFI 是由 34 个氨基酸残基以反向平行

的方式构成的多肽，但它们独特的三级结构使其能

够结合不同的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宿主-病毒

的相互作用。本研究中通过测序揭示了肾小管上

皮细胞响应 CpG-ODN 的 IFIT 蛋白质，为脓毒症中

肾小管损伤提供了候选分子标志物和潜在治疗靶

标。在本研究表达下调的差异基因中，磷酸甘油酸

激酶 1 相关序列 7（phosphoglycerate kinase 1 related  

sequence 7，PGK1-RS7）是用于预测磷酸甘油酸激酶1 

（phosphoglycerate kinase 1，PGK1）变化的关键基因；

转凝蛋白（transgelin，TAGLN）可以编码一种形状变

化和转化敏感的肌动蛋白结合蛋白，属于钙调蛋白

家族，敲除后可造成肌动蛋白丝分布和细胞骨架组

织改变，本课题组推测 TAGLN 的表达下调可能与

在 CpG-ODN 刺激下肾小管细胞的正常功能受到抑

制有关。

  脓毒症及细菌感染导致的疾病中，机体的炎症

反应激活及“细胞因子风暴”是临床治疗的极大挑

战。周林等［20］ 研究报道，在脓毒症相关性肺损伤中，

肺组织TLR9表达量上升，血清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

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细胞介

素（interleukins，IL-6、IL-1β）水平均上升。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脓毒症所致的肺损

伤中，循环 DNA 释放增加，激活 TLR9 信号通路，放

大细菌感染［21］。因此，阻断炎症放大的信号通路可

能是治疗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一个关键环节。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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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转录组测序结果也为选择 TLR9 为靶点治疗脓

毒症相关性 AKI 提供了依据，即肾小管上皮细胞在

TLR9 信号通路激活的情况下，可直接导致抗病毒相

关因子的表达。

  针对不同的感染病原体，机体应答产生的下游

细胞因子并不相同。本研究中通过将 TLR9 激动剂

加入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并进行测序，得到了差异

表达基因，为进一步筛选脓毒症相关性 AKI 中肾小

管上皮细胞损伤标志物提供了候选靶标。此外，本

研究中转录因子预测结果显示，最显著的下游转录

因子为IRF3，这与TLR9下游激活IRF3的认识相符。 

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活化蛋白1（activator protein 1， 

AP1）、NF-κB 等炎症转录因子，在单独 CpG-ODN 刺

激下并没有显著激活。IRF7的RNA水平提升，对其

下游基因的转录调控没有显著影响，可能与处理时

间有关。本研究中预测的 TCF21、ZNF135、PRDM4 

等其他转录因子在 TLR9 信号通路或脓毒症相关性

AKI 中的功能尚不明确，这些基因可能是 TLR9 信

号通路在脓毒症相关性AKI中详细作用机制的新候 

选靶标。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探讨了肾小管上皮细胞在 

CpG-ODN 激活 TLR9 信号通路后转录组的变化，为

TLR9 信号通路在脓毒症相关性 AKI 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提供了新的候选下游分子，也为针对TLR9信号 

通路治疗脓毒症相关性 AKI 的靶向治疗策略提供

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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