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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肾组织中长链非编码 RNA 的差异表达研究
施会敏1 ，张俊2 ，李善文1 ，张爱青1 * ，甘卫华1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肾科，江苏 南京 21 0003；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江苏 南京 21 0004）
摘要：目的

本研究通过检测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在微小病变型肾病综合征（MCNS）患儿肾组织中的

改变，探讨 lncRNA 在 MCNS 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临床 MCNS 患儿肾组织标本及对照组儿童肾组织标本各 3

例，分为正常组（NC 组）和疾病组（MCNS 组）。应用芯片技术筛选出 2 组间差异表达的 lncRNA，应用 RT －PCR
法验证差异表达的 lncRNA，并通过生物信息学进一步分析差异表达的 lncRNA。结果

芯片结果显示：与 NC 组

比较，MCNS 组有 1 446 条 lncRNA 高表达，
1 51 9 条 lncRNA 低表达（差异倍数 ＞3 ）。RT －PCR 结果显示：与 NC
组比 较，MCNS 组 ENST00000425497，ENST00000445520，ENST00000451 596 和 uc001 goh.1 表 达 显 著 上 调，
ENST00000420452，ENST000004451 72，ENST00000502435 ，ENST00000533039，ENST000005461 34 和 NR＿033946 表
达显著下调，与芯片数据一致。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差异表达的 lncRNA 主要涉及钙离子信号通路、MAPK
信号通路、核糖体信号通路、氧化磷酸化信号通路等过程。结论

MCNS 患儿肾组织中的 lncRNA 表达谱发生了

显著变化，提示差异表达的 lncRNA 可能参与 MCNS 的发病过程。这一结果可能推进我们目前对相关疾病的认
识，为临床诊治及预后判断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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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s in children
with 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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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in children with

minimal change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MCNS）and explore the role of lncRNA in MCNS.Methods

Renal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children with MCNS and renal tissue injury，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 ＝3 ）：an MCNS group
and an NC group.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lncRNA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detected by microarray and identified by RT －PCR.The resultant lncRNAs were further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 methods.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C group，1 446 lncRNAs showed higher expression and 1 51 9 lncRNAs showed lower expression in the MCNS group
（fold changes ＞ 3.0 ）. RT － PC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ignificantly up － regulated ENST00000425497，
ENST00000445520， ENST00000451 596 and uc001 goh.1

as well as down － regulated ENST00000420452，

ENST000004451 72，ENST00000502435 ，ENST00000533039，ENST000005461 34 and NR＿
033946 in the MCNS group，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microarray data.Bioinformatic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mainly involved in calcium signaling pathway，MAPK signaling pathway，ribosomal pathway，and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Conclusions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lncRNAs is found in MCNS children，which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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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 670650，
81 970664）；江苏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项目（FRC201 737）；南京市卫生青年人
才培养工程（QRX1 71 06）
万方数据
E －mail：njaiqing＠njmu.edu.cn
*通信作者，

徐州医科大学学报

·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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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研碎重悬。利用 Trizol 和 RNeasy Mini Kit （Qia-

小球滤过膜通透性增高致血浆白蛋白大量丢失而引

gen，Germany ）试剂盒根据说明书操作步骤抽提和

起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的一种临床综合征，是儿童

纯 化 总 RNA。 随 后 用 Nanodrop and Agilent 21 00

最常见的肾小球疾病之一

[1 ]

。其主要临床表现为

Bioanalyzer（Agilent Technologies，Inc.）进行检测。

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脂血症和不同程度水

1.
4

肿。微小病变（minimal change，MC）为原发性肾病

的人类 lncRNA 芯片（V3.
0），其中 lncRNAs 来源于

综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PNS）患儿最常

最权 威 的 公 共 转 录 组 数 据 库 （如 Refseq、UCSC

见的病理类型

[2]

lncRNA 微阵列实验

选用 Arraystar 公司提供

。目前 NS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

Knowngenes、Gencode 等）。样品标记及芯片杂交根

确，部分病例最终进展为终末期肾病（ESRD），给患

据实验方案（美国安捷伦）进行：① 从总 RNA 中移

儿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深入研究 NS 病

除 rRNA，得 到 mRNA （mRNA －ONLY TM Eukaryotic

因和发病机制成为临床医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mRNA Isolation Kit，美国 Epicentre）；② 应用随机引

长链非编码 RNA （long non －coding RNA，lncRNA）

物方法将各个样品放大、转录成带荧光的 cRNAs；③

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发现

RNeasy Mini Kit（美国 Qiagen）纯化标记的 cRNAs，

lncRNA 在正常生理活动及众多病理过程中均发挥

NanoDrop ND －1 000 检测其浓度和活性；④ 芯片杂
交；⑤洗涤、固定并扫描杂交芯片（Agilent DNA Mi-

重要作用，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进展

[3]

，但目前有

关 lncRNA 与 微 小 病 变 型 肾 病 综 合 征 （minimal

croarray Scanner part number G2505 C）。

change nephrotic syndrome，MCNS）关系的报道相对

1.
5

中差异表 达 的 lncRNA 及 其 生 物 学 特 征，探 讨 ln-

每个 RT －PCR（20 μl）体系含有
1 0 μl SYBR Green、1 μl 引 物 和 1 μl 模 板 cDNA。
PCR 循环参数：预变性 95 ℃ 1 0 min，变性 95 ℃ 1 5 s，

cRNA 在 MCNS 发病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为 NS 的

退火 60℃ 1 5 s，延伸 72℃ 60 s，共 40 个循环。PCR

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结果分析：以 GAPDH 作为内参照标准化后，应 用

较少。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分析 MCNS 患儿肾组织

1
1.
1

2 －ΔΔCT 法，计算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引物序列

资料和方法
研究对象

RT －PCR

见表 1 。
随访 201 7 年 1 月—201 9 年 1 2 月

1.
6

生物信息学分析

用 David 数据库 （http：／／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肾科住院的 PNS 患

david.abcc.ncifcrf.gov ／
）进行 GO 分析；用 KEGG 数

儿，选取激素依赖或激素耐药、且行肾穿刺活检术、

据库（http：／／
www.kegg.jp ／
kegg ／
pathway.html）进行

病理 改 变 为 MC 的 MCNS 患 儿 3 例 作 为 疾 病 组

Pathway 分析；依据碱基互补配对原则和 lncRNA 与

（MCNS 组），其中男 2 例，女 1 例，年龄 3 ～6 岁，平

靶标基因位置关系进行作用靶目标的预测分析。

均年龄（4.
00 ±1 .73 ）岁。诊断标准：NS 的诊断采

1.
7

用 2009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肾脏病学组制定

应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珋±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的诊断标准 [4]。同时选择同期因外科原因需行肾

检验，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脏部分切除术的 3 例患儿作为对照组（NC 组），其
中男 1 例，女 2 例，年龄 2 ～4 岁，平均年龄（2.
67 ±

2

统计学处理

结

果

1.
1 5 ）岁。2 组患儿在性别及年龄构成上差异无统

2.
1

计学意义（P ＞0.
05 ）。本研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

了 1 6 629 lncRNA（图 1 A）。可视化的散点图用于评

员会批准[（201 6 ）KY，第 008 －1 号]，并获得研究

估 MCNS 组和 NC 组 2 组间 lncRNA（图 1 B）和 mR-

微阵列数据

应用第三代 lncRNA 芯片，检测

对象家属的知情同意。

NA（图 1 C）表达的变化。通过比较 2 组间 lncRNA

1.
2

收集 MCNS 患儿肾组织标本：肾组

的表达水平，同时设置以差异倍数大于 3 倍为分界

织标本取出后立即冷冻于液氮中，然后置于 －80℃

线，我们发现差异表达倍数达 3 倍及以上的 lncRNA

冰箱中保存待检；对照组儿童肾组织标本处理方法

中，
1 446 条 lncRNA 表达上调 （MCNS 中高表达），

同上。

1 51 9条 lncRNA 表 达 下 调 （MCNS 中 高 表 达）（图

1.
3

标本采集

总 RNA 提取与检测

将冰冻的组织置于 TR-

Izol （Invitrogen，USA）中用匀浆器 （IKA，Germa万方数据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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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引物序列
引物序列

ENST00000425497 正

TTCCTCTGCCTGGAACACTT

ENST00000425497 反

TGTTCATTCAGGCAGTCAGC

ENST00000445520 正

ACGCTTGAAAAGAGGCAGAG

ENST00000445520 反

GCTGCCAGATCTTTGGTCAT

ENST00000451 596 正

AGCATAGGGTCTGCCTCTGA

ENST00000451 596 反

CATGACTTCTCCTCGGCTTC

uc001 goh.
1 正

GGATTGATGGAGCCTTGTGT

uc001 goh.
1 反

TCCAAACGAAGCAGGAGAGT

ENST00000420452 正

TTCTTTTCGCAGAAGCCATT

ENST00000420452 反

AAACTGACCCAGGTCACAGG

ENST000004451 72 正

GCTGAAGTCACCATTGCAGA

ENST000004451 72 反

ACCAGGCCCTTTAATGCTCT

ENST00000502435 正

GAGAAGCAGTAACGGCCTTG

ENST00000502435 反

AGAGCGAGAACCATTTTGGA

ENST00000533039 正

TATCCGTAACATCCCCCAAA

ENST00000533039 反

GAAGCCAAAGGACATGGAAA

ENST000005461 34 正

GACCAGGTAGCAGGCAAGAG

ENST000005461 34 反

AAACATGGTGGAAGGCAAAG

NR＿
033946 正

AGACACTGCCAGGCCTAAGA

NR＿
033946 反

AAGCTCCACTGGCTCACCTA

GAPDH 正

AGAAGGCTGGGGCTCATTTG

GAPDH 反

AGGGGCCATCCACAGTCTTC

产物大小（bp）
247
1 50
21 5
1 79
21 1
225
21 4
1 70
1 67
1 98
266

A.微阵列数据结果；B.
2 组间 lncRNA 的表达；C.
2 组间 mRNA 的表达；D.上调及下调的 lncRNA（差异倍数 ＞3）

万方数据

图1

微阵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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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T00000533039，

芯片数据差异 ＞3 倍的 lncRNA 中随机挑选了 4 个

ENST000005461 34 和 NR＿
033946），在不同组的 MC-

上 调

NS 和 NC 组样本中 进 行 RT －PCR 验 证。结 果 显

lncRNA （分 别 为

ENST00000445520，

ENST00000425497，

ENST00000451 596

和

示，这 1 0 条差异表达的 lncRNA 验证结果与芯片数

uc001 goh.
1 ） 和 6 个 下 调 lncRNA （分 别 为

据一致（图 2），说明芯片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重复性，

ENST00000420452，

体现了结果的可靠性，为后续实验研究奠定了基础。

ENST000004451 72，

与 NC 组比较：* P ＜0.
05
图2

2.
3

差异表达 lncRNA 的特征分析

差异表达 lncRNA 的 RT －PCR 验证

我们分析了 2

计提示，差异表达的 lncRNA 中，Intergenic 类型最多

组间 lncRNA 差异表达谱的一般特征，包括染色体

（图 3C）；这些 lncRNA 的长度大部分为 200 ～3 000

分布、分类及长度分布。结果显示：差异表达的 ln-

bp（图 3D）。

cRNA 在各条染色体上均有分布（图 3A、B）；分类统

A.上调 lncRNA 的染色体分布；B.下调 lncRNA 的染色体分布；C.差异 lncRNA 的分类；D.差异 lncRNA 的长度分布

万方数据

图3

差异表达 lncRNA 的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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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表达 lncRNA 的 GO

和 Pathway 分析详见图 4。GO 分析包括生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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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process）、细胞组成 （cellular component）
及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通过基因聚类

A.上调 lncRNA 的 GO 分析（生物过程）；B.下调 lncRNA 的 GO 分析（生物过程）；
C.上调 lncRNA 的 GO 分析（细胞组成）；D.下调 lncRNA 的 GO 分析（细胞组成）；
E.上调 lncRNA 的 GO 分析（分子功能）；F.下调 lncRNA 的 GO 分析（分子功能）；
G.上调 lncRNA 的 Pathway 分析；H.下调 lncRNA 的 Pathway 分析

万方数据

图4

差异表达 lncRNA 的 GO 和 Pathway 分析

徐州医科大学学报

· 8 4·

J

Xuzhou

Med

Univ 2021 ，
41 （2）

（GO）分析，寻找差异表达 lncRNA 的候选靶基因可

究已取得巨大进展，但仍未完全明确，相关疾病的治

能行使的分子生物学功能。结果显示：表达上调的

疗仍然是临床面临的棘手问题。

lncRNA 相关联的编码基因主要涉及的生物过程包

lncRNA 是一类转录本长度超过 200 nt（核苷酸

括：生物调节、生物过程的调控、细胞过程的调控、对

单位）、本身不编码蛋白的非编码 RNA 分子，其种

刺激和多细胞有机体处理的反应等（图 4A）；表达

类繁多、数量庞大，可在表观遗传水平、转录水平和

下调的 lncRNA 相关联的编码基因主要涉及的生物

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的表达，在人类生长发育、代

过程包括：细胞过程、代谢过程、细胞代谢过程、初级

谢、衰老及众多疾病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代谢过程 和 生 物 调 节 等 （图 4B ）；表 达 上 调 的 ln-

随着对于 lncRNA 功能和作用机制研究的逐步

cRNA 相关联的编码基因主要涉及的细胞组成 包

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lncRNA 与肾脏发育及

括：细胞外周、质膜、纤毛等（图 4C）；表达下调的 ln-

肾脏疾病有着密切联系。Amaral 等 [1 3]报道位于人

cRNA 相关联的编码基因主要涉及的细胞组成 包

类 1 1 号染色体且局限表达于肾脏和脾脏的 WT1 －

括：细胞质、膜旁细胞器、细胞器等（图 4D）；表达上

AS，其转录方向与 WT1 基因转录方向相反，在肾脏

调的 lncRNA 相关联的编码基因主要涉及的分子功

发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急性肾损伤（AKI）的相关

能包括：信号受体活性、转录因子结合、信号传导活

研 究 显 示，一 些 lncRNA 如 Malat1 、TapSAKI、

动等（图 4E）；表达下调的 lncRNA 相关联的编码基

AK1 39328 和 lncRNA －PRINS 等参与了 AKI 的发病

因主要涉及的分子功能包括：蛋白质结合、RNA 结

过程，并有望被用作 AKI 的诊断生物标志物 [1 4 －1 5]。

合、核糖体的结构成分等（图 4F）。

此外，lncRNA 在多种慢性肾脏病的病理过程中亦发

通过 Pathway 分析，寻找差异基因可能与哪些

挥重要作用。例如 lncRNA：Xist 在膜性肾病小鼠模

信号通路的改变相关。结果显示：表达上调的 ln-

型肾组织细胞中表达显著上调，且尿液中 Xist 表达

cRNA 相关联的编码基因主要参与的 Pathway 包括：

水平与蛋白尿严重程度有很强的关联性 [1 6]。PVT1

神经活性配体 －受体相互作用，钙离子信号通路和

是第一个被证实与肾脏疾病相关的 lncRNA，研究发

MAPK 信号通路等（图 4G）；表达下调的 lncRNA 相

现 PVT1 可能通过调控细胞外基质（ECM）积聚参与

关联的编码基因主要参与的 Pathway 包括：核糖体

糖尿病肾病 （DN ）的 发 生 进 展 [1 7]。另 有 研 究 报 道

信号通路、氧化磷酸化信号通路等（图 4H）。

lncRNA 异常表达与肾脏肿瘤的增殖、侵袭、迁移和

3

讨

总体生存期的差异相关，可能用于肾脏肿瘤预后判

论

断 [1 8]。

PNS 作为儿童常见的肾脏疾病之一，约占我国
同期泌尿系统疾病住院患儿总数的 20％

[5]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系膜增殖性肾小球肾

，其治疗

炎模型中存在 lncRNA 的差异表达，lncRNA：uc.
41 2

及预后因病理类型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MCNS 是

可能通过对下游靶基因 AATF 的调控参与系膜细胞

儿童 PNS 最常见的病理类型，大部分 MCNS 患儿对

增殖过程 [1 9 －20]；但目前有关 lncRNA 与 MCNS 关系

激素敏感，但极易复发，且反复发作后易发生激素依

的报道较少。因此我们研究了 MCNS 患儿肾组织的

赖或激素耐药，数年后部分也可进展至终末期肾病，

lncRNA 表达谱。通过 lncRNA 微阵列芯片技术，我

影响预后

[2]

。因此，研究者一直在积极探索 MCNS

们发现 1 446 条上调和 1 51 9 条下调的 lncRNA 在

的发病机制及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已经明确，MCNS

MCNS 患儿肾组织中差异表达 3 倍以上。对靶目标

的发病与免疫机制密切相关：① T 细胞功能紊乱及
其分泌的循环因子平衡失调在 MCNS 的一系列病理

基因进行 GO 和 Pathway 分析，结果发现，差异表达

变化中占据核心地位

[6 －7]

的 lncRNA 主要涉及钙离子信号通路、MAPK 信号通
路、
核糖体信号通路、
氧化磷酸化信号通路等过程，提

；② B 细胞及其表面因子
参与了 MCNS 免疫紊乱的病理生理过程，起到免疫

示 lncRNA 的差异表达与 MCNS 的生物特征相吻合。

调节等作用 [8]；③ 足细胞相关蛋白如裂孔膜蛋白、

我们对部分差异表达的 lncRNA 进行了进一步的生

细胞骨架蛋白等的表达异常及其编码基因的突变也

物信息学分析，发现 lncRNA：ENST00000445520 位于

是 MCNS 发病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9 －1 0]

；④ 其他相关
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管生成素样

蛋白 4（Angptl 4）等与 MCNS 蛋白尿形成密切相关，
[1 1 －1 2]
万方数据
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关于 MCNS 分子机制研

MAP4K3 基因的内含子区域内，MAP4K3 是 MAP 激
酶中的一员，已被报道广泛参与基因转录、细胞分
化、细胞周期调控等多种生物学过程，在细胞外基质
沉积和肾脏纤维化过程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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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也间接提示差异表达的 lncRNA 在 MCNS
的发生及病理过程中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尚无有关 lncRNA 与 MCNS 的研究报道，
因此本研究可能为 MCNS 的发病机制研究带来新的
思路，并可能为疾病诊治提供新的线索和潜在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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