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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潜在关键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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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结核病的关键基因，为结核病的防治及科研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方

法　分析ＧＥＯ（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ｍｎｉｂｕｓ）数据库的两个系列微阵列数据集（ＧＳＥ１９４４３和ＧＳＥ１９４４４），使用在线工具

ＧＥＯ２Ｒ来获取结核病患者和健康对照组间的差异表达基因（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ｇｅｎｅｓ，ＤＥＧｓ）。然后对差异表达基

因进行基因本体论分析（Ｇｅｎ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Ｏ）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相关富集通路分析（Ｋｙｏｔｏ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

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ｏｍｅｓ，ＫＥＧＧ），通过构建蛋白－蛋白互作（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ＰＩ）网络来筛选出在结核病的发生

发展中起着较为重要的关键基因及其潜在的病理机制，使用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的Ｇｅｎｅｍａｎｉａ插件进一步重预测差异基因

的潜在的功能。　结果　经过ＧＥＯ２Ｒ分析后，一共获得１４３个与结核病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其中包含４８个表达上调

基因和５０个表达下调基因；ＧＯ和ＫＥＧＧ分析表明，上调的差异表达基因与癌症和系统发育相关，而下调的差异表达基

因主要集中在炎症免疫方面。ＰＰＩ网络显示ＳＴＡＴ１、ＧＢＰ５、ＯＡＳ１、ＣＴＮＮＢ１、ＧＢＰ１等基因在结核病中起关键作用。　

结论　筛选的１４３个结核病关键基因主要富集在免疫方面，其低表达可能是感染结核杆菌后发病的主要原因，为结核病

靶向诊治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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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犕狔

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感染引起的疾病，呈全球性

分布。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报告称，２０１７年约有１

０００万人患有结核病，其中１３０万 ＨＩＶ阴性的患者和

３０万ＨＩＶ阳性的患者因为结核病而死亡
［１］。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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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脊柱结核。Ｅｍａｉｌ：ｃ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８４＠１６３．ｃｏｍ



感染结核杆菌后发病情况因人而异，约有１０％的人在

感染后会发展成为结核病，而其余感染人群将处于潜

伏性感染状态，表明结核病的发生与某些因素有关，然

而其机制尚不清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一些高通量的基因

表达分析技术平台得到了迅速发展。微阵列分析在一

些疾病的关键基因获取、分子诊断和新药靶点的发现

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２－３］。目前也已经构建了许多

的疾病数据库，如ＧＥＯ数据库
［４］。微阵列表达谱芯

片已广泛用于分子生物学领域，可同时检测成千上万

个基因［５］。Ｓｉｌｖａ等
［６－７］在基因水平上研究了结核病

的发生机制，如基因多态性的研究。然而关于结核病

发病的相关基因鲜有报道。因此本研究利用在线生物

信息学数据分析结核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表达基因，并对这些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功能及相关通

路富集分析，通过构建蛋白互作网络筛出与结核病发

病密切相关的关键基因，以期为结核病的基因分子水

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结核病的诊断、治疗以及预后

确定候选基因。

材料与方法

１　基因表达数据

ＧＥＯ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ｇｅｏ／）是一个储存着多种疾病的基因组、转录组表达水

平及临床信息的数据库。结核病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基

因表达数据信息均来自ＧＥＯ数据库。经过搜索和仔

细查看信息，选择ＧＳＥ１９４４３和ＧＳＥ１９４４４两个关于

结核病的系列（ｓｅｒｉｅｓ），其基因表达数据是经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公司ＧＰＬ６９４７平台ＨｕｍａｎＨＴ１２Ｖ３．０芯片所获取。

２　方法

２．１　差异表达基因的获取　ＧＥＯ２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ｇｅｏ／ｇｅｏ２ｒ／）是一个在线分析工具，

通过ＧＥＯ２Ｒ分析两个系列中结核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间的基因差异表达情况，将得到的结果中Ｐ＜０．０５且

表达差异变化（ｆｏｌｄｃｈａｎｇｅ，ＦＣ）＞２倍的基因纳入差

异表达基因，然后用韦恩图获取两个系列共有的差异

表达基因，两个系列中共有差异基因将被认为是结核

病中具有差异表达的基因。

２．２　富集分析　ＧＯ
［８］功能富集分析可大致了解差异

表达基因将在哪些生物过程、分子功能、细胞组分等方

面富集，ＫＥＧＧ
［９］分析可了解差异表达基因在哪些生

物学通路上富集，经过ＧＯ和ＫＥＧＧ分析可知差异表

达基因的功能，进而分析其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机制。

ＤＡＶＩ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ｆｏｒ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１０］（ｈｔｔｐｓ：／／ｄａｖｉｄ．ｎｃｉｆｃｒｆ．ｇｏｖ／）

数据库存储了大量关于生物途径和疾病的数据，是一

个在生物信息学上广泛使用的数据库，可进行基因功

能注释和生物通路富集分析，可完成对差异表达基因

的ＧＯ和 ＫＥＧＧ分析，犘＜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２．３　ＰＰＩ网络及关键基因的重预测　ＰＰＩ网络可帮助

分析基因或蛋白间的相互作用，ＳＴＲＩＮＧ在线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ｔｒｉｎｇｄｂ．ｏｒｇ／）可完成ＰＰＩ网络图的构建。

为了分析差异表达基因潜在的互作关系，将ＳＴＲＩＮＧ

构建的ＰＰＩ网络图数据导进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
［１１］（３．７．１

版本），使用 ＭＣＯＤＥ插件分析ＰＰＩ的亚网络结构。

连接度（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是网络中评估连接紧密

程度的一个参数，连接度越高表示连接越紧密，在整个

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相互作用的程度越强，从而对整个

网络的稳定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连接度较高的前

１０个基因将被视为差异表达基因中的关键基因。

ＧｅｎｅＭＡＮＩＡ
［１２］收集多个数据集和生物体特异性功能

基因组学数据，本研究采用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中的的

ＧｅｎｅＭＡＮＩＡ插件对筛选出的关键基因进行功能重预

测。

结　果

１　差异表达基因

本研究选择两个基因表达谱系列（ＧＳＥ１９４４３和

ＧＳＥ１９４４４），ＧＳＥ１９４４３包括２８个结核病标本和１６

个健康对照标本，而ＧＳＥ１９４４４包含１２个结核病标本

和１２个健康对照（表１）。将结核病组的基因表达水

平与健康组进行对比，经过 ＧＥＯ２Ｒ分析，ＧＳＥ１９４４３

系列共获取得到１０５２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有６５７

个上调基因和３９５个下调基因；而ＧＳＥ１９４４４系列中

共获取到１１８０个差异表达基因，包括５７９个上调基

因和６０１个下调基因。使用韦恩图对２个系列的差异

表达基因进行取交集，最后筛选出１４３个基因显着差

异表达（犘＜０．０５，ＦＣ＞２），其中有４８个基因表达上调

而５０个基因表达下调（图１）。

表１　基因表达系列数据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犵犲狀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犲狉犻犲狊

系列ＩＤ

ＳｅｒｉｅｓＩＤ

结核病例数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健康人例数

Ｈｅａｌｔｈ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ＧＳＥ１９４４３ ２８ １６ ４４

ＧＳＥ１９４４４ １２ １２ ２４

２　富集分析

为了搜索差异表达基因的功能，使用ＤＡＶＩＤ数

据库分析差异表达基因将会在ＧＯ和 ＫＥＧＧ哪些方

面上富集，其中 ＧＯ 分析为生物过程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Ｐ）、细胞组分（ｃｅｌ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Ｃ）和分子

功能（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Ｆ）。将所有上调和下调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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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表达基因分别上传到ＤＡＶＩＤ数据库并进行分

析，在ＧＯ结果中，上调的差异表达基因在生物过程、

细胞组分和分子功能上０得到富集，其中生物过程包

括肾单位发育（ｎｅｐｈｒ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肾脏发育（ｋｉｄ

ｎｅ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肾脏系统发育（ｒｅ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泌尿生殖系统发育（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以及肾单位上皮发育（ｎｅｐｈｒｏ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等，而细胞组分仅包括细胞顶端部分

（ａｐ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ｃｅｌｌ），分子功能仅在结构分子活性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和转录辅因子活性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ｃｏｆａｃ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下调基因在生物过程和分子功能上得

到富集，且主要富集在细胞组分上，生物过程包括先天

免疫反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ｃｏｆａｃ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防御反应

（ｄｅｆｅ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对干扰素γ的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ｇａｍｍａ）、对细胞因子的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免疫反应（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等；分子功能

包括寡腺苷酸合成酶活性（ｏｌｉｇｏａｄｅｎｙｌ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腺苷酰转移酶活性（ａｄｅｎｙｌ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双链ＲＮＡ结合（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ｅｄＲＮＡｂｉｎｄ

ｉｎｇ）、三磷酸鸟苷结合（ＧＴＰｂｉｎｄｉｎｇ）等。细胞组分的

富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不认

为下调的差异基因在细胞组分上富集（表２）。在

ＫＥＧＧ结果中，表达上调的差异基因富集在与癌症、

粘着斑、Ｒａｓ信号通路及阿米巴病等相关的通路上，而

下调的５个差异基因（ＳＯＣＳ３、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

ＳＴＡＴ１）同时富集在相同的３条与感染性疾病相关的

生物通路上（表３）。

　　

注：ａ　为两个系列所有差异表达基因的交集　ｂ　为两个系列表达上调基因的交集　ｃ　为两个系列表达下调基因的交集。
图１　差异表达基因的交集

Ｎｏｔｅｓ：ａ，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ｇｅｎｅｓｉｎｂｏｔｈｓｅｒｉｅｓ；ｂ，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ｏｆｔｗｏｓｅｒｉｅｓ；ｃ，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ｏｆｔｗｏｓｅｒｉｅｓ．

犉犻犵．１　犐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犾狔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犵犲狀犲狊

表２　差异表达基因的犌犗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犌犗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犾狔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犵犲狀犲狊

基因分类

Ｇｅｎ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ＧＯ分类

Ｇ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Ｄ及名称

ＩＤａｎｄｎａｍｅｓ

基因数

Ｃｏｕ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ｓ

犘 值

犘ｖａｌｕｅ

基因

Ｇｅｎｅ

上调 ＢＰ ＧＯ：００７２００６～ｎｅｐｈｒ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 ２．９７Ｅ０４ ＭＡＧＩ２，ＬＡＭＡ５，ＨＯＸＡ１１，ＴＥＫ，ＣＴＮＮＢ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０１８２２～ｋｉｄｎｅ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 ３．７６Ｅ０４ ＭＡＧＩ２，ＬＡＭＡ５，ＨＯＸＡ１１，ＴＥＫ，ＩＤ３，ＣＴＮＮＢ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７２００１～ｒｅ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 ４．９１Ｅ０４ ＭＡＧＩ２，ＬＡＭＡ５，ＨＯＸＡ１１，ＴＥＫ，ＩＤ３，ＣＴＮＮＢ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０１６５５～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 ８．５６Ｅ０４ ＭＡＧＩ２，ＬＡＭＡ５，ＨＯＸＡ１１，ＴＥＫ，ＩＤ３，ＣＴＮＮＢ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７２００９～ｎｅｐｈｒｏ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 ０．００２２１３０７ ＭＡＧＩ２，ＬＡＭＡ５，ＨＯＸＡ１１，ＣＴＮＮＢ１

ＣＣ ＧＯ：００４５１７７～ａｐ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ｃｅｌｌ ４ ０．０４４３７０１８１ ＨＰＮ，ＳＯＲＢＳ２，ＴＥＫ，ＣＴＮＮＢ１

ＭＦ ＧＯ：０００５１９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６ ０．０４５２０８０５７ ＲＰＳ２６，ＭＡＧＩ２，ＬＡＭＡ５，ＳＯＲＢＳ２，ＲＰＳ２６Ｐ１１，ＣＯＬ４Ａ５

ＭＦ ＧＯ：０００３７１２～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ｃｏｆａｃ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５ ０．０４９２０６９９１ ＲＢＰＭＳ，ＵＳＰ２１，ＲＵＮＸ１Ｔ１，ＩＤ３，ＣＴＮＮＢ１

下调 ＢＰ ＧＯ：００４５０８７～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１７ ４．４８Ｅ１１
ＧＢＰ５，ＳＯＣＳ３，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ＳＬＡＭＦ７，ＳＴＡＴ１，Ｃ１ＱＣ，

ＡＩＭ２，ＧＣＨ１，Ｃ１ＱＢ，ＩＦＩ２７，ＰＡＲＰ９，ＦＣＧＲ１Ｂ，ＸＡＦ１，ＳＳＣ５Ｄ，ＧＢＰ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０６９５２～ｄｅｆｅ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１９ ４．５０Ｅ０９
ＧＢＰ５，ＳＯＣＳ３，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ＩＦＩ４４Ｌ，ＯＡＳ２，ＳＬＡＭＦ７，ＳＴＡＴ１，Ｃ１ＱＣ，ＳＰ１４０，

ＡＩＭ２，ＧＣＨ１，Ｃ１ＱＢ，ＩＦＩ２７，ＰＡＲＰ９，ＦＣＧＲ１Ｂ，ＸＡＦ１，ＳＳＣ５Ｄ，ＧＢＰ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３４３４１～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ｇａｍｍａ ９ ４．６８Ｅ０９ ＧＢＰ５，ＳＯＣＳ３，ＦＣＧＲ１Ｂ，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ＳＴＡＴ１，ＧＢＰ１，ＧＣＨ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３４０９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１４ ３．４３Ｅ０８
ＩＦＩ２７，ＧＢＰ５，ＰＡＲＰ９，ＳＯＣＳ３，ＦＣＧＲ１Ｂ，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

ＸＡＦ１，ＳＴＡＴ１，ＧＡＳ６，ＡＩＭ２，ＧＢＰ１，ＧＣＨ１

ＢＰ ＧＯ：０００６９５５～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１８ ４．７４Ｅ０８
ＧＢＰ５，ＳＯＣＳ３，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ＳＬＡＭＦ７，ＳＴＡＴ１，Ｃ１ＱＣ，ＡＩＭ２，

ＧＡＳ６，ＧＣＨ１，Ｃ１ＱＢ，ＩＦＩ２７，ＰＡＲＰ９，ＦＣＧＲ１Ｂ，ＸＡＦ１，ＳＳＣ５Ｄ，ＧＢＰ１

ＭＦ ＧＯ：０００１７３０～２＇５＇ｏｌｉｇｏａｄｅｎｙｌ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 ３．５１Ｅ０５ 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

ＭＦ ＧＯ：００７０５６６～ａｄｅｎｙｌ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 ０．００１５６６ 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

ＭＦ ＧＯ：０００３７２５～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ｅｄＲＮＡｂｉｎｄｉｎｇ ３ ０．０１１０７６ 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

ＭＦ ＧＯ：０００５５２５～ＧＴＰｂｉｎｄｉｎｇ ５ ０．０１４１５８ ＧＢＰ５，ＩＦＩ４４Ｌ，ＧＢＰ４，ＧＢＰ１，ＧＣＨ１

ＭＦ ＧＯ：００３２５６１～ｇｕａｎｙｌ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ｂｉｎｄｉｎｇ ５ ０．０１６９０４０３１ ＧＢＰ５，ＩＦＩ４４Ｌ，ＧＢＰ４，ＧＢＰ１，ＧＣＨ１

注：ＢＰ表示生物过程；ＣＣ表示细胞组分；ＭＦ表示分子功能。

Ｎｏｔｅｓ：ＢＰ，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ｃ，ｃｅｌ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ＭＦ，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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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差异表达基因的犓犈犌犌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犓犈犌犌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犾狔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犵犲狀犲狊

基因分类Ｇｅｎ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Ｄ及名称ＩＤａｎｄｎａｍｅｓ 犘 值犘ｖａｌｕｅ 基因Ｇｅｎｅｓ

上调 ｈｓａ０５２００：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 ０．００６９６０６９３ ＬＡＭＡ５，ＲＵＮＸ１Ｔ１，ＰＲＫＡＣＢ，ＭＡＰＫ１０，ＣＴＮＮＢ１，ＣＯＬ４Ａ５

ｈｓａ０４５１０：Ｆｏｃ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０．０２６７９４５９９ ＬＡＭＡ５，ＭＡＰＫ１０，ＣＴＮＮＢ１，ＣＯＬ４Ａ５

ｈｓａ０４０１４：Ｒａｓ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０．０３３９９７７６９ ＫＳＲ２，ＴＥＫ，ＰＲＫＡＣＢ，ＭＡＰＫ１０

ｈｓａ０５１４６：Ａｍｏｅｂｉａｓｉｓ ０．０４４４７３３０５ ＬＡＭＡ５，ＰＲＫＡＣＢ，ＣＯＬ４Ａ５

下调 ｈｓａ０５１６０：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 ２．６１Ｅ０４ ＳＯＣＳ３，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ＳＴＡＴ１

ｈｓａ０５１６４：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 ７．２７Ｅ０４ ＳＯＣＳ３，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ＳＴＡＴ１

ｈｓａ０５１６８：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８．７９Ｅ０４ ＳＯＣＳ３，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ＳＴＡＴ１

ｈｓａ０５１６２：Ｍｅａｓｌｅｓ ０．００３９３９８０７ ＯＡＳ３，ＯＡＳ１，ＯＡＳ２，ＳＴＡＴ１

３　犘犘犐网络及关键基因

将所有的差异表达基因上传到ＳＴＲＩＮＧ数据库

并获得 ＰＰＩ网络数据，将 ＰＰＩ网络数据导进 Ｃｙｔｏ

ｓｃａｐｅ软件进一步分析ＰＰＩ网络图潜在的生物信息

（图２）。经过分析后确定连接度前十的基因，分别是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１（ＳＴＡＴ１）（连接度为３５

分）、鸟苷酸结合蛋白５（ＧＢＰ５，２６分）、２＇５＇寡腺苷酸

合成酶１（ＯＡＳ１，２５分）、连环蛋白β１（ＣＴＮＮＢ１，２５

分）、鸟苷酸结合蛋白１（ＧＢＰ１，２５分）、２＇５＇寡腺苷酸

合成酶２（ＯＡＳ２，２３分）、ｐｏｌｙ（ＡＤＰｒｉｂｏｓｅ）聚合酶家

族成员９（ＰＡＲＰ９，２１分）、干扰素诱导蛋白４４类似物

（ＩＦＩ４４，２０分）、ＸＩＡＰ相关因子１（ＸＡＦ１，１９分）、细

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３（ＳＯＣＳ３，１９分）。由于鸟

苷酸结合蛋白４（ＧＢＰ４，１９分）和胸部上皮间质相互

作用蛋白１（ＥＰＳＴＩ１，１９分）的连接度与ＸＡＦ１相同，

因此共选出１２个与结核病相关的关键基因。除鸟苷

酸结合蛋白１（ＧＢＰ１）外，选出的关键基因在结核病组

中表达均下调（表４）。

　　

注：红色节点为上调基因；绿色节点为下调基因；节点大小与连接度成正相关。
图２　差异表达基因的蛋白互作网络图

Ｎｏｔｅｓ：Ｒｅｄｎｏｄｅｓｍｅａｎｓ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Ｇｒｅｅｎｎｏｄｅ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Ｔｈｅｎｏｄｅｓｉｚｅ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ｇｒｅｅ．

犉犻犵．２　犘狉狅狋犲犻狀狆狉狅狋犲犻狀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狀犲狋狑狅狉犽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犾狔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犵犲狀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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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关键基因

犜犪犫犾犲４　犓犲狔犵犲狀犲狊

基因Ｇｅｎｅｓ 基因描述Ｇｅｎ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连接度（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ｇｒｅｅ 上调／下调Ｕｐ／Ｄｏｗｎ

ＳＴＡＴ１ 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１ ３５ 下调

ＧＢＰ５ ｇｕａｎｙｌａｔ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５ ２６ 下调

ＯＡＳ１ ２＇５＇ｏｌｉｇｏａｄｅｎｙｌ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１ ２５ 下调

ＣＴＮＮＢ１ ｃａｔｅｎｉｎｂｅｔａ１ ２５ 下调

ＧＢＰ１ ｇｕａｎｙｌａｔ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２５ 上调

ＯＡＳ２ ２＇５＇ｏｌｉｇｏａｄｅｎｙｌ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２ ２３ 下调

ＰＡＲＰ９ ｐｏｌｙ（ＡＤＰｒｉｂｏｓ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９ ２１ 下调

ＩＦＩ４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４ｌｉｋｅ ２０ 下调

ＸＡＦ１ ＸＩＡ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１ １９ 下调

ＳＯＣＳ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ｏｆ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３ １９ 下调

ＧＢＰ４ ｇｕａｎｙｌａｔ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４ １９ 下调

ＥＰＳＴＩ１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１（ｂｒｅａｓｔ） １９ 下调

　　ＧｅｎｅｍａｎＭａｎｉａ数据库收录了来自多个器官组织

的基因功能互作网络，并且预测的每一个基因都源于

原始的网络，其使用内在关联方法在基因集中对关键

基因进行功能重预测。经ＧｅｎｅＭａｎｉａ对前１２个关键

基因进行重预测分析，发现这１２个关键基因功能主要

富集在与Ｉ型干扰素及对病毒的反应方面（图３，表

５）。

　　

注：黑色节点为关键基因；灰色节点为预测的互作基因。
图３　犌犲狀犲犕犪狀犻犪重预测关键基因的蛋白互作网络

Ｎｏｔｅｓ：Ｂｌａｃｋｎｏｄｅｓｍｅａｎｓｋｅｙｇｅｎｅｓ；ｇｒａｙｎｏｄｅｓｍｅａｎ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ｇｅｎｅｓ．

犉犻犵．３　犘狉狅狋犲犻狀狆狉狅狋犲犻狀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狀犲狋狑狅狉犽狅犳犽犲狔犵犲狀犲狊狉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

犫狔犌犲狀犲犕犪狀犻犪

表５　犌犲狀犲犕犃犖犐犃重预测关键基因功能富集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犌犲狀犲犕犃犖犐犃狉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犽犲狔犵犲狀犲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犲狀狉犻犮犺犿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狊

富集功能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ＤＲ

Ｆａｌｓ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

基因数

Ｃｏｕ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ｓ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ｙｐｅ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５．０２Ｅ１７ １７

ｔｙｐｅ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５．０２Ｅ１７ １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ｙｐｅ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５．０２Ｅ１７ １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ｖｉｒｕｓ １．５６Ｅ０９ １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ｇａｍｍａ ５．７４Ｅ０９ １３

讨　论

结核杆菌感染后约１０％的人群发病，其余处于潜

伏性感染状态。结核杆菌致病机制与一般细菌不同，

其对环境有着较强的抵抗力，且对传统的磺胺类等抗

生素不敏感，对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等敏

感，然而长期服用这些药物有胃肠道反应等副作用，也

会使结核杆菌产生耐药性，因此亟待探索研究新的诊

断和防治方法。关键基因在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上

有着重要作用，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可筛选疾病的关

键基因［３，５］，然而结核病的关键基因至今鲜有报道。

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结核病的关键基因，

可为我们对结核病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对结核

病的靶向治疗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依据两个系列的基因表达数据共筛选出１４３个差

异表达基因，其中４８个上调表达，５０个下调表达。

ＧＯ结果显示表达下调的差异基因主要与免疫炎症相

关；ＫＥＧＧ结果显示表达下调的差异基因主要集中在

病毒相关通路，包括丙型肝炎，甲型流感，单纯疱疹感

染和麻疹。与上调基因分析结果相比，下调基因与结

核病显示相关，ＰＰＩ网络图也反映出下调基因与其他

基因互作程度更强，表明低表达的基因在结核病的发

病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基因表达下调后，机

体在免疫等方面的功能也将减弱，因此感染结核杆菌

后发展成结核病的可能性更大。根据ＰＰＩ网络图中

网络节点连接度选出１２个与结核病相关的关键基因，

经ＧｅｎｅｍａｎＭａｎｉａ重预测发现这１２个基因与干扰素

相关。而在结核感染过程中，干扰素属于抗结核杆菌

感染的一个保护因子，这些基因低表达将影响干扰素

进而影响着机体内巨噬细胞对结核杆菌的抵抗和清除

作用。

信号转导转录激活因子１（ＳＴＡＴ１）属于ＳＴＡＴ

家族一员［１３］，其调节影响许多细胞因子对病毒和胞内

细菌的先天性及后天免疫反应［１４－１５］，也介导ＩＩＩＩ型

干扰素（ＩＦＮｓ）、白细胞介素（ＩＬ）２１、ＩＬ２７以及ＩＬ３５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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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内的多种细胞因子的活性［１６－１８］。ＳＴＡＴ１的表达

与多种肿瘤相关［１９－２２］，ＳＴＡＴ１基因突变与结核易感

性有关［１６］，本研究发现，在结核病人群ＳＴＡＴ１低表达

进而导致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受结核杆菌感染后就

易发展为结核病。

鸟苷酸结合蛋白（ＧＢＰｓ），有７个亚型（ＧＢＰ１至

ＧＢＰ７），是由ＩＦＮ诱导的ＧＴＰ酶，其在细胞自身免疫

中具有重要作用［２３－２６］，如调节抗菌免疫和内在抗病

毒，因此可根据 ＧＢＰｓ的表达情况预测疾病的进

展［２７］。本研究的关键基因中，ＧＢＰ１
［２８］和ＧＢＰ５

［２９，－３０］

属于该家族成员，ＧＢＰ１也是唯一在结核病组中高表

达的基因。已有研究表明，ＧＢＰ１的低表达与线粒体

功能紊乱及巨噬细胞衰老相关［３１］，ＧＢＰ５剪接变异与

肿瘤有关［３２］。本研究中 ＧＢＰ５在结核病中高表达，

Ｃｈｅｎ等
［３３］研究表明 ＧＢＰ５在其他疾病中也高表达。

鸟苷酸结合蛋白家族在免疫方面的作用，可能是通过

影响ＧＴＰ酶的活性而影响着机体的免疫功能。

２＇５＇寡腺苷酸合成酶（ＯＡＳｓ）也是由ＩＦＮ诱导的

酶，包括ＯＡＳ１、ＯＡＳ２和ＯＡＳ３，在抗病毒先天免疫反

应中发挥重要作用［３４－３５］。有研究证明 ＯＡＳ１基因多

态性与ＩＦＮγ的表达、结核分支杆菌的消除有关，并

影响结核的发展［３６－３７］。本研究结果表明ＯＡＳ家族成

员在结核病组中均低表达，而文献报道［３８－４１］结核活动

性感染与潜伏性感染，相比较在一些 ＯＡＳ基因高表

达。

本研究中，ＧＯ、ＫＥＧＧ、ＰＰＩ及ＧｅｎｅｍａｎＭａｎｉａ重

预测结果相一致，均表明这些基因与机体免疫密切相

关，尤其是低表达基因影响着结核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与干扰素的内在关系。

经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在结核病组中筛选出

１４３个差异表达基因，包括４８个表达上调基因和５０

个表达下调基因。根据连接度选出与结核病密切相关

的关键基因，这些关键基因主要富集在免疫方面，其低

表达可能是感染结核杆菌后发病的主要原因，为结核

的预防、早期诊断及靶向治疗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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