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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供肾选择性缺失Ndst1对肾移植术后
急性排斥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李雪梅 谷保红 胡继科 马延龄 王博方 冯泽东 张凡 陈昊

结构式摘要

病理学检查

肾移植

Ndst1－/－组和 M-T7 治疗组反映早期
排斥反应的总体病理学评分降低

生理盐水
Ndst1－/－小鼠

Ndst1－/－组（9 只）

GAGs 含量
的分析

肾移植
生理盐水
C57BL6/J 小鼠

Ndst1－/－组和 M-T7 治疗组小鼠移植
肾组织 HS 中的 D0S6 含量以及 6-O
硫酸化比例显著增加

Ndst1－/－组和 M-T7 治疗组小鼠移植
肾组织 CS 中的 D0A4 和 D2A4 含量
均明显降低

WT 组（10 只）
肾移植
M-T7 治疗

C57BL6/J 小鼠

【摘要】

目的

M-T7 治疗组（7 只）

相关性分析

双糖含量变化与急性排斥反应相关
病理学评分具有相关性

探讨小鼠供肾选择性缺失 N- 脱乙酰基酶 -N- 磺基转移酶（Ndst）1 对肾移植术后受体小鼠

急性排斥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
生型（WT）组（n=10）、Ndst1

－/－

建立小鼠肾移植模型。根据品系和处理方式不同，将小鼠分为 3 组：野

组（n=9）、黏液瘤病毒 T7 蛋白（M-T7）治疗组（n=7）。术后第 10 日对

各组小鼠实施安乐死，对各组小鼠移植肾分别进行病理学检查和糖胺聚糖（GAGs）中的双糖 [ 硫酸乙酰肝素（HS）
和硫酸软骨素（CS）] 含量分析。分析病理学评分与双糖含量变化的相关性。结果

与 WT 组比较，Ndst1－/－组

和 M-T7 治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的早期排斥反应的总体病理学评分显著降低（均为 P<0.05）。与 WT 组比较，
Ndst1－/－ 组 小 鼠 移 植 肾 组 织 中 HS 的 6-O 硫 酸 化 比 例、D0S6 含 量 显 著 增 加（ 均 为 P<0.05），CS 的 D0A4 和
D2A4 含量显著下降（均为 P<0.05）。与 WT 组比较，M-T7 治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HS 的 6-O 硫酸化比例、
CS 的 6-O 硫酸化和 2-O 硫酸化比例、HS 的 D0S6 和 D2S6 含量均显著增加（均为 P<0.05），HS 的 D2A0 含量、
CS 的 D0A4 和 D2A4 含量明显降低（均为 P<0.05）。小鼠移植肾组织中双糖含量变化与急性排斥反应相关病理
学评分均具有相关性（均为 P<0.05）。结论

供肾选择性缺失 Ndst1 可减轻肾移植术后的急性排斥反应，其机

制可能与移植肾组织中双糖 HS 的 6-O 硫酸化比例增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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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mechanism research of selective deletion of Ndst1 in donor kidney on acute reje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in mouse
models

Li Xuemei* , Gu Baohong, Hu Jike, Ma Yanling, Wang Bofang, Feng Zedong, Zhang Fan, Chen Hao.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Hao, Email: chenhaodrs@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selective deletion of N-deacetylase-Nsulfotransferase (Ndst) 1 in donor kidney on the acute reje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recipient mice. Methods
A mouse model undergoing renal transplant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mice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trains of mice and treatment: wild type (WT) group (n=10), Ndst1－/－ group (n=9) and myxoma virus T7 protein（M-T 7）
treatment group (n=7). The mice were euthanized at postoperative 10 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disaccharide [heparan sulfate (HS) and chondroitin sulfate (CS)] in glycosaminoglycans (GAGs) wer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thological score and changes of disaccharide content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WT
group, the overall pathological scores of early rejection of the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in the
Ndst1－/－ and M-T7 treatment groups (both P<0.05). Compared with the WT group, the percentage of 6-O sulf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D0S6 in HS were signiﬁ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the contents of D0A4 and D2A4 in CS were signiﬁcantly
decreased in the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in the Ndst1－/－ group (all P<0.05). Compared with the WT group, the
percentage of 6-O sulfation in HS, the percentages of 6-O sulfation and 2-O sulfation in CS and the contents of D0S6 and
D2S6 in HS were signiﬁ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the content of D2A0 in HS , the contents of D0A4 and D2A4 in CS
were signiﬁcantly decreased in the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in the M-T7 treatment group (all P<0.05). The changes
of disaccharide content in the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of mice were signiﬁcantly correlated with pathological scores
related to acute rejection (all P<0.05). Conclusions Selective deletion of Ndst1 of the donor kidney can alleviate acute
reje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d 6-O sulfation ratio of disaccharide
HS in the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Key words】 N-deacetylase-N-sulfotransferase 1; Renal transplantation; Acute rejection; Endothelial cell;
Glycosaminoglycans; Heparan sulfate; Chondroitin sulfate; Hyaluronic acid

肾移植术后细胞性排斥反应和抗体介导的排斥反

N- 脱乙酰基酶 -N- 磺基转移酶（N-deacetylase-

应与移植物的早期损伤密切相关，并具有长期持续性

N-sulfotransferase，Ndst）1 在 HS 中起中心修饰酶的

[1-3]

。然而，有些炎症及非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作用，催化硫酸盐与碳水化合物的结合。已有动物模

是在移植手术时由于手术创伤、缺血性损伤和感染引

型研究表明内皮细胞和骨髓前体细胞的条件性 Ndst1

起的，多项研究表明这一现象可能与内皮细胞糖萼和

缺 失（Ndst1－/－） 可 减 少 炎 症 细 胞 的 浸 润 [6-8]。 将

糖胺聚糖（glycosaminoglycans，GAGs）的改变有关 [4]。

Ndst1－/－供体主动脉移植到表达 Ndst1（Ndst1＋/＋）的

GAGs 是复合性、线性、带负电荷的聚合物，由多糖

Balb/c 小鼠体内 4 周后，我们发现移植物的血管病变

的重复亚单位组成。GAGs 存在于所有细胞的表面，

和炎症反应均明显减轻 [9]。目前 Ndst1 缺失在实体器

是形成内皮细胞糖萼的主要成分，可参与调节血管的

官移植早期排斥反应中的作用尚未被广泛研究。因此

通透性、细胞黏附及活化、白细胞趋化作用等 [5-7]。

本文旨在探讨小鼠供肾选择性缺失 Ndst1 对肾移植术

GAGs 主 要 包 括 硫 酸 乙 酰 肝 素（heparan sulfate，

后受体小鼠的影响。

作用

HS）、硫酸软骨素（chondroitin sulfate，CS）和透明
质酸（hyaluronic acid，HA），其中 HS 主要存在于
内皮细胞层。GAGs 由酶介导的聚合作用产生，可以
以游离双糖形式存在，也可以与糖蛋白结合存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实验动物包括 3 种品系的小鼠：17 只 C57BL6/J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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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小鼠和 26 只 Balb/c 雄性小鼠由美国 JAX 实验

酸 - 雪夫（periodic acid-Schiff，PAS）染色，并进行

室和佛罗里达大学动物护理服务育种中心提供；9 只

组织病理学检查 [11]。采用 Olympus BX51 显微镜成

Ndst1－/－雄性小鼠由美国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糖生

像系统测量高倍视野下阳性染色细胞的均数，每个切

物学研究和培训中心提供，其构建与鉴定由 Jeffrey

片选取 3 个视野。反映急性排斥反应的总体病理评分

D.Esko 博士完成，采用内皮酪氨酸激酶受体驱动的

分别为炎症细胞浸润、血管炎、肾小球炎、肾小管周

Cre 选择性敲除 Ndst1。3 种小鼠的周龄均为 8～10 周，

围毛细血管炎、肾小管炎和系膜基质评分的总和。

保持 12 h 的光暗周期，小鼠可以自由摄取水和食物。

1.4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 GAGs 含量的分析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技术（high performance liquid

1.2 小鼠肾移植模型建立与分组
肾移植手术过程包括供肾获

chromatography，HPLC）分析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

取和受体肾移植术。将供肾移植到受体小鼠的左侧腹

GAGs 含 量， 包 括 HS、CS 的 硫 酸 化 指 标 以 及 各 修

腔中，并通过供肾上主动脉套囊和受体主动脉之间的

饰组分的含量，如 HS 的总 N- 硫酸化、总 6-O 硫酸

端侧吻合连接。在膀胱顶部行膀胱切开术，在确保供

化和总 2-O 硫酸化的比例，CS 的总 6-O 硫酸化、总

肾输尿管的位置正确后，吻合供肾与受体的膀胱顶。

4-O 硫酸化和总 2-O 硫酸化的比例，各修饰组分有

具体步骤参照已发表文献 [9]。

D0S6、D2A0、D2S6、D0A4、D2A4 等。具体步骤参

1.2.1

1.2.2

肾移植模型建立

分 组

根据品系和处理方式不同，将小鼠分为

3 组：野生型（wide type，WT）组（n=10）、Ndst1

－/－

组

考文献 [12]。
1.5 统计学方法

（n=9）、 黏 液 瘤 病 毒 T7 蛋 白（myxoma virus T7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各组小鼠

protein，M-T7）治疗组（n=7）。WT 组：将野生型

移植肾组织的病理学评分以及 GAGs 双糖含量比较采

C57BL6/J 小鼠的供肾移植至 Balb/c 受体小鼠体内，术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移植

后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0.2 mL/d，连续 10 d；Ndst1－/－组：

肾组织的病理学评分与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GAGs 双糖

将 Ndst1－/－ 小 鼠 的 供 肾 移 植 至 Balb/c 受 体 小 鼠 体

含量变化的相关性采用线性回归分析。P<0.05 为差异

内， 术 后 腹 腔 注 射 生 理 盐 水 0.2 mL/d， 连 续 10 d；

有统计学意义。

M-T7 治疗组：将野生型 C57BL6/J 小鼠的供肾移植
至 Balb/c 受体小鼠体内，术后给予广谱趋化因子——
GAGs 抑 制 剂 M-T7（100 ng/d） 干 预 以 降 低 移 植 物
排斥反应

，连续 10 d。术后第 10 日对各组小鼠

[10]

2 结 果
2.1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的病理学图片及相关病理

实施安乐死，取移植肾组织进行后续检查。

学评分见图 1。与 WT 组比较，Ndst1－/－ 组小鼠移植

1.3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的病理学检查

肾组织的早期排斥反应的总体病理学评分显著降低

对移植肾组织学切片采用苏木素-伊红
（hematoxylin-eosin，HE）染色、Masson 染色和过碘

（P=0.012），其中炎症细胞浸润、血管炎、肾小球炎、
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炎、肾小管炎和系膜基质评分均
总体病理学评分（分）

14

A

B

C

12
P=0.009

10

P=0.012

8
6
4
2
0

WT 组

M-T7 NDST1-/- 组 D
治疗组

A 图为 WT 组小鼠的移植肾组织（HE，×200）；B 图为 Ndst1－/－组小鼠的移植肾组织（HE，×200）；C 图为 M-T7
治疗组小鼠的移植肾组织（HE，×200）；D 图为各组总体病理学评分比较

图1
Figure 1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的病理学图片及病理学评分

Pathological images and pathology scores of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of mice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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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降低（均为 P<0.05）。与 WT 组比较，M-T7 治

比较，M-T7 治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HS 的总 6-O

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的早期排斥反应的总体病理学评

硫酸化、CS 的总 6-O 硫酸化和总 2-O 硫酸化比例均

分显著降低（P=0.009），其中炎症细胞浸润、血管炎、

显著增加（P=0.0003，0.002，0.040）。而 HS 的总 N- 硫

肾小球炎、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炎和肾小管炎评分均

酸化、总 2-O 硫酸化和 CS 的总 4-O 硫酸化比例的差

显著降低（均为 P<0.05）。M-T7 治疗组与 Ndst1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

组

小鼠移植肾组织的相关病理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HS 双糖各修饰组分的含

（均为 P>0.05）。表明 Ndst1 缺失可减少移植肾的血

量变化见图 3A。与 WT 组比较，Ndst1－/－ 组小鼠移

管炎症反应，减轻早期排斥反应。

植肾组织中 HS 双糖的 D0S6 含量显著增加（P=0.022）
；

2.2 各组受体小鼠移植肾组织的 GAGs 含量分析

M-T7 治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HS 双糖的 D0S6 和

各 组 小 鼠 移 植 肾 组 织 GAGs 中 HS 以 及 CS 的
硫酸化指标见图 2。与 WT 组比较，Ndst1

－/－

D2S6 含量均显著增加（P=0.005，0.021），D2A0 含

组小鼠

量 明 显 降 低（P=0.039）。CS 双 糖 各 修 饰 组 分 的 含

移 植 肾 组 织 中 HS 的 总 6-O 硫 酸 化 比 例 显 著 增 加

量变化见图 3B。与 WT 组比较，Ndst1－/－ 组小鼠移

（P=0.012），HS 的总 N- 硫酸化和总 2-O 硫酸化比例，

植肾组织中 CS 双糖的 D0A4 和 D2A4 含量显著下降

CS 的总 6-O 硫酸化、总 4-O 硫酸化和总 2-O 硫酸化

（P=0.002，0.029）；M-T7 治疗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与 WT 组

CS 双糖的 D0A4 和 D2A4 含量亦显著下降（P=0.0003，

比例（%）

60

100

P=0.154
P=0.0003
P=0.012

40

P=0.629
P=0.363

20
0

P=0.121

80
70
15

P=0.002
P=0.223

10

总 6-O 硫酸化 总 2-O 硫酸化

0

A

P=0.040
P=0.063

5
总 N- 硫酸化

WT 组
M-T7治疗组
Ndst1－/－组

P=0.851

90

P=0.175

比例（%）

80

总 6-O 硫酸化 总 2-O 硫酸化 总 4-O 硫酸化

B

A 图为各组 HS 的硫酸化指标，包括总 N- 硫酸化、总 6-O 硫酸化和总 2-O 硫酸化比例；B 图为各组 CS 的硫酸化指标，
包括总 6-O 硫酸化、总 2-O 硫酸化和总 4-O 硫酸化比例

图2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HS 以及 CS 硫酸化指标的比较

Figure 2 Comparison of sulfation indexes of HS and CS in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of mice among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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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A4

D2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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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图为 HS 双糖各修饰组分含量；B 图为 CS 双糖各修饰组分含量

图3
Figure 3

各组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HS 和 CS 修饰组分含量的比较

Comparison of HS and CS modiﬁed component content in transplanted kidney tissues of mice among
each group

器官移植

·４２８·
0.025），总含量明显下降（P=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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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的机制不同有关，本研究尚未进行进一步探讨。

2.3 小鼠移植肾组织的 HS 和 CS 双糖含量与病理学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HS 和 CS 双糖含量的改
变与排斥反应的降低具有相关性。由于 GAGs 合成和

评分的相关性研究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小鼠移植肾组织中 HS 以

修饰的复杂性，目前研究并未证明双糖含量的改变与

及 CS 双糖含量变化与急性排斥反应相关病理学评分

移植术后的早期排斥反应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仍

均 具 有 相 关 性（R=0.992，0.974；R =0.984，0.949；

需要进一步实验来证明 M-T7 和 Ndst1 缺失与急性排

P=0.012，0.013)。

斥反应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

2

综上所述，Ndst1 缺失可显著降低移植肾的早期

3 讨 论

免疫排斥反应，其机制可能与移植肾组织中双糖 HS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13]。从
全球首例肾移植开展至今，已有近百万的患者接受了
肾移植治疗。尽管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及各种免疫抑

的 6-O 硫酸化比例增加有关。由此可见双糖的修饰与
排斥反应密切相关，检测双糖修饰方式有可能成为移
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断方法。

制剂的应用，肾移植受体术后生存率明显升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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