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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分析数据库TIMER2.0的应用介绍
耿辉1，田国祥2，王亚军1，张勇3，马茂1，吕军4
【摘要】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肿瘤学者通过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数据库下载高通量测序数据，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的方法，识别肿瘤免疫微环境中各种细胞
的表达量，进行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的分析工作，但是肿瘤与免疫的相互作用往往十分复杂，临床工作
人员面对庞大数据量展开分析工作仍然充满困难，基于此本文介绍一款全面分析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及
其可视化的数据库TIMER2.0，旨在为临床研究人员轻松识别多种癌症类型与正常组织及免疫细胞浸润之
间的基因组学关系，快速运用多种算法掌握肿瘤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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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oncologists download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data through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base, and us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methods to identify various cells in the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For the analysis of tumor
infiltrating immune cel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umor and immunity is often very complicated. Clinical staff is
still full of challenges in analyzing the huge amount of data.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umor infiltration Sexual immune cells and its visualization database TIMER2.0 are designed to allow
clinical researchers to easily identify important associated nodes in a variety of cancer types and quickly use the
latest algorithms to grasp the tumor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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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在癌症患者的治疗效果
和预后扮演着重要角色 [1-3]，但肿瘤微环境中肿
瘤细胞与免疫细胞常存在动态调节机制，其过程
十分复杂，使临床研究充满困难[4,5]。高通量测序
技术分析mRNA差异表达是成熟的肿瘤细胞生物
信息学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多种癌症类
型的转录组分析中，但其分析结果不能直接表明
免疫细胞的组成，需要通过一系列算法评估免疫
浸润，主要方法有两种：ssGSEA法及反卷积法。
ssGSEA法，目的是得到每个样本的免疫细胞或免
疫功能，免疫通路的活性，根据免疫活性进行分
组，继而进行统计分析；反卷积法，目的是从大
量已知细胞样本的表达水平推测不同样本某类型
细胞的表达值[6,7]。
TIME2.0网站综合以上系列算法对TCGA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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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者自己提交的肿瘤表达数据估算特定免疫
细胞类型，通过复杂的计算方法综合评估免疫浸
润结果更具可靠性，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2019年学者Chaoran等通过肿瘤浸润性免疫
细胞分析平台TIMER分析了所有肿瘤浸润性免疫
细胞（TIIC）与NDRG家族之间的相关性，发现
NDRG2和NDRG3的mRNA高表达与肝癌发生相
关 [8]。2019年学者Hao等运用TIMER平台分析出
EGFRMUT和EGFR-WT病例免疫细胞浸润水平
差异，从而得到EGFR的突变表明特定类型免疫
细胞的浸润增加且使预后不良的结论 [9]。2019年
Liang等用TIMER估计候选基因在免疫细胞浸润和
临床参数之间的潜在关联，通过Spearman相关法
计算EMT基因与肿瘤微环境状态之间的相关性，
并在TIMER中进行了验证[10]。2019年Liyan Chen
Te通过TIMER评估CTRP1表达与GBM中肿瘤浸润
巨噬细胞以及GBM中CTRP1和CCL2之间的mRNA
表达水平的相关性[11]。2019年Tu等学者用TIMER
平台分析评估来自TCGA的10 897种32种癌症类型
的样本数据中的免疫细胞浸润，研究了免疫检查
点分子与典型浸润性免疫细胞之间的相关性[12]。
2019年学者Cai等利用TIMER平台分析和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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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N3A2在32种癌症的癌症中的mRNA表达水平后
得到结果，BTN3A2与预后结果呈正相关，可用
作临床预后效果的独立诊断基因[13]。2019年学者
Xiao等利用TIMER平台评估TGFβ2的表达，探索
TGFβ2与肿瘤免疫浸润的相关性，确定TGFβ2
可以作为胃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14] 。2019年学
者Feng等利用TIMER数据平台分析了miRNA差异
表达与MIBC存活之间的相关性，共检测到8个与
MIBC的存活率相关miRNA [15]。2019年Xu等利用
TIMER数据平台探索CSF2表达与预后和免疫应答
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一种新型的结直肠癌生物标
志物[16]。

图2 TIMER2.0数据库主页示意图

1 TIME2.0数据库简介（使用流程）
TIMER2.0数据库能系统评估各种癌症类型免
疫浸润的综合数据库，提供多种方法评估免疫
浸润程度，允许科研人员在线动态生成高质量
的图形，以全面探索多种肿瘤的免疫组学、临床
表现和基因组学特征。数据库使用流程如图1所
示，登录TIMER2.0数据库（http://timer.cis-trome.
org/），用鼠标选择评估方法、关注的肿瘤类
型、目标基因即可算出免疫细胞的浸润数据，并
提供一键在线可视化。

图1 TIMER2.0数据库使用流程

2 TIME2.0数据库主要模块应用介绍
TIME2.0数据库主要有三个子模块：Immune
子模块能够分析目标基因在肿瘤组织与免疫细胞
浸润之间的相关性；Exploration子模块展示了目
标基因在肿瘤与正常组织之间的差异化表达；
Estimation模块允许科研人员上传自己的数据进行
免疫浸润情况评估。
2.1 Immune子模块应用介绍 Immune子模块下
共有四个可供选择的分支模块，包括：Gene、
Mutation、sCNA和Outcome。
Gene模块允许科研人员自主选择目标基因，
分析其表达量与多种癌症类型中免疫浸润水平的
相关性。用户在“Gene Expression”和“Immune
Infiltrates”下拉选框分别选择目标基因及免疫细
胞后，点击“Submit”按钮后，将生成一张带有
数字的热图，该热图反映了各种癌症类型中目标
基因表达量与免疫浸润水平的相关系数，单击单
元格时，将弹出一个散点图，以显示浸润估计值
与基因表达量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Gene子模块示意图

Mutation模块能够同时分析和可视化基因突
变对多种癌症类型和免疫细胞浸润的影响，科研
人员通过手动键入基因名称或按突变频率排序的
常见突变基因列表选择基因，然后指定免疫细胞
类型并单击提交，TIMER2.0会生成一个热图，
该热图表是输入基因突变与没有突变的肿瘤组织
之间的免疫浸润水平变化，单击热图上的数据
框，可查看突变与肿瘤组织中免疫浸润分布的小
提琴图。
sCNA模块用来分析免疫浸润与体细胞拷贝
数之间的关系。对于给定的基因，TIMER2.0将
显示一个堆积的条形图，显示所有TCGA癌症类
型改基因不同sCNA状态的比例图， TIMER2.0
要求科研人员指定基因的“Deep Deletion”或
“High Amplification”的状态，以与“diploid/
normal”状态进行比较，查询完成时，TIMER2.0
会绘制一个热图，以显示拷贝数变更组和正常组
之间免疫渗透水平变化。通过单击每个表格，会
通过小提琴图显示该基因在不同sCNA状态之间
的免疫渗透分布，以及正常组与每个变更组的对
比如图4所示。

图4 sCNA子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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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模块用来分析免疫浸润与临床样本
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建立一个COX风险模型，协
变量可以是临床因素或基因，选定变量并运行
后，TIMER数据库会生成一个热图，显示每个模
型的多种癌症类型浸润系数，热图的每个单元对
应于一个独立的Cox模型，单击该单元格将显示
相应免疫浸润和癌症类型的Kaplan-Meier曲线，
Cox模型的危险比和P值及KM曲线的对数P值将显
示在KM曲线图上，点击按钮“JPG”或“PDF”
会以jpg或pdf格式下载如图5所示图片。

图5 Immune模块的COX风险模型示意图

2.2 Exploration模块应用简介 Exploration子
模块下有四个可供选择的分支模块，包括：
Gene_DE、Gene_Outcome、Gene_Mutation和
Gene_Corr。
Gene_DE模块研究TCGA肿瘤中目标基因与
邻近正常组织之间的差异表达，通过差值分析
（edgeR）计算转录组测序数据，用星号标注
统计显著性（*：P值＜0.05；**：P值＜0.01；
***：P值＜0.001 ），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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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单元格将显示详细信息。
Gene_Corr模块用于分析目标基因与各种癌症
类型的基因列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以热图展示
基因之间的相关性。
2.3 Estimation模块应用简介 Estimation模块支持
研究者上传自己的表达数据进行免疫浸润评估。
研究者进入Estimation模块后点击“Browse”上传
自己的表达矩阵，可上传csv和txt等常见格式，
物种包含人类和小鼠，“Cancer Type”选项卡下
拉选择肿瘤类型，如选择“AUTO”选项TIMER
数据库将自动根据评估结果拟合契合度最高的
TCGA癌症类型，以上选择完成后点击“RUN !”
运行得到评估结果如图7~9所示的一表两图。
图7结果下方表格中列名为不同数据库中的
免疫细胞名称，行名为样本名，表格中的数据为
各样本的免疫细胞含量。
图8的柱状图表示不同免疫细胞在不同数
据库对应样本中含量的统计图，行名表示不同
免疫细胞，列名为：TIMER、CIBERSORT、
quanTIseq、xCell、MCPCounter、EPIC不同数据
库，图中不同颜色的柱状图对应不同的样本，柱
的高度表示该免疫细胞在对应样本中的含量。
图9的饼状图表示不同样本间免疫细胞
含量的统计图，行名表示样本，列名为：
CIBERSORT、quanTIseq、EPIC数据库，图中不
同颜色对应不同的免疫细胞，扇形的面积表示该
免疫细胞在对应样本中的含量。
3 讨论

图6 Exploration模块泛癌结果示意图

Gene_Outcome模块分析基因表达与临床样本
之间的相关性，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基因
表达结果显着性，可选择不同临床因素调整模型
结果，结果通过绘制热图显示Cox模型中基因的
归一化系数，单击如图中的单元格，会展示每个
COX模型的KM曲线。
Gene_Mutation模块分析比较不同突变状态之
间的差异基因表达，研究人员在线选择突变基因
后，点击“Submit”按钮提交，结果用热图展示
每种癌症类型的基因差异表达的log2倍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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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simation模块结果表1

图8 Esimation模块结果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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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科研人员进行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的研究方
法，节省了科研人员学习R语言及数据预处理时
间，并且随着生物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毫无疑
问，未来的TIMER2.0数据库将纳入更多的肿瘤信
息数据库使自身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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