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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是一类长度约 ２２ 个碱基的内源性非编码小分子 ＲＮＡ，具有广泛的调节基因表达的功能，与生命

体的发生、生长、发育和分化过程密切相关。 ｍｉＲＮＡ 除了对靶基因 ｍＲＮＡ 的翻译抑制、降解等起到负调控作用，还有去抑制和

ｍｉＲＮＡ 激活作用等正调控作用，以及竞争性内源 ＲＮＡ（ｃｅＲＮＡ）调控机制。 在家蚕中已经鉴定了许多新的 ｍｉＲＮＡ，通过深度

测序技术和利用基因芯片数据等分析了蚕体各个发育时期及不同组织中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特征，关于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及靶基

因研究也成为热点。 本文对 ｍｉＲＮＡ 的形成、生物学功能、靶基因预测等进行概述，并特别介绍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生物合成； 生物学功能； 靶基因； 竞争性内源 ＲＮＡ； 家蚕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中图分类号　 Ｓ８８１ ２＋ ４； Ｑ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４７９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５１－０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

Ｓｏｎｇ Ｆｅｉ１ 　 Ｗａｎｇ Ｘｉｎ１ 　 Ｑｉａｎ Ｐｉｎｇ１，２ 　 Ｃｈｅｎ Ｃｈｅｎ１ 　 Ｆａｎ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１ 　 Ｓｈｅｎ Ｘｉｎｇｊｉａ１，２∗

（ １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２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ｕｌｂｅｒｒｙ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ｍｉＲＮＡｓ） ａｒ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２２ ｎｔ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ｎ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ＲＮＡ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ｓ ａｔ 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
ｇｅｔ ｍＲＮＡｓ， ｍｉＲＮ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ｅｒ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ＮＡ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ＮＡｓ （ｃｅＲＮＡｓ） ．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 ｍａｎｙ ｎｏｖｅｌ ｍｉＲＮＡ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ｉＲＮＡ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ｋ⁃
ｗｏｒｍ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ｅｐ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ｍｉＲＮ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ＮＡｓ，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ＲＮ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ｓ ｅｔｃ．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ＲＮＡｓ ｉｎ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ＮＡ；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Ｍ 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也称微 ＤＮＡ，是一类长度约

２２ 个碱基的内源性非编码小分子 ＲＮＡ，通过序

列互补配对的方式对靶基因 ｍＲＮＡ 的表达进行调

控［１］。 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动物、植物和病毒等众

多物种中发现了 ３ 万多个 ｍｉＲＮＡ，而且其数目还在

迅速增长，在家蚕（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中已经发现了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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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ｍｉＲＮＡ （ ｍｉＲＢａｓｅ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ｒｂａｓｅ．
ｏｒｇ ／ ）。 ｍｉＲＮＡ 已经成为基因表达调控研究的热点

之一，其研究成果将逐步揭示生物体遗传信息表达

的 ＲＮＡ 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制，而且对阐明其他未

知竞争性内源 ＲＮＡ（ｃｅＲＮＡ）在细胞中的活动规律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概述国内外学者在

ｍｉＲＮＡ 的形成、生物学功能、靶基因预测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并总结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最新研究进展，期
望为进一步开展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１　 ｍｉＲＮＡ 的生物形成与生物学功能

１ １　 生物形成

生物体内的成熟 ｍｉＲＮＡ 形成包含了许多过程。
如图 １ 所示，动物中 ｍｉＲＮＡ 基因首先在 ＲＮＡ 聚合

酶Ⅱ（Ｒ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ＩＩ，ＰｏｌⅡ）的作用下被转录成

ｐｒｉ⁃ｍｉＲＮＡ，再经 Ｄｒｏｓｈａ 酶的作用，剪切产生约 ７０ ｎｔ
并可形成茎环结构的 ｍｉＲＮＡ 前体（ｐｒｅ⁃ｍｉＲＮＡ） ［２］；
然后在 Ｇ 蛋白 Ｒａｎ⁃ＧＴＰ 和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５ 作用下将 ｐｒｅ⁃
ｍｉＲＮＡ 从核内运送到细胞质中，再被 Ｄｉｃｅｒ 酶剪切

成约 ２２ ｂｐ 的 ｍｉＲＮＡ ／ ｍｉＲＮＡ∗双链复合体；最后，
其中的一条链（ｍｉＲＮＡ 成熟体）装配到由 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ｅ
蛋白组成的蛋白复合体中，形成有生物学功能的沉

默 复 合 体 （ ＲＮ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ＩＳＣ） ［３］。 植物中 ｍｉＲＮＡ 的形成过程则与动物中

有所不同，ｍｉＲＮＡ 可能是在核内成熟的，不存在

Ｄｒｏｓｈａ 酶，而 Ｄｉｃｅｒ 酶的同源物 ＤＣＬ１ 的作用可能类

似于 Ｄｒｏｓｈａ 酶和 Ｄｉｃｅｒ 酶，用来催化核内 ｍｉＲＮＡ 的

成熟过程［４］。

图 １　 动物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的形成过程［５］

Ｆｉｇ １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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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生物学功能

１ ２ １　 ｍｉＲＮＡ 与发育进程 　 自 １９９３ 年 Ｌｅｅ 等［６］

在线虫中发现了第 １ 个 ｍｉＲＮＡ———ｌｉｎ⁃４ 之后，Ｒｅｉｎ⁃
ｈａｒｔ 等［７］又在线虫中发现了另一个类似的具有转录

后调节功能的 ｍｉＲＮＡ———ｌｅｔ⁃７。 研究发现，ｌｉｎ⁃４ 和

ｌｅｔ⁃７ 在线虫胚胎不同发育阶段的过渡中或在细胞

分化的过程中起到切换开关的关键作用，一旦缺失

就会导致严重的表型缺陷，甚至引起胚胎的死亡。
Ｗｉｎｅｈｏｌｄｓ 等［８］研究斑马鱼早期胚胎发育时发现，多
数 ｍｉＲＮＡ 在未分化的胚胎细胞中没有表达。 在小

鼠胚胎的心脏发育阶段，ｍｉＲ⁃１ 可以调控心肌细胞

在分化和增殖之间的平衡，Ｈａｎｄ２ 是心脏形成的一

种关键调节因子，能促进心室心肌细胞的扩张，ｍｉＲ⁃
１ 能够适时关闭 Ｈａｎｄ２ 蛋白的表达，从而促使心肌

正常发育［９］。 ｍｉＲ⁃９ａ 的核苷酸序列在不同物种间

几乎完全保守，并在哺乳动物脑部大量表达，表明

ｍｉＲ⁃９ａ 在大脑的发育及功能调节中有重要的作

用［１０－１１］。 果蝇的 ｍｉＲ⁃９ａ 能够抑制 Ｓｅｎｓ 基因的表

达，从而调控感觉器官前体的形成［１２］；也可以通过

调控靶基因 ｄＬＭＯ 的表达，从而调控成虫翅膀的发

育［１３］。 由此可见，ｍｉＲＮＡ 与真核生物的细胞分化

和组织器官的发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１ ２ ２　 ｍｉＲＮＡ 与信号通路　 ｍｉＲＮＡ 参与信号通路

的调控过程。 Ｓｔａｒｋ 等［１４］发现果蝇的 Ｎｏｔｃｈ 信号通路

受到 ｍｉＲ⁃７ 的调控，ｍｉＲ⁃７ 的过量表达使 Ｎｏｔｃｈ 信号

通路下游靶基因 ｃｕｔ 的表达量减少，导致果蝇出现翅

缘缺刻现象。 ｍｉＲ⁃８ 则是果蝇 Ｗｎｔ 信号通路的一个

负调节因子，能够通过靶基因 ｗｎｔｌｅｓｓ 抑制 Ｗｎｔ 信号

通路，ｍｉＲ⁃８ 还能以 Ｗｎｔ 的正调节因子 ＣＧ３２７６７ 为靶

标，对 Ｗｎｔ 起负调节作用，可见 ｍｉＲ⁃８ 以多种抑制方

式参与了果蝇 Ｗｎｔ 信号通路的调控过程［１５］。
１ ２ ３　 ｍｉＲＮＡ 与细胞分裂　 ｍｉＲＮＡ 在细胞分裂过

程中的调控作用也不断被发现。 例如，在研究 Ｇ１ ／ Ｓ
过渡期停止的细胞时发现 ｍｉＲＮＡ 起到了关键作用，
ｍｉＲＮＡ 能降低干细胞对外界信号的敏感度，使细胞

周期停滞［１６－１７］。 ｌｅｔ⁃７ 对细胞的分裂分化具有调控作

用，通过抑制细胞周期基因 Ｃｄｃ３４ 表达，降低人干细

胞生长因子 ＳＣＦ 的活性，并使其靶基因———ＷＥＥ１ 激

酶基因维持稳定状态，最终导致初级纤维原细胞长期

处于 Ｇ２ ／ Ｍ 期［１８］。 果 蝇 中 已 知 的 ｍｉＲＮＡ 包 括

Ｂａｎｔａｍ、ｍｉＲ⁃１４、ｍｉＲ⁃８、ｍｉＲ⁃７ 等。 Ｈｉｐｆｎｅｒ 等［１９］ 在对

Ｂａｎｔａｍ 基因发生突变的果蝇的研究中发现，突变个

体的细胞数量变少，体型较正常果蝇小；相反，诱导

Ｂａｎｔａｍ 的过量表达则能够使果蝇翅膀和眼器官过度

生长。 此后，Ｂｒｅｎｎｅｃｋｅ 等［２０］ 又证实 Ｂａｎｔａｍ 能够通

过控制前凋亡基因 ｈｉｄ 调控细胞的增殖和凋亡。
Ｈｙｕｎ 等［２１］也在研究中发现缺失 ｍｉＲ⁃８ 的果蝇体型

会变小，而 ｍｉＲ⁃８ 能够通过抑制靶基因 ＵＳＨ 调控果

蝇的体型。
１ ２ ４　 ｍｉＲＮＡ 与疾病发生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ｍｉＲＮＡ 与糖尿病［２３］和神经系统 Ｔｏｕｒｅｔｅｅ 综合症［２３］等

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有重大关系，并且还有越来越多

的研究证明 ｍｉＲＮＡ 与多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在

利用 ｍｉＲＮＡ 芯片研究乳腺癌细胞时发现 ｍｉＲ⁃１２５ｂ、
ｍｉＲ⁃１４５、ｍｉＲ⁃２１ 和 ｍｉＲ⁃１５５ 在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较

正常细胞显著降低，说明这些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变化与乳

腺癌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关联［２４］。 Ｌｕ 等［２５］在包含多种

肿瘤细胞的 ３３４ 个样本中检测到 ２１７ 个 ｍｉＲＮＡ 的表

达，并发现多数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在肿瘤细胞和正常

细胞间存在明显差异。 ＴＰＭ１（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ｔｒｏｐｏ⁃
ｍｙｏｓｉｎ １）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研究发现 ｍｉＲ⁃２１ 能够

抑制 ＴＰＭ１ 的表达，在乳腺癌、结肠癌、肺癌、胰腺癌、胃
癌和前列腺癌多种肿瘤组织中都检测到了 ｍｉＲ⁃２１ 的

过量表达［２６］。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等［２７］用基因芯片对肝癌组织

与正常组织中的 ｍｉＲＮＡ 表达谱进行检测分析，发现

ｍｉＲ⁃１８ 和 ｍｉＲ⁃２２４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上调，而
ｍｉＲ⁃１９９ａ、ｍｉＲ⁃１９５ａ、ｍｉＲ⁃２００ａ 和 ｍｉＲ⁃１２５ａ 在肝癌组织

中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 总之，通过对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

谱进行分析，有助于对疾病进行分类、诊断以及预后评

测，以 ｍｉＲＮＡ 为靶点设计小分子药物用于人类疾病治

疗的前景看好。

２　 ｍｉＲＮＡ 对靶基因表达的调控机制

２ １　 对靶基因的负调控作用

ｍｉＲＮＡ 对靶基因的主要作用方式是通过抑制

靶基因 ｍＲＮＡ 的翻译或将其降解，从而调控生物体

的生长发育等过程。 如图 ２，植物中 ｍｉＲＮＡ 常见的

调控方式是与靶基因上的作用位点几乎完全互补

配对后，将靶基因 ｍＲＮＡ 直接剪切后降解，从而抑

制靶基因的表达［２８］；动物中常见的 ｍｉＲＮＡ 作用方

式是通过与靶基因 ｍＲＮＡ 的 ３′端非翻译区（ｕｎ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ＵＴＲ）不完全互补配对后抑制其翻译，
但并不对其进行剪切或降解，只有极少数 ｍｉＲＮＡ 能

够使靶基因直接被剪切和降解［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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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植物（Ａ）和动物（Ｂ）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负调控作用方式比较［２８－２９］

Ｆｉｇ ２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Ｂ） ［２８－２９］

２ ２　 对靶基因的正调控作用

随着 ｍｉＲＮＡ 功能和调控机制研究的不断进展，
一些新型的 ｍｉＲＮＡ 作用方式相继被报道，如 ｍｉＲＮＡ
的正调控作用［３０－３１］。 Ｖａｓｕｄｅｖａｎ 等［３０］ 在细胞周期停

滞的情况下发现 ｍｉＲ３６９⁃３ 能够识别肿瘤坏死因子 α
（ＴＮＦα） ｍＲＮＡ 序列中的 ＡＲＥ 元件 （ＡＵ⁃ｒｉｃｈ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且上调 ＴＮＦα ｍＲＮＡ 的翻译，而 ＡＲＥ 普遍存

在于生长因子和致癌基因的 ｍＲＮＡ 的 ３′ＵＴＲ 中，这
一发现表明 ｍｉＲＮＡ 并不总是基因表达的负调控因

子，在一定条件下 ｍｉＲＮＡ 可以上调靶基因的表达。
另外，ｍｉＲＮＡ 不仅可以通过互补配对的方式结

合在 ｍＲＮＡ 的 ３′ＵＴＲ，也可以结合在 ｍＲＮＡ 的 ５′
ＵＴＲ，这种结合在 ５′ＵＴＲ 的情况通常会提高靶基因

的表达水平，较少起抑制作用［３１］。 ｍｉＲＮＡ 对靶基

因 ５′ＵＴＲ 的调控最先是在果蝇中发现的，将 ｍｉＲ⁃２
的结合位点克隆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ｍＲＮＡ 的 ５′
ＵＴＲ，结果与构建在 ３′ＵＴＲ 一样，都能够抑制报告基

因的表达［３２］。 Ｓｈｉｍａｋａｍｉ 等［３３］ 在对丙型肝炎病毒

（ＨＣＶ）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 ｍｉＲＮＡ 结合在靶基因

ｍＲＮＡ 的 ５′ＵＴＲ 而提高 ｍＲＮＡ 翻译水平的现象，
ｍｉＲ⁃１２２ 与 Ａｇｏ２ 蛋白形成的复合体能结合到靶基

因 ｍＲＮＡ ５′ＵＴＲ 的 ２ 个 ｍｉＲ⁃１２２ 结合位点上，保护

病毒基因组的 ５′端不受宿主 ５′核酸外切酶的降解，
从而稳定 ＨＣＶ 的 ＲＮＡ，提高其表达水平。 Øｒｏｍ
等［３４］通过研究也发现鼠 ｍｉＲ⁃１０ａ 能够结合在核糖

体蛋白基因 ｍＲＮＡ 的 ５′ＵＴＲ，并通过上调该基因

ｍＲＮＡ 的翻译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２ ３　 ｃｅＲＮＡ 调控机制

竞争性内源 ＲＮ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ＮＡ，
ｃｅＲＮＡ）的基因表达调控模式是 ｍｉＲＮＡ 调控机制的

又一新发现。 ｍＲＮＡ、假基因转录物（ｐｓｅｕｄｏｇｅｎｅｓ）、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ｌｎｃＲＮＡ）及

环形 ＲＮ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ｃｉｒｃＲＮＡ） 等转录物通过

ｍｉＲＮＡ 应答元件（ｍｉＲＮ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ＲＥ）
竞争结合相同的 ｍｉＲＮＡ，从而调控各自的表达水

平，影响细胞的功能［３５］。 这些 ｃｅＲＮＡ 能像“海绵”
一样吸收相同的 ｍｉＲＮＡ，降低细胞中能够结合靶基

因 ｍＲＮＡ 的 ｍｉＲＮＡ 浓度，削弱 ｍｉＲＮＡ 对靶基因

ｍＲＮＡ 转录的抑制作用，使其翻译水平提高［３６］。
ｌｉｎｃ⁃ＭＤ１ 是 肌 细 胞 分 化 过 程 中 特 异 性 表 达 的

ｌｎｃＲＮＡ，能够竞争性结合 ｍｉＲ⁃１３３，阻止 ｍｉＲ⁃１３３ 结

合到与肌细胞分化有关的转录调控因子 ＭＡＭＬ１ 和

ＭＥＦ２Ｃ 编码基因的 ｍＲＮＡ 位点上，使 ｍＲＮＡ 免受

ｍｉＲ⁃１３３ 的抑制调控［３７］，表明 ｃｅＲＮＡ 调控网络在肌

细胞分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胚胎

干细胞（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ＥＳＣ）中存在一种被称

为重新编程调节因子的内源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即 ｌｉｎ⁃
ｃＲＮＡ⁃ＲｏＲ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 ｌｉｎｃＲＮＡ⁃
ＲｏＲ 与维持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防止分化错误的

核心转录因子 ＯＣＴ４、ＳＯＸ２、Ｎａｎｏｇ 一样，都具有结

合 ｍｉＲ⁃１４５ 的 ＭＲＥ，因此能够竞争结合细胞中的

ｍｉＲ⁃１４５，降低了 ｍｉＲＮＡ 对这些核心转录因子翻译

的抑 制 作 用。 ｌｉｎｃＲＮＡ⁃ＲｏＲ、 核 心 转 录 因 子 和

ｍｉＲＮＡ 三者共同作用，对胚胎干细胞维持和分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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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控［３８］。
细胞中 ｍｉＲＮＡ 与其靶向调控的 ｃｅＲＮＡ 保持着

某种动态平衡，如果打破这一平衡便会产生一系列

的变化从而导致疾病甚至癌症的发生［３５］。 ＰＴＥＮ
是一种抑癌基因，调控某种特殊蛋白质的合成，这
种蛋白质作为一种肿瘤抑制因子，能阻止细胞生

长、分裂的速度过快或者分裂不受控制。 通过体内

实验证实 ＺＥＢ２ 为 ＰＴＥＮ 的 ｃｅＲＮＡ，并以 ｍｉＲＮＡ 依

赖的方式调控 ＰＴＥＮ 蛋白水平，当 ＺＥＢ２ 缺失时会

释放靶向 ＰＴＥＮ 的 ｍｉＲＮＡ，导致 ＰＴＥＮ 表达被抑制，
并激活了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结果会促使细胞恶

化，导致肿瘤的发生［３９］。 ＰＴＥＮＰ１ 是一种非编码蛋

白的假基因，能够吸收 ｍｉＲ⁃１９ｂ 和 ｍｉＲ⁃２０ａ，阻止它

们结合到 ＰＴＥＮ ｍＲＮＡ 的 ３′ＵＴＲ，提高 ＰＴＥＮ 的表

达水平，对肿瘤发生起到抑制作用［４０］。

３　 新ｍｉＲＮＡ 的发掘及表达与功能研究方法

３ １　 ｍｉＲＮＡ 的鉴定

早期新 ｍｉＲＮＡ 的鉴定方法主要是通过构建小

分子 ＲＮＡ 的 ｃＤＮＡ 文库后进行测序，这类方法所得

出的结果可靠［４１］。 用此类方法分别从小鼠、水稻、
人胚胎干细胞中克隆并鉴定了许多 ｍｉＲＮＡ［４２－４３］。
随着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依据 ｍｉＲＮＡ 的特征开发出

了许多预测软件用于寻找新的 ｍｉＲＮＡ 基因，如 Ｍｉｒ⁃
ｓｃａｎ （ ｈｔｔｐ： ／ ／ ｇｅｎｅｓ． ｍｉｔ． ｅｄｕ ／ ｍｉｒｓｃａｎ ／ ）、 Ｓｒｎａｌｏｏｐ
（ ｈｔｔｐ： ／ ／ ａｒｅｐ． ｍｅ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ｍｉＲＮＡ ／ ｐｇｍ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ｍｌ）、 ＦｉｎｄＭｉＲＮＡ （ ｈｔｔｐ： ／ ／ ｓｕｎｄａｒｌａｂ． ｕｃｄａｖｉｓ． ｅｄｕ ／
ｍｉｒｎａ ／ ）等，然后结合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ｌｏｔ 和 ＲＴ⁃ＰＣＲ 等技

术快速有效地进行新 ｍｉＲＮＡ 的发掘与鉴定。 随着

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深度测序也被应用于新

ｍｉＲＮＡ 的发掘，并且是非常高效的技术手段之一。
３ ２　 ｍｉＲＮＡ 表达检测

ｍｉＲＮＡ 表达的检测技术主要以杂交和反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为主，如半定量 ＲＴ⁃ＰＣＲ 和荧光定量

ＰＣＲ 都是常用的简单、快速、特异性强的 ＲＮＡ 检测

技术，用极少量的样品就可同时检测成熟 ｍｉＲＮＡ 和

对应 的 ｐｒｅ⁃ｍｉＲＮ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杂 交 技 术 是 检 测

ｍｉＲＮＡ 表达的一种更为可靠方法［１１］。 此外，基因

芯片技术与深度测序技术都是高通量检测 ｍｉＲＮＡ
表达的常用方法，其中基因芯片技术通常是将反义

的 ＤＮＡ 探针点在尼龙膜上，然后与 ５′端有放射性标

记的 ｍｉＲＮＡ 样品杂交，再经过放射自显影获得

信号。
３ ３　 ｍｉＲＮＡ 功能分析

研究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及调控机制的主要策略是

通过 ｍｉＲＮＡ 过表达或表达抑制的情况下，检测靶基

因的表达变化和机体发生的生理生化变化，推测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 可以在 ｍＲＮＡ 水平和蛋白质水平

分别检测目标基因的表达变化，从而寻找到 ｍｉＲＮＡ
靶基因［４４］。

通过鉴定 ｍｉＲＮＡ 所直接作用的靶基因来研究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是一种普遍的方法。 通常将目标基

因 ｍＲＮＡ 的 ３′ＵＴＲ 连接在荧光素酶基因的后面，再
将外源 ｍｉＲＮＡ 作用于该重组基因，分析荧光素酶表

达的变化情况， 验证靶基因的正确与否［４５－４６］。
Ｂｏｕｔｌａ 等［４５］将生物信息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相结

合，系统地鉴定了果蝇 ｍｉＲＮＡ 的靶基因，将靶基因

ＣＧ１０２２２ ｍＲＮＡ 的 ３′ＵＴＲ 和荧光素酶基因连接重

组，再将 ｍｉＲＮＡ⁃１３ 作用于该重组基因，结果荧光素

酶的活性被抑制，证实 ＣＧ１０２２２ 为 ｍｉＲＮＡ⁃１３ 的靶

基因。

４　 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研究现状

４ １　 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鉴定与表达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已报道的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新的 ｍｉＲＮＡ 发掘与

鉴定、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谱等方面。 到目前为止，家蚕

中已有 ５６３ 个 ｍｉＲＮＡ 被鉴定并在 ｍｉＲＢａｓｅ 数据库

中登录，并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其鉴定方法大

多是先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再利用分子生物学实

验进行验证［４７－５０］。 本实验室的 Ｈｕａｎｇ 等［５１］ 采用生

物信息学和 ＲＴ⁃ＰＣＲ 的方法发现了 ７ 个 新 的

ｍｉＲＮＡ，丰富了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数据。
对家蚕 ｍｉＲＮＡ 表达的研究也有越来越多的报

道，通过分析不同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特点，有助于对其

功能的研究。 Ｌｉｕ 等［４８］ 发现 ｂｍｏ⁃ｌｅｔ⁃７ 是家蚕的一

个具有组织表达特异性和时期表达特异性的

ｍｉＲＮＡ，在幼虫完成第 ３ 次蜕皮后（４ 龄起蚕），其表

达量开始增加，直到上蔟和化蛹阶段达到最高水

平。 Ｙｕ 等［５０］对家蚕不同发育时期的 ｍｉＲＮＡ 进行

鉴定，发现在家蚕 ４ 龄幼虫蜕皮期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 的

种类和数量上均多于其他发育时期，表明 ｍｉＲＮＡ 在

家蚕蜕皮期可能起着至关重要的调控作用，同时对

１５ 个保守的 ｍｉＲＮＡ 进行了表达量分析，发现其中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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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ｍｉＲＮＡ 在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量变化明显。 Ｌｉｕ
等［５２］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对 ９２ 个 ｍｉＲＮＡ 在家蚕整

个生活史的表达谱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的 ｍｉＲＮＡ
在家蚕不同发育阶段的表达变化特征各不相同，有
的呈现持续上调表达，有的不断下调表达，有的在

某个阶段的表达量突然增加等。 之后，Ｌｉｕ 等［５３］ 又

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和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杂交的方法，对家蚕

近 １００ 个 ｍｉＲＮＡ 在某些特定发育时期的体壁、丝
腺、中肠、脂肪体等组织器官中的表达特征进行了

研究，发现其中只有 １０ 个 ｍｉＲＮＡ 在不同组织中都

有分布，而大部分 ｍｉＲＮＡ 只在某个或某些特定组织

中表达。 Ｙａｎｇ 等［５４］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了 ＢｍＮ
细胞中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情况，只检测到了 ７３ 种已知

的 ｍｉＲＮＡ，并利用 ｐＩＥｘ⁃１ 载体、ＩＥ⁃１ 启动子和 ｈｒ５
增强子，构建了 ｍｉＲＮＡ 过表达载体 ｐＩＥｘ⁃１⁃ＥＧＦＰ⁃
ｐｒｉ⁃ｍｉｒ，成功过表达了原本在 ＢｍＮ 细胞中低丰度表

达或不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
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这一技术越来越多地被

用到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研究中。 Ｚｈａｎｇ 等［５５］对来自卵、
幼虫、蛹和成虫的混合家蚕 ＲＮＡ 进行深度测序，通
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得到了 ３５４ 个 ｍｉＲＮＡ，再利

用基因芯片分析这些 ｍｉＲＮＡ 在家蚕各发育阶段的

表达谱，结果表明：有 １０６ 个 ｍｉＲＮＡ 在家蚕各发育

阶段均有表达；有 ２４８ 个 ｍｉＲＮＡ 只在卵期或蛹期表

达，表明这些家蚕 ｍｉＲＮＡ 在胚胎的形成和变态发育

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Ｗｕ 等［５６］同样利用深度测序技

术对感染 ＢｍＣＰＶ 后 ７２ ｈ 和 ９６ ｈ 的家蚕幼虫中肠

组织的小 ＲＮＡ 进行了测序，并以同时期未感染的中

肠组织作为对照，发现了 ３１６ 个已知的 ｍｉＲＮＡ 和 ９０
个新的 ｍｉＲＮＡ，有 ５８ 个 ｍｉＲＮＡ 在感染和未感染的

中肠间存在显著的表达差异。 这些研究结果都为

研究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奠定了基础。
４ ２　 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研究

家蚕 ｍｉＲＮＡ 功能的研究对阐明 ｍｉＲＮＡ 在家蚕

发育过程中的重要调控机制以及家蚕中其他未知

非编码 ＲＮＡ（ｎｃＲＮＡ）在细胞中的活动规律具有参

考价值。 Ｃａｏ 等［５７］通过 ＧＵＳ 报告基因验证了 ｂｍｏ⁃
ｍｉＲ⁃３３ 和 ｂｍｏ⁃ｍｉＲ⁃７ 能够抑制家蚕丝素轻链基因

（Ｆｉｂ⁃Ｌ）的表达。 Ｈｕａｎｇ 等［５８－６０］ 通过构建家蚕 ｂｍｏ⁃
ｍｉＲ⁃９ａ 和 ｂｍｏ⁃ｍｉＲ⁃２ｂ 的过表达载体，验证 ｂｍｏ⁃
ｍｉＲ⁃２ｂ 对家蚕丝素基因 Ｐ２５ 的表达具有调控作用；
通过构建过表达系统，验证了 ｂｍｏ⁃ｍｉＲ⁃９６５ 和 ｂｍｏ⁃

ｍｉＲ⁃１９２６ 对 Ｆｉｂ⁃Ｌ 的表达有抑制作用。 采用双荧光

素酶活性实验验证家蚕 ｍｉＲＮＡ 功能的报道还有：
ｂｍｏ⁃ｍｉＲ⁃１ａ⁃３ｐ 互补配对到 ＢｍＶＭＰ２３ 基因 ｍＲＮＡ
的３′ＵＴＲ，下调 ＢｍＶＭＰ２３ 的表达，而 ＢｍＶＭＰ２３ 的

下调则与家蚕卵的致死性状有显著关系［６１］；ｍｉ⁃
ｃｒｏＲＮＡ⁃２８１ 是昆虫间非常保守的 ｍｉＲＮＡ，家蚕 ｍｉ⁃
ｃｒｏＲＮＡ⁃２８１ 通过结合到蜕皮激素受体（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 ＥｃＲ ） 基 因 的 一 个 亚 型———ＢｍＥｃＲ⁃Ｂ 的

ｍＲＮＡ 的 ３′ＵＴＲ，抑制 ＢｍＥｃＲ⁃Ｂ 基因的表达，从而

参与马氏管的发育调控过程［６２］。 近来，Ｌｉｎｇ 等［６３］

通过转基因的方法降低家蚕体内 ｌｅｔ⁃７ 的表达水平，
发现转基因家蚕在蜕皮过程中出现发育停滞的现

象，同时蜕皮激素途径的关键调控因子 ＦＴＺ⁃Ｆ１ 和

Ｅｉｐ７４ＥＦ （Ｅ７４）的表达水平也提高了，而这 ２ 个关

键调控因子的编码基因正是 ｌｅｔ⁃７ 潜在的靶基因，因
此推测 ｌｅｔ⁃７ 能够调控家蚕的蜕皮过程。
４ ３　 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研究展望

家蚕属于鳞翅目昆虫，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

了大量的遗传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知

识。 随着家蚕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家蚕将成为优良

的分子遗传研究的模式生物。 因此，研究家蚕中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特征和生物学功能，对进一步认识家

蚕乃至其它动物的生物学、生理学和遗传学功能具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今，愈来愈多的靶基因被发现，因此家蚕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也逐渐被揭示。 但是，还有众多的家

蚕 ｍｉＲＮＡ 需要发掘，已发掘 ｍｉＲＮＡ 的功能也尚待

阐释。 目前家蚕 ｍｉＲＮＡ 作用于靶基因 ｍＲＮＡ ５′
ＵＴＲ 的功能机制以及 ｃｅＲＮＡ 的调控机制研究还在

相关研究领域的起点徘徊，而这些研究内容却是

ｍｉＲＮＡ 体内调控作用不可或缺的部分。 期望通过

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解析家蚕 ｍｉＲＮＡ 对靶基因的普

遍抑制作用，家蚕 ｍｉＲＮＡ 对靶基因的正调控、去抑

制作用和 ｃｅＲＮＡ 的调控作用等等，从而对家蚕 ｍｉＲ⁃
ＮＡ 的功能作用机制形成更加完整、系统的认识。
研究家蚕 ｍｉＲＮＡ 在转录后水平对靶基因的调控作

用，也为家蚕功能基因及其调控网络的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视野。 随着已知 ｍｉＲＮＡ 在家蚕各个生

命发育阶段的功能调控机制的阐明，不但有助于更

全面了解家蚕生长发育、丝蛋白合成等重要的生命

过程，也对研究家蚕其他未知非编码 ＲＮＡ 在细胞中

的活动规律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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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Ｋｅｎｎｅｌｌ Ｊ Ａ，Ｇｅｒｉｎ Ｉ，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ｄ Ｏ Ａ，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８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Ｗ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０５（４０）：１５４１７－１５４２２

［１６］ Ｈａｔｆｉｅｌｄ Ｓ Ｄ，Ｓｈｃｈｅｒｂａｔａ Ｈ Ｒ，Ｆｉｓｃｈｅｒ Ｋ Ａ，ｅｔ ａ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５， ４３５

（７０４４）：９７４－９７８
［１７］ Ｋａｒｐ Ｘ， Ａｍｂｒｏｓ 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 ｃｅｌｌ ｆａｔ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１０（５７５２）：
１２８８－１２８９

［１８］ Ｌｅｇｅｓｓｅ⁃Ｍｉｌｌｅｒ 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ｏ Ｏ，Ｐｆａｕ Ｓ Ｊ，ｅｔ ａｌ． ｌｅｔ⁃７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Ｇ２ ／ Ｍ，ｄｉｒｅｃｔ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ｄｃ３４，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ｅ１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
ｂｌａｓｔｓ［Ｊ］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９，２８４（１１）：６６０５－６６０９

［１９］ Ｈｉｐｆｎｅｒ Ｄ Ｒ，Ｗｅｉｇｍａｎｎ Ｋ，Ｃｏｈｅｎ Ｓ Ｍ．Ｔｈｅ ｂａｎｔａｍ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２，１６１（４）：１５２７－１５３７

［２０］ Ｂｒｅｎｎｅｃｋｅ Ｊ， Ｈｉｐｆｎｅｒ Ｄ Ｒ， Ｓｔａｒｋ Ａ， ｅｔ ａｌ． Ｂａｎｔａｍ ｅｎｃｏｄｅ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ｇｅｎｅ ｈｉｄ ｉｎ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 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０３，１１３（１）：２５－３６

［２１］ Ｈｙｕｎ Ｓ，Ｌｅｅ Ｊ Ｈ，Ｊｉｎ Ｈ，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８ ／ ｍｉＲ⁃
２００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ＳＨ ／ ＦＯＧ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Ｉ３Ｋ
［Ｊ］ ．Ｃｅｌｌ，２００９，１３９（６）：１０９６－１１０８

［２２］ Ｐｏｙ Ｍ Ｎ，Ｅｌｉａｓｓｏｎ Ｌ，Ｋｒｕｔｚｆｅｌｄｔ Ｊ，ｅｔ ａｌ．Ａ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ｉｓｌｅ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４， ４３２
（７０１４）：２２６－２３０

［２３］ Ａｂｅｌｓｏｎ Ｊ Ｆ，Ｋｗａｎ Ｋ Ｙ，Ｏ′Ｒｏａｋ Ｂ Ｊ，ｅｔ 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ＬＩＴＲＫ１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３１０（５７４６）：３１７－３２０

［２４］ Ｉｏｒｉｏ Ｍ Ｖ，Ｆｅｒｒａｃｉｎ Ｍ，Ｌｉｕ Ｃ Ｇ，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０５， ６５
（１６）：７０６５－７０７０

［２５］ Ｌｕ Ｊ， Ｇｅｔｚ Ｇ， Ｍｉｓｋａ Ｅ Ａ，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ｓ［Ｊ］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４３５（７０４３）：８３４－８３８

［２６］ Ｚｈｕ Ｓ，Ｓｉ Ｍ Ｌ，Ｗｕ Ｈ，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１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ｏｒ ｇｅｎｅ ｔｒｏｐｏｍｙｏｓｉｎ １（ＴＰＭ１） ［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７，２８２
（１９）：１４３２８－１４３３６

［２７］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Ｙ，Ｙａｓｕｄａ Ｔ，Ｓａｉｇｏ Ｋ，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ｎｒｓ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 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ｕｍｏｒｏｕｓ ｔｉｓｓｕｅｓ［Ｊ］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０６，２５（１７）：２５３７－２５４５

［２８］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Ｍ Ｗ，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Ｂ Ｊ，Ｌｉｍ Ｌ Ｐ，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ｔａｒｇｅｔｓ［Ｊ］ ．Ｃｅｌｌ，２００２，１１０（４）：５１３－５２０

［２９］ Ｙｅｋｔａ Ｓ， Ｓｈｉｈ Ｉ Ｈ， Ｂａｒｔｅｌ Ｄ Ｐ．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ｏｆ
ＨＯＸＢ８ ｍＲＮＡ［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０４（５６７０）：５９４－５９６

［３０］ Ｖａｓｕｄｅｖａｎ Ｓ，Ｔｏｎｇ Ｙ Ｃ，Ｓｔｅｉｔｚ Ｊ Ａ．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ａｃ⁃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ｃａｎ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
３１８（５８５８）：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３１］ Ｊａｎｇｒａ Ｒ Ｋ， Ｙｉ Ｍ， Ｌｅｍｏｎ Ｓ 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ｖｉｒ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ｖｉｒ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
１２２［Ｊ］ ．Ｊ Ｖｉｒｏｌ，２０１０，８４（１３）：６６１５－６６２５

［３２］ Ｍｏｒｅｔｔｉ Ｆ，Ｔｈｅｒｍａｎｎ Ｒ，Ｈｅｎｔｚｅ Ｍ 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ｉＲ⁃２ ｆｒｏｍ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５′ ｕ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Ｊ］ ．ＲＮＡ，２０１０，１６（１２）：２４９３－２５０２

［３３］ Ｓｈｉｍａｋａｍｉ Ｔ， Ｙａｍａｎｅ Ｄ， Ｊａｎｇｒａ Ｒ Ｋ，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ｖｉｒｕｓ ＲＮＡ ｂｙ ａｎ Ａｇｏ２⁃ｍｉＲ⁃１２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Ｊ］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０９（３）：９４１－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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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Øｒｏｍ Ｕ Ａ，Ｎｉｅｌｓｅｎ Ｆ Ｃ，Ｌｕｎｄ Ａ Ｈ．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０ａ ｂｉｎｄｓ ｔｈｅ ５′
ＵＴＲ ｏｆ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ＲＮＡ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Ｊ］ ．Ｍｏｌ Ｃｅｌｌ，２００８，３０（４）：４６０－４７１

［３５］ Ｓｅｎ Ｒ，Ｇｈｏｓａｌ Ｓ，Ｄａｓ Ｓ，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ＮＡ：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ＯＬ］．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Ｊ，
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８９６２０６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ｉｎｄａｗｉ． ｃｏｍ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ｔｓｗｊ ／ ２０１４ ／ ８９６２０６ ／

［３６］ Ｅｂｅｒｔ Ｍ Ｓ， Ｓｈａｒｐ Ｐ Ａ．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ｓｐｏｎｇｅ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 ．ＲＮＡ，２０１０，１６（１１）：２０４３－２０５０

［３７］ Ｃｅｓａｎａ Ｍ，Ｃａｃｃｈｉａｒｅｌｌｉ Ｄ，Ｌｅｇｎｉｎｉ Ｉ，ｅｔ ａｌ．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ｉ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ｇ⁃
ｅｎｏｕｓ ＲＮＡ［Ｊ］ ．Ｃｅｌｌ，２０１１，１４７（２）：３５８－３６９

［３８］ Ｗａｎｇ Ｙ，Ｘｕ Ｚ，Ｊｉ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ｍｉＲＮＡ ｓｐｏｎｇｅ ｌｉｎｃＲＮＡ⁃
Ｒ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Ｏｃｔ４，Ｎａｎｏｇ， ａｎｄ Ｓｏｘ２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ｓｅｌｆ⁃ｒｅｎｅｗａｌ［Ｊ］ ．Ｄｅｖ Ｃｅｌｌ，２０１３，２５（１）：６９－８０

［３９］ Ｋａｒｒｅｔｈ Ｆ Ａ，Ｔａｙ Ｙ，Ｐｅｒｎａ Ｄ，ｅｔ ａｌ．Ｉｎ ｖｉｖ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ＴＥＮ ｃｅＲＮＡｓ ｉｎ ａｎ ｏｎｃｏｇｅｎｉｃ ＢＲＡＦ⁃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Ｊ］ ．Ｃｅｌｌ，２０１１，１４７（２）：３８２－３９５

［４０］ Ｐｏｌｉｓｅｎｏ Ｌ， Ｓａｌｍｅｎａ Ｌ， Ｚｈａ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ｄ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ｐｓｅｕｄｏｇｅｎｅ ｍＲＮ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ｕｍｏｕ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Ｊ］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４６５（７３０１）：１０３３－１０３８

［４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Ｚ．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ｔｉｓｓｕｅｓ ［ Ｊ］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ｏ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６，３４２：１８９－２０７

［４２］ Ｗａｎｇ Ｊ Ｆ，Ｚｈｏｕ Ｈ，Ｃｈｅｎ Ｙ Ｑ，ｅｔ 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ｆｒｏｍ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 Ｊ］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２００４，３２ （ ５）：１６８８－

１６９５
［４３］ Ｓｕｈ Ｍ Ｒ， Ｌｅｅ Ｙ，Ｋｉｍ Ｊ Ｙ， 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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