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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环状 RNA(circular RNA,circRNA) 是一种不具

有 5忆末端帽子和 3忆末端尾巴的内源性非编码 RNA(
noncoding RNA, ncRNA ) [1]。 circRNA 是 继 微 小

RNA ( microRNA,miRNA) 及长链非编码 RNA (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后 RNA 家族又一新

的研究热点。
circRNA 最早在 1976 年发现于仙台病毒(Sen鄄

dai virus)中[2]。 随后,在真核细胞细胞质、酵母线

粒体 和 人 体 细 胞 转 录 本 中 均 发 现 存 在 有 cir鄄
cRNA[3 - 5]。 虽然在真核细胞中发现 circRNA,至今

已有几十年时间,但它一直被认为是由外显子转录

本剪接错误得到的产物,因而始终没有受到重

视[6]。 近年来,由于高通量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大规模分析转录组数据成为

可能,大量 circRNA 得以逐步被发现,circRNA 也重

回生物科学研究的前沿[6]。

1摇 circRNA 的来源和产生机制

摇 摇 在 RNA 转录后加工过程中,选择性剪接是

RNA 成熟的关键步骤。 这一步骤除了产生线性

RNA 外,还可以产生套索内含子( lariat intron)、Y 结

构内含子(Y鄄structure intron)和 circRNA[7]。 与一般

线性 RNA 的经典剪接方式不同,circRNA 的产生方

式包括外显子环化和内含子环化两种方式。 其中,
由外显子环化产生的环状外显子 RNA( circular ex鄄
onic RNA)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由 pre鄄mRNA 经特

殊的反向剪接产生。 2013 年,JECK 等[1] 首次提出

外显子来源 circRNA 两种的产生模型:模型 1 定义

为套索驱动的环化( lariat鄄driven circularization),模

型 2 定义为内含子配对驱动的环化( intron鄄pairing鄄
driven circularization)。 在模型 1 中,由于外显子跳

读( Exon skipping), 致 使 下 游 外 显 子 剪 接 供 体

(splice donor,SD)的 3忆端连接到上游外显子剪接受

体(splice acceptor,SA)的 5忆端,形成套索,套索结构

拉近了剪切位点,而后切除内含子,形成由两个外显

子组成的 circRNA [8];在模型 2 中,则是依赖 pre鄄
mRNA 中临近的两个内含子之间存在的反向互补序

列,通过内含子的碱基配对形成环状套索,拉近剪切

位点,进而切除内含子,最后形成 circRNA。 ciRNA
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circRNA 在细胞核形成后可

经核孔复合体(nuclear pore complex,NPC)运输至细

胞质并稳定存在。 另外,RNA 结合蛋白(RNA bind鄄
ing protein,RBP)也可调控 circRNA 的形成。 例如

盲肌(muscleblind,MBL or MBNL1)蛋白可以结合到

circMbl 的侧翼内含子上,并将两侧的内含子拉近,
引发 circRNA 的形成[9]。

在某些组织中,内含子亦可独立环化形成环状

内含子 RNA( circular intronic RNA,ciRNA)。 有研

究者发现还存在既含有外显子又含有内含子的环状

RNA,称之为外显子鄄内含子环状 RNA( exon鄄intron
circRNA,EIciRNA),EIciRNA 的发生机制目前尚不

明确[10]。

2摇 circRNA 的生物学特征

摇 摇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circRNA 的诸多特

征逐步得到认识,其中受到公认且较为重要的包括

以下几点:(1) circRNA 广泛、大量存在于真核细胞

且种类繁多,但不同细胞中 circRNA 的丰度不同。
2012 年,SALZMAN 等[11] 的研究表明,数以百计的

人类基因可以表达 circRNA;2013 年,JECK 等[1] 在

人类成纤维细胞中检测到高达 25 000 多种 cir鄄
cRNA。 此外,在古生菌细胞中也发现有大量 cir鄄
cRNA 的存在[12]。 研究发现,大部分 circRNA 的丰

度比同一基因来源的线性转录本丰度低,但部分

circRNA 的表达量却比同一基因来源的线性转录本

更丰富,一些基因 circRNA 的表达量至少是其线性

转录本的 10 倍甚至 20 倍以上[1,13]。 (2) circ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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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闭合环状结构,缺乏线性 RNA 的 5忆和 3忆游离末

端,因 此 不 易 被 核 酸 外 切 酶 R ( Ribonuclease R,
RNase R)降解,与线性 RNA 相比更稳定。 (3)多数

circRNA 在不同物种间具有高度的保守性,仅少数

circRNA 在进化上不保守[14]。 JECK 等[1] 在人类成

纤维细胞中发现的 2 121 种 circRNA 能与小鼠基因

组匹配,其中 457 个被匹配的小鼠基因能产生相同

的 circRNA。 2013 年,MEMCZAK 等[15] 通过 RNA鄄
seq 技术鉴定出 1 950 种人类 circRNA 和 1 903 种小

鼠 circRNA,其中 81 种小鼠 circRNA 与人类 cir鄄
cRNA 相同。 (4)circRNA 的表达具有时空特异性。
MEMCZAK 等证实 CDR1as 在脑组织中表达较高,
而在非神经组织中表达量则较低[15]。

3摇 circRNA 的生物学功能

circRNA 与众不同的生物学特征提示可能具有重要

的生物学功能。 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circRNA
不仅在真核细胞中大量稳定存在,其在基因表达过

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3. 1摇 miRNA“海绵冶作用 摇 circRNA 在真核细胞中

广泛存在,拥有多个 miRNA 串联结合位点,类似

miRNA 海绵(miRNA sponge),可竞争性结合 miR鄄
NA,充当细胞内竞争性内源性 RNA( competing en鄄
dogenous RNA,ceRNA),调控 miRNA 功能和相关基

因的表达[16]。
2011 年,HANSEN 等[17] 首次发现,小鼠和人类

脑中的小脑变性相关蛋白 1(cerebellar degeneration鄄
related protein 1,CDR1)基因可表达一种环状天然反

义转录产物(natural antisense transcript,NAT),称为

小脑变性相关蛋白 1 反义转录物( antisense to the
cerebellar degeneration鄄related protein1 transcript,
CDR1as)。 与一般的 NAT 通过碱基互补配对直接

调控正义转录物的作用方式不同,CDR1as 不能被

RNA 介 导 的 沉 默 复 合 体 ( RNA鄄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es,RISC)所降解,但可以与 miRNA 结合,作

为 miRNA“海绵冶 负向调控 miR鄄7 的活性。 因此,
CDR1as 又被称为 miR鄄7 的环状 RNA 海绵(circular
RNA sponge for miR鄄7,ciRS鄄7)。 CDR1as 含有 74 个

miR鄄7 的 miRNA 应答元件 (miRNA response ele鄄
ment,MRE),可通过“吸附冶作用充当 miRNA 的抑

制剂,其负调控作用明显强于线性 RNA 分子“海

绵冶 [18]。 当 CDR1as 高表达时,由于它能有效地大

量结合 miR鄄7,从而抑制 miR鄄7 活性,导致 miR鄄7 靶

基因的表达水平增加。 当 CDR1as 低表达时,它对

miR鄄7 活性的抑制作用降低,导致 miR鄄7 靶基因的

表达水平也随之降低。 在斑马鱼中,CDR1as 过表达

与敲减 miR鄄7 的效果是一样的,都能导致斑马鱼中

脑容量减小,损伤斑马鱼中脑的发育[19]。 此研究进

一步证实,CDR1as 具有较强的 miR鄄7 分子“海绵冶
作用。

miRNA“海绵冶作用可能是 circRNA 的一种普

遍性生物学功能。 Y 染色体性别决定区( sex鄄deter鄄
mining region Y,SRY)基因仅由一个外显子组成,在
发育过程的早期,其转录物是以线性 RNA 分子形式

存在,进而指导蛋白质翻译。 但在成年睾丸中,其

RNA 主要以环状形式存在于细胞质中,且不具备翻

译功能[20]。 进一步研究发现,SRY 基因的环状转录

物具有与 CDR1as 类似的功能,该 circRNA 含有

miR鄄138 的 16 个 MRE,具有 miR鄄138 “海绵冶 的功

能,可抑制 miR鄄138 的活性,进而调控 miR鄄138 靶基

因的表达水平[21]。
3. 2摇 调节 pre鄄mRNA 的剪接摇 circRNA 可直接与蛋

白质结合,也可通过 RNA 介导间接与蛋白质发生关

联,进而影响蛋白质功能。 ASHWAL鄄FLUSS 等[9] 研

究发现,剪接因子蛋白 MBL( the splicing factor mus鄄
cleblind)不仅可促使 circMbl 的形成,同时,circMbl
上亦具有 MBL 结合位点,可与 MBL 紧密结合,从而

降低 MBL 的有效浓度,减少 circMbl 的生成。 此外,
分别提高果蝇和人细胞内的线性剪接,circRNA 的

生成量就会相应减少,这提示我们,pre鄄mRNA 的环

化可能与其线性剪接相互竞争,使环化与线性剪接

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以上都说明 circRNA 可以调节

pre鄄mRNA 的剪接,进而影响蛋白质的合成。
3. 3摇 顺式调控亲本基因表达 摇 有研究发现,某些

ElciRNA、ciRNA 可顺式调控亲本基因的表达。 由于

ElciRNA、ciRNA 包含很少的 miRNA 结合位点,且这

些结合位点比较分散,故它们可能缺乏外显子 cir鄄
cRNA 所具有的 miRNA “海绵冶作用,但其却具有正

调控 RNA 聚合酶域转录物活性的功能。 例如,
EIciRNA 通过与 U1 核小 RNA(U1 snRNA)的 RNA鄄
RNA 相 互 作 用, 促 进 U1 核 小 核 糖 核 蛋 白 ( U1
snRNP)与 RNA 聚合酶域的结合,从而提高亲本基

因的转 录[10]。 来 源 于 锚 蛋 白 重 复 结 构 域 52 (
ankyrin repeat domain 52,ankrd52) 基因第二个内含

子 的 ciRNA ( ciRNA derived from intron of
ANKRD52,ci鄄ankrd52)能与 RNA pol 域复合体相互

作用并影响该酶活性,从而上调亲本基因 ankrd52
mRNA 的表达。 由此推测,外显子 circRNA 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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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实现调节功能,而 ElciRNA、ciRNA 可能在细胞

核内调控亲本基因的表达。
3. 4摇 潜在的蛋白质翻译模板摇 目前发现水稻黄斑

驳病毒中的 circRNA 以及丁型肝炎病毒的单股负链

circRNA 均可编码蛋白质[22鄄23]。 人工构建的具有内

部核 糖 体 进 入 位 点 ( internal ribosome entry site,
IRES)的环形 RNA 分子在细胞内亦具有翻译功

能[24]。 因此,环形结构可能并不会绝对影响 RNA
的编码活性。 不过,尽管已发现某些真核细胞的

circRNA 含有起始密码子或开放读码框架,但目前

尚无实验证据表明真核细胞内源性 circRNA 具有翻

译功能。 此外,circRNA 还可参与调控核糖体的成

熟,调节细胞周期、衰老与凋亡等过程[25鄄27]。

4摇 circRNA 与疾病的关系

摇 摇 circRNA 因其独特的生物学特点和潜在的生物

学功能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诸多研究显

示,circRNA 在表观遗传学的调控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大量 circRNA 与其它非编码 RNA 组成高度复杂

的调控网络,调节着细胞的增殖、分化以及凋亡等各

项生命活动,并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iR鄄

NA 通过抑制靶基因蛋白质翻译或影响靶基因 mR鄄
NA 的稳定性,影响着细胞的增殖、迁移、凋亡、免疫

应答以及其他许多癌症相关的生物学过程。 现有研

究[28]表明,基于 miRNA 分子“海绵冶作用,circRNA
在肿瘤、神经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中发

挥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CDR1as 可作为 miRNA“海

绵冶负向调控 miR鄄7 的活性,而 miR鄄7 可以下调多种

癌相关信号转导通路中主要致癌基因的表达,因此

CDR1as 能起到一种抑癌作用[29]。 并且,CDR1as 虽

对 miR鄄7 不敏感,却对 miR鄄671 敏感。 miR鄄671 可

以诱导 CDR1as 的降解。 因此可推测,CDR1as 结合

miR鄄7 并转移到特定的亚细胞定位后,miR鄄671 通过

降解 CDR1as 促进 miR鄄7 的释放,miR鄄7、miR鄄671 以

及 CDR1as 可能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转移等过

程中发挥关键作用[17]。 在人类阿尔茨海默病中也

存在 CDR1as 与 miR鄄7 之间的失调,CDR1as 表达量

减少致 miR鄄7 表达量增加,最终使 miR鄄7 的下游靶

基因如泛素结合酶 E2A(UBE2A)表达下调,而这种

酶在清除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淀粉样蛋白的积累以

及在炎症退化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30]。
CDR1as 也可在胰岛细胞中表达,阻碍 miR鄄7 的功

能,反过来提高胰岛素的水平,并能参与到 cAMP 和

PKC 信号通路中,这提示 CDR1as 可能影响着糖尿

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和 茁 细胞更新[19]。

5摇 展望

摇 摇 近年来,circRNA 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其重要性

逐渐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 针对 circRNA 的鉴

定和功能研究,不仅丰富和更新了人类对真核生物

转录组的认识,而且为一些常见、多发且难治性疾病

(如肿瘤、神经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的发病机制

及治疗手段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外

周血 circRNA 极有可能作为人类疾病诊断或预后检

测的一种良好的生物标记物。 本课题组的相关研究

表明,circRNA 在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广泛表达,且相当

数量基因的 circRNA 表达丰度可以满足检测需求,
具备了潜在生物标记物的必需条件。 通过筛选我们

发现[31],与健康对照相比,在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PBMC 中,有 7 个 circRNA 同时出现了表达上调,我
们将这 7 个 circRNA 的表达量作为一组活动性肺结

核诊断标记物,命名为“7鄄circRNA 标记物冶,发现该

标记物能较好地区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和健康对照

人群,为临床上在细菌学、影像学等技术之外开发一

种安全、快速和低成本的诊断方法提供了新方向。
我们相信,随着 circRNA 相关研究技术的发展与普

及,circRNA 广泛运用于转化医学与精准医疗将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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