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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 RNA 的结构和功能及在结核病研究中的
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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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状 RNA 是以共价闭合环为特征的非编码 RNA，可通过转录调控机制影响细胞转导、蛋白质合
成等生物学功能，与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是一类崭新的生物标志物。该文就环状 RNA 的来源、结构、功
能、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并初步探究了环状 RNA 在结核病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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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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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rcular RNA are one kind of non-coding RNA, charactered by covalently closed rings. They can
influence biological functions such as cell transduction and protein synthesis.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pathogenesis of
many diseases and become a novel family of biomarkers. Now we try to introduce the origin, structure, function of
circular RNA and the involved research methodology. Furthermore, we primarily discuss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tuberculos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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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 RNA（circular RNA，circRNA）是一类以

在 15 种不同肿瘤或非肿瘤的细胞链中，被发现的

共价封闭环为特征的非编码 RNA，于 1970 年作为

circRNA 超过 47 000 种。circRNA 主要存在于真核

[1]

RNA 转录副产品被鉴别出来 ，可以通过转录调控

细胞内，分布十分广泛，可出现在包括神经组织、

机制影响细胞信号传导、蛋白质转录合成等生物学

肝脏组织等各种组织中，并且不同组织的 circRNA

功能

[2-3]

[4]

。其在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

差异十分显著。例如，Guo 等 在多种人类细胞系

色，是一类崭新的疾病生物标志物和药物治疗靶

相关的 39 种生物样本中总共发现了 7 112 种

标。现对其结构与功能及其在结核病研究中的应

circRNA。Gene Ontology（GO）分析表明神经细胞

用作一综述。

内大部分 circRNA 有对应的蛋白编码基因，能够参
[5]

1 circRNA 概述
1.1 circRNA 的产生、结构和降解

与到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 ；亦有研究发现，不同
神经组织区域中 circRNA 的表达量和表达谱都有
[6]

明显差异 。

随着 RNA 测序技术及其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circRNA 生成于细胞核，通过招募信使
RNA（messenger RNA，mRNA）输出因子，转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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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质并发挥作用，具体机制尚不清楚。Hansen
[7]

等 研究发现，微 RNA-7（microRNA-7，miR-7）的
环状 RNA 海绵（circular RNA sponge for mi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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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S-7）定位于细胞质的 P 小体，介导其发挥作用的

交、芯片技术、RNA-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和生物素偶

效应因子蛋白 AGO 也定位于此。
介导 circRNA 产生的基因序列和蛋白包括：

联 circRNA 捕获技术。其中芯片技术主要用于筛
查，qT-PCR 主要用作验证。生物素偶联 circRNA

侧翼内含子与补充序列如 Alu；涉及反向剪接的外
显子；RNA 结合蛋白，例如腺苷脱氨酶、可变因

捕获技术是一种基于多生物素信号放大的 circRNA
Northen 印迹技术，具有高灵敏度等特点。② 功能

子、盲肌蛋白（muscleblind-like protein，MBL）
[1, 8-10]
等
。其产生可以和转录同时发生，也可以发生

研究。包括通过构建相关载体实现 circRNA 过表
达，以及设计 siRNA 和小发夹 RNA 敲低（敲除）

在转录后。生成的方式有两种：套索驱动的环化
和内含子配对驱动的环化，在后一种方式中，

circRNA。前者如通过转染 pcDNA3-ciRS-7 重组质
粒入斑马鱼胚胎，来实现 ciRS-7 过表达，发现可对

circRNA 的侧翼内含子含有 Alu 重复序列。
circRNA 的生成可能通过剪接和反向剪接的竞争调

大脑发育产生一定影响。后者如使用 siRNA 技术
研 究 circRNA 在 直 结 肠 癌 发 病 中 的 作 用 ， 发 现

[1]

节线性 RNA 的形成 。
circRNA 分子根据其在基因组中的来源及其构

hsa_circ_0007534 可以抑制直结肠细胞的增殖，诱
[18]
发其凋亡 。③ circRNA 和 miRNA 相互作用研

成序列的不同分为以下 3 类：外显子来源的
circRNA 分子（exonic circRNA，ecRNA）、内含子来

究。一般通过 AGO 免疫沉淀技术结合 qT-PCR 分
析，主要是研究 circRNA 吸附 miRNA 的“海绵”

源的环状 RNA 分子（intronic circRNA，ciRNA）以
及由外显子和内含子共同组成的环状 RNA 分子

作用，由于 circRNA、miRNA 及 AGO 蛋白可在细
胞内共定位结合，故可利用抗体特异性结合纯化富

（exon-intron circular RNA，EIciRNA）。ecRNA 主
要存在于细胞质内，ciRNA 和 EIciRNA 一般分布在

集 AGO 蛋白，籍此探索 circRNA 和 miRNA 的数
量、变化与互动。

[1, 11-13]

细胞核
。
circRNA 的降解目前不甚清楚。零星研究提示
[14]

ciRS-7 是与 miR-671 结合后降解的 。
1.2 circRNA 的研究方法
1.2.1 circRNA 的数据库 与 circRNA 有关的数据
库已创建不少，包括 findcirc、CIRCexplorer、
circRNA_Finder、Circ2Traits、CIRI、circBase、
starBase、CircInteractome 和 CircNet 等，是研究
circRNA 的重要生物信息学工具。不同数据库各有
特点，可综合应用。circBase（http://www.
circbase.org/）包含已经发布的 circRNA 数据，提供
circBase 支持的 circRNA ID 号或基因组区域位置信
息，或者通过 tablebrowser 进行条件设置，可以查
[15]
询相关 circRNA 信息 。Circ2Traits（http://gyanxetbeta.com/circdb/）收集了与人类疾病关联的
circRNA 数据，并通过预测构建了 miRNAcircRNA-gene 相互作用网络，鉴定了 circRNA 上的
[16]
AGO 相互作用位点 。CircInteractome（http://
circinteractome.nia.nih.gov/）数据库可以鉴定出具
有 RNA 结合蛋白海绵样作用的潜在 circRNA，设
计小干扰 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以沉
[17]
默 circRNA 。
1.2.2 circRNA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 分为 3 个
方面：① 表达分析技术。包括 RNA 测序、实时荧
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T-PCR）、Northern 杂

1.3 circRNA 的特点
circRNA 广泛存在于生物中，具有量大、序列
特异性高、组织丰富性和疾病特异性等特点。一是
丰富：circRNA 在真核细胞中广泛表达，circRNA
[1]
的表达水平有时甚至超过线性异构体的 10 倍 。
二是特异性：有时空特异性，如 ciRS-7 主要存在于
细胞质，而 circEIF3J 和 ci-ankrd52 则仅聚集于细胞
[2, 19]
+
核 。又如 hsa_circRNA_2149 只在 CD19 白细胞
+
而 非 CD34 白 细 胞 或 中 性 粒 细 胞 中 表 达 ； 一 些
circRNA 在卵母细胞中表达，在胚胎细胞则缺
[20-21]
如
。三是稳定性：无论是在细胞核中还是在细
胞质中，circRNA 都是稳定存在的。由于 circRNA
具有共价闭合环结构，缺乏 5’端的帽子结构和 3’末
端 poly（A）尾巴，且不易被 RNA 核酸外切酶降解，
这使其比 mRNA 分子更稳定。这种特性使得
circRNA 作为生物标志物较线性 RNA 有一定优
势。四是保守性：ciRNA 主要特点是以 1 个 2’，5’磷酸二酯键使首尾相连，而 ecRNA 则以 1 个 3’，5’磷酸二酯键连接首尾两端，提示特殊的反式剪接具
有高度的保守性，同时这两种产物在进化上也是高
度保守的。
1.4 circRNA 的功能与作用机制
1.4.1 作为 miRNA 海绵发挥作用 这是目前研究
得最多的作用机制。例如 circCDR1 作为颅内小脑
降解相关蛋白 1（cerebellar degeneration related
protein 1，CDR1）基因 miRNA 海绵，调节颅内 mi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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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3]

与 miR-671
；再如调控同源域相互作用蛋白激
酶 3 的 circHIPK3，与 miR-124 有多个结合位点，是

其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高达
[26]
0.946。Huang 等 发现 hsa_circRNA_001937 在肺结

细胞生长的调节剂，在肿瘤组织中高度表达，与肿
[1, 22]
瘤进展有关 。

核患者 PBMC 的表达较肺炎、肺癌、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高，且在抗结核治疗后指标下降，是一个

1.4.2 和线性 RNA 片段竞争 MBL 可结合其亲本
基因第 2 外显子，促进 MBL 的 circRNA （circMbl）

有前景的标志物。Zhang 等 除发现 6 个 circRNA
分子对于肺结核患者与健康对照有鉴别意义外，还

的生物合成；另一方面，circMbl 和其侧翼内含子
具有 MBL 特异性连接部位，circMbl 与 MBL 结合，

建立了 2 个崭新的 circRNA-miRNA-mRNA 网络揭
示 circRNA 在肺结核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第 1 个网

降低 MBL 有效浓度，减少 circMbl 生成，反向调节
[6]
circRNA 本身的合成 。

络由 1 721 个 circRNA-miRNA-mRNA 连接组成，
其中包含 18 个上调的 circRNA 和 472 个 mRNA 以

1.4.3 与 RNA 聚合酶 Ⅱ 作用 含有内含子的
circRNA，可以通过与 RNA 聚合酶 Ⅱ 作用，提高亲

及 14 个下调的 miRNA；第 2 个网络有 666 个
circRNA-miRNA-mRNA 连接，包含 6 个下调的

本基因的转录效能。例如 ci-ankrd52，在转录位点
附近与 RNA 聚合酶 Ⅱ 相互作用，是聚合酶 Ⅱ 复

circRNA 和 307 个 mRNA 以及 8 个上调的
miRNA。生物信息学分析（GO 分析和 KEGG 分

合体的正调节因子，对其母系基因发挥顺式调控
[19]
作用 。

析）提示 circRNA 通过 circRNA-mirRNA-mRNA 网
络调控相关基因、继而通过 Fcg 受体 （FcgR）介导

[23]

[27]

1.4.4 翻译蛋白质 Pamudurti 等 研究揭示了一
种独特的作用机制。他们发现，果蝇头部的

的内吞作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泛素介导的
[24-27]
蛋白水解等途径影响结核的发病
。具体归纳见

circRNA 利用宿主 mRNA 的起始密码，可以通过不
依赖帽子结构的方式直接翻译蛋白质。

表 1。

2 circRNA 在结核病研究中的应用

3 circRNA 与其他疾病的关联研究

circRNA 在结核发病中的调控作用已开始受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 circRNA 与其他疾
病的关联研究现状有助于我们在结核病研究中借

关注。已发现 circRNA 在人体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广泛

鉴与学习。已发现 circRNA 在多种疾病中发挥作
用，例如动脉粥样硬化、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肿

表达，并且结核患者 PBMC 所表达的 circRNA 数量
[24-27]
[24]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Zhuang 等 发现血中

瘤、乙型肝炎等。circRNA 与肿瘤的关系研究得较
[28]
多。Wang 等 进行 Meta 分析指出，2012 年—2017

hsa_circ_0005836 是鉴别肺结核患者与健康对照的
[25]
新标志物。Qian 等 设计出一个基于 7 个 circRNA

年间共有 19 篇文章涉及 circRNA 与肿瘤的关系，
共纳入 1 752 例患者，以其他非肿瘤患者为对照，

分子的结核指数用于结核与健康对照的鉴别，发现

经合并后 circRNA 诊断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

表 1 肺结核患者 PBMC 中 circRNA 的变化
作者

发表年份 病例数 vs.其他疾病对照例数 病例数 vs.正常对照例数 标本来源 检测方法
[24]

circRNA 名

Zhuang 等

2017

无

30 vs. 34

PBMC

发现：高通量 RNA 测序 hsa_circ_0005836↓
验证：RT-qPCR
hsa_circ_0009128↓

Qian 等[25]

2018

无

10 vs. 11

PBMC

发现：芯片、RNA 测序
验证：RT-qPCR

hsa_circ_0000414↑
hsa_circ_0000681↑
hsa_circ_0002113↑
hsa_circ_0002362↑
hsa_circ_0002908↑
hsa_circ_0008797↑
hsa_circ_0063179↑

Huang 等[26] 2018

115 vs.120

40 vs. 40

PBMC

发现：芯片
验证：RT-qPCR

hsa_circRNA_001937↑

Zhang 等[27]

无

20 vs. 20

PBMC

发现：芯片
验证：RT-qPCR

circRNA_14623↑
circRNA_09585↑
circRNA_00074↑
circRNA_05538↓
circRNA_09993↓
circRNA_1347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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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疾病病变组织和血液中 circRNA 的变化举例

作者

发表年份 疾病
[30]

病例数 vs. 对照例数

标本来源

检测方法

circRNA 名

Zhao 等

2016

阿尔茨海默

12（病例） vs. 6 （正常人）

脑组织

RT-qPCR，Northern ciRS-7
blot，RNase R 消化

Ouyang 等[31]

2017

类风湿关节炎 30（病例）vs. 25（正常人）

PBMC

发现：芯片
验证：RT-qPCR

circRNA-092516↑
circRNA-003524↑
circRNA-103047↑
circRNA-104871↑
circRNA-101873↑

Zhao 等[32]

2017

糖尿病

60（病例） vs. 63（对照 1：糖耐量 静脉全血
异常） vs. 60（对照 2：健康者）

发现：芯片
验证：RT-qPCR

hsa-circRNA-0054633↑

Zhu 等[33]

2017

肺腺癌

30（病例血浆）vs. 30（正常人血 血浆石蜡包埋肺 发现：芯片
浆），49 （肿瘤组织）vs. 49 （非肿 组织
验证：RT-qPCR
瘤组织）

hsa-circRNA-0013958↑

Huang 等[34]

2017

肝细胞癌

80（肿瘤组织）vs. 80（癌周对照组 快速冰冻癌组织 发现：芯片
织）
及癌周对照组织 验证：RT-qPCR

hsa-circRNA-100338↑
hsa-circRNA-104075↑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诊断比值比（diagnostic

循证医学分析。② 对 circRNA 调控机制尤其是下

odds ratio，DOR）及其 95% 置信区间分别为
0.72（0.67，0.76）、0.74（0.69，0.78）、2.80（2.40，

游通路进行研究。其下游通路中存在多种与结核
病发生发展有关的蛋白质。例如，按照生物信息学

3.10）、0.38（0.33，0.44）、7.00（6.00，9.00），AUC 为
0.79，诊断价值尚可；circRNA 在肝细胞癌组织中

分析，FcgR 介导的内吞作用途径可能受 circRNA
调控；而吞噬细胞中的 Rab 蛋白家族在吞噬体活

较其他肿瘤表达水平更高，特异性、DOR、AUC 也
更好，提示 circRNA 在肝细胞癌的诊断较其他肿瘤

化中的作用至为关键 ，特定的 circRNA 对 Rab 蛋
白家族有无调控作用？对进一步的研究有可能验

更有价值。对于 circRNA 的下游调控通路也作了
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研究者揭示了 CiRS-7/

证以上科学假说或发现新的作用机制。③ 探索
circRNA 的治疗作用。miRNA 的海绵技术被认为

miR-7 可通过多条途径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miR-7
可直接作用于一些靶标，在癌症相关信号通路中下

是有可能替代基因敲除技术的一种新型技术。参
[36]
考 Liu 等 构 建 的 针 对 miR-21 及 miR-221 的

调重要致癌因子的表达，这些因子有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胰岛素受体底物（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

circRNA 海绵导入黑色素瘤细胞株后便显示出强力
的抗癌作用，有希望发展出具有抗结核作用的

[29]

[35]

IRS）-1、IRS-2 等等。近年的 circRNA 与其他疾病
[30-34]
的关联研究举例归纳于表 2 。

circRNA 海绵。
circRNA 有望成为诊断和预后的新型标志物，

4 问题与展望

也可能成为新药的靶标，这些靶标包括：circRNAmiRNA-目标基因网络、融合的 circRNA 和外泌体

目前对 circRNA 的生成、调节、功能仍不甚清
楚。circRNA 在结核病方面作用的研究才刚刚兴
起，数量较少，没有针对结核病变组织 circRNA 的
直接研究，更无针对肺外结核对象的研究；
circRNA 在结核发病发展中的具体机制并未阐明，
尤其对于 circRNA 的下游通路信号，仅停留在生物
信息学研究的层面。
未来可以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① 深入研究
circRNA 对于结核病和结核感染的诊断价值。对基
于 circRNA 的结核生物标志物诊断活动性结核和
潜伏感染的效能进行大样本和多中心研究，了解其
灵敏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AUC，
并与其他非编码 RNA 如长链非编码 RNA 的诊断
效能进行对比，以期获得最优的结核生物标志物。
鼓励在有一定量的真实世界研究基础上作 Meta 等

中的 circRNA。对 circRNA 调控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可能形成基于结核病非编码 RNA 调节网络的
新理论。因为 circRNA 的广泛分布，有望使用血
液、脑脊液、胸液乃至无创性标本唾液等各类样本
进行检测。circRNA 在结核诊疗应用中有良好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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