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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 ＲＮＡ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中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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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在全球的流行ꎬ非酒精性脂肪肝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慢性
肝病ꎬ其作用机制复杂ꎬ至今仍未达成共识ꎮ 但近年来研究发现ꎬ基因调控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ꎮ 环状 ＲＮＡ 具有稳定性、广泛性、保守性及组织特异性等性质ꎬ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因此ꎬ研
究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发展过程中环状 ＲＮＡ 的调控作用有助于了解其发病机制并推动其临床治疗的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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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ꎻ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近几十年ꎬ非酒精性脂肪肝(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或饮酒过量( 男性>３０ ｇ / ｄꎬ女性>２０ ｇ / ｄ) 等ꎬ而影响

速增长ꎬ尤其是在亚太地区ꎬ已接近西方水平ꎬ因此ꎬ

病率为 １０％ ~ ４０％ꎬ 在亚太地区的 患 病 率 为 ７％ ~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ＮＡＦＬＤ) 的患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快

肝细胞>５％的脂肪变性ꎮ 目前ꎬＮＡＦＬＤ 在美国的患

ＮＡＦＬＤ 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ꎮ 近年来ꎬ关于非编码

４０％ꎬ已成为导致慢性肝脏疾病的主要原因ꎬ有逐渐

中于微小 ＲＮＡ (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ꎬ ｍｉＲＮＡ) 和 长 链 非 编 码

ＮＡＦＬＤ 是由肝脏脂肪特异性堆积进而引起肝脏脂

ＲＮＡ 与 ＮＡＦＬＤ 的研究越来越多ꎬ绝大多数研究集
ＲＮ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ꎬｌｎｃＲＮＡ) 对于 ＮＡＦＬＤ 的
发生发展的影响ꎮ 随着对环状 ＲＮ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ꎬ
ｃｉｒｃＲＮＡ) 研究的深入ꎬ人们发现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参与了许
多人类疾病ꎬ包括肿瘤ꎬ神经系统疾病ꎬ糖尿病ꎬ动脉
粥样硬化ꎬ朊病毒病ꎬ而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 ＮＡＦＬＤ 的研究
报道较少ꎬ作者对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 ＮＡＦＬＤ 关系研究进展

超过酒 精 性 肝 病 和 病 毒 性 肝 炎 发 病 率 的 趋 势 [１] ꎮ
肪变性的一种临床综合征ꎬ与高血压、糖尿病、胰岛
素抵抗(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ＩＲ) 、脂代谢异常和肥胖等
因素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ＮＡＦＬＤ 的治疗也是在纠正糖
尿病、肥胖、代谢综合征等病因的基础上进行的ꎬ而
目前所研 究 的 各 种 药 理 学 方 法 都 不 太 有 效ꎬ 了 解

作一综述ꎮ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机制对其临床研究及治疗的进展变

１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机制、筛查、诊断和分期中都起着至

ＮＡＦＬＤ

ＮＡＦＬＤ 定义为无继发性原因ꎬ如使用致脂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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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尤 为 重 要ꎮ 已 有 研 究 表 明ꎬ ｍｉＲＮＡ、 ｌｎｃＲＮＡ 在
关重要的作用ꎮ Ｎｉｅ 等 [２] 通过微阵列发现在 ＮＡＦＬＤ

小鼠肝脏组织中有 １０ 个 ｍｉＲＮＡ 差异性表达( ５ 个
上升ꎬ５ 个下降) ꎬ通过基因本体论数据库分析和京

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分析发现差异表达
的 ｍｉＲＮＡ 主要参与“ 胃酸分泌” 、“ 心脏肾上腺素能
信号通路” 、“ 癌症” 、 “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 、 “ 紧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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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 恰加斯氏病” 、“ 细胞粘附分子” 、“ 鞘脂质信

段的发生ꎬ包括氧化应激、前炎性因子的释放和内质

ｍｉＲＮＡ 参与多种过程ꎬ包括信号转导、应激反应、增

氮功能紊乱ꎬ诱发 ＩＲꎬ而 ＩＲ 和高胰岛素血症又是

号通路” 、“ 神经营养蛋白信号通路” 、“ 丙肝” ꎬ说明
殖、分 化 和 癌 症ꎮ 孙 传 政 等

[３]

采 用 ｌｎｃＲＮＡ￣ｍＲＮＡ

基因芯片检测发现ꎬ与正常样本相比ꎬＮＡＦＬＤ 肝样
本内共有１ ７３５ 个 ｌｎｃＲＮＡｓ 和１ ４８５ 个 ｍＲＮＡｓ 异常

表达ꎬ其中 ５３５ 个 ｌｎｃＲＮＡｓ 和 ７６０ 个 ｍＲＮＡｓ 上调ꎬ

１ ２００个 ｌｎｃＲＮＡｓ 和 ７２５ 个 ｍＲＮＡｓ 下调ꎬ这些差异
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 可能参与了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过程ꎮ

２

ＣｉｒｃＲＮＡ

ＣｉｒｃＲＮＡ 是一类主要由一个以上外显子构成的

环形 ＲＮＡ 分子ꎬ大量存在于真核细胞ꎬ具有一定的

组织、时序和疾病特异性ꎮ 近年来ꎬ随着生物信息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这一古老且具有保守特
征分子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４] ꎮ Ｊｅｃｋ 等 [５] 在人

类成纤维细胞中检测到了高达２５ ０００多种 ｃｉｒｃＲＮＡꎮ
Ｓａｌｚｍａｎ 等 [６] 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与人类基因表达相

关联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ꎮ Ｍｅｍｃｚａｋ 等[７] 则从 ＲＮＡ 测序数据
中鉴定出１ ９５０种人类 ｃｉｒｃＲＮＡ、１ ９０３种小鼠 ｃｉｒｃＲＮＡ

和 ７２４ 种线虫 ｃｉｒｃＲＮＡꎮ Ｇｕｏ 等[８] 发现了人类细胞系
相关的 ３９ 种生物样本中的７ １１２种 ｃｉｒｃＲＮＡꎮ 目前
发现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根据其在基因组中的来源及其构成

序列 的 不 同ꎬ 可 以 分 为 ３ 类: 外 显 子 来 源 的 环 形
ＲＮＡ 分子(ｅｘｏｎｉｃ ｃｉｒｃＲＮＡ)ꎬ内含子来源的环形 ＲＮＡ
分子( ｉｎｔｒｏｎｉｓ ｃｉｒｃＲＮＡ) 和由外显子和内含子共同组
成的环形 ＲＮＡ 分子( ｅｘｏｎ￣ｉｎｔｒｏｎ ｃｉｒｃＲＮＡ) ꎮ 与线性

环状 ＲＮＡ 相比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具有更稳定的分子结构ꎬ
其中一些外显子的 ３′端反向连接其他上游外显子
的 ５′端形成封闭分子ꎬ由于缺乏游离末端ꎬ这些分
子能够抵抗核糖核酸外切酶 [９] 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分子功能

包括 ｍｉＲＮＡ 海绵、调控转录基因、作为翻译模板等ꎬ
在基因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研究发现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参与了多种疾病包括多种肝脏疾病ꎮ 在异丙肾上腺素
诱导的心肌肥大小鼠中强制表达心脏相关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可缓解心肌肥大ꎻｃｉｒｃＲＮＡ Ｃｄｒｌａｓ 会影响胰岛素分泌

和胰岛 Ｂ 细胞的更新ꎻｈａｓ￣ｃｉｒｃ￣００１９８８ 在癌组织中

减少ꎬ与肿瘤细胞分化的程度及预后相关 [１０] ꎻ另外ꎬ

ｃｉｒｃＲＮＡ 还被发现参与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ｎ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ｓｔｅａｔｏ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ꎬＮＡＳＨ) 、肝再生、肝细胞肝癌
等肝脏疾病ꎬ而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参与 ＮＡＦＬＤ 却鲜有报导ꎮ
３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参与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过程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机制还尚不明确ꎬ目前受青睐的

“ 二次打击理论” 较好地阐述了其发病过程ꎮ 代谢
的 失 衡 和 非 酯 化 脂 肪 酸 流 入 肝 脏 增 加ꎬ 是 导 致

ＮＡＦＬＤ 的主要原因ꎮ 三酰甘油的积累诱发第二阶

网应激ꎬ进而引发肝脏的炎性反应ꎬ导致内皮一氧化
ＮＡＦＬＤ 的始动因素[１０] ꎮ 无可置疑ꎬ其发生过程中必
然有信号转导通路的改变ꎬ而 ｃｉｒｃＲＮＡ 作为内源竞

争 ＲＮＡ 和 ｍｉＲＮＡ 海绵等参与其中ꎮ Ｌｉ 等[１１] 研究发
现ꎬＮＡＦＬＤ 组织中 ＣｉｒｃＳｃｄ１ 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ꎬ
此外ꎬ过表达 ＣｉｒｃＳｃｄ１ 可显著抑制脂滴的形成ꎬ通
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分析最后总结出了 ＣｉｒｃＳｃｄ１ 的异常
表达影响 ＮＡＦＬＤ 肝细胞脂质增多的程度ꎬ并通过
ＪＡＫ２ / ＳＴＡＴ５ 通路促进脂肪肝的发生ꎬ结果显示 Ｃｉｒ￣
ｃＳｃｄ１ 参与了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过程ꎮ

３ １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 ＩＲ

ＩＲ 是导致 ＮＡＦＬＤ 发生及发

展的根本原因ꎮ 外周 ＩＲ 导致高胰岛素血症和脂质
分解增多ꎬ产生和提供更多的游离脂肪酸 ( ｆｒｅｅ ｆａｔ

ａｃｉｄꎬＦＦＡ) 到肝细胞ꎬ以重新脂化和进行 β 氧化ꎬ促
使 ＦＦＡ 及甘油三酯在肝细胞的蓄积ꎬ并可能诱导脂
质过氧化ꎬ另外 ＦＦＡ 本身可以进一步阻碍胰岛素信

号转导ꎬ因此加重 ＩＲꎮ 而我们已知ꎬＣＤＲｌａｓ ( ＣｉＲＳ￣
７) 在糖尿病的诊疗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胰岛 Ｂ

细胞受损ꎬ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不足( ＩＲ) ꎬ会使
血糖升高ꎬ从而引发糖尿病 [１２] ꎮ Ｗａｎｇ 等 [１３] 研究发
现ꎬｍｉＲ￣７ 能够负调节胰岛 Ｂ 细胞增殖ꎬ其在胰岛 Ｂ

细胞中的过表达会损伤胰岛 Ｂ 细胞的去分化功能ꎬ
并导致胰岛素分泌的下调ꎬ从而引起糖尿病ꎮ 另外ꎬ
ｍｉＲ￣７ 通过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抑制胰岛 Ｂ 细

胞增殖ꎬ而 ＣＤＲｌａｓ( ＣｉＲＳ￣７) 能够抑制 ｍｉＲ￣７ 功能ꎬ
从而刺激胰岛 Ｂ 细胞扩增ꎮ 因此ꎬＣＤＲｌａｓ( ＣｉＲＳ￣７)

可能影响胰岛 Ｂ 细胞的更新ꎬ同时也是糖尿病的潜
在作用靶点ꎮ

３ ２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肝脏脂肪变性

Ｇｕｏ 等 [１４] 通过微

阵列分析评估ꎬ将正常组与肝脂肪变性组进行比较
得到肝脏脂肪变性与 ３５７ 个 ｃｉｒｃＲＮＡ 有关ꎬ包括 １５４

个上调和 ２０３ 个下调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ꎮ Ｇｕｏ 等 [１５] 进一步
研究 发 现ꎬ 高 脂 诱 导 下 ｃｉｒｃＲＮＡ￣０２１４１２ 的 表 达 减
少ꎬ从而对 ｍｉＲ￣１９７２ 的竞争性抑制作用减弱ꎬ重新
激活的 ｍｉＲ￣１９７２ 诱导 ＬＰＩＮ１ 表达减少ꎬ最后破坏脂

肪 生 成 和 催 化 分 离 的 平 衡 导 致 肝 脏 脂 肪 变 性ꎮ
ＬＰＩＮ１ 已被证实在肝细胞中分别作为磷脂酸磷酸酶
和转录激活因子发挥双重作用ꎮ 首先ꎬ它通过催化

内质网中甘油三酯生成的倒数第二步来抑制脂肪生
成ꎬ其次ꎬＬＰＩＮ１ 与转录因子( ＰＰＡＲ￣αꎬＰＧＣ￣１α) 的

直接作用ꎬ在脂质相关基因表达中放大了肝脏 ＰＧＣ￣
１α / ＰＰＡＲ 信号ꎮ 与此相关ꎬｍｉＲ￣３４ａ 对 ＰＰＡＲ 的抑

制作用表明其是肝细胞脂肪生成的重要诱导因子ꎮ
Ｇｕｏ 等 [１６] 又发现 ｃｉｒｃＲＮＡ￣００４６３６７ 作为 ｍｉＲ￣３４ａ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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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１

绵和内源竞争 ＲＮＡ 作用于 ＰＰＡＲꎬｃｉｒｃＲＮＡ￣００４６３６６

现大量肝细胞癌来源的 ｅｘｏｎｉｃ￣ｃｉｒｃＲＮＡꎬ经 ＲＮＡ 检

ｃｉｒｃＲＮＡ￣００４６３６７ 或 ｃｉｒｃＲＮＡ￣００４６３６６ 缺失时ꎬｍｉＲ￣

ｃｉｒｃＲＮＡ 在肝细胞癌检测与诊断方面的应用前景ꎮ
周英利等 [２６] 在研究中发现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有可能通过与
Ｌｉｎ２８Ｂ 相互结合从而抑制 Ｌｉｎ２８Ｂ 蛋白的表达ꎬ进

则被认为是 ｍｉＲ￣３４ａ 的 ５ 种 ｍｉＲＮＡ 的拮抗剂ꎮ 当
３４ａ 激活ꎬ发生 ＰＰＡＲ 抑制ꎬ最后导致肝脏脂肪变性
和脂质过氧化ꎮ
４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参与 ＮＡＦＬＤ 的进展

ＮＡＦＬＤ 进展较为缓慢ꎬ一般情况下ꎬＮＡＦＬＤ 无

临床症状ꎬ多是在健康体检或检查其他疾病时发现
肝功能异常或脂肪肝ꎮ 但随着病情进展ꎬ会出现单

纯性脂肪肝( 肝脂肪堆积) 、ＮＡＳＨ、肝纤维化、肝硬
化和肝细胞癌等一系列疾病

[１７￣１９]

ꎮ

测后ꎬ筛 选 出 超 过 １ ０００ 种 ｅｘｏｎｉｃ ｃｉｒｃＲＮＡꎬ 揭 示 了

而抑制 Ｌｉｎ２８Ｂ 作为癌基因的功能ꎬ影响肿瘤的发生
发展ꎮ
５

小结
目前ꎬ对 ｃｉｒｃＲＮＡ 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的阶

段ꎬ尤其是对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参与 ＮＡＦＬＤ 作用机制的研究
少之又少ꎮ 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进步ꎬ

期ꎮ Ｊｉｎ 等[２０] 使用基因芯片检测 ＮＡＳＨ 小鼠 ｃｉｒｃＲＮＡ

未来会有大量与 ＮＡＦＬＤ 相关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及其功能
被发现证实ꎬ并应用于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机制与临床治

下调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以及２ ７６０个上调和２ ４６５个下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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