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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s在精神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付林燕 、 刘忠纯 、 相　丹 、 肖佳维

【摘要】miRNAs 在神经发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参与调控神经生长以及神经可塑性等多个

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各种精神疾病模型小鼠的大脑组织和精神疾病病人尸检大脑组织都存在

miRNAs 表达水平的异常，最近有关精神疾病患者外周血 miRNAs 表达水平的研究已成为一热点，研

究同时发现 miRNAs 与各种精神疾病的药物疗效及耐药性等方面存在一定联系，有望成为精神疾病

的生物标记物及新的治疗靶点，因此本文就国内外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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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miRNA）是一类非编码小分子 RNA，

已知约 70％的 miRNA 在大脑中表达，研究表明这

些 miRNA 通过调节涉及突触形成、神经元可塑性、

神经生长和记忆过程的关键信号通路在大脑发育中

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 miRNA 在精

神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能成为精

神疾病的诊断标记物及药物治疗靶点。本文主要对

miRNAs 在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这三

种常见精神疾病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　miRNA的简介

miRNA 是一类由内源基因编码的单链小分子

RNA，长约 21~23 个核苷酸，其不编码蛋白质，主

要通过与相应的靶基因 mRNA 作用，参与细胞增殖、

细胞分化和凋亡、机体造血、神经发育、脂肪代谢

和胰岛素分泌等过程。miRNA 的生成主要经过 3 步：

首先在细胞核内，编码 miRNA 的基因在 RNA 聚合

酶的作用下经转录生成初始转录产物（pri-miRNA），

pri-miRNA 经核酸酶 Drosha 作用生成前体 miRNA

（pre-miRNA），然后经核酸酶 Dicer 剪切生成成熟的

miRNA。成熟的 miRNA 与 Argonaute 蛋白结合形成

诱导沉默复合体 RISC，后者与目标 mRNA 的 3’端

非编码区（3’untranslated region，3’UTR）结合，诱

导目标 mRNA 降解或翻译抑制，从而在转录后水平

调控基因的表达。

一种 miRNA 可以作用于数百个靶基因，不同的

miRNA 也可以与同一种靶基因作用，协同作用精细

调控靶基因的表达。血浆中 miRNA 性质稳定，具有

抗 RNA 酶降解、常温下长时间放置仍保持稳定、反

复冻融及强酸强碱条件下仍保持稳定等特点，同时

由于 miRNA 在人体脑组织、血浆及单核细胞中广泛

表达，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脑组织和外周血中基因

表达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而收集血液标本相对简单

可取，因此有关血液中 miRNA 的表达研究已成为包

括精神疾病在内的许多疾病生物标记物的一个研究

热点。

二　miRNA与精神分裂症

目前，许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尸检分析发现，

其大脑组织存在多种 miRNA 的表达异常，其主要研

究脑区为大脑前额叶皮质（BA9 和 BA46 区），既往

的研究表明该区域与精神疾病认知行为改变的病理

生理机制有关。最早的一项研究是 Perkins 等对 13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21 例对照者尸体大脑背外侧前

额叶皮质（BA9 区）miRNA 的对比分析，作者发现

有 16 种 miRNA 存在表达异常，包括 miR-7、miR-

20b、miR-26b、miR-30a-5p、miR-9-3p、miR-30b/

d/e、miR-195、miR-29a/b/c、miR-92、miR-212、

miR-24 和 miR-106b。除了 miR-106b 表达增加，其

他 15 种都表达减少［1］。但不同的研究者所得出的结

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对背外侧前额叶（BA46）的

研究发现 miR-7、miR-34a、miR-212、miR-132、

miR-544、miR-132* 和 miR-154* 等 7 种 miRNA 表

达增加。除此之外，miRNA-132 和 miRNA-134 在

许多研究中结果也存在差异。尽管不同研究发现许

多 miRNA 表达存在差异，但仍有部分 miRNA 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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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中表达一致，例如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颞上

回（BA22）、背外侧前额叶、以及外周血的研究中都

发现 miRNA-181a/b 表达增加。miRNA-181a 主要集

中在伏隔核突触区，研究发现其参与调控 AMPA 受

体的谷氨酸受体 2 亚基，而后者参与突触可塑性的

调节［2］。

外周血 miRNA 表达的分析同样表明其与精神分

裂症存在一定的关联，许多文献报道精神分裂症患

者外周血 miRNA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存在表达差异。

最近的一项包含 4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213 例正常

对照组和 162 例非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外

周血 miRNA 分析发现，miR-130b 和 miR-193a-3p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组表达增加，但在其他两组却没

有增加［3］。而这些 miRNA 与许多基因的表达有关，

例如 BDNF、多巴胺受体（DAD1）、突触蛋白神经调

节蛋白 1（NRG1）、神经营养酪氨酸激酶受体（Trk 

B-T1）以及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早期生长反应基因

3（EGR3）。

研究表明 miRNA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也

有一定相关性，Ripke 等在对 17836 名精神分裂

症患者和 33859 名正常对照者进行全基因组关联

分析，发现位于 1p21.3（rs1625579）编码初级转

录 miRNA-137 的基因与精神分裂症关联最强［4］，

miRNA-137 对神经发育有调节作用。目前，许多

文献报道一些 miRNA-137 的靶基因，如转录因子 4
（TCF4）、电压依赖性 L 型α-1C 亚基（CACNA1C）、

钙通道、C10orf26 和锌结合蛋白 804A 等与精神分裂

症相关。随后的研究表明 miRNA-137 的多态性可以

对具有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个体的脑激活情况及脑

功能连接产生影响，但对没有遗传风险的正常个体

不产生影响。miRNA-137 对大脑发育过程中神经元

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的调节作用［4、5］，以及其与精神

分裂症的关联，进一步证实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神

经发育障碍的疾病。另外，研究发现其他 miRNA 的

多态性如 miRNA-206、miRNA-498、miRNA-198 同

样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相关。

近年许多研究发现部分 miRNA 的表达水平在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后存此差异，例如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用药前后 miRNA 表达差异的研究中，在

经过 6 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发现 miRNA-181b 水

平明显降低，经过两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1 年后

miRNA-130b 和 miRNA-193a-3p 明显降低［6］。Lai

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临床时期外周血及脑组织

miRNA 表达的差异，发现经过 2 个月的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后，所观察的 7 种 miRNA 表达水平没有改

变，由此预测部分 miRNA 可作为精神分裂症疾病诊

断的生物标记物［7］。而最近有研究将焦点由治疗前

后的表达差异转向治疗的耐药性方面，miR-301a-

3p 和 miR-181b-5p 在治疗耐药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表达增加，而在用药有应答组与正常组对比表达减

少，同时耐药组患者离子型 AMPA 谷氨酸受体亚基

（GRIA2）基因的表达水平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

miR-181b-5p 可能沉默与神经传递有关 GRIA2 基因

的表达［8］。由此来看这些 miRNA 有望成为监测精神

分裂症药物治疗反应性的潜在指标，调控 miRNA 的

表达将成为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一个新的方向。

三　miRNA与双相情感障碍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类以抑郁发作与躁狂（或轻

躁狂）发作反复间歇交替或循环发作为特点的常见

的心境障碍，尽管其与精神分裂症是两种不同的疾

病，但却存在着共同的遗传风险因素，而且同精神

分裂症一样，双相障碍患者的遗传率估计可达到

70-80％。现有的关于双相障碍患者死亡后大脑组

织尸检分析，同样发现存在 miRNA 的表达异常，而

且部分 miRNA 的改变与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改

变存在交叉，这也提示这些疾病可能具有共同的分

子基础。例如 Moreau 等在一项包含双相障碍、精神

分裂症和正常对照组的研究中，发现 miRNA-15a、

miRNA-33、miRNA-22、miRNA-138、miRNA-210、

miRNA-106b 和 miRNA-339 等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表达减少的 miRNA 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同样也表

达减少［9］。另有报道与正常组对比，miRNA-219 在

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大脑前额叶皮质中都

表达增加。

通过对双相障碍患者外周血及尸体大脑组织分

析，Bavamian 发现 miRNA-34a 在诱导神经元及诱导

多能干细胞中表达增加。而且，miRNA-34a 参与调

控 ANK3 和 CACNB3 的表达，miR-34a 表达的增强会

损害神经元分化、突触蛋白和神经元形态学的表达，

而减少内源性 miR-34a 表达可增强树突细胞化［10］。

由此，可以推测 miR-34a 通过调节神经元发育和突

触形成所必需的分子网络，可作为双相障碍的多个

病原学因素及其发病机理之间的关键连接点。除了

对已明确诊断或在服用药物治疗的患者的研究外，

Walker 等研究了那些一级亲属罹患双相情感障碍的

高危人群，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该类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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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5b、miR-132 以及 miR-652 等 3 种 miRNA 存

在表达异常，这可能反映了那些高危人群存在不同

程度的易感倾向，尽管目前 miRNA 尚不能作为精神

疾病的一种准确的生物标记物，然而检测到双相障

碍发病前血液中 miRNA 水平的变化，有望进一步在

以后的研究中基于血液标本的生物标记物的发现，

为疾病的预测、诊断及治疗监测提供帮助［11］。

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常会用到心境稳定剂，包

括锂盐和丙戊酸盐。有报道在对大鼠小脑颗粒细胞

联合使用锂盐和丙戊酸盐后，发现 7 种 miRNA 表达

减少，仅 miRNA-144 在用药后表达增加。同样，在

锂盐和丙戊酸盐的体外联合试验中发现 SH-SY5Y 细

胞中的 miR-30a-5p 表达减少。Rong 等认为 miR-134
可作为双相障碍疾病临床状态的生物标记物，其研

究发现无论是用药组还是非用药组，miR-134 表达

水平都与躁狂症状呈负相关，未服用药物组躁狂患

者 miR-134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经过 4
周的药物治疗，其表达水平明显增加［12］。最近一项

关于 miR-34a 在锂的神经保护作用中的研究，发现

锂降低 miR-34a 表达并增加 SH-SY5Y 细胞中其靶基

因（BCL2，NRF2 和 BDNF）的表达。同时，鉴于双

相患者 miR-34a 的表达增加，因此 miR-34a 展现了

双相障碍的病理生理分子机制与其药物治疗间的潜

在的联系。

四　miRNA与抑郁症

类似于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抑郁症

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动物抑郁模型、尸体大脑

前额叶皮质（BA9 和 BA10 区）、以及外周血和脑脊

液中。在抑郁小鼠模型中，通过对小鼠给予重复刺

激，发现没有学习无助表现的小鼠存在 miRNA 的

表达下调，并猜测这可能是一种适应调节的结果，

而显现出学习无助表现的小鼠却没有 miRNA 的下

调，其中有三种变化的 miRNA（miR-96、miR-141、

miR-183）参与生物钟的调定，而生物节律的紊乱是

包括抑郁症在内的许多疾病的致病因素。

早在 2010 年就有研究表明抑郁症与参与调控

突触神经传导的 P2RX7 基因的多态性有关，该多

态位点 rs1653625 位于 P2RX7 基因 3’非编码区的

miR-1302 和 miR-625 的靶位点中［13］。有趣的是，在

抑郁症患者中表达异常的几种 miRNA 的靶基因与神

经系统和脑功能的几条通路有关，例如 5- 羟色胺

转运蛋白（SERT）和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4（GRM4）。

先前许多文献报道 miRNA-132 可以调控 BDNF 的表

达，而且 BDNF 与抑郁症的发病有关，又有学者实

验预测 miRNA-182 参与调控 BNDF 的表达，血清

BDNF 及其相关的 miRNA 可以作为抑郁症的诊断或

者治疗中的重要的生物标志物［14］。

在给小鼠大脑组织中注射氟西汀，发现氟西汀

作用于 5- 羟色胺能神经元，使海马中 miR-16 水平

降低以及 5- 羟色胺转运蛋白（SERT）的增加；另一

项对抑郁症患者给予 12 周的艾司西酞普兰的治疗发

现 28 种 miRNA 表达上调，2 种表达下调；抗抑郁药

西酞普兰可以上调 miR-335 表达和下调 GRM4 的表

达。这些结果表明 miR-335 与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

相关，并且是新的抗抑郁治疗的潜在靶标［15］。

五　总结与展望

miRNA 的功能与精神疾病之间关联的研究日趋

广泛，尽管目前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总结目

前的研究进展会发现 miRNAs 在大脑的功能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表达失调或功能障碍可能是

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

病理生理过程以及药物治疗机制的一部分。大量研

究已经表明 miRNA 及其靶基因表达异常与精神症状

存在联系。DGCR8 的失调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以及

DGCR8 和 AGO1 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的关联进一步

证实了 miRNA 参与精神疾病的假说。基因多态性的

研究大大的促进了目前的研究进展，同时将有助于

提高我们对神经发育精神疾病的分子机制的理解，

并且最终通过相关 miRNA 及其靶基因为这些疾病提

供更精准的诊断标准和更有效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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