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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microRNA研究进展

付广慧 、 谢守付 、 许俊亭 、 李　奕

【摘要】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的、严重的慢性神经精神疾病，病理过程可能涉及多种基因表达

的异常导致整个细胞网络的失衡。研究表明微小 RNA（microRNA）作为重要的调节因子与精神分裂

症的发病密切相关，本文就近年来与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诊断及治疗有关的国内外 microRNA

研究进展做一个系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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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多维度受损的复杂的神经精

神疾病，是遗传易感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表

观遗传过程能通过多种方式改变基因转录状态，促

进染色质结构的稳定变化，成为揭示精神疾病病理

过程的有效途径。MicroRNA 的调节在这一过程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其功能失调与精神分裂症密切相关。

一　MicroRNA生物性质及作用途径

微小 RNA（microRNA，miRNA）为单链、非编

码的 RNA 分子，约为 21~23 个碱基长度。1993 年

Ambroms 等在秀丽新小杆线虫（c. elegans）意外发现

一种能够定时调控胚胎后期发育的 lin-4，是一种长

度为 22 个碱基序列的非编码 RNA，自此揭开寻找并

探究 microRNA 的热潮。细胞核内 microRNA 基因首

先合成初始的微小 RNA（primary microRNA），Drosha

酶可将其剪切为前体 microRNA（pre-miRNA），并以

前体形式由核内输出蛋白 -5 转运到细胞质中。在

胞质内 Dicer 酶作用下，microRNA 前体被剪成双链

microRNA。双螺旋结构打开后的单链 microRNA，与

RNA 诱导的基因沉默复合物（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RISC）结合形成非对称的 RISC 复合物

（asymmetric RISC assembly）。这种 RISC 富含重要

的 AGO 家族蛋白（AGO1，AGO2，AGO3，或者

AGO4）。作为重要的内源性分子，RISC 复合物能够

通过碱基互补方式靶向识别目标信使 RNA（mRNA）

的 3’非翻译区域（3’UTR），使 mRNA 降解或在转

录后水平调节基因表达过程，从而引起遗传信息的

传递终止或遗传变异。

MicroRNA 存在于组织细胞及体液中，近年来

有研究在多种体液中均检测到 microRNA，包括血

浆，血清，唾液，尿液，乳汁，精液，泪液，羊水，

初乳，胸腔灌洗液，脑脊液，腹腔液，胸腔液。尽

管 microRNA 已经在多种体液中能够被检测，循环

microRNA 的起源仍然大部分仍是未知的。有研究发

现 microRNA 能够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被分泌至循环

系统，一种为不耗能的被动释放过程，如坏死的凋

亡细胞，肿瘤转移或者炎症，但这一过程并不构成

循环 microRNA 的主要成分；另一种为依赖 ATP 和温

度的主动选择性分泌，这与激素和细胞因子的释放

过程相似，主动分泌的 microRNA 被包裹于外泌体、

微粒或结合到脂蛋白上，可能作为新的细胞间信息

传递的信号分子而发挥作用。循环中的 microRNA 具

有显著的稳定性，能够抵抗内源性 RNA 酶的主动降

解。特异性的 microRNA 与多种生物过程有关，比如

细胞发育，增殖，分化和凋亡。据估计有超过 1000
种 microRNA 在人类基因中，他们调节高达 60％的

蛋白编码基因，每种 microRNA 能够靶向调节上百

种 mRNA。因此，microRNA 水平的失调可能引起许

多 mRNA 功能和表达的变化，导致生物表型的改变，

能够更直接、准确的反应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

二　microRNA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

大脑神经系统结构复杂，神经元具有突触重塑

的功能，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系列复杂的细胞间相互

作用、协调一致的神经网络，分子信号的转导系统

参与保持神经网络的动态平衡过程。其中基因的多

变性能够引起系统功能失调，可能导致出现精神行

为的异常。不同种类的 MicroRNA 在这种调节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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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于转录后水平的基因

调节是影响神经网络模式的关键因素，能够干扰神

经生物过程，包括神经形成，神经元分化，突触可

塑性，以及各种神经和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是一

种复杂的、慢性的严重脑部疾病，目前研究认为精

神分裂症并不是单一的单胺系统失调的结果，而是

整个细胞网络的失衡，病理过程可能涉及多种基因

表达的异常，全基因组相关研究结果（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支持精神分裂症为一种多基

因遗传病，GWAS 中变异基因的近 90％位于染色质

非编码区域。已有大量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尸体脑组织、全血或淋巴细胞中存在多种基因表达

的异常，这些基因与神经发育、神经递质介导的信

号通路、免疫应答以及其他分子信号通路有关。

MicroRNA 的作用广泛，靶向调节上百种基因

使其具有阐述精神疾病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的能

力，因此，microRNA 能够代表与精神分裂症密切

相关的大量基因。研究发现［1］精神分裂症患者前额

叶背外侧皮层的 Dicer 酶含量丰富，Dicer 酶是合成

microRNA 的关键酶。而另一个 microRNA 生源论的

关键蛋白是 Dgcr8，其编码基因定位于 22 号染色体，

这个基因片段（22q11.2）正是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

所缺失的［2］。调节 microRNA 生成的 Dgcr8 剂量不足

能够引起 22q11 缺陷综合症小鼠出现与年龄依赖的

内质网钙 ATP 酶的过度表达以及海马长时程电位增

强，这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均密切相关［3］。 

1　microRNA 分子网络研究

MicroRNA 的编码基因、结合的位点或者靶基因

成分、构象的改变，都会引发与 microRNA 相关的

单核苷酸多态性（MiRSNP）疾病。来自 PPP3CC（编

码神经钙蛋白催化 g 亚基的基因）位点名为 rs7430
的 MiRSNP 与精神分裂症密切相关［4］。microRNA-

转录因子（TF）- 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共同构成了

多个前馈环路，miRNA-TF 调控网络与神经元发

育、轴突形成、迁移以及凋亡等过程密切相关［5］。

随着 miR-137 的过度表达，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基因

MAD1L1、DPYD 以及 BDNF 均不同程度下调［6］。

2　动物实验研究

22q11.2 微缺失能够导致明显的认知障碍，其中

约 1/3 共病精神分裂症，22q11.2 微缺失的小鼠海马和

前额叶皮层 miR-185 的表达下降了近 70~80％，引起

海马结构的改变［7］。与冲动和强迫素质有关的 miR-

190b 能够通过靶向调节神经调节蛋白 3（Nrg-3）基因

相关网络，改变杏仁核内部突触可塑性［8］。MiR-137
是一种在海马突触富集的 microRNA，其负向调节新

生神经元的树突形成和轴突发育［9］，胚胎期大脑内

miR-137 的过度表达能够导致神经元增殖减少，诱导

神经干细胞的过早分化，但在成年小鼠的脑组织中

却呈现相反的变化［6］。海马齿状回区域 miR-30e 过表

达的大鼠认知功能受损，大脑海马组织中 B 细胞淋

巴瘤 2 蛋白（BCL-2）、泛素缀合酶 9（UBC9）表达水

平明显下降，而细胞凋亡显著增加［10］。

3　临床研究之脑组织 microRNA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尸体脑组织研究中，大

脑皮层毒蕈碱 M1 受体（CHRMI）明显减少的患者

miR-107 的表达明显增加，体外试验也证实 miR-107
能够靶向调节 CHRMI 的表达［11］。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尸脑前额叶皮层 Brodmann9 区、10 区（BA9、BA10）
存在多种外泌体 microRNA 的差异表达。但也有研究

认为 microRNA 的表达在不同脑组织区域（包括前额

叶皮层、海马、小脑）、不同的年龄（婴儿期、幼儿

期、儿童期、青春期）、不同性别结构（男性、女性）

存在很大差别［12］。大量与脑功能相关的 microRNA

家族会随着年龄增长，在尸脑前额叶皮层（BA46）

表达逐渐下降，在青春晚期成为变化明显的转折点，

在某些关键时期由于这种微环境的动态平衡遭到破

坏，则更容易发展为精神分裂症［13］。

脑脊液与血液中 microRNA 的表达也存在差

异［14］，有研究将 95 种 microRNA 分别在脑脊液和全

血样本中检测，其中 65.3％ 的 microRNA 主要在脑

脊液中表达，34.7％仅在脑脊液中表达。在大脑结

构研究方面［15］，具有 MIR137HG 等位基因的纯合子

精神分裂症患者，随着与 miR-137 相关的遗传风险

分数的提高，表现出枕叶、顶叶和颞叶灰质浓度的

明显降低。有临床研究发现［16］精神分裂症患者左侧

颞中回，左侧额上回，双侧颞下回的灰质体积下降，

右侧丘脑体积的增大，且左侧额上回灰质的减少程

度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总分（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显著相关。同样，Xu 等［17］也

发现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存在较为广泛的皮层受损（左

侧嗅觉皮层、双侧岛叶和右侧前扣带回）。

4　临床研究之外周血 microRNA

循环系统中的 microRNA 作为疾病的生物标志物

具有独特的优势。MicroRNA 不仅能在富含 RNA 酶

的血液中保持稳定，还能抵御沸腾的温度、pH 的变

化，长期储存或反复的冻融环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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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结果显示多种 microRNA 的差异表达能

够反应精神分裂症的疾病状态。Fan 等［19］研究结果

认为患者单核细胞内差异表达的 9 种 microRNA，其

下游靶基因能够参与多种生理病理过程，包括转录

调节，信号转导，离子转运，轴突向导，神经生长

因子受体信号通路等。然而在 Lai 等［20］研究中发现，

hsa-miR-34a、hsa-miR-548d 在血液中的异常表达

并没有在尸脑样本中呈现，有 7 种 miRNA 的表达水

平并未随着临床症状的明显改善而出现相应变化，

他们认为 miRNA 可能是疾病性质指标而不是状态依

赖的标志物。

三　总结与展望

在尸脑组织、功能神经影像、脑脊液或血样标

本的生物标记物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数据结果，

但仍然不能完全解释精神分裂症复杂的病理生理过

程。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尸脑组织的研究能够直接评

估大脑的宏观或微观结构，探寻疾病的病理途径，

但是，我们不清楚是否尸脑组织的来源、死亡后的

时间间隔、标本固定时间、pH 值的改变等混杂因素

对研究结果有影响。同样，循环 microRNA 的来源可

以是全血、单核细胞、淋巴细胞、血浆或血清，同

一疾病源性的不同标本中 microRNA 的表达亦存在不

一致的结果。

目前在寻找精神分裂症诊断及预后的生物标志

物方面，单纯依赖一个或几个差异表达的 microRNA

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将血液标本的实验室检测

结果、神经影像结果、与临床疾病状态、症状学评

分以及治疗效果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更具有实际价值，

有可能成为将来复杂的神经精神疾病的研究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生物标记物不

一定能够直接反映大脑疾病变化的病理过程，也可

能只是单纯的与临床症状或精神综合症有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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