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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ｃｉｒｃＲＮＡ 在肿瘤转化医学研究中的前景
陈明达ꎬ孙国贵ꎬ胡万宁
[ 摘要] 环状 ＲＮ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是近年发现、生物体内广泛存在、逐渐引起重视的非编码

ＲＮＡ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大多由外显子序列组成ꎬ呈闭合环状结构ꎬ性质稳定ꎬ高度保守性ꎬ通过微小 ＲＮＡ“ 海绵” 作用
调控靶基因表达ꎬ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ꎮ 这些特性使 ｃｉｒｃＲＮＡ 有潜力成为肿瘤新型分子诊断标志物ꎮ 通

过竞争性与肿瘤相关微小 ＲＮＡ 的结合ꎬ可以开发针对 ｃｉｒｃＲＮＡ 分子靶点的靶向治疗药ꎮ 因此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在肿
瘤转化医学研究中意义巨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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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ｕｍｏｒｓ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ｄａꎬ ＳＵＮ Ｇｕｏｇｕｉꎬ ＨＵ Ｗａｎｎｉｎｇ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ｅｂｅｉ ０６３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ｉｄｅｌ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ｓ ａ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ꎬ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 ( ｃｉｒｃＲＮＡ)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ꎬ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ｏｓｔ ｏｆ ｃｉｒｃＲＮ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ｅｘ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ｏｏ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ａ ｓｔａｂｌｅ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ｏꎬ ｃｉｒｃＲＮＡ ｈ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ｎｅ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ＲＮＡ ( ｍｉＲＮＡ) ａｓ “ ｓｐｏ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ｃｉｒｃＲＮＡ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ｕｍ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ｉＲ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ｃｉｒｃＲＮＡ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ｓ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Ｓｏꎬ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ｓ ｈｕｇ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 ( ｃｉｒｃＲＮＡ) ꎻ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Ｔｕｍｏｒｓꎻ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１ 世纪ꎬ现代临床医疗逐步进入了精准医学时

识 [３] ꎮ 这些基础研究的结果需要经过转化ꎬ即基础

是将个体疾病的遗传信息用于指导其诊断或治疗的

转化医学在肿瘤领域研究更为深入ꎬ发展更为迅速ꎮ

代 [１] ꎮ 所谓精准医学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定义
医学

[２]

ꎮ 也就是说ꎬ根据每个患者的个体特征ꎬ“ 量

研究结果向临床的过渡ꎬ也就是转化医学或研究ꎮ
目前的肿瘤转化研究主要集中在 ＤＮＡ 层面ꎮ

身定制” 治疗方法( 方案) ꎮ 虽然对精准医学的理解

因为对肿瘤发生、发展及与诊断、治疗、预后、预测等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疾病与基因的关系的阐明而发

ＤＮＡ 与功能蛋白之间尚有转录后水平的调控ꎬ因此

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和层次ꎬ但是精准医学是伴随着

展起来的ꎮ 也就是说ꎬ疾病与基因发生、发展关系的
明确是精准医学的基础和内涵ꎮ 然而ꎬ人类对于疾
病与基因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ꎮ 特别
是近年ꎬ分子生物学技术和方法的进步ꎬ这一进程明

基因水平的认识均限于 ＤＮＡ 及其蛋白表达ꎮ 但是ꎬ
针对 ＤＮＡ 的转化研究并不全面ꎮ 环状 ＲＮＡ( ｃｉｒｃｕ￣

ｌａｒ ＲＮＡ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是近年发现的ꎬ主要在转录后水

平发挥调控作用的非编码 ＲＮＡ[４] ꎬ其特性、功能及与
肿瘤的关系有可能成为肿瘤转化研究新的靶分子ꎮ

显加快ꎬ现在已经积累了疾病易感基因、疾病驱动基
因、 基 因 与 药 物 敏 感 性 及 毒 性 等 系 列 分 子 学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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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 孙国贵ꎬ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ｇｕｉ＿ｓｕｎ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ｍ

１

ｃｉｒｃＲＮＡ 的发现和特性

ｃｉｒｃＲＮＡ 是近年发现ꎬ由特殊的可变剪切产生ꎬ

不含 ５′、３′末端ꎬ闭合呈环状的非编码 ＲＮＡ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主要由外显子序列组成ꎬ广泛、大量存在于真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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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８

的细胞质中ꎬ有时甚至超过它们线性异构体的 １０ 倍
之多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对核酸外切酶稳定ꎬ具有高度的保
守性及组织、时序和疾病特异性
２

[４￣６]

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的功能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６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１７
现在发现与肿瘤有关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有 ＣＤＲ１ａｓ 与

肺癌、胃癌、肾癌、宫颈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神经

鞘瘤和肝细胞癌ꎬ以及 ＣＤＲ１ａｓ、 ｃｉｒｃ０８１７、 ｃｉｒｃ３２０４、
ｃｉｒｃ６２２９ 和 ｃｉｒｃ７３７４ 与结直肠癌等 [１４￣１５] 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通过调节 ｍｉＲ￣７ 调控恶性肿瘤的发生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主要通过与其他分子相互作用发挥调

和癌细胞的恶性行为ꎮ ＣＤＲ１ａｓ 能间接调控 ｍｉＲ￣７

在转录后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基因表达调控作用ꎮ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１６] ꎮ ｍｉＲ￣７ 直接作用的一些靶

控功能ꎮ Ｍｅｍｃｚａｋ 等

[４]

通过序列分析证实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微小 ＲＮＡ( ｍｉｃｒｏ ＲＮＡꎬｍｉＲＮＡ) 是基因表达的重要

靶标的表达ꎬＣＤＲ１ａｓ / ｍｉＲ￣７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
标是癌症相关信号通路中的重要癌症相关蛋白ꎬ如

转录后调节因子ꎬ它们通过与信使 ＲＮＡ(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

而发挥作用ꎮ 近年的研究表明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分子富含

１ꎬＩＲＳ１) 、 ＩＲＳ２、 ｐ２１ 蛋 白 活 化 激 酶 １ ( ｐ２１￣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用ꎬ能阻断或降低 ｍｉＲＮＡ 对基因的抑制作用ꎬ竞争

和磷脂酰肌醇 ３￣激酶催化亚基 δ 等 [１７￣１９] ꎮ

ＲＮＡꎬｍＲＮＡ) 非翻译区中的靶位点直接碱基配对

ｍｉＲＮＡ 结合位点ꎬ在细胞中起到 ｍｉＲＮＡ 海绵的作
性抑制 ｍｉＲＮＡ 的转录调控ꎬ 从而促进靶基因的表

达ꎬ这一作用机制被称为竞争性内源 ＲＮＡ 机制 [７] 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充当 ｍｉＲＮＡ 海绵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在细胞质中富

集ꎬ同时与对应的线性 ＲＮＡ 具有相同的转录序列ꎬ
说明 ｃｉｒｃＲＮＡ 很有可能是通过影响 ｍｉＲＮＡ 的结合
来行使功能 [８] ꎮ 除了作用于 ｍｉＲＮＡ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也可
能作用于以下环节发挥调节作用:通过碱基互补ꎬ直

接调控其他 ＲＮＡꎻ与蛋白质结合ꎬ抑制蛋白质活性ꎻ
也可作为翻译模板ꎬ指导蛋白质的合成 [９￣１０] ꎮ
３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肿瘤

ＥＧＦＲ) 、胰岛素受体底物 １(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ｋｉｎａｓｅ￣ｌꎬＰａｋ１) 、癌基因 Ｒａｆ１、活化的 ＣＤＣ４２ 激酶 １
在脑胶质瘤细胞株中ꎬｍｉＲ￣７ 能有效抑制 ＥＧＦＲ

的表达ꎬ同时通过抑制蛋白激酶 Ｂ(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Ｂꎬ
ＰＫＢ) ꎬ降低 ＩＲＳ１ 及 ＩＲＳ２ 的表达水平ꎬ从而降低其
活力及侵袭性 [２０] ꎮ Ｐａｋｌ 是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激酶
中的一种ꎬ内源性 ｍｉＲ￣７ 与 Ｐａｋｌ 的表达水平成负相
关ꎬ与同源结构域转录因子 ＨＯＸＤ１０ 的水平呈正相
关ꎮ 在乳腺癌低侵袭表型至高侵袭表型转化过程
中ꎬＰａｋｌ 蛋白 水 平 逐 步 上 调ꎬ 而 ｍｉＲ￣７ 及 ＨＯＸＤ１０

逐步下调ꎮ 在高侵袭性乳腺癌细胞中ꎬｍｉＲ￣７ 可抑
制其增殖活性、侵袭性及致瘤潜能ꎬ显示 ｍｉＲ￣７ / Ｐａｋｌ

通路在乳腺癌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２１] ꎮ 在

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非常复杂ꎬ常常涉及

肺癌、 乳 腺 癌 及 胶 质 母 细 胞 瘤 细 胞 株 中ꎬ Ｗｅｂｓｔｅｒ

紊乱与细胞增殖和凋亡过程的调节失控可能存在一

达ꎬ基因芯片进一步发现癌基因 Ｒａｆ１、ＰＫＢ 及细胞

多个基因的表达异常ꎬ因此 ｍｉＲＮＡ 复杂调节网络的
定关联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可能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１１] ꎮ

等 [２２] 发现 ｍｉＲ￣７ 显著降低 ＥＧＦＲ 相关 ｍＲＮＡ 的表
外信号调节激酶 １ / ２ 下降ꎮ

虽然大量的证据证实了 ｍｉＲ￣７ 具有抑癌作用ꎬ

Ｂ 细胞 淋 巴 瘤￣２ ( Ｂ￣ｃｅｌｌ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２ꎬ Ｂｃｌ￣２) 基

但是相反的作用也有报道ꎻ如在结直肠癌中ꎬｍｉＲ￣７

发生密切相关ꎮ 在正常情况下ꎬＢｃｌ￣２ 基因的 ｍＲＮＡ

靶基因ꎬ最终导致 ｐ５３ 的失活 [２３] ꎮ 在表达 ｍｉＲ￣７ 的

因是一个癌基因ꎬ它与白血病、淋巴瘤和前列腺癌的

表达被相应 ｍｉＲＮＡ 黏住ꎬ基因不表达ꎬ不发生癌症ꎮ
但是ꎬ如果对应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出现ꎬ那么 ｍｉＲＮＡ 就被

ｃｉｒｃＲＮＡ 竞争性结合ꎬＢｃｌ￣２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被释放ꎬ
开始相应蛋白质的合成ꎬ这些蛋白质促进细胞的癌

变ꎬ发生肿瘤ꎮ 微小 ＲＮＡ￣７( ｍｉｃｒｏ ＲＮＡ￣７ꎬｍｉＲ￣７) 可
通过调控细胞凋亡相关基因 Ｂｃｌ￣２ 的表达抑制人非
小细胞肺癌 Ａ５４９ 细胞的生长

[１２]

ꎮ

抑癌基因 ｐ５３ 的调控也是如此ꎮ 很多肿瘤的发

下调最多的是 ｍｉＲＮＡꎬ它以癌基因 ＹＹ１ 转录因子为
肺癌 ＣＬ１￣５ 细胞株中ꎬｍｉＲ￣７ 的水平与裸鼠移植瘤
的体积增大和裸鼠生存率的下降成正相关 [２４] ꎮ 另
外ꎬ在宫颈癌和肺腺癌细胞株中ꎬ抑制 ｍｉＲ￣７ 分别显

示了增殖的下降和凋亡的上升ꎬ提示高表达的 ｍｉＲ￣
７ 不一定是抑制肿瘤发生的有利因素 [２５] ꎮ 另外ꎬ肾
癌细胞的侵袭和增殖等被认为与 ｍｉＲ￣７ 的高表达有
关 [２６] ꎮ

Ｂａｃｈｍａｙｒ￣Ｈｅｙｄａ 等 [２７] 的结直肠癌研究中显示ꎬ

生都与 ｐ５３ 蛋白质无法合成有关ꎬ当然 ｐ５３ 蛋白功

在肿 瘤 组 织 中 一 些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 线 性 ＲＮＡ 的 比 例

ｍＲＮＡ 的 ｍｉＲＮＡꎬ这个时候如果对应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出

ｃｉｒｃ７３７４ / ＴＮＳ４) 较正常组织低ꎬ而在结直肠癌细胞

能缺失尚有其他原因ꎮ 现有研究发现拖住 ｐ５３ 基因
现ꎬｐ５３ 基因 ｍＲＮＡ 就可以顺利合成蛋白质ꎬ细胞癌
变就会被阻止

[１３]

ꎮ

( ｃｉｒｃ０８１７ / ＣＵＬ５、ｃｉｒｃ３２０４ / ＵＳＰ３、ｃｉｒｃ６２２９ / ＭＥＴＴＬ３、
株中则更低ꎬ提示 ｃｉｒｃＲＮＡ 的丰度与肿瘤的增殖指
标成负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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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６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１７

ｃｉｒｃＲＮＡ 在肿瘤转化医学研究中的前景

众所周知ꎬ经过转化医学研究ꎬ很多 ＤＮＡ 水平

 ３７９

结构ꎬ缺乏 ３′端ꎬ与相同长度的传统线性 ＲＮＡ 相比ꎬ
在凝胶中移动的速度较慢ꎬ这种效应可被增强型交

的基因指标成为临床预测疗效、治疗敏感性和治疗

联凝胶法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ｅｌ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 增强ꎮ 但是ꎬ

ꎬ在非小细

形成的其他转录物相比ꎬ在弱交联凝胶 ( ｌｏｗ ｃｒｏｓｓ￣

靶点的指标ꎮ 例如乳腺癌 ２１ 基因检测成为美国国
家综合癌症网络临床指南推荐的项目

[２８]

胞肺癌ꎬＥＧＦＲ １８￣２１ 外显子的检测成为是否应用小

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类分子靶向药物的指征ꎮ 近
年ꎬ很多这类分子指标指导了临床肿瘤诊治ꎮ 当然ꎬ
在其背后是针对这些分子指标与疾病或疾病阶段、
临床病理指标关系的确定ꎮ 在另一方面就是针对这
些生物分子的阻断性药物的开发ꎬ如目前针对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开发的分子靶向药物贝伐珠单抗、阿
帕替尼及针对 ＥＧＦＲ 的西妥昔单抗等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是 ＤＮＡ 转录合成功能蛋白的调控分

子 [４] ꎬ也就是对功能蛋白合成来说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比 ＤＮＡ

本身更起决定性作用ꎮ 另外ꎬ近年研究表明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在不 同 的 组 织、 生 物 发 育 各 个 阶 段 特 异、 稳 定 表
达 [６] ꎮ 不同来源的肿瘤、不同的病理类型、不同的

肿瘤发展阶段 ｃｉｒｃＲＮＡ 都呈特异表达ꎬ且更加稳定ꎮ
这些特性使 ｃｉｒｃＲＮＡ 有可能成为新型临床分子诊断
标志物ꎮ 此外ꎬ近期研究显示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通过 ｍｉＲＮＡ

的海绵作用ꎬ能竞争性结合 ｍｉＲＮＡꎬ解除 ｍｉＲＮＡ 对
靶基因的负调控而增加靶基因的活性表达ꎬ通过竞
争性结合疾病相关的 ｍｉＲＮＡ 发挥治疗作用 [２９] ꎮ 总
之ꎬ如果能够确定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疾病的明确关系ꎬ其成
为临床诊断疾病的生物标志物或疾病治疗的靶点都
具备向转化医学发展的巨大潜力ꎮ
最近ꎬ有学者研究发现ꎬｈｓａ＿ｃｉｒｃ＿００２０５９ 在胃癌

中下调ꎬ并且也观察到 ｈｓａ＿ｃｉｒｃ＿００２０５９ 与肿瘤临床
分期和远 处 转 移 的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相 关ꎬ 因 此 认 为
ｈｓａ＿ｃｉｒｃ＿００２０５９ 是潜在的胃癌诊断标志物 [３０] ꎮ 也
有研究通过 ｃｉｒｃＲＮＡ 芯片技术筛选出结直肠癌组织
的特征性 ｃｉｒｃＲＮＡꎬ并对 ｈｓａ＿ｃｉｒｃＲＮＡ＿００１５６９ 进行
生物信息学分析ꎬ认为 ｈｓａ＿ｃｉｒｃＲＮＡ＿００１５６９ 可能通
过影响 ｍｉＲ￣１４５ 的活性ꎬ调控靶基因的表达ꎬ在结直
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３１] ꎮ 有研究
对肝细胞 癌 定 量 反 转 录 聚 合 酶 链 反 应 检 测ꎬ 发 现
ｈｓａ＿ｃｉｒｃ＿０００１６４９ 显著下调表达ꎬ并且表达水平与肿
瘤大小和门静脉癌栓相关
５

[３２]

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研究方法

随着规模化分子生物信息技术和深度 ＲＮＡ 测

ｃｉｒｃＲＮＡ 包含有更少的总核苷酸序列ꎬ与同源基因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ｇｅｌ) 中 移 动 较 慢ꎮ 因 此ꎬ 可 通 过 诺 瑟 杂 交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来对 ｃｉｒｃＲＮＡ 进行鉴别ꎮ 经过核
酸外切酶 Ｈ 逐个水解或降解后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可线性化
成单一产物ꎬ大小可预测ꎬ进一步可通过双向凝胶电
泳(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或 琼 脂 糖 凝
胶电泳(ｇｅｌ ｔｒａｐ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法确认 ＲＮＡ 的环化ꎮ

酶法 (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是 最 简 单 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研究方法ꎬ通过降解大部分线性 ＲＮＡꎬ保留 ｃｉｒｃＲＮＡꎬ
然后进行定量分析ꎬ进一步测定 ｃｉｒｃＲＮＡ [３３] ꎮ

５ ２

基因组学方法

基因组学方法有 ２ 条途径ꎮ

一是从目前已存在的转录物模型(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ｍｏｄｅｌｓ)

中选取候选接头(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ꎬ主要分析来

自单一互补脱氧核糖核酸片段另一端的末端配对阅

读序列(ｐａｉｒｅｄ￣ｅｎｄ ｒｅａｄ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的独立遗传图谱ꎮ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匹配基因组序列读码框来识别接
头ꎬ对来自于从哺乳动物到线虫的损耗型核糖 ＲＮＡ

(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 ＲＮＡꎬｒＲＮＡ) 的 ＲＮＡ￣ｓｅｑ 数 据 资 料 中 的
索尾插接序列遗传密码进行识别ꎬ对此类 ｒＲＮＡ 文
库( ｒＲＮＡ￣ｄｅｐｌｅｔ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进行进一步分析统计以
鉴别确定 ｃｉｒｃＲＮＡ [３４] ꎮ

５ ３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专用数据库

Ｇｌａｚａｒ 等[３５] 开发了一个

ｃｉｒｃＢａｓｅ 数据库ꎬ收集并合并了大量成套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相关数据资料ꎬ使其能够在基因组环境下浏览访问和
下载相关数据资料ꎮ 数据库能够鉴定 ＲＮＡ 测序结果
中目前已知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和新发现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ꎬ可以通

过互联网免费访问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ｒｃｂａｓｅ.ｏｒｇ)ꎮ
另外ꎬ尚有 ｃｉｒｃＲＮＡＢａｓｅ 数据库ꎬ主要是整合当前已发
表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相关数 据 资 料ꎬ 包 括 构 建 ｍｉＲＮＡ 与

ｃｉｒｃＲＮＡꎬ以及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 ＲＮＡ 结合蛋白的调控网络ꎬ
并间断更新中ꎬ最新版本发布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ꎮ

ｃｉｒｃ２Ｔｒａｉｔｓ 是一个 ｃｉｒｃＲＮＡ 数据库ꎬ收集的数据资料
以众多与疾病或疾病性状相关的资料为主( ｈｔｔｐ: / /

ｇｙａｎｘｅｔ￣ｂｅｔａ.ｃｏｍ / ｃｉｒｃｄｂ / ) ꎬ最新版本发布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ꎮ

另外ꎬＡｒｒａｙｓｔａｒ 数据库的研究方向为 ｃｉｒｃＲＮＡ 在

不同生理及病理条件下的表达规律ꎬ是世界上第一
款商业化的 ｃｉｒｃＲＮＡ 基因芯片平台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研究手段日趋成熟ꎬ目前 ｃｉｒｃＢａｓｅ、ｃｉｒｃ２￣

序技术的高速发展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研究越来越系统和规

Ｔｒａｉｔｓ、ｃｉｒｃＮｅｔ 等数据库已收录了近 １０ 万种 ｃｉｒｃＲＮＡ

５ １

用ꎬ帮助研究者系统地研究 ｃｉｒｃＲＮＡꎮ

范ꎬ常用研究方法有 ３ 种ꎮ
分子生物学方法

由于 ｃｉｒｃＲＮＡ 呈环形封闭

测序结果ꎬ并能预测 ｃｉｒｃＲＮＡ￣ｍｉＲＮＡ￣ｍＲＮＡ 相互作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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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ｃｉｒｃＲＮＡ 相关文献的发表情况可以得出ꎬ

ｃｉｒｃＲＮＡ 与疾病的相关研究已由“提出假设” 向“实践
证明”转变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运用于临床诊疗或成为转化医
学与精准医疗的新方向已初现端倪ꎮ 相信随着研究
的进一步深入ꎬｃｉｒｃＲＮＡ 将带给医学和科学界更多的
惊喜与突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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