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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恩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上海 200031)

随着近年人类对基因表达机理认识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清楚地表明，RNA 在生命进程中所

起的作用远比我们早前设想的更为重要。《生命科学》2010 年第 7 期专刊——RNA 研究，刊登出由第一线

科学家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撰写的 18 篇综述，概括了我国当时一些最活跃的研究工作，对同行间的交

流起了积极作用。

4 年多过去，我国研究 RNA 的队伍日益壮大，RNA 战略研讨会定期举行，出色的研究工作不断涌现，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 RNA 研究者的交流中，大家深感方法和技术对破解 RNA 研究的科学难题相当

重要。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史表明，方法学的突破对解答科学问题起着关键和难以置信的推动作

用。我们熟知的 Sanger F 就是因为解决了蛋白质测序和 DNA 测序的方法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也因

此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化学奖。我们会想如果没有当时 Kary Mullis 想到用 DNA 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扩增

DNA，现在我们怎能如此方便地扩增目的基因，进行功能研究。方法和技术对解决科学问题的重要性是不

容置疑的，所以大家觉得非常有必要针对研究 RNA 的技术和方法进行交流和讨论。2013 年 9 月，主题为“发

展与应用 RNA 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上海交叉学科论坛在上海举行，报告人认真准备，听众响应热烈。

会议的主题评述报告有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付向东教授的“非编码 RNA 研究技术概述”、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叶克穷研究员的“核糖体组装过程的结构生物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 (St.Louis) 章伟雄教授的

“RNA 的生物信息学”，以及其他 11 个专题报告。大部分报告都总结成文。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会议内容，

我们还总结了一些报告后的“讨论”。本期刊登这些文章和讨论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过去、正在

和未来研究 RNA 的学者在了解 RNA 研究的技术和方法方面受益，促进我国 RNA 研究的发展。

“方法和技术”在于“首次”和“新”，首次想出和做出“基因定点突变”的 Michael Smith 可以得诺

贝尔化学奖，哪怕是第二个人也都是跟着做；PCR 扩增 DNA 片段更是按着操作步骤，不是太难，高中生

也可以完成的，但是 Kary Mullis 是得了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很聪明，衷心期望大家能够想到和做到“RNA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第一人。

王恩多领导的研究组长期进行蛋白质与核酸相互作用的研究。用分子

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化学和结构生物学方法，以亮氨酸

tRNA/ 亮氨酰 -tRNA 合成酶 (tRNALeu/LeuRS) 和精氨酸 tRNA/ 精氨酰 -tRNA
合成酶 (tRNAArg/ArgRS) 为代表系统探索它们对蛋白质生物合成质量控制机

理。目前重点研究从原核细菌到人细胞 LeuRS 的合成与编校功能，与编校

功能有关的结构域；亮氨酸 tRNA 分子上的碱基和碱基修饰对其功能的影

响，不同种属的 tRNALeu/LeuRS 和 tRNAArg/ArgRS 的交叉识别，发现它们

的新功能，阐明 LeuRS 的质量控制蛋白质合成的作用机制，设计和筛选以

LeuRS 为靶的具有选择性的高效抗菌素。王恩多 院士

∙ 专题：RNA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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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编码RNA研究技术概述
苟兰涛1，刘默芳1，付向东2*  

(1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1；
2 Department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 92093-0651, USA)

摘　要：非编码 RNA 是当前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系统地研究生物体内非编码 RNA 的起源、结构、

功能和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基因表达调控机理及生物体的生命活动，而科学问题

的解答依赖于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的创新和革命。本文按不同的实验目的和研究内容，就当前非编码 RNA
领域内主要的研究策略和方法技术作一简述。

关键词：非编码 RNA ；交联；免疫沉淀；高通量测序；RNA 结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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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approaches to unique problems in ncRNA research
GOU Lan-Tao1, LIU Mo-Fang1, FU Xiang-Dong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2 Department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 92093-0651, USA)

Abstract: Non-coding RNAs have been the hot frontier of life sciences in recent years.  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origins, structures, biological function and their mechanisms of non-coding RNAs will provide new avenues to help 

付向东教授主要研究前体 RNA 剪接机制，人类基因中的功能 RNA 单
元，以及发育和疾病中的 RNA 调节机制。

在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大胆尝试了用部分纯化的 RNA 剪体

免疫小鼠产生单克隆抗体来鉴定必需的剪接因子，因此发现了对于哺乳动

物细胞前体 mRNA 组成型剪接和可变剪接都至关重要的 SR 家族的创始成

员 SC35。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付教授的研究小组

不仅揭示了 SR 蛋白是作为第一类 RNA 结合蛋白呈递新生 RNA 进入剪接

过程，还发现了第一个 SR 蛋白特异性的激酶，并证实它们是传递胞外信

号到细胞核进行 RNA 剪接的关键信号分子。

付教授的团队一直处在发展基因组技术的研究前沿 , 发明了第一个灵

敏的 RNA 剪接异构体的检测平台。他们基于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创新为基

础和转化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技术平台。

最近，付教授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分子信号通路能够直接将

人的成纤维细胞转变成神经细胞。这一新方法可能被直接用于神经组织退

化疾病的治疗。

付向东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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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表明，大部分基因组

都可以被转录生成 RNA，但是绝大多数的 RNA 分

子并不编码蛋白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部分

非编码 RNA 在基因表达的各个层面均发挥重要调

控功能。当今，研究领域内主要利用免疫沉淀、紫

外或多聚甲醛交联等手段，结合第二代高通量测序

技术，从生物体全基因组水平研究非编码 RNA 及

其相互结合的 DNA、蛋白质。以下按照不同研究

角度分类进行详述。

1　从整体水平检测基因组内的“结合事件”

目前已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发展了相应的研究

策略和方法，从整体水平研究细胞内的“结合事件”。

应用较为普遍的主要有 ChIP-seq (chromatin imm-
unoprecipitation-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和 CLIP-
seq (crosslinking- immunoprecipitation-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技术；利用这两种实验技术，可以在基

因组整体水平分别对“蛋白质与 DNA”、“蛋白质

与 RNA”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此外，CLASH (cross-
linking, ligation and sequencing of hybrids) 技术可用

于高通量鉴定“RNA 与 RNA”的相互作用，而通

过 ChIRP(chromatin isolation by RNA purifications)
技术能够获得“大分子 RNA 与染色质片段”的相

互作用信息。

ChIP-seq 是将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技术 (ChIP)
与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相结合的研究系统，可高

效地检测全基因组内与组蛋白、转录因子等特定蛋

白因子相互结合的 DNA 区域 [1]
。其主要实验步骤

为：首先通过甲醛 (formaldehyde)( 有时使用 UV 或

戊二醛 ) 处理细胞，将目的蛋白质与 DNA 交联固定；

随后用超声将基因组 DNA 打断，并利用目的蛋白

质抗体进行免疫共沉淀 ；最后通过蛋白酶处理

降解蛋白质，分离获得与目的蛋白交联的 DNA 片

段，然后在其两端加上接头 (linker)，进行高通量测

序分析。

CLIP-seq 也被称为 HITS-CLIP，是将紫外交联

免疫共沉淀技术 (CLIP) 与高通量测序技术相结合

的研究系统，可在全基因组水平鉴定与特定 RNA
结合蛋白相互作用的 RNA 分子。其主要实验流程

us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mechanisms of gene regulation as well as cellular activities. Since scientific 
breakthrough highly relies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here we summarize the main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in 
non-coding RNA research.
Key words: non-coding RNA; cross-linking; immunoprecipitation; high through sequencing; RNA binding protein

为：首先通过紫外照射将细胞内的 RNA 分子与

RNA 结合蛋白进行耦联；随后将细胞裂解，以目

的蛋白质抗体进行免疫共沉淀，利用核酸酶 (RNase) 
将共沉淀的 RNA 切割，以保留与目的蛋白质直接

相互作用的 RNA 片段；随后，通过 5' 末端放射性

标记 RNA 分子及 SDS-PAGE 电泳，选择性地回收

目的蛋白结合的 RNA 片段；最后，经过降解蛋白质、

添加接头及 RT-PCR 等步骤后，以高通量测序对目

的蛋白质结合的 RNA 片段进行分析
 [2-3]

。此外，通

过对经典 CLIP-seq 的实验流程进行局部调整、修

改或增加，还衍生了许多变异的 CLIP-seq 方法，例

如增强了交联强度的 PAR-CLIP 和能够精确鉴定

RNA 分子中蛋白质结合位点的 iCLIP 等
[4-5]

。

CLASH 是一种通过交联、连接和测序等步骤

对 RNA 分子与 RNA 分子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的实验

系统，主要被用于鉴定 miRNA 与其靶 mRNA 的相

互作用。其实验流程为：首先对细胞进行交联处理，

将 miRNA 及其靶 mRNA 与 RISC 复合物固定连接；

随后通过免疫共沉淀富集纯化 RISC 复合物，并利

用核酸酶 (RNaseA/T) 将靶 mRNA 裸露部分降解；

之后再通过分子内连接将 miRNA 的 3'-OH 末端与

靶 mRNA 的 5'-PO4 末端连接，形成一条长的单链

RNA ；最后，在其两端添加接头并进行高通量测序

分析
[6]
。

ChIRP 是一项通过纯化 RNA 分子从而获得其

结合的染色质片段 ( 包括 RNA 结合蛋白与基因组

DNA) 的实验方法，主要用于鉴定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 与染色质相互作用的状态和位点。

其主要实验流程为：首先对细胞进行交联处理，使

lncRNA、染色质及与它们相互结合的蛋白被固定

连接；随后通过超声将染色质打断，并使用带有生

物素标记的 tiling oligos 与长链非编码 RNA 分子杂

交；之后利用亲和素磁珠纯化长链非编码 RNA 及

其结合的染色质片段和蛋白因子；最后，经核酸酶

消化获得与长链非编码 RNA 结合的染色质 DNA 片

段及 RNA 结合蛋白，可进行后续分析和测序
[7]
。

2　功能性的测量

RNA-seq (RNA sequencing) 是一个后基因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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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广泛应用的技术，也被称为转录组测序技术，即

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包括 mRNA、小分子

RNA 及非编码 RNA 等 RNA 转录本种类，同时还

可以从测序读数反映 RNA 的表达水平，可较为准

确地分析组织细胞的基因表达谱。

RNA-seq 用于对 mRNA 测序，其主要实验流

程为：首先提取样本总 RNA，用耦联磁珠的 Oligo 
(dT) 富集 mRNA 并同时去除 rRNA ；随后将 mRNA
片断化，再以其为模板、使用随机引物依次合成

cDNA 链；最后，经过末端修复、添加测序接头以

及 PCR 扩增等步骤，获得完整的测序文库，即可

进行测序分析 [8]
。 RNA-seq 技术还可根据实验的具

体需求，进行局部的调整和变化，衍生了许多相关

的变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变种是只测 mRNA
的 3' 端 [9-10]

，该方法可大大降低成本，同时也得到

mRNA 末端的信息。

需要强调的是 mRNA 水平的变化并不等同于

转录调控。GRO-seq (global nuclear run-on sequencing)
是一种专门测量新生 RNA 的方法，其原理是先提

取细胞核，然后加入带标记的底物 (Br-UTP)，让其

整合到新生的 RNA 中。然后提取带标记的 RNA 用
于高通量测序

[11]
。 新生 RNA 的变化直接反映了转

录调控的多种机理。

3　RNA结合蛋白的系统性鉴定和研究策略

非编码 RNA 需通过 RNA 结合蛋白发挥功能，

深入研究 RNA 结合蛋白对揭示非编码 RNA 功能与

作用机制至关重要。现有多种方法对 RNA 结合蛋

白进行系统鉴定和研究。

最近 Hentze 实验室报道了一种鉴定 mRNA 结

合蛋白的方法。他们以 HeLa 细胞为材料：首先通

过传统的紫外交联 (UV-CL) 或光激活核糖核苷增强

交联 (PAR-CL)，将 mRNA 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固

定连接；随后使用耦联磁珠的 Oligo(dT) 富集纯化

mRNA 蛋白复合物，经过洗涤及降解 RNA 等步骤，

最后将获得的蛋白质进行质谱分析
[12]
。该研究显示

细胞中约有上千种蛋白质直接结合 mRNA。

为了快速鉴定 RNA 结合蛋白特异性，Wickens
实验室最近报道了一种筛选 RNA 结合蛋白偏好结

合序列的实验方法。他们首先在体外通过 T7 启动

子表达一段含有 20 个核苷酸的随机 RNA 序列，随

后将这一 RNA 文库与表达的已知蛋白质孵育，再

利用结合蛋白将其纯化出来，最后经过 RT-PCR 扩

增、两端加入测序接头等步骤后进行测序，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后即可获得这一已知蛋白质的偏好

结合序列
[13]
。 加拿大的 Hughes 实验室新近也报道

了一种系统性鉴定 RNA 结合蛋白识别 RNA motifs 的
分析方法。他们可以通过蛋白质的 RNA 结合结构

域的序列，推测其识别 RNA 的偏好性，且体外实

验结果与内源数据库较好地吻合。这项工作直观地

研究了 RNA 结合蛋白与它们的 RNA 靶标，为真核

生物转录后调控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14]
。

4　研究调控机制的方法

对于 RNA 的功能及调控机制研究而言，RNA
的二级结构可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相比以往的

方法，最近发展出一些高通量的方法来测定 RNA
的二级结构。

斯坦福的 Segal 和 Chang 实验室发展了 PARS 
(parallel analysis of RNA structure) 策略，它结合了

高通量测序技术与结构特异性核酸酶消化方法，可

在基因组水平以单核苷酸分辨率解析 RNA 的二级

结构
[15]
。首先，他们分别利用能够切割双链 RNA

的核酸酶 V1 以及识别切割单链 RNA 的 S1 处理酵

母的总 mRNA，之后将其随机片段化并进行高通量

测序，随后根据每一条片段序列在完整 mRNA 序

列上的比对位置来判断此序列前一位碱基所处的结

构状态，最后整合所有测序结果即可获得 RNA 分

子中每一个碱基的结构信息 ( 即处于单链或双链状

态 )[16]
。

Chang 和 Kools 实验室还设计了两种新的化学

探针，可在活细胞中通过引物延伸分析，选择性地

进行 2' 羟基酰化作用，被称为 SHAPE (selective 2'-
hydroxyl acylation analyzed by primer extension)，这

种方法不仅可以直接在活细胞中探测 RNA 的结构，

同时还能够在不同的细胞状态下评估 RNA 结构的

动态变化 [17]
。

Weissman 实验室发展的 Ribosome Profiling 应

该是近年来发展建立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该技术

从全基因组水平展示了 mRNA 的翻译状态
[18]
。他

们首先通过核酸酶消化获得核糖体及其保护的

mRNA 片段，随后经过长度选择与加尾后，利用

带有测序接头的引物进行反转录，再经过环化和

再线性化，最后获得两端带有测序接头的 RNA 文

库，即可进行高通量测序分析。利用此方法不仅

可以鉴定正处于被翻译状态的蛋白序列，同时也

能够筛查出决定蛋白质丰度及应对环境压力的翻

译控制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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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核生物基因组编辑技术

最近在细菌中发现的 TALEs 编码系统和

CRISPR 免疫系统极大地促进了真核生物基因组编

辑技术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研发的 TALENs 技术和

CRISPR-Cas 技术使得对模式生物基因组 DNA 进行

特定碱基的编辑修改变得方便快捷。

TALEN靶向基因敲除技术利用 TAL序列模块，

构建针对任意核苷酸靶序列的重组核酸酶，可以实

现在特定位点切开目标基因、敲除该基因
[18]
。而

CRISPR RNA 是最近发现的原核生物中的调控

RNA，用以抵御外来病毒和质粒入侵。在 II 型
CRISPR 系统中，CRISPR RNA (crRNA) 与转录激

活 crRNA(Trans-activating crRNA) 退火形成的复合

物，能够特异识别基因组序列，引导 Cas9 核酸内

切酶在目的片段形成 DNA 双链断裂
[19]
。最近的多

项研究表明，利用 CRISPR/Cas9 系统能够对小鼠和

人类基因组特定基因位点进行精确编辑；此外，该

系统还可以针对同一细胞中的多个位点实现多靶点

同时酶切，使得多个基因同时敲除或敲入成为可

能
[20]
。这些直接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可更有效地实现

基因沉默而少有脱靶效应 (off-target effects)，因而

将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包括研究非编码 RNA 的生

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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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向东报告讨论

徐安龙 (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功能是生物学研究的重点，用什么 RNA 研究的新方法能够了解其功能？

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举个例子，我们做剪切 20 年，最近发现所有的因子都和白血病有关。但是这

些因子哪些是白血病产生的原因，哪些是结果，哪些是特定细胞系中特有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屈良鹄 (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问一个概念问题。在报告中提到，mRNA 广义上其实也是一种非编码 RNA。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或者说这个概念？

A ：mRNA90% 是非编码区，因此说它是非编码 RNA 也不为过。非编码 RNA 主要起调控基因表达的

作用。mRNA 除了翻译蛋白，对基因的表达调控非常重要。传统观念认为，基因的 promoter 和 enhancer 对
基因表达调控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发现，相同的 promoter，后面接的基因不一样，表达量高低就不一样。

RNA 结合蛋白，可以对 RNA 本身进行反馈调控，即由这个基因自己转录出来的 RNA 又回头调节自己的

基因。RNA 的表观遗传学，现在也是热点。

张旭 (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
Q ：你在报告中多次提到了 RNA 的 3'UTR 的功能，很少提到 5' UTR 的功能？

A ：5' 端 UTR 现在也有人做，研究基因的起始问题，主要就是研究 5'UTR。例如，有一种 Enhance 
RNA。有头没尾。即有 cap，没有 poly Ａ，要研究它的功能，就只能研究其 5'UTR。
施蕴渝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CRISR 技术不光可以做 knockout，还可以做 knockin，它的原理是什么？在小鼠中，做了 knockout
以后，有些时候看不到表型，这是为什么呢？

A ：CRISPR 技术会在基因组中产生切口。对于基因组中的切口，细胞中有修复机制对其进行修复。

DNA 酶在修复的过程中，如果有外源的同源序列，就会被修复酶整合到切口中去。因此，只要提供一个外

源的双链 DNA，就可以进行 knockin 操作。

表型是生物学的基本问题。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需要发展进化。如果一个基因非常重要，一碰就

死的话，那对生物的延续是不利的。因此在进化过程中，生物体往往通过基因倍增，对重要基因复制出多

份拷贝，保证其能够正常生长。植物中的基因比动物中多一倍，因为植物不能动，对环境的依赖更大。大

部分在动物中的必需基因，在植物里都不是必需的。植物中某一个基因往往只管一个器官，很少出现一个

基因对整个植株都重要的情况。

因此，对待功能研究，我们一方面要做 knockout，研究它独一无二的功能；另一方面，knockout 还要

跟过表达方法相辅相成。Knockout 方法和过表达方法研究出来的基因功能不一定会重合。

张旭 (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
Q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个基因，在人中有 isoform，这些 isoform 很多情况下跟老鼠中的 RNA

不太一样，不保守，我们用老鼠来做体内实验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

A ：这是一个生物学难题。做基因表达，功能研究，一般看保守区。但是 isoform 很多是不保守的。因

此，现在普遍有一个观念，正是这些 isoform 之间不保守的差异形成了物种的特异性。isoform 是物种特有的。

比如在果蝇中，有些果蝇的性别决定就是靠 RNA 剪切完成，有些就不是。这种性别决定上的差异就跟

isoform 有关。因此建议大家今后更多关注保守的 mRNA，少关注差异大的 isoform。

曹晓风 (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
Q ：在您的报告中提到，你们实验室做的 miRACE， target active 互补配对特别好。在植物中是什么情

况呢？

A ：植物中的 siRNA，在动物中很少。siRNA 到了 11、12、13 核苷酸，Dicer 切的地方，就不形成配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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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LIP技术研究蛋白质和RNA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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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紫外交联免疫共沉淀 (CLIP) 技术能揭示 RNA 结合蛋白在体内的 RNA 结合位点。将讨论该技术的

基本原理和一些新的发展，这些新发展显著地提高了技术的特异性、灵敏度和应用范围。

关键词：紫外交联；蛋白质 RNA 相互作用；深度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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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P techniques in studying protein-RNA interactions
ZHOU De-Jian1,2, YE Ke-Qiong1,2*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2206,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Ultraviolet-crosslinking and immunoprecipitation (CLIP) techniques can provide key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 vivo RNA-binding site of protein. This review will discus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of 
CLIP techniques. These new development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pecificity, sensitivity and 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technique. 
Key words: UV crosslinking; protein-RNA interaction; deep sequencing

蛋白质和 RNA 的相互作用在生命活动中发挥

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在 mRNA 的转录、剪切、

出核、定位、翻译和降解等过程中，mRNA 要和一

系列蛋白质结合并受它们的调控。很多结构性

RNA，如核糖体 RNA、剪切体 RNA、snoRNA，只

有和蛋白质形成复合物后才能发挥功能。利用实验

手段确定蛋白质结合哪些 RNA 以及结合的位点无

疑是理解该蛋白质功能的重要内容。

CLIP (UV-crosslinking and immunoprecipitation)
是研究蛋白质和 RNA 相互作用的重要技术，它利

用了蛋白质和 RNA 在 256 nm 紫外光照射下会发生

共价交联的特性。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人们

叶克穷领导的研究组主要从事和 RNA 相关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在各

种生物体中已经发现了大量非编码 RNA，它们不翻译成蛋白质，却在结构、

催化和基因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非编码 RNA 通常和蛋白质形成复

合物行使功能。实验室目前研究的重点在真核生物核糖体的组装、RNA 修

饰和 RNA 沉默等领域、主要利用晶体学、核磁共振，电镜、生化、酵母

遗传操作等技术手段。

叶克穷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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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现紫外照射会导致蛋白质和核酸交联，但对光

交联的机理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有理论认为核酸的

碱基在紫外光照射下会接受单个光子被激发，激发

态的碱基可以和数埃范围内的氨基酸通过自由基机

制或者电子转移机制发生光交联反应。所有 20 种

氨基酸都有可能同核酸发生交联反应，但蛋白质中

的芳香族氨基酸以及 RNA 中的尿嘧啶更容易发生

交联反应。

Darnell 实验室于 2003 年在研究 RNA 结合蛋

白 Nova 时开发了 CLIP 技术，2005 年又改进了部

分实验流程
[1-2]

。在应用 CLIP 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多

种变体，但所有 CLIP 技术的基本流程都是相似的，

图 1 显示的是 CLIP 的一种衍生技术—CRAC 的基

本流程，它包括：(1) 在体内用紫外光交联蛋白质

和 RNA ；(2) 用核酸酶部分降解 RNA，获得合适长

度的片段；(3) 通过抗体纯化交联的蛋白质 -RNA
复合物 (RNP) ；(4) 对 RNA 进行同位素标记和两端

接头序列的连接；(5) 利用 SDS-PAGE 分离纯化交

联的 RNP，降解 RNP 中的蛋白质；(6) 通过反转录

PCR 获得并扩增相应的 cDNA 用于测序分析。近

10 年来，CLIP 技术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
[3]
。CLIP 技术本身在特异性和灵敏度上也在

不断地改进 [4-6]
。CLIP 技术同高通量测序相结合，可

以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捕获生物体内真实的蛋白质 
-RNA 的相互作用，深度获得有价值的序列信息

[3]
。

最新的 CLASH 技术还能探测 RNA 和 RNA 相互作

用
[4,7]

。

但是 CLIP 是较难掌握的一种技术。由于紫外

交联的效率很低 (1%~5%)，交联的 RNA 含量很少，

只有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后才能观测到，很容易被

来源于细胞和试剂的非特异 RNA 污染。另外 RNA
容易降解，RNA 连接效率低，实验流程复杂 (~100
步 ) 等因素都增加了应用 CLIP 的难度。本文主要

讨论 CLIP 的基本流程和一些技术细节，并介绍最

近一些重要的技术发展，希望对想使用该技术的读

者有所裨益。读者如果要深入了解详细的实验流程

需要参考其他文献
[1,5-6,8-9]

， CLIP 的一些应用实例可

以在相关综述论文中找到
[3,10]

。

1　CLIP基本流程

1.1　紫外交联

在 CLIP 实验中，首先使用近紫外光照射细胞

或者组织，在蛋白质和 RNA 之间产生共价交联。

利用紫外交联蛋白质和 RNA 有诸多优点：(1) 它使

用波长 250~270 nm 的紫外光，设备易于获得；(2)
由于紫外光能穿透数层细胞，交联可以在活体细胞

图1 CRAC技术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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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生，这保持了体内复合物相互作用的真实状态，

甚至能捕捉体内的瞬时相互作用，在体内的交联还

避免了细胞裂解和纯化过程中 RNA 的丢失以及形

成非特异的蛋白质 -RNA 复合物；(3) 可以直接使用

天然的核苷酸，不需外加修饰的核苷酸；(4) 交联发

生在“零距离”的氨基酸分子和核苷酸之间，反映

直接相互作用的信息；(5) 由于蛋白质和 RNA 之间

形成稳定的共价交联产物，在后续纯化交联 RNP 产

物时可以使用严苛甚至变性的条件，以减少杂质污

染对于结果的不良影响；(6) 交联对 RNA 逆转录的

影响不大，可能出现的突变还能帮助确定交联位点。

紫外交联的效率很低，据估计只有 1%~5% 的

RNA 能交联蛋白质。紫外交联的效率同照射剂量

相关，在具体操作中，需要通过预实验确定所需的

最少照射剂量，以减少辐射损伤对结果可能的不利

影响。另外紫外交联能否发生和蛋白质的具体结合

方式有关，有些 RNA 结合蛋白无法成功交联
[11]
。

1.2　RNA的部分消化

同蛋白质交联的 RNA 一般很长，要用核酸酶

消化到适合的长度以便于后续的测序分析。消化时

由于蛋白质的位阻作用，交联位点附近的 RNA 会

得到更多的保护。核酸酶消化可以在细胞裂解液或

在纯化的中间阶段进行。在预实验时，通常要设置

多个核酸酶的浓度，用来确定合适的消化条件。消

化后 RNA 的长度为 20~100 nt 较为合适，该长度的

序列可以方便地进行高通量测序，而且包含足够的

信息进行基因组定位。

RNase A 和 RNase T1 是最常用的用来消化 RNA
的核酸内切酶。RNase A 特异切割胞嘧啶 C 和尿嘧

啶 U 的 3' 端磷酸二酯键，RNase T1 则特异地作用

于鸟嘌呤 G 的 3' 端，它们都产生含 5'- 羟基和 2',3'-
环磷酸的末端。这两个核酸酶通常联合使用，这样

可以避免由于消化序列特异性造成的偏倚。也有人

使用没有序列特异性的 RNase I，它能水解单链的

RNA 生成 5'- 羟基和 3'- 磷酸末端
[9]
。

1.3　蛋白质-RNA交联复合物的纯化

蛋白质 -RNA 交联复合物要使用免疫共沉淀或

者其他方法从细胞裂解液中纯化。纯化可以利用识

别目标蛋白质的特异性单抗、多抗或者抗血清，抗

体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法偶联到基质上。纯化也

可以利用目标蛋白质上带的标签，使用商品化的偶

联有标签抗体或者特异结合配体的亲和纯化基质。

在不影响目标蛋白结合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用严谨

的纯化条件，以去除杂蛋白以及非特异性结合的

RNA。可以通过增加洗脱缓冲液中盐离子的浓度，

加入 NP-40、Tween-20、脱氧胆汁酸盐、SDS 和尿

素等来改善纯化效果。

1.4　接头序列的连接

为了 RT-PCR 扩增需要，交联 RNA 的两端需

要分别连接 5' 和 3' 接头序列 (adapter)。接头序列是

通过化学合成的特定序列的 RNA，它除了包含高

通量测序所需的序列外，还可以包含条码信息，这

样可以混合多个带不同条码的样品一起进行高通量

测序，降低成本，充分利用高通量测序的信息量。

在设计接头序列和连接策略时要考虑到连接效率和

避免非特异的连接。

交联 RNA 通常先和 3' 接头连接，然后和 5' 接
头连接。目前有两种常用的方法连接 3' 接头。一种

方法利用 T4 RNA 连接酶，它在 ATP 存在的条件下

连接交联 RNA 的 3' 羟基和 3' 接头的 5' 磷酸根。交

联 RNA 在经过核酸酶处理后 3' 末端有个磷酸根，

磷酸根需要用磷酸酶处理去除后才能和接头 RNA
连接。另据报道，RNA 连接反应中加入 PEG 6000
可大大提高连接的效率

[9]
。另一种方法利用 T4 

RNA 连接酶 2 的截短片段突变体 Rnl2 (1-247)/K227Q，
它能在不需要ATP的条件下特异连接交联RNA的3'
羟基和 5' 腺苷活化的 3' 端接头序列

[6]
。后一种方法

可以提高 3' 接头的连接效率和特异性，它最早被用

于小 RNA 的克隆
[12]
。

在连接 3' 接头后，要利用 T4 多聚核苷酸激酶

在交联 RNA 的 5' 末端加上磷酸基团，然后利用 T4 
RNA 连接酶连接带 3' 羟基的 5' 接头。为了在下步

SDS-PAGE 纯化过程中追踪交联的 RNP，在磷酸化

交联 RNA 时还要掺入放射性同位素
32P。

在文献报道的不同实验方案中，接头序列的连

接可以在溶液中进行，也可以在纯化基质上进行，

或者分步在基质和溶液中进行。在纯化基质上进行

的好处是可以方便转换反应体系，减少操作时间和

样品在中间纯化步骤中的损失。有些实验方案还包

括用胶纯化连接的中间体的过程，以减少连接序列

串联体的形成，提高 cDNA 文库的质量。

为了阻止接头 RNA 参与不需要的副反应，可

以在其不参与连接的末端进行化学修饰，比如 5' 接
头的 5' 端用反向双脱氧腺嘧啶 (inverted dideoxy-T)
进行纯化修饰，3' 接头序列的 3' 末端用 puromycin
或双脱氧核苷 (dideoxy-nucleotide) 进行封闭

[1,6]
。

1.5　交联RNP的电泳分离和纯化

交联 RNP 从基质洗脱后，在变性条件下用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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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进行电泳分离，并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利

用放射自显影确定
32P 标记的 RNP 的位置，然后从

硝酸纤维素膜切取大小合适的 RNP。电泳可以通过

分子量大小将目的蛋白同杂蛋白分开，这是一步高

分辨率的纯化步骤。在电泳分离交联 RNP 时需要使

用特殊的 NuPAGE 预制胶，因为实验室配的普通胶

在电泳时 pH 值将上升到 9.0，引起 RNA 的碱水解，

而 NuPAGE 胶在电泳过程中可以保持 pH 在 7.0 附近。

另外转膜过程还可以减少非特异 RNA 的干扰，因为

自由 RNA 不能结合硝酸纤维素膜。

用放射自显影检测交联的 RNP 是整个 CLIP 实

验中关键的质量控制步骤，它能确定交联的效果和

确定目标 RNP 的位置。目标条带的信号应该在无

UV 交联处理组、缺失靶蛋白或亲和标签的阴性对

照组中不存在。蛋白质在交联RNA后分子量会增加，

在电泳上迁移位置滞后。RNP 在电泳胶上的位置和

形状和核酸酶的处理强度有关：低剂量核酸酶处理

后，交联 RNA 较长且大小不均匀，RNP 呈现弥散

的条带；而在高剂量核酸酶处理后，结合的 RNA
很短，RNP 接近于原始蛋白质的位置，呈现集中的

条带。在切取 RNP 条带时，要选取主带上方区域，

那里对应的 RNA 长度在 20~100 nt 之间，要避免最

浓的主带，因为那里结合的 RNA 长度太短。

1.6　逆转录扩增和测序

从硝酸纤维素膜切取合适大小的交联 RNP 后，

用蛋白酶 K 完全降解其中的蛋白质，然后纯化

RNA，以 RNA 为模板利用带接头序列的引物进行

反转录和 PCR 扩增。经过蛋白酶 K 的降解后，

RNA 碱基上还会连接至少一个氨基酸残基，形成

RNA- 氨基酸的加合物 (adduct)。共价连接的氨基酸

不会完全阻止逆转录酶的活性，但是会经常造成逆

转录时交联碱基序列的缺失或突变，这个信息可以

用来确定精确的交联位点和区分污染的 RNA[6]
。

扩增得到的 DNA 通常用 PAGE 或琼脂糖凝胶

纯化，然后选择合适长度的扩增片段插入到克隆载

体进行 Sanger 法测序，或者直接用于高通量测序。

在成功的 CLIP 实验结果中，扩增的 DNA 在胶上

应呈现弥散的分布，其分布范围和交联 RNA 加上

两端接头序列后的预期长度一致，而信号很强的条

带往往来源于污染的连接序列多聚体。

2　CLIP技术的新发展

2.1　CLIP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结合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普及已经极大的提高了对核

酸序列的分析能力，高通量测序和 CLIP 技术的组

合通常被称为 HITS-CLIP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CLIP) 或者叫 CLIP-seq[3]

。高通量测序对于分析复杂

RNA 结合谱特别适用，它可以在全基因组范围获

取蛋白质的 RNA 结合位点以及结合 RNA 的丰度信

息。高通量测序甚至能捕获瞬时或低频的相互作用。

我们在研究核糖体加工因子 Rrp7 结合核糖体前体

时利用了高通量测序分析 CLIP 结果，发现大部分

能定位到酵母基因组的交联序列 (92.75%) 来源于核

糖体 RNA，这反映了 Rrp7 的主要结合位点
[13]
。另

外测序结果还鉴定到少量 (0.42%) 来源于 snoRNA
的序列，有意思的是这些序列的 63.6% 来自于一条

snR10 RNA，该交联信号可能反映了 Rrp7 和 snR10
在结合核糖体时空间上相互接近，从而引发低频的

交联。

2.2　提高交联效率的PAR-CLIP
蛋白质和 RNA 发生紫外交联的频率很低 (1%~ 

5%)，这成了应用 CLIP 技术的主要瓶颈之一。为

了提高紫外交联效率，Hafner 等 [5]
利用一些核苷酸

衍生物，如 4- 硫 - 脲嘧啶 (4-thiourdine) 的光交联效

率远高于普通核苷酸的特性，开发了 PAR-CLIP 
(photoactivatable-ribonucleoside-enhanced CLIP) 技

术。他们用 4- 硫 - 脲嘧啶标记哺乳动物的细胞培养

物，使用 365 nm 的紫外光引发交联反应。同传统

的 254 nm 紫外光照射天然核酸相比，PAR-CLIP 可

以将交联效率提高 100~1 000 倍。在测序结果中他

们发现大量 T 突变成 C，推测 4- 硫 - 脲嘧啶的第 4
位的硫原子交联氨基酸后，造成其碱基形成氢键的

方式和胞嘧啶 C 一致，因此这些突变位点提供了精

确的交联位点信息。

2.3　高特异性的CRAC技术

传统的 CLIP 在非变性条件下纯化蛋白质，当

目标蛋白质属于多元 RNP 复合物中的组分时，就

难以避免复合物中其他蛋白质的干扰。虽然纯化洗

脱液中含有去垢剂，但通常不足以打破稳定的复合

物。另外，抗体特异性不高和 RNA 污染也是影响

CLIP 结果真实性的的重要因素。最近 Tollervey 实

验室发展了称为 CRAC (crosslinking and analysis of 
cDNAs) 的技术，显著提高了 CLIP 的特异性

[6]
。

该技术的关键是在目标蛋白质 C 末端融合一个

称为 HTP(His6-TEV-Protein A) 的标签，该标签由多

聚组氨酸、TEV 酶切位点和蛋白 A 串联构成 ( 图 1)。
如果标签融合在蛋白质的 N 末端，多聚组氨酸和蛋

白 A 的位置要交换成为 PTH (Protein A-TEV-His6)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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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带 HTP 或 PTH 标签的目标蛋白质首先利用免

疫球蛋白 IgG 结合标签中的蛋白 A，然后用 TEV 蛋

白酶切下目标蛋白质，再利用 Ni 基质结合组氨酸标

签。第二步亲和纯化步骤在含 6 mol/L 盐酸胍的变

性条件下进行，可有效地解聚和目标蛋白质结合的

其他蛋白质。这两步亲和纯化，尤其第二步在变性

条件下的纯化，能显著地提高结果的信噪比。

对于结合高丰度 RNA 的蛋白质，在测序结果

中如何区分信号和噪音是个重要问题，比如占总

RNA 含量 98% 的核糖体 RNA 通常是测序结果中的

主要污染物。由于 CRAC 技术具有很高信噪比，它

已经成功地用于定位多个核糖体加工因子在核糖体

RNA 上的结合位点
[11,13-15]

。

2.4　能探测RNA和RNA相互作用的CLASH技术

RNA 和 RNA 分子之间的识别在 RNA 修饰、

基因调控等过程中发挥广泛的作用。C/D snoRNP
是由 C/D snoRNA 和多个蛋白质构成的复合物，主

要催化底物 RNA 特定位点上的核糖甲基化。C/D 
snoRNA 中含有一段向导序列，它能通过碱基互补

配对的原理结合底物 RNA 修饰位点附近的序列，

从而确定反应的特异性。Tollervey 实验室在利用

CRAC 技术研究 C/D snoRNP 蛋白的 RNA 结合时，

在深度测序结果中意外发现少量的 (1%) 杂合 RNA 
(chimera)[4]

。 这 些 杂 合 RNA 通 常 由 一 段 C/D 
snoRNA 的向导序列和一段互补配对的底物 RNA
拼接组成，这两段序列看起来在实验过程中被 RNA
连接酶连接上，又被紫外交联到蛋白质上。因此，

杂合 RNA 代表了两段相互作用的 RNA，作者把

这种捕获 RNA 之间相互作用的技术称为 CLASH 
(crosslinking, ligation, and sequencing of hybrids)。

最近 CLASH 技术被应用到研究 miRNA 与

mRNA 的相互作用
[7]
。miRNA 是调控 mRNA 翻译

活性的重要分子，主要结合在 mRNA 的 3' UTR 非

翻译区域。长期以来缺乏直接探测 miRNA 和

mRNA 结合的实验手段，而是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

miRNA 的结合位点。但 miRNA 和 mRNA 序列匹

配程度低，预测结果的可靠程度低，一直阻碍了对

miRNA 功能的理解。miRNA 和 mRNA 的作用发生

在它们和 AGO 蛋白结合的环境下。Helwak 等 [7] 利

用N端融合PTH标签的AGO进行紫外交联和纯化，

并优化了实验流程以促进 mRNA 和 miRNA 分子间

的连接。他们在深度测序结果中发现了约 2% 的杂

合 RNA, 其中包括 399 条 miRNA 和 6 959 条 mRNA
之间发生的 18 514 对相互作用。这是首次获得如此

大规模的 miRNA -mRNA 直接相互作用的数据，对

这些数据的分析还揭示了 miRNA 结合的新模式。

3　结束语

CLIP 技术的优势在于能捕获体内原位蛋白质

和 RNA 相互作用，共价交联的复合物可以经受严

格的纯化过程，从而使得结果更为真实可靠。但

CLIP 实验受到紫外交联的低效、非特异 RNA 污染、

复杂的实验步骤和 RNA 不稳定性等因素影响。最

近的一些技术发展部分克服了这些限制因素的影

响，CRAC 技术在变性条件纯化共价交联的复合物

而提高了结果的信噪比，PAR-CLIP 利用核苷酸衍

生物提高紫外交联效率，而 CLASH 技术显示紫外

交联还能捕获 RNA 和 RNA 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

新发展拓展了 CLIP 的应用范围，相信未来会看到

更多 CLIP 相关技术在蛋白质 -RNA 相互作用的研

究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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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穷报告讨论

伊成器 (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您刚才提到蛋白质和 RNA UV 交联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例子，您提到是在 Box C/D RNP 里做 UV

交联后，可以用其中两个骨架蛋白质 NOP56 和 NOP58 来做 IP 实验，当然另一个选择也可以用另一个甲基

转移酶 NOP1 做 IP，以这个具体的例子为例两者有没有什么差别？

A ：我们刚才只是分析了它们均能和 Box C/D RNA 交联，但它们交联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这与我们

知道的结构信息还是吻合的，现在的模型认为 NOP58 结合在 Box C/D 一头，而 NOP56 结合在另一头 Box C'/
D' 上。

Q ：以此例子延伸一下，我想在做如 PAR-CLIP 等交联时，如果目标是一个 mRNA 结合蛋白，那这个

实验比较好做，如果是一个酶，这个实验就很难成功，根据你的经历有没有什么评论呢？

A ： CLIP 技术的成功还是取决于目标蛋白质在体内结合 RNA 的强度和时间，如果研究目标是一个酶，

它结合的时间可能很短，捕捉到 RNA 的概率就低得多。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现在 CLIP 这么多，从您的角度，如果您想做 CLIP，您想选哪种方法？

A ：从我们角度我们选择 Tollervey 实验室发展的 CRAC，因为我们做的大部分是 90S 核糖体前体结合

蛋白质，它们都形成很大的复合物，但靶标比较简单，都是核糖体 RNA，我们想知道精确的结合位点。

Q ：我想 CLIP 相对于其他方法学是用的最多的，我们刚从冷泉港会议中了解到其实大家都想用 CLIP
技术，而真正会用的人还是很少，那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想用，我们开会也要产生一些效率，我们可以找

两三个 CLIP 做得比较成功的实验室，把这个 CLIP 技术实验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完善一下，再给大家分享一

下。

A ：这个跟个人的“手”有关系。

刘默芳 (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
Q ：刚才付老师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说了，我们就属于这种很想做 CLIP，但是又做得不是特别好的实验

室，很需要你们这种富有经验的实验室的帮助，我想问一下专业点的问题，在做 CLIP 时，需要用核酸酶

处理 RNP 得到的 RNA 大概是多大呢？

A ：这从测序结果可以知道，大概是 20~50 个碱基长度。

Q ：我想问一下我们实验室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实验室主要是做 piwi 蛋白质，我们通过 CLIP 实验发

现比 PIWI 蛋白质稍大的条带，这可能是因为 PIWI 蛋白质与 RNA 结合后的条带迁移，但是也发现一些比

PIWI 蛋白质更小的条带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呢？

A ：蛋白质发生降解就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我觉得可能是蛋白质降解，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很有意思。很多蛋白质在 IP 时可能会形成复合物，

而在这个复合物中可能有不止一个的 RNA 结合蛋白质，这样就会产生比较多的信号。我们实验室就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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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osome synthesis factors regulate pre-rRNA folding and 
5.8S rRNA maturation by the Rat1 exonuclease. EMB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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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hnsack MT, Martin R, Granneman S, et al. Prp43 bound [15] 
at different sites on the pre-rRNA performs distinct functions 
in ribosome synthesis. Mol Cell, 2009, 36(4): 5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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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这种情况，歪打正着找到了一个新 RNA 结合蛋白质。其实 CLIP 技术已经过了起始阶段，大家需要

利用 CLIP 技术做很多实验，比如把一个基因敲除，测试另一个蛋白质和 RNA 的结合，或是在不同条件下

测试与 RNA 的结合，比如在激活或是抑制某种蛋白质情况下测试其与 RNA 的结合能力等，现在还发展到

通过细胞分组，测试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等中蛋白质与 RNA 的结合，结果发现很多不同的条带，进

一步分析发现有的是蛋白质的不同变体，有的却是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在一个复合物里，再分别测序，发

现几者之间形成的模式都不一样，就是几种不同的作用方式，这种现象非常有意思，但是非常花钱。你们

是在自己所里测序的吗？

A：是的，其实我们实验室成功率也很低，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也是成功的两个例子，失败的案例也很多。

CLIP 成功的关键是操作者，整个实验 RNA 含量极低，需要同位素标记才能看到。

Q ：有经验表明在蛋白质核酸电泳后可以省略将样品从胶转移到膜上那一步，这样能把灵敏度提高几

十倍。再说 PAR-CLIP 虽然能提高灵敏度很多，但是很多人也不喜欢用，因为它有很大的偏好性，包括

UV 交联也这样 , 如果蛋白质结合到含有 U 的 RNA 序列上这个实验就好做，相反如果它只结合到含嘌呤的

mRNA 序列上，这个实验就比较难，所以这 CLIP 实验技术还是有很多技巧有待研究。

沈晓骅 (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我有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大家有没做过将 UV 254 交联和 PAR-CLIP 365 交联两者相结合做两步

交联，另外，大家为什么都选择 UV 交联而不选择如甲醛交联等其它交联呢？

A( 付向东 ) ：两步交联还没做过，不过可以试一下。UV 交联是不可逆转的，而甲醛交联是热敏感的，

可以逆转的。

Q ：甲醛交联效率与 UV 交联有何差别 ?
A( 付向东 ) ：甲醛交联效率比 UV 交联效率高很多，UV 交联效率最多 1%, 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这就要看化学家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了。

A( 叶克穷 )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下 UV 交联有什么好处，UV 交联能在完整的活细胞里完成，这真实

地反映了活细胞内的相互作用，因为你把细胞破碎以后交联，你就不知道 RNA 结合蛋白质到底会结合什

么杂质。

曹晓风 (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
Q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实验室做 UV 交联是从付向东等老师实验室学过来的，在做 UV 交联时要将

细胞放在冰上，我们是做植物的，我们发现很多 RNA 结合蛋白质是和外界压力相关的，你们有没发现在

冰上做 UV 交联拿到的数据是和外界刺激压力相关比如说冷刺激，这问题你们怎么看？

A ：其实在 UV 交联时，不一定要将细胞放在冰上，现在有一种技术可以直接在培养基中生长的细胞

进行 UV 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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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RNA 根据其定位、结构、修饰以及与其他生物分子的动态相互作用，复杂而精确地执行丰富多彩

的功能。RNA- 蛋白质相互作用和 RNA 在细胞内定位的异常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活细胞

RNA 标记和成像技术已成为研究 RNA 定位和运动、基因转录调控及 RNA- 蛋白质相互作用等生物学过程

的有力工具。活细胞 RNA 标记和成像技术的开发已成为国际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将目前存在的活细胞

内 RNA 标记和成像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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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NA performs a variety of important biological functions. The disorder of RNA-protein interactions and 
RNA local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 The technologies of RNA labeling and imaging in 
living cells have been useful tools for studying RNA location and movement, gene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 and 
RNA-protein interaction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technologies for RNA labeling and imaging has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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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是生物体内一种重要的生物大分子，其

在蛋白质翻译、基因表达调控等生物学过程中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RNA 在活细胞内存在明确

的亚细胞定位，RNA 的不同亚细胞定位决定着其

执行不同生物学功能。因此，开发活细胞中 RNA
的特异标记和成像技术对我们精确理解 RNA 的生

物学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活细胞中

RNA 的特异标记和成像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1)
MS2- 荧光蛋白成像技术 ；(2) 双分子荧光互补标记

技术 ； (3)RNA 适配子技术 ；(4) 荧光杂交探针标记

技术。本文拟将以上技术方法的优缺点进行详细的

王江云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为合成生物学及化学生物学。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1) 发展蛋白质及 RNA 标记的新方法，研究蛋白质及 RNA 的动

态构象变化、定位、折叠以及相互作用。(2) 发展基因密码子扩展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酶的定向进化。这些新的方法揭示了细胞色素 c 氧化酶、

光合作用中心及细胞骨架组装的重要机理，并且在药物蛋白优化、细胞工

厂及生物工程上已有重要应用。

王江云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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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

1　MS2-荧光蛋白成像技术

MS2- 荧光蛋白系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

RNA 成像技术，其最初被用于酿酒酵母 ASH1 基因

mRNA的标记
[1]
。MS2-荧光蛋白系统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 MS2- 荧光蛋白融合蛋白的表达。MS2 是噬菌

体的外壳蛋白，它可以与噬菌体 MS2 RNA 长度为

19 nt 的茎环区结合，两者之间的解离常数为 5 
nmol/L。由此可见，MS2 与 RNA 之间的强亲和力

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结合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2]
。二是

表达融合多个拷贝 ( 至少 6 个拷贝 )MS2 RNA 茎环

区的目标 RNA。由于 MS2 是以二聚体的形式存在，

因此，6 个拷贝的 MS2 RNA 可以结合 12 个 MS2-
GFP 蛋白

[1]
。最后，上述两部分在细胞内的共表达

可以实现活细胞内特定 RNA 的可视化标记 ( 图 1)。
目前 MS2- 荧光蛋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果蝇、

神经元、哺乳动物及植物细胞中 RNA 的成像
[3-9]

。

在果蝇的卵母细胞中，MS2-GFP 系统揭示了 nanos
基因 mRNA 向细胞后极的转运需要细胞骨架蛋白

actin 的辅助
[3]
。由于 MS2-GFP 系统具有高灵敏度，

其已被用于单分子检测
[10]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通

过单分子检测，融合 24 个拷贝的 MS2 RNA 茎环

区的 lacZ RNA 展示了其快速直接向微管移动的能

力
[11]
。MS2- 荧光蛋白系统能否正确反应 mRNA 在

细胞内的定位取决于 MS2 茎环区在目标 mRNA 的

位置。在实际操作中，MS2 茎环区通常置于 mRNA
的 3'-UTR。然而，mRNA 的 3'-UTR 通常包含影响

mRNA 稳定和定位的功能元件。因此，在对特定

RNA 进行标记前需要对其 3'-UTR 的功能元件有着

清晰的了解
[12]
。目前 MS2- 荧光蛋白成像技术存在

游离 MS2- 荧光蛋白引起高背景值的问题，因此，

在进行 RNA 标记的时候需要掌握 MS2- 荧光蛋白

和目标 RNA 表达的比例。对于胞质定位的 RNA，

通常在 MS2- 荧光蛋白上加上核定位序列以降低其

背景值
[1]
。

2　双分子荧光互补标记技术

针对游离的MS2-荧光蛋白所引起的高背景值，

双分子荧光互补 (bimolecular fluorescence comple-
mentation, BiFC) 被开发用于活细胞 RNA 的标记。

这种方法基于 GFP 或其他荧光蛋白能被拆分为两

个结构域，然后荧光蛋白结构域分别与 RNA 结合

蛋白融合表达
[13-14]

。当它们与目标 RNA 结合时，

荧光蛋白两个结构域之间的距离足够近时，将导致

荧光发射团的重组而发荧光，进而实现活细胞 RNA
的可视化成像。BiFC 技术已被用于活细胞中多种

RNA 的成像。在 COS-7 细胞中，β-actin 存在顺式

A：MS2-GFP标记酿酒酵母ASH1基因mRNA；B：MS2-GFP 
RNA成像系统的描述

图1  利用MS2-GFP系统进行活细胞RNA可视化成像

图2  基于RNA适配子的双分子荧光互补RNA标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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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定位元件，同时荧光素酶 mRNA 包含 β-actin
顺式作用定位序列。通过 MS2 蛋白分别与 Venus
荧光蛋白结构域和 IMP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I 
mRNA-binding protein 1) 融合表达，荧光素酶 mRNA
将被标记且观察到其在 β-actin 蛋白上的定位

[15]
。

BiFC 技术也被用于在 HeLa 细胞中标记线粒体

RNA 以及大肠杆菌中 lacZ mRNA 和 5S rRNA 的成

像
[16-17]

。为了在大肠杆菌中标记 RNA，真核翻译

起始因子 eIF4a 被用于与 GFP 融合表达。eIF4a 由

两个球状结构域组成，其与理性化设计的 RNA 适

配子 (aptamer) 具有高亲和力
[18]
。eIF4a 的两个球状

结构域可以通过与 RNA 适配子结合而重新组装为

eIF4a ( 图 2)。当 eIF4a 的两个球状结构域分别对应

于 GFP 的两个结构域融合，同时与 RNA 适配子融

合的 lacZ mRNA 或 5S rRNA 在大肠杆菌中共表达

时，lacZ mRNA 和 5S rRNA 将被荧光标记且可以

观察到它们在活细胞中的动态变化。虽然相对于

MS2- 荧光蛋白系统，双分子荧光互补标记技术极

大地降低了 RNA 成像的荧光背景，但是当拆分的

荧光蛋白表达量过高时，它们之间也会结合重组而

发出荧光。

3　RNA适配子技术

2011 年，康乃尔大学 Jaffrey 研究小组
[19]

的科

研人员利用 RNA 能够折叠形成复杂三维形状的特

性，通过筛选的方法得到一段形成特定结构的

RNA 序列 ——RNA 适配子，同时得到一个小分子

化合物 DFHBI (3,5-difluoro-4-hydroxybenzylidene imi-
dazolinone)。DFHBI 本身没有荧光，但当 RNA 适

配子与它结合时发出类似于绿色荧光蛋白的绿色荧

光，其亮度可与荧光蛋白相媲美。他们将“RNA
适配子 -DFHBI”复合物命名为“Spinach”。Spinach
具有显著的抗光漂白作用，Spinach 融合的 RNA 可

以用于活细胞内定位。他们将 Spinach 与 5S RNA
的 3' 端融合，并将该融合基因转染进入人类胚胎肾

HEK293T 细胞中，通过荧光检测发现 5S RNA-
Spinach 复合物与正常 5S RNA 具有相同的细胞定

位，并观察到在细胞压力应激反应中 5S RNA 发生

了快速的积聚；但是这种方法由于 RNA 适配子与

DFHBI 是一种非共价作用，故 DFHBI 的使用浓度

很高 (20 µmol/L)，这将会对细胞产生一定的毒性
[19]
。

4　荧光杂交探针标记技术

上述活细胞 RNA 标记的方法都是针对外源的

RNA 进行标记。荧光杂交探针标记是通过合成带

荧光染料的 RNA 互补序列以实现内源 RNA 的特异

性标记。目前荧光杂交探针主要有两种：线性寡核

苷酸探针和分子信标。现就这两种探针的使用进行

简单的介绍。

4.1　线性寡核苷酸探针

线性寡核苷酸探针为长度 12~25 nt 的单链

RNA 互补序列，在其 3' 或 5' 端共价连接荧光染料。

当将线性寡核苷酸探针导入细胞内，它将与目标

RNA 互补配对进而实现内源特定 RNA 的标记。在

摇蚊中，巴尔比尼氏环 2 (BR2) 信使核糖核蛋白

(mRNP) 通过线性荧光探针的杂交实现了可视化成

像，发现 BR2 mRNP 在细胞内的运动是一种随机且

不连续的行为
[20]

；但是这种方法同样存在游离探针

所引起的高背景值的问题。已有研究通过用多色的

寡核苷酸探针对目标 RNA 进行杂交或单个寡核苷

酸探针对目标 RNA 的重复序列进行杂交以提高

RNA 成像的分辨度。

4.2　分子信标

分子信标 (molecular beacon) 是另一种杂交探

针标记 RNA 的方法
[21-22]

。分子信标为分子内互补

形成发卡结构的核苷酸序列，其一端连接荧光染料，

而另一端连接荧光染料淬灭剂。分子信标本身没有

荧光，其只有与内源的目标 RNA 杂交时才会产生

荧光。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连接不同荧光染料的分

子信标以实现在活细胞内同时对多个目标 RNA 的

标记。分子信标已被用于鸡胚成纤维细胞的 β-actin 
mRNA、非洲爪蟾卵母细胞的 VegT 和 Xlsirts RNA
以及果蝇卵母细胞的 oskar mRNA 的标记

[23-25]
。由

于分子信标具有高灵敏度，其也被用于单分子 RNA
的检测；但是线性寡核苷酸探针和分子信标技术对

RNA 的标记效率均受限于 RNA 与蛋白质的结合及

内源 RNA 的二级结构。

5　展望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RNA 所扮演的丰富多

彩的生物学角色逐渐被认识，RNA 所执行的生物

学功能不亚于蛋白质。目前已开发的活细胞内 RNA
标记和成像技术极大地促进了 RNA 的功能研究，

加深了我们对 RNA 功能的认识。但是已有的活细

胞内 RNA 标记和成像技术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

足，这阻碍了 RNA 功能的广泛研究。因此，发展

新的活细胞内 RNA 标记和成像技术将会极大提高

RNA 功能研究的水平，这对广大科研工作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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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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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云报告讨论
沈晓骅 (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你所报告的酶能识别特异性的 RNA 序列，然后将叠氮加入上去，请问你的 RNA 有多大？特异性

如何？如何识别？效率如何？你的这个方法能检测到体内多少拷贝数的 RNA ？

A ：100 nt，同时能够提供较高的特异性，是结构和序列共同识别的。实验效率目前如果在体内高表达

特异的 RNA，则跑胶可见，具体反应效率还有待检测。目前尚不知道能够检测到多少拷贝的 RNA。此方

法具有潜在高特异性，与 RNA 适体方法不同，是利用亲和力及共价连接的方法，经过改造，希望能够得

到类似荧光蛋白的效果。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接上面问题，你所谓的共价连接是指什么？方法需要特异性去表达某段 RNA 吗？能否直接定位

到某段 RNA 上？

A ：共价连接是指先将叠氮连接到 tRNA 上，再通过光点击将荧光基团连接上去。是的，必需要表达

目的 RNA。目前我们正在改善，希望能够通过环丙烯和四氮唑的反应去优化体系。

沈晓骅 (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能否将 Biotin 连接上去？

A ：可以，目前我们连接的是更难合成的分子。

王阳明 (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100 nt 的 RNA 序列加到靶 RNA 上，如 mRNA 上，polyA 会否影响标记吗？你提到的 Jeremy 所报

导的 RNA 荧光标记是否会对蛋白质之类的也有标记作用？其 Kd 是 4.5 μmol/L，目前已知的最高效率的标

记物有多少？

A ：目前我们还没有试过是否有影响，我们的目标是将环丙烯带到 RNA 上。Jeremy 所报导的 RNA 荧

光标记对蛋白质是否有影响还不知道。效率最高的标记物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希望通过共价连接的方法，

突破结合效率的限制问题。

张钠 ( 合肥强磁场研究中心 )
Q ：你所用的三元环环丙烯是否稳定？有无细胞毒性？

A ：我们做过检测，很稳定。目前实际生活中所用的水果保鲜剂就是 1- 甲基环丙烯，它是无毒性的，

但是我们光交联的诱发过程可能有一定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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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 10 多年来的研究逐步揭示了 RNA 的各种生物学功能。RNA 不仅是信息从 DNA 传递到蛋白质

的中间体，还直接参与基因沉默、表观遗传学修饰等生物学过程。单链的 RNA 在体内通过碱基配对折叠

成一定的二级结构。介绍了现在预测 RNA 二级结构的主要算法及其应用，其中包括基于热力学、同源比

对和统计学习的各种算法，以及如何引入实验数据辅助预测。二级结构预测算法被广泛用于寻找 RNA 功

能单元和预测新非编码RNA等各种问题。如何利用高通量实验数据帮助结构预测，探索长非编码RNA功能，

研究 RNA 与蛋白质相互作用，是 RNA 二级结构预测算法和应用的一些前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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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methods and th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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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s in past 10 years uncovered various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RNA. Besides as the intermediate 
to transfer information from DNA to protein, RNA has been shown involved in gene silencing,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and many other processes. RNAs are transcribed as single strand, fold into secondary structur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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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志实验室的研究涉及生物信息学和基因组学领域，主要研究生命信

息是如何被编码在 DNA 和 RNA 的结构和序列中，以及它们如何来调控整

个生物系统。本课题组致力于应用已有的分析手段和开发新的算法，以发

现和诠释新的非编码 RNA 基因的结构和功能；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基

因组层面上去挖掘关于结构、调控等方面的新知识；最终，我们希望把科

研成果运用到人类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 
实验室尤其侧重植物基因组和癌症基因组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生物信

息学的方法，结合最新一代的大规模测序技术，研究植物基因组、人类基

因组和模式生物基因组里的新型非编码基因的结构特征。鲁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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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环境中 RNA 常折叠形成二级或 3D 结构，

影响 RNA 的降解
[1]
、翻译起始

[2]
等。除了编码蛋

白质的 mRNA，细胞中还有很多非编码 RNA (non-
coding RNA, ncRNA) 不翻译成蛋白质，但仍行使各

种生物功能。有研究表明，基因组有超过 93% 的

部分在不同细胞中表达
[3]
。非编码 RNA 的功能与

其结构密切相关
[4]
。正是由于 RNA 结构有着重要

的生物学意义，研究人员希望得到准确的 RNA 结

构。相比于获取一级序列，实验手段 (X 射线晶体

衍射或磁共振 ) 确定 RNA 二级和 3D 结构不仅花费

高、难度大，而且对很多 RNA 分子并不可行，这

导致了已知的一级序列信息与二级、3D 结构信息

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知识鸿沟。有鉴于此，过去 30
年中，生物信息学家发展出各种预测 RNA 结构的

方法。

1　二级结构预测算法

RNA 二级结构由碱基配对定义 ( 图 1A)，除主

要是沃森 - 克里克配对 (A-U，G-C) 外，还会有一

些非常规配对 (G-U，A-A)。RNA 二级结构预测算

法 ( 表 1) 可大致分为热力学模型、同源比对模型和

统计学习模型。以下将分别对 3 种 RNA 二级结构

预测算法进行综述。

1.1　热力学模型

使用最小自由能方法根据 RNA 序列预测二级

结构是相当常用的手段。对于 700 bp 以下的 RNA，

已知的碱基对中有 40%~70% 可以被正确预测
[5]
。

假设 RNA 分子服从热力学规律，则自由能较低的

结构出现的概率更大：

U↔F，[F]/[U] = e-∆G/RT

此处，∆G 为 RNA 从解链状态折叠到特定结

构的自由能变，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搜索得到自由

能最低的结构，作为预测结果。通过组合数学可以

估计出，一段长度为 n 个碱基的 RNA 分子可以折

叠出 1.8n
种可能的二级结构

[6]
；对长度仅为 100 个

碱基的 RNA，这个数字就超过了 1025
，穷举所有可

能的结构远远超出了现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为了

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结果，搜索最小自由能结构时

会用到最近邻假设，并结合动态规划算法降低搜索

复杂度。在最近邻假设中，若两个碱基互相配对，

它们之间的序列会自行折叠成自由能最低的结构，

不再受外部序列的影响。早期的最小化自由能算法

较为粗糙，即简单假设自由能与氢键数目呈负相关，

最大化氢键数目从而预测最小自由能结构
[6]
。之后

的研究对自由能的计算式和参数不断改进，准确率

也逐渐提高。Turner2004 是当前一组广泛使用的热

力学最近邻模型参数
[7]
。此外，动态规划算法不仅

能找到自由能最低的“最优”结构，还可以根据需

要返回自由能较低的“次优结构”
[8]
，而且最小自

由能方法还允许人为加入一些限制条件，把不合理

的结构排除在搜索范围之外
[8]
。这些方法可以辅助

我们克服模型和参数误差带来的错误。

无论是在细胞环境还是溶液环境中，RNA 的

折叠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们也希望对一条 RNA
所有可能的结构进行汇总，得到任意两个碱基配对

的概率，或是一个局部结构出现的概率。在热力学

中，可以通过计算一类结构的配分函数，除以系统

的配分函数，估计出这类结构在系统中出现的概率。

1990 年，McCaskill 等 [9]
提出了使用动态规划算法

快速计算配分函数，使计算 RNA 中每两个碱基的

配对概率成为了可能。我们可以从 3 个角度利用这

样的概率估计。第一，可以根据这个概率，对最小

自由能或其他方法预测出的结构进行标注，从而知

道这个结构中哪一部分基本准确，哪一部分不太确

定。Mathews[10]
的工作显示，利用配分函数计算出

的高概率 (>90%) 的碱基对，有很高的可能性 ( 约
83%) 存在于真实结构中。第二，利用配分函数计

算出的碱基配对概率可以被用来计算结构。简单假

设一个结构与配分函数计算出的概率越符合，则这

个结构就越接近真实结构。MEA 算法利用动态规

base pairing. Here different algorithms of RNA secondary structure predic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re reviewed, 
including thermodynamic algorithms, homologous alignments comparison,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incorporating 
experimental data into prediction model. RNA secondary structure prediction algorithms are widely used in 
detection of RNA functional elements, identification of new non-coding RNAs and other researches. Challenges 
such as determination of secondary structures transcriptome wide under the help of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ssist to long non-coding RNA function discoveries and study of protein-RNA interactions will draw more 
attention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RNA secondary structure prediction; free energy; co-variation; noncoding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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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去优化期望准确度 (maximize expected accuracy)
预测结构

[11]
。与真实结构比对发现，MEA 算法获

得的结构的准确率略高过最小自由能算法获得的结

构。第三，依照概率对给定 RNA 的可能结构进行

取样
[12]
。取样的优势使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对这些样

本进行后续分析，如通过对取样的结构进行聚类，

A：二级结构示意图。图中罗马数字表示二级结构中不同的motif，分别是，I：茎环结构(stem-loop)；II：内部环(internal-
loop)，III：多分枝内部环(multibranch-loop)；IV：假结(pseudoknot)。B：RNA同源序列配对碱基共突变。结构来自于R2 
retrotransposon[38]

。C：语言学上下文无关语法(context free grammar, CFG)示意图。此语法生成规则允许字符向两端延伸，即

NαMβ，α、β可以是零个、一个或连续几个碱基，一个语法包含一系列生成规则。一个语法表征一类RNA结构，图中是

可以表征所有RNA二级结构的一个语法，手写体表示模型新生成碱基，绿色表示配对碱基。语言学模型详见教材Biological 
sequence analysis[39]

。

图1  二级结构及基本算法图示

表1  常用的RNA二级结构预测软件

软件包名 网址 执行算法 参考文献

Vienna RNA Package http://rna.tbi.univie.ac.at/ 最小化自由能，计算配分函数和估计碱基 [8]
      配对概率，优化期望准确度，计算重心

      结构，同源序列结构预测 
RNAstructure http://rna.urmc.rochester.edu/RNAstructure.html 最小化自由能，计算配分函数和估计碱基 [34]
      配对概率，随机取样结构，优化期望准

      确度，同源序列结构预测 
CONTRAfold http://contra.stanford.edu/contrafold/ 语言学模型，服务器端已经完成训练，可 [19]
      直接预测结构 
Foldalign/FoldalignM  http://foldalign.ku.dk/software/index.html 自动比对序列和预测结构 [35]
CentroidFold http://www.ncrna.org/centroidfold/ 单序列或同源序列计算重心结构 [36]
表内软件均支持服务器端结构预测，算法和软件选取可参考引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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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构可能会有的亚型。为了表述方便，与聚类

中所有其他结构距离之和最小的一个结构被定义为

重心结构 (centroid structure)，代表其所在的聚类。

最大聚类的重心结构通常十分接近真实结构，有预

测算法寻找最大聚类重心从而预测结构
[13]
。

1.2　同源比对模型

RNA 的生物功能与其结构密切相关，重要的

RNA 结构会在进化中体现出保守性。在结构保守

的位置，配对碱基的序列突变会呈现出相关性，如

在不影响配对的情况下同时发生突变 ( 如 G-C 突变

成 A-U 或 C-G)( 图 1B)。因此，通过从同源序列中

寻找共突变的碱基对，我们可以进行结构预测。相

比于热力学模型，同源比对方法的一个优势是直接

反映出 RNA 在细胞中的结构状态，但需要额外提

供同源序列作为输入。同源比对方法可以进一步划

分为人为指导和自动比对。人为指导获得的结构准

确率极高，在核糖体 ITS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s)
结构的预测中，所预测的碱基对有 95% 的置信

[14]
。

自动比对预测包括先比对后折叠、先折叠后比对和

边折叠边比对。在 RNAalifold 中， 序列比对直接获

得的多重序列被看成一个碱基位有多种赋值的RNA
序列，在碱基形成配对时，所有的赋值都参与自由

能贡献
[15]
。利用修改后的自由能规则，仍然使用最

小自由能算法，可以有效地对同源序列进行结构预

测，这种先比对后折叠的算法速度快，近似等同于

折叠一条序列所需的时间。TurboFold 则是边折叠

边比对，通过迭代，利用同源序列不断修正碱基配

对概率
[16]
。M 条同源序列中的每条序列在每次迭

代时都被用配分函数计算了一次碱基配对概率，其

他序列的配对概率会对当前序列配分函数的计算进

行修正。这一方法的优势是并不要求每条同源序列

的结构都严格保守，同源序列的选取更加灵活。上

述两算法均由成熟的程序实现并易于使用。 
1.3　统计学习模型

现在，已知结构的RNA越来越多。RNA STRAND
收集了可信的 4 666 个 RNA 序列和二级结构，这

些二级结构来自晶体衍射、磁共振或 RNA 同源序

列比对
[17]
。统计学习模型从已知的结构进行学习，

从而进行结构预测。统计学习模型在预测准确率上

达到或超过最小自由能法，但统计学习模型不可避

免会对训练数据集过学习，即对训练数据集和相似

数据集的预测效果超过普遍预测效果，因此，普遍

情况下统计学习模型的准确率仍待确定。利用训练

数据集帮助预测主要分为两种思路。第一，假设

RNA 折叠仍旧服从热力学规律，通过数据集对热

力学参数进行重新估计。Andronescu 等
[18]

的工作

用到了两种不同的优化目标：Constraint Generation，
在限制已知结构是最小自由能结构的条件下，使

RNA 折叠的自由能变与实验测定尽可能接近；

Boltzmann Likelihood，通过 Boltzmann 分布，估计

数据库中每条 RNA 的已知结构出现的概率，并最

大化似然函数 ( 所有真实结构出现概率相乘取对

数 )。优化后的两组热力学参数的预测性能在测试

集上均超过了优化前的热力学参数。第二，不再假

设 RNA 折叠服从热力学规律，而是认为真实结构

来自概率模型的一个采样，通过最大化似然函数估

计模型参数。在最近邻假设下，语言学中的随机上

下文无关语法 (SCFG) 非常适合作为描述 RNA 结构

的概率模型 ( 图 1C)。在 CONTRAFold 这一工作中，

使用了类似于 SCFG 的语言学模型，预测性能在其

测试集上也超过了最小自由能方法
[19]
。

1.4　引入实验数据的二级结构预测

除了晶体衍射和磁共振，化学标记 (chemical 
mapping) 也是重要的检测 RNA 二级结构的实验手

段。使用这种方法时，待测定结构的 RNA 用小分

子化学物质或是 RNA 酶处理，包括 DMS、CMCT、
S1 nuclease、RNase V1 等，它们倾向性地标记或剪

切单链 ( 或双链 ) RNA，从而达到对结构的标记和

检测
[4]
。不同于晶体衍射，化学标记实验容易操作，

但准确度不够，这就对后续的数据处理和预测提出

了要求。实验数据可用作限制条件，对热力学模型

或是概率模型进行修正。最直接的做法是，根据实

验数据确定出一些配对的碱基或是单链碱基，将它

们硬性限制住，再用最小自由能算法预测结构
[20]
，

但从实验数据获取确信的结构信息并不简单。另一

种方法是将 SHAPE 实验数据作为非硬性限制条件

加入到自由能的计算式中
[5]
，预测最小自由能结构。

利用这种方法，并结合进化信息，已成功预测出

HIV-1 的基因组结构
[21]
。另一种策略对概率模型进

行修正，或是进行大量结构采样，或是对碱基配对

概率进行修正，两者都会利用到配分函数。SeqFold
根据 Boltzmann 分布取样出大量结构，聚类后，选

取与实验数据最接近的聚类重心作为预测结果
[22]
。

RNApbfold 则假设 RNA 折叠中真实自由能变是自

由能模型加上一个扰动，这个扰动应该尽可能的小，

而且扰动后重新估计的碱基配对概率需与实验结果

尽可能的接近
[23]
。当然，此类算法的效果本身会受

实验数据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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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级结构预测的应用

2.1　预测功能单元

RNA 的二级结构广泛影响各类 RNA 的各种生

物学过程。行使特定功能的蛋白质及一些 RNA 也

会特异性结合有结构特征的单元，执行其生物学功

能
[4]
。寻找、预测这些结构单元的工作经常会用到

结构预测的方法，部分原因是 DNA 及 RNA 的序列

十分容易获取。按照问题的不同，本文把寻找功能

单元的工作进一步分为两类。第一类，已知功能单

元应该具有的一些结构特征，希望通过这些特征进

行搜索。siRNA 的预测是典型的例子。mRNA 的

UTR 的某一局部折叠成稳定的二级结构会影响

siRNA 的结合。OligoWalk 算法预测这些结构解

链的自由能，作为特征之一，再预测 siRNA 沉默

mRNA 的效果，达到 78.6% 的有效概率
[24]
。第二类，

有一些序列被确定与某种生物功能相关，希望从中

找出一些具有保守结构的单元，但对功能单元本身

并不了解。RNApromo 通过计算手段，从快速降解、

慢速降解的 mRNA 中寻找结构特征。首先，对

UTR 区域进行结构预测，枚举出大量局部特征。这

些特征按照所包含的序列数进行排序，选取包含序

列最多的几个特征，分别用训练语言学规则 (SCFG)
表征这些特征，最终得到的这些语言学规则就是结

构特征
[25]
。

2.2　预测新非编码RNA
二级结构预测也被广泛应用在寻找新的非编码

RNA。在假设基因组随机序列比非编码 RNA 的折

叠自由能变更低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二级结构

预测算法搜索基因组，找到可能包含非编码 RNA
的候选区域，而这一条件本身的合理性有统计结果

支持
[26]
。不过，仅仅使用这一条件还不足以精确区

分非编码 RNA 和背景
[26]
。二级结构可以与各种

RNA 测序和芯片数据及蛋白质序列保守性数据整

合在一起，使用机器学习手段，在全基因组水平上

对非编码 RNA 进行预测
[27]
，这种方法可以十分有

效地区分编码序列 (CDS)、内含子 (intron)、非编码

RNA 及基因间片段。

2.3　其他应用

二级结构的预测还被广泛应用在序列比对、

3D 结构预测、结构设计等问题中。传统的序列比

对只针对 RNA 的一级序列，对二级结构保守性的

研究可以为进化问题带来新的视角。核糖体 ITS 经

常被用来估计进化关系，它们与核糖体 RNA 来自

于同一前体，但功能不像核糖体 RNA 那么重要，

所以选择压力较小，突变更为丰富，因此，很适合

小时间尺度的物种进化关系的估计。尽管看不出很

直观的选择压力且序列非常多变，但对 ITS2 的研

究显示，其二级结构在真核物种都有共通的结构
[28]
。

RNA 的 3D 结构模拟要难于蛋白质，一来核苷酸分

子的转动更加灵活，二来缺乏很好的近似力场。所

以，给定适当的初始结构非常重要。有些 3D 结构

的预测算法会把二级结构作为其初始结构来开展后

续的分子模拟
[29]
。

3　展望

RNA 的序列到结构，序列、结构到功能，还

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和可探索的领域。

结构预测本身的前沿问题，除了进一步提高二

级结构预测算法的速度和准确率外，还包括利用和

整合各种实验数据，利用日益增长的数据库，从二

级结构预测 3D 结构、假结 (pseudoknot) 等。值得

一提的是，Kertesz 等
[20]

使用 RNase V1 ( 倾向于降

解双链 ) 和 S1 nuclease ( 倾向于切断单链 ) 处理酵

母转录组并测序，第一次在全转录组层面对 RNA
二级结构进行了实验测定。如何有效地把这样的高

通量数据整合进预测算法会是将来的一大挑战。

最近，长非编码 RNA (long noncoding RNA) 的
研究方兴未艾。作为真核生物中存在的、大于 200 nt
且不编码蛋白质的一类 RNA，它们被发现参与 X
染色体失活、基因沉默等调控过程

[30]
。有证据显示，

在基因沉默过程中，长非编码 RNA 折叠成双茎环

和其他结构，从而招募多梳状复合体 (polycomb 
complex)，进而执行功能

[4]
。在长非编码 RNA 的研

究中， 结构与功能的对应关系有待揭示，结构预测

作为确定结构的重要一环自然不可或缺。

另外，细胞中的 RNA 很少单独存在，它常被

RNA 结合蛋白 (RNA binding protein) 覆盖和包裹。

很多重要的生物过程，包括 microRNA 的成熟、

RNA 的剪切、翻译的起始都会受到蛋白质结合和

RNA 结构的共同影响。通过交联免疫沉淀配合高

通量测序 (CLIP-seq)，可以对一个蛋白质或一组蛋

白质的 RNA 结合谱进行快速测定，极大地推动了

RNA 与蛋白质作用的研究
[31]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

的 PAR-CLIP 和 iCLIP 进一步提高了测定 RNA 蛋

白质相互作用的精度
[31]
。日益丰富的 RNA 与蛋白

质相互作用数据将会为结构预测带来大量潜在的应

用和新的方向。一方面，研究显示蛋白质的结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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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RNA 的折叠
[32]

；另一方面蛋白质结合的信息

可用来反推 RNA 的结构。RNA 结合蛋白更倾向于

结合在 RNA 的单链区
[33]
，但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结构预测和蛋白质结合

数据共同分析的工作会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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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志报告讨论
施蕴渝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如果你发现它跟 H3K36 结合，能预测它是怎么样的 ncRNA ？

A ：对。

Q ：假设有一个蛋白质，它是不是特异性地结合在这个 H3K36 上，可以预测吗？预测出来可能有什么

样的意义，可能跟它结合吗？

A ：可以预测出来，这个蛋白质是和 H3K36 结合的。这个和我刚才说的是两码事，H3K36 有一个很

强的信号，然后你可以看，在基础位置上面，有个 long ncRNA。您说的这个可能是分子层面的，这个分子

和那个分子有很强的 binding。但是在基因组层面上，如果有这个信号的话，在这个位置就有个 long 
ncRNA 表达，但是跟您刚才说的那个蛋白质有没有结合，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可能得做 CLIP。
王恩多 (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

Q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蛋白质与 RNA，A 到 G 的突变引起 RNA 二级结构的变化。你有没

有想，它到底跟哪个蛋白质结合，有没有拿这个东西去真正做一下。就是说，开始的那个结构在肝脏组织

里跟某个蛋白质结合，而现在变成这个结构，就不能结合了，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是 ，RNA
的折叠与很多金属离子有关系。金属离子，如 Mg2+，对二级结构的折叠非常重要。那怕是同一个序列，不

同的金属离子对二级结构的影响可能都会不同，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A ：您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关于金属离子，我们现在用的一个简单的替代就是

用生理盐水去模拟生理状态，我们考虑的是这种标准状态下的结构预测，即在一种标准的离子情况下的结

构。的确，在真实的情况中，可能离子浓度变了，的确会发生一些变化。现在这个阶段是没有考虑到的，

可能对大部分预测是没有太大影响，但对某个特别的 motif 可能会有特别的影响。因为我是做生物信息的，

高通量在我看来是一大片的，对一两个现象的确没法解释。还有一个就是，跟蛋白质结合，我觉得这个非

常好。这个结果我们也刚刚做出来，我们需要验证结构是否真的发生变化。如果有真的发生变化，我们应

该去考察和蛋白质的结合。之前我们没有想到，可能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可能需要和大家合作去做

CLIP，然后做质谱。

邵宁生 ( 军事医学科学院 )
Q：我想接着王老师的那句话问一下，对于这个 RNA 生前预测，我们原来也做过 RNA、DNA。确实，

这个现象很意外。我的问题有点类似王老师，是不是在自由能最低的时候，理论上的结构就是功能的结构。

有 Mg2+
和没有 Mg2+

，对结构有没有功能影响很大。就是说，如果没有 Mg2+
，结构再怎么预测，肯定没结合。

光用生理盐水，肯定是不对的。没有 Mg2+
，这个结构就没有功能。所以它不是一两个现象，是普遍现象。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用 RNA structure 和 RNA fold 一一 show 了好几个结果，如果

我挑自由能最低的，往往不是我结合的最好的这个，特别让我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挑。按传统，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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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低的，但是往往都不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在功能状态下，特别是蛋

白质结合有 Zn2+
，但没有 Mg2+

。对于这个结构，请你们生物信息学家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指导。选这个自由

能最低是对的，但验证肯定不对；也不是完全不对，有时候对。

王恩多

Q ：tRNA 的功能也跟 Mg2+
非常密切，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反正有一个水平。因此，这个结构

预测在生理盐水下可能跟细胞里面不一样。细胞里面不是均一的，它们有微环境，微环境有很多的离子，

所以预测最终还是得用实验验证。

邵宁生

Q ：特别是做 RNA 的，Mg2+
，金属离子做实验不能少，少了它反正实验好像有点问题。

A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大的，不是生物信息学一种方法可以解决的。首先，做化学的得能猜测下去，

有个离子有关系。然后我们算法上可以做一些改进，就是我们后来提出了不再预测一个结构，而是给个概率，

就是这个 base pairing 的概率可能性是 50% 还是 70%，有可能在生理状态是转换的，50% 是这种，50% 是

那种，我们现在可以预测。还有一个是算法上的，你可以加上 evolution，evolution 本身是看序列的 pattern，
它已经不再受限于任何化学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非常保守，你看这个序列，这个地方在一个物

种是 AU 配对，在另外的物种 A 变成 C，U 也变成 G 的话，那么这个结构可能是很强的 base pairing，可以

部分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回答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个数字，70% 的我们预测的单链的是对的；

80% 的，如果你有 evolution 的信息的话，是对的；如果你有 chemical profiling 的方法，95% 是对的。

施蕴渝

Q ：现在你的那个 pseudo-tRNA 的结构的预测到底怎么回事？

A ：大概 100 个以下，预测精度达到 20 Å。可以把轮廓说出来。给个序列，一下子把结构模拟出来。

Q ：那个 pseudo-tRNA 是零预测背景的吗？

A ：那个比较容易预测。

Q ：你没有验证 ?
A ：没有验证，都是预测的。

王恩多

Q ：这是 70 多个吧？

A ：对，70 多个。我只测试轮廓，本来是 L 型的 (tRNA)，现在变成树型的，这个大概能区分出来。

施蕴渝

Q ：你通过预测得到这么多的 ncRNA 的话，有没有从基因组的位置上估计一下。它们的功能是就近

调控上下游编码基因的表达，比如说抑制基因的表达，还是说它们自身的 RNA 因为在 chromosome 的另外

一个地方序列比较接近，你有没有统计一下？

A：在植物里面我们有做，我们会挑出一些 cis-regulatory 的 ncRNA 出来，然后看它跟它旁边那个基因，

有时候可能是相互抑制的。会挑出一些来，但并不多。很多是 intergenic，还有很多是，包括 anti-sense 研

究很多，像你所说的那个 cis-regulatory ncRNA，前面的 promoter 区，一般定义 1K 到 5K 之内，会有些关系，

也的确做了一些预测。我们现在在跟别人合作，做一些验证。是不是有这个共定位，是不是真的抑制。

陈润生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
Q ：我是主席，我先说两句，我也是搞生物信息学的。第一个，对邵教授说的那个东西，我想讲一下，

从生物信息学，就是说结构模拟这个理论方法来讲，其实它自身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物理模型。基于理论的方法，原则来讲，是用现在的原子物理的方法，那么是严格解量子力学的那

套方程。但是现在看来不行的，对于多粒子体系，计算复杂度太高，所以这个势函数，这个物理模型是近

似的，近似的模拟要得到精确的解释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根本的不足。第二个就是便利性的问题。你要得

到全局的能量最小，这是个 NP hard 的问题，实际上是逐渐逼近，不可能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实际上，

我们的系统工作的真实系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势能面上的某些局部的最小值，是这样的东西，这是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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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我了解的生物信息学对什么样的结构是具有生物活性的。如果真要从理论上来讲，得到的真正全

局的能量绩效，我觉得这都不只是实验，是很难理解的，作为理论也计算不到。我这里愿意来做这点解释。

另外，我问鲁志教授一个问题，在结构模拟当中，在二级结构上，RNA 的结构跟蛋白质很不同，关键非常

麻烦的是假节，假节的计算具有极高的计算复杂度，一般来讲，一般要比整个二级结构的模拟要高几个数

量级，所以我不知道假节，这是二级向三级过渡的一个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些什么进展或者有些什

么考虑。

A ：这不是我做的。是我的 PhD 老板最近刚发的 PNAS，他将假节和 chemical profiling 结合起来，的

确可以预测一些假节，也可以把 chemical profiling 的方法整合进来，预测一些假节。老实说，我在这个上

面做的工作并不多，因为只有 2%~3% 才是假节，所以我基本没有往这个方向继续做了。但是它的确很重要，

不是说它数量少就不重要，三级结构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假节。

王恩多

Q ：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一张幻灯片 (tRNA、pseudo-tRNA) 上， pseudo-tRNA 的 D-stem 似乎

是没有了，类似于 D 环的那个，它的核苷酸的序列，比方说它的 D 还有没有，还有整个的相当于 D 环那

个地方的序列有没有大的变化，还是只是少了一个 D 茎 (D-stem)。
A ：王老师说的很对。

Q ：D loop 全跟 tRNA 一样吗？

A ：你说在序列上？

Q ：我只是讲序列。

A ：我还真没看，这个 base pair 就没有了。

Q ：就是那个 D20 没有了，是吧，大的结构看起来是 D 茎没有了。

A ：是。

Q ：细看环也没有了。D 环上的其他序列不知道怎么样？

A ：我还真没比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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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是一个普遍存在

的生物学现象。在多细胞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单

个受精卵细胞通过不断地分裂和分化发育成为具有

不同形态、表型和功能的多种细胞。组织和器官是

多种类型细胞高度有序地组织在一起的复合体，其

中细胞种类和异质性最复杂的器官莫过于哺乳动物

的脑，人脑的神经元数目可达数百亿，或许每个神

经元都有独特的基因表达模式。在疾病发生的情况

下，异常的细胞常常混杂于正常细胞之中。肿瘤已

知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细胞异质性的疾病，恶性肿瘤

组织往往由多种基因型和表型的肿瘤细胞组成，高

度恶性的细胞可能只占整个肿瘤组织的一小部分。

有趣的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看起来同质的细胞，

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基因表达也存在异质性。这种

文路 博士

本实验室主要围绕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研究胚胎干细胞和上胚层

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多能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特别是表观遗传学调控

机理，以及相关的原始生殖细胞发育过程中的表观遗传学重编程机理。综

合利用单细胞微 RNA 表达谱分析技术、单细胞 RNA-Seq 转录组高通量测

序技术、单细胞 DNA 甲基化组高通量测序技术、单细胞基因组高通量测

序技术，以及染色体免疫共沉淀 - 高通量测序技术、小鼠胚胎显微操作技

术等分析方法，系统、全面、深入地分析多能性干细胞的基因动态表达网

络及其表观遗传学调控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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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可能来源于细胞周期的异质性、细胞微环境

的异质性以及基因表达的随机性 (stochastic) 特征。

已有证据表明这些异质性都可能对细胞表型产生

功能性的作用，因而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一个热

点
[1-10]

。

转录组 (transcriptome) 广义上是指特定细胞在

某一功能状态下所有转录产物的集合，包括信使

RNA(mRNA)、 核 糖 体 RNA(rRNA)、 转 运 RNA 
(tRNA) 以及其他各种非编码 RNA(ncRNA) ；狭义

上指所有 mRNA 的集合。传统的转录组分析需要

数万至数十万个细胞，这种基于群体水平的方法将

大量细胞的基因表达取平均值进行分析，无法揭示

细胞之间基因表达的异质性。另外，当目标细胞数

目非常稀少、很难获得时，例如胚胎早期发育阶段

的细胞和成体干细胞，需要用到单细胞转录组分析

技术。

1　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技术的发展

分析单个细胞的转录组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极微

量的起始样本量。单个哺乳动物细胞的直径为 10 μm
左右，含有大约 10 pg 总 RNA，这使得单细胞转录

组分析非常困难，具有极大的挑战性。Brady 等
[11]

于1990年首次描述了一种基于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的单细胞 cDNA 扩增方法。几乎同时，Eberwine
等

[12]
提出了另一种基于体外转录的线性扩增方法。

随着基因芯片技术的发展，2002 年起多篇文章报道

了单细胞转录组的基因芯片分析
[13-16]

。虽然基因芯

片使全面分析单细胞转录组成为可能，但是它只能

检测已知基因，而且检测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均有

限。2009 年，Tang 等
[17]

首次报道单细胞转录组的

深度测序分析 (single cell RNA-Seq, scRNA-Seq)，并

于 2010 年再次发表相关研究工作
[18]
。RNA-Seq 通

过对测得的每条序列进行计数获得特定转录本的精

确表达量，因此是一种数码化的表达谱检测，它能

发现新的转录本和新的剪切体，具有几乎无限的动

态范围 ( 即能够同时检测丰度非常低和非常高的转

录本 )，能确定转录本的精确序列，这些信息都是

基因芯片技术无法实现的
[19]
。Tang 等

[17]
对小鼠的

单个卵母细胞进行了 scRNA-Seq 分析，比基因芯片

多检测到了 5 270 个基因以及 1 753 个新的剪切体。

近些年来，又涌现出多种用于单细胞 mRNA 深度

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包括 STRT-Seq (single-cell 
tagged reverse trans cription sequencing)[20]

、Smart-
Seq[21]

、Cell-Seq (cell expression by linear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22]

和 PMA-Seq (Phi29-mRNA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23]

等，大大拓展了单细胞转录组分

析技术的应用范围。各种分析技术的比较见表 1。

2　单细胞转录组深度测序cDNA文库构建方法

构建 cDNA 文库是单细胞转录组分析的关键技

术步骤。典型的哺乳动物细胞包含大约 10 pg 总

RNA，其中 mRNA 仅有大约 0.1~0.5 pg，而目前深

度测序技术需要纳克级别的 DNA，因此文库构建过

程需要将起始的核酸扩增数十万倍。在文库构建过

程中如何避免核酸丢失和如何均匀扩增 cDNA 是构

建单细胞 cDNA 文库首要解决的两个关键技术问题。

单细胞 cDNA 文库构建方法包括采集细胞和

细胞裂解、mRNA 逆转录成 cDNA、cDNA 扩增

和文库构建四个步骤。采集细胞可以采用口叼管、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细胞分选和微流控芯片

(microfluidics) 等方法。用口叼管手动采集单个细胞

是最直接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比较费时，但是尤

其适合于极稀有的细胞，例如胚胎早期发育阶段的

细胞
[15,17]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技术需要将组织或细

胞固定在特定的载玻片上，然后在倒置显微镜下利

用激光脉冲分离靶细胞
[24]
。荧光激活细胞分选

(FACS) 和免疫磁珠细胞分选 (MACS) 方法则利用

细胞表面标记蛋白或荧光蛋白获得纯的细胞亚群，

并可将单个细胞直接分选到 96 孔板或者 384 孔板

的每个样品孔中
[25]
。微流控芯片技术可以把单细胞

分离、反转录和 cDNA 文库构建等步骤集成到一块

毫米尺度的芯片上并同时分析大量单细胞，极大提

表1　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技术

分析技术 扩增方法 检测RNA数目 检测内容 分析细胞数目 文献

scRNA-Seq PCR 全转录组 全长mRNA 数十个 [17-18, 27]
Smart-Seq PCR 全转录组 全长mRNA 数个 [21]
STRT-Seq PCR 全转录组 mRNA 5'端 数十个 [20]
Cell-Seq 体外转录 全转录组 mRNA 3'端 数十个 [22]
PMA-Seq Phi29聚合酶 全转录组 全长mRNA 数个 [23]
微流控芯片定量PCR PCR 96个mRNA mRNA特定序列 数百千 [2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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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单细胞分析的通量和自动化程度
[26]
。

为了避免在构建单细胞 cDNA 文库过程中的核

酸丢失，从采集细胞之后到 cDNA 被扩增之前，所

有反应步骤最好被整合到一个试管中完成，这些反

应的缓冲液是互相兼容的，利用加热灭活前一步反

应的酶
[18]
。

目前有三种策略来扩增单细胞 cDNA ：(1) PCR
指数扩增；(2) 体外转录线性扩增；(3) Phi29 聚合

酶扩增。通常来说，单细胞被采集之后，细胞膜在

去污剂的作用下溶解，随后 RNA 被释放出来并在

反转录酶的作用下合成第一链 cDNA。目前所有的

单细胞 cDNA 文库构建方法都采用 oligo(dT) 引物

进行反转录获得第一链 cDNA，这样可以避免

rRNA 和 tRNA 的干扰，但是无法检测不带 poly(A)
尾的各种 RNA。

第一种扩增策略需要首先在 cDNA 的两端加上

锚定序列，然后利用锚定序列进行 PCR 扩增。转

录本 3' 端的锚定序列可以通过 oligo(dT) 引物在反

转录的过程中引入。Brady 等
[11]

采用了一种简单有

效的方法引入转录本 5' 端的锚定序列：首先用末端

脱氧核糖核酸转移酶在第一链 cDNA 的 3' 末端加上

一连串脱氧腺苷酸 (A)，然后用一条 3' 端为 oligo(dT)
序列、5' 端为锚定序列的引物合成第二链。这种方

法的灵敏度非常高，例如 Tang 等
[27]

改进了该方法

用于 RNA-Seq 分析，能够从单个小鼠胚胎干细胞

中检测到 10 800 个基因。

最近报道的 STRT-Seq[20]
和 Smart-Seq[21]

采用

另一种方法引入转录本 5' 端的锚定序列。这种方法

利用了反转录酶的末端转移酶和模板转换 (template 
switch) 活性。当到达 mRNA 的 5' 末端时，反转录

酶通过末端转移酶活性可以在第一链 cDNA 的 3' 端
加上数个脱氧胞苷酸 (C)，以一段 3' 端含有鸟苷酸

残基 (G) 及 5' 端含锚定序列的寡核苷酸与胞苷酸退

火形成模板，反转录酶可以随后转换模板，以该寡

核苷酸为模板继续延伸从而引入转录本 5' 端的锚定

序列。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相对富集 mRNA
的 5' 端序列，但是由于反转录酶的末端转移酶和模

板转换活性不能达到 100%[28]
，这种方法的灵敏度

比 scRNA-Seq 低。虽然从转录本丰度极高的卵母细

胞中，Smart-Seq 检测到的基因数目接近 scRNA-
Seq[21]

，但是从较小的单个人类胚胎干细胞中，

scRNA-Seq 可以检测到大约 12 000 个基因，而

Smart-Seq 只能检测到大约 8 000 个基因，说明大量

低丰度的基因被丢失
[29]
。

第二种策略利用体外转录反应进行扩增，其方

法是首先用一条结构为 5'-T7 RNA 聚合酶启动子序

列 - oligo(dT)-3' 的引物进行反转录并随后合成第二

链 cDNA，这样所合成的第二链 cDNA 可以作为 T7 
RNA 聚合酶的模板用于体外转录

[13,22]
。体外转录扩

增的优势在于线性扩增，能够减少 PCR 指数扩增

所造成的偏差，但是缺点在于扩增效率远低于 PCR
扩增，需要进行三轮体外扩增，且扩增的片段较短。

最近报道的 Cell-Seq 改进了这一策略，它改用一条

结构为 5'-T7 RNA 聚合酶启动子序列 -Illumina 5' 接
头序列 - 编码序列 - oligo(dT)-3' 的引物，并在完成

第二链 cDNA 合成后，将数十个样本样品混合，共

同进行体外转录反应，所扩增的 RNA 随后被片段

化并加上 Illumnia 3' 端接头序列，最后利用接头序

列进行 PCR 扩增完成建库。Cell-Seq 只需要进行一

轮体外扩增，而且能够同步分析多个单细胞
[22]
。

第三种扩增策略是利用了 Phi29 聚合酶进行扩

增。Phi29 聚合酶是一种从 Bacillus subtilis 噬菌体

phi29 中克隆出的 DNA 聚合酶，具有链置换和很强

的连续合成特性，被广泛用于单细胞基因组扩增
[30]
。

Kang 等
[31]

和 Pan 等
[23]

利用该酶分别成功地扩增

了单个细菌和单个哺乳动物细胞的转录组。二者的

方法均在反转录之后将第一链 cDNA 环化，然后利

用 Phi29 聚合酶进行连续的滚环扩增。利用这种策

略，Pan 等
[23]

可以从单个 K562 细胞中检测到大约

5 000 个转录本。

3　高通量的单细胞分析

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同时分析大量单细胞才能

对细胞群体有全面认识。因此，如何提高分析通量

是单细胞转录组分析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深度测序

技术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策

略：条码法 (barcoding)，即对每个单细胞的转录组

加上一段条码序列，随后将它们混合在一个试管中

进行建库和测序，通过辨别条码序列将属于不同单

细胞的测序数据区分开。条码法将数十到数百个单

细胞建库操作简化至一个操作，明显地提高了效率。

STRT-Seq 和 Cell-Seq 均采用了这种策略，所不同

是 STRT-Seq 利用模板转换将条码序列加在转录本

的 5' 端，而 Cell-Seq 通过 oligo(dT) 引物和体外转

录将条码序列加在转录本的 3' 端 [20,22]
。

高通量单细胞基因表达分析的另一个值得一提

的方法是基于微流控芯片的高通量单细胞定量 PCR
分析平台。斯坦福大学的 Quake 实验室于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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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报道了应用微流控技术在纳升级的反应体系中

进行基因表达分析的方法
[32]
。随后，Spurgeon 等

[33]

报道了 48.48 的基因表达分析芯片，能够同步进行

两千多个定量 PCR 反应，可针对 48 个单细胞的 48
个基因同时进行分析。2011 年，White 等

[26]
报道

的分析平台更将自动化细胞采集、裂解、反转录和

定量 PCR 反应全部整合到一张微流控芯片中。基

于微流控芯片的单细胞定量 PCR 分析平台目前虽

然只能够分析数十个基因的表达，但其高通量和高

自动化的特征具有独特的优势。

4　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技术的应用

以下将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单细胞转录组分析

技术的应用，这些例子展示了如何利用该技术来分

析稀有细胞类型的转录组，以及揭示单个细胞之间

基因表达的异质性。

第一个例子是哺乳动物着床前胚胎的单细胞分

辨率转录组分析。哺乳动物着床前胚胎的细胞数目

相当稀少，人类着床前胚胎的细胞则不仅数目稀少

而且珍贵，因此常规的转录组分析技术难以对其进

行分析。Kurimoto 等
[15]

通过基因芯片技术首次以

单细胞分辨率在转录组水平分析了 E3.5 d 小鼠的内

细胞团，结果显示看起来同质的胚胎细胞已经能够

在转录组水平分为两群细胞，分别具有类似原始内

胚层和类似上胚层细胞的表达谱。Tang 等
[27]

通过

所建立的 scRNA-Seq 技术分析了小鼠的内细胞团，

并跟踪分析了内细胞团转变为体外培养的胚胎干细

胞的过程，发现细胞在转变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包

括基础代谢、microRNA 和可变剪接在内的转录组

全局改变。他们还发现在细胞转变过程中，抑制性

的表观遗传调控基因表达上调，同时激活性的调控

基因表达下调，这种变化可能参与了小鼠胚胎干细

胞全能性的维持。2013 年，Yan 等
[29]

和 Xue 等
[34]

分别报道了人类胚胎从受精卵到着床前的单细胞分

辨率转录组分析，是人类胚胎早期发育阶段转录组

的首次全面描述，为理解人类胚胎早期发育和相关

疾病，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全能性的分子机理提供

了有用的信息。

第二个例子是树突状细胞被脂多糖激活的单细

胞转录组分析。脂多糖是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中

的一种成分，能够通过激活树突状细胞的 Toll 样受

体引发显著的转录组改变。最近 Shalek 等
[35]

在单

细胞水平对这一转录激活过程进行了分析。在脂多

糖刺激 4 h 后，他们采集了 18 个小鼠骨髓来源的树

突状细胞，利用 Smart-Seq 构建单细胞 cDNA 文库

并随后进行测序分析。尽管脂多糖的转录激活在群

体细胞水平已经被详细研究，但在单细胞水平，他

们发现树突状细胞的反应具有相当高的异质性。许

多已知的炎症反应基因在部分细胞中被强烈激活，

而在部分细胞中仅被低度激活或完全未被激活，呈

现一种双峰模式。他们进一步发现炎症反应的异质

性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树突状细胞的成熟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基因调控网络的随机性特征。基于后

者，他们鉴定了一个由 137 个炎症反应基因组成的

调控模块。另外，他们还意外地发现了大量具有细

胞异质性的可变剪接形式。

第三个例子是对肿瘤组织的高通量单细胞基因

表达分析。传统方法，如免疫组织化学，能够显示

单个或数个基因在肿瘤组织中表达的细胞异质性，

但是难以对单个肿瘤细胞中的更多基因同时进行检

测。最近，Dalerba 等
[36]

利用微流控芯片高通量单

细胞定量 PCR 方法对正常结肠上皮组织和结肠肿

瘤进行了分析。他们通过荧光激活细胞分选 (FACS)
分选出相当于正常结肠隐窝底部的 EpCAMhigh/
CD44+

细胞，该群细胞包含了结肠上皮的干细胞。

他们选择了 56 个基因进行分析，包括 53 个结肠上

皮组织特异表达的基因、3 个看家基因和 3 个增殖

相关基因。从正常结肠上皮组织中，他们可以从

EpCAMhigh/CD44+
细胞群中分辨出 5 类细胞亚群。

他们发现，来自肿瘤组织的 EpCAMhigh/CD44+
细胞

也能分出类似的细胞亚群。通过将单个 EpCAMhigh/
CD44+

细胞接种到裸鼠皮下，他们得到了一个来自

单个细胞的移植瘤，分析显示该移植瘤组织内也包

含着类似的细胞亚群。这些结果表明，至少在部分

肿瘤中，瘤细胞之间基因表达的异质性源自细胞的

多谱系分化过程。他们进一步发现这种与分化过程

相关的基因表达模式与肿瘤的恶性程度有关，并提

出了新的结肠癌分型方法，与现有的分型方法相比

可以更好地预测患者的预后。

5　单细胞转录组研究展望

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技术已取得可喜的进展，但

是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包括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

精确性，分析内容的广泛性，分析的通量和自动化

程度，以及分析软件的开发等。利用单细胞技术在

转录组水平全面揭示细胞异质性的研究工作目前才

刚刚开始，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相信单细胞水

平的转录组研究将有可能导致新的细胞分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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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转化过程中新的中间类型，以及全面地揭示单

个细胞在发育过程和对环境应激过程中的各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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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富酬报告讨论
陈润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Q: 我提一个关于技术的问题。你的报告中提到你在做反转录的时候考虑了 poly(A) 尾巴，因为还有很

大一部分的非编码 RNA (noncoding RNA, ncRNA) 是没有 poly(A) 的，那么你是否所有的反转录都只考虑到

poly(A) ？
A: 是这样的，目前采用反转录方法研究的干细胞相关 ncRNA 都含有 poly(A) 尾巴。不含有 poly(A) 尾

巴的 RNA 鉴定比较难，因为它们跟 rRNA 很难区分开（二者都没有 poly(A) 尾巴，最近我们在发展借助于

cDNA 文库的方法来发现不含有 poly(A) 尾巴的 ncRNA。

鲁 志(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Q: 从单细胞中提取 RNA 时，去除 rRNA 的技术是否成熟？

A: 要除去 rRNA 需要 1 μg 到 10 μg 的总 RNA 才能操作，而从单细胞中只能抽提到大约 10 pg 总

RNA，不能达到去除 rRNA 所需要的量。

付向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Q: 那么从单细胞中提取 RNA 时，不用去除 rRNA 吗？

A: 如果研究的是含有 poly(A) 的 ncRNA，就可以不去除 rRNA。但是如果研究的是不含有 poly(A) 的
ncRNA，技术难度就要更大。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很成熟的方法和系统在单细胞水平上来区分两者，我们也

正在发展此项技术。

鲁 志(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Q: 既然你们正在发展此项技术，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优化呢？

A: 现在我们做的方法是，将总 RNA 反转录后测序，根据测序结果来归类，以区别 ncRNA 与 rRNA。

Q: 你做的是单细胞的研究，那么就有一个统计上的问题。你在研究中得出一个结论是 ncRNA 在胚胎

发育中的差异性很大，那么你是如何统计得出的这个结论呢？你就只做一个细胞吗？

A: 我研究中所有的关于单细胞的数据都是同一种细胞至少做 3 个单细胞的 RNA-Seq，然后计算它们

的平均值以反映变化的趋势。

陈润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Q: 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研究单细胞和多细胞其实各有各的优势。生物体有多种行为，当然这是以

单细胞为基础的，在单细胞水平上研究发现的 RNA 或者蛋白质水平的变化很多时候并不表现出整体水平

功能的变化，RNA 或者蛋白质水平可能只是生物体内在稳态的起伏。所以如何能找到与生物学功能相关的

变化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A: 首先同一胚胎阶段的细胞至少会做 3 个单细胞的独立分析，这样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此细胞阶段的

RNA 或者蛋白质水平，这是横向的平均。在纵向比较不同胚胎阶段的 RNA 或者蛋白质水平时，我们会选

择相差最大的作为研究对象。

刘 晓(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Q: 我就接着刚刚陈老师的问题，提一个关于发育的问题，发育过程是一种细胞分化成另一种细胞，

也就是两种细胞状态终端的转换，而做单细胞的时候相当于就是某一个中间状态了，所以这个如何反映发

育的变化？

A: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会研究每个胚胎阶段的细胞，从胚胎卵裂中的两细胞、四细胞到八细胞。我们

发现在两细胞时，ncRNA 的相关性很高，达 0.99。而到达八细胞时，其相关性就降低至 0.96。这就说明到

达八细胞胚胎阶段这些差异变化的 ncRNA 可能与发育相关。

splicing in immune cells. Nature, 2013, 498(7453): 236-40
[36]  Dalerba P, Kalisky T, Sahoo D, et al. Single-cell dissection 

of transcriptional heterogeneity in human colon tumors. 
Nat Biotechnol, 2011, 29(12): 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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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体展示技术在非编码核酸研究中的应用
秦　燕*，张玲云，张德玖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　要： 非编码 RNA (non-coding RNA) 是一类内源性的不具有蛋白质编码功能的 RNA 分子，在细胞的生

长增殖、发育、核内运输，甚至在肿瘤的发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核糖体展示技术 (ribosome profiling) 是
多聚核糖体分离和深度测序技术 (deep sequencing) 相结合的新兴组学技术，可以精确地测定正在被翻译的

转录本并具有组学广度。对非编码 RNA 研究而言，这既是一个新的高度又是一门新的技术。系统阐述了

核糖体展示技术的实验原理、目前研究取得的进展，以及在非编码 RNA 调控机理中的应用。

关键词：核糖体展示；非编码 RNA ；翻译调控

中图分类号：Q522 ；Q5-3　　文献标志码 ：A

Ribosome profi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non-coding RNA study
QIN Yan*, ZHANG Ling-Yun, ZHANG De-Jiu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Non-coding RNA (ncRNA) is a class of endogenous RNA molecules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diverse 
biological process, such as cell proliferation, development, nuclear transport, and tumorigenesis. Ribosome profiling 
is a novel technology combing polyribosome isolation and deep sequencing to determine the cellular transcripts 
being translated.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tate of art of ribosome profiling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ribosome profiling in ncRNA research.
Key words: ribosome profiling; non-coding RNA; translation regulation

1　核糖体展示技术的简介

核糖体展示技术 (ribosome profiling) 是 2009 年

由 Jonathan Weissman 等建立起来的一项新的生物

技术，通过与深度测序 (deep sequencing) 相结合，

研究人员可以从基因组水平监测核糖体的位置和翻

译的不同时期，从而反映蛋白质的翻译状况。重要

秦燕领导的研究组致力于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的调控。实验室组建于

2006 年，初期的研究集中于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基于前期的重要发现，

即核糖体的“逆向运动”，开展了逆向转运酶 EF4 的新酶学功能研究及其

在核糖体上的调控。现在，实验室的工作集中在非编码 RNA 的功能以及

线粒体的蛋白质翻译调控，发现线粒体的翻译与衰老和疾病都有重要关系，

特别是与肿瘤发生有直接关系。

秦燕 研究员

的是，这项技术可以达到单个密码子的分辨率水平 [1[。

2010 年，David Bartel 小组为了鉴定 mRNA 降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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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抑制在介导 miRNA 对靶基因调控过程中的重

要性，创造性地将核糖体展示技术运用于此问题的

研究 [2[。他们先用环己酰亚胺处理细胞使核糖体较

易结合在对应的 mRNA 上，接下来对细胞进行核

酸酶处理，没有被核糖体保护的 mRNA 片段将被

水解，而被保护的部分将留下。再用一定方法将这

些片段从核糖体内释放，进行深度测序，就能获取

有关翻译的信息，从而更准确地预测蛋白质的丰度。

将所得结果与同样条件下获取的 mRNA 图谱进行

对照，即可知道蛋白质含量与 mRNA 量的关系。

相比较蛋白质组学，核糖体展示技术具有与 mRNA
图谱分析相媲美的时效性。Bartel 实验室发现

miRNA 主要通过使目标 mRNA 降解来发挥作用

(84% 以上的蛋白质水平下降由这一作用造成 )，而

不是通过抑制它们的翻译 [2[。这个突破性的研究结

果预示着很多以前关于 miRNA 作用机制的结论将

面临重新评估。现在，国际上以该技术研究蛋白质

发生、信号通路对细胞整体影响、细胞发育等方面

的工作在逐渐被报道出来。

核糖体展示技术的原理如下所述：

1) 多聚核糖体的分离技术：提取不同细胞、组

织的多聚核糖体 ( 图 1，框 1)[3[ ；

2) 多聚核糖体覆盖的 mRNA 的文库建立：使

用核酸酶消化 mRNA 时，正在翻译的核糖体结合

并保护大约 30 nt 的 mRNA 片段 ( 图 1，框 2) ；将

这些片段构建成 DNA 文库 ( 图 1，框 3-7) ；
3) 高通量测序：利用 illumina GA 测序技术平

台测序获取这个 DNA 文库的序列 ( 图 1，框 8) ；
4) 数据整合和分析：将文库中的序列作图

(mapping) 到细胞等的基因组上，比较不同基因的

翻译情况和同一基因不同位点的翻译情况。上述流

程的具体技术路线见图 1。

2　核糖体展示技术的进展

核糖体展示技术的高分辨率可以达到对单个

RNA 分子上的核糖体密度进行详细分析。因此，

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真核和原核生物的研究中，用

来研究翻译过程的特定方面。

Lacsina 等 [4[ 对疟疾寄生虫 ( 恶性疟原虫 ) 感

图1  核糖体展示技术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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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宿主细胞进行裂解，使得疟原虫中完整的多聚

核糖体释放出来，然后利用核糖体展示技术分析反

映疟原虫中基因的翻译活性。在收集核糖体时，对

不同蔗糖密度的 RNA 进行提取，用来分析特定

mRNA 上装载的核糖体量以及密度。这项技术开启

了疟疾中基因组范围的翻译调控的研究。在真核细

胞中，蛋白质的空间调控是由 mRNA 的定位以及

翻译的位置调控共同行使的。内质网中 mRNA 的

调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分泌性和完整的膜蛋

白分离中发挥着普遍性的作用。Reid 和 Nicchitta[5[

利用细胞分级分离和核糖体展示技术结合的方法对

mRNA 翻译的亚细胞结构进行分析，发现 mRNA
上装载的核糖体与内质网有违背。明显的是，内质

网相关的 mRNA( 编码胞质和信号相关的蛋白质 )
表现出相似的核糖体装载密度，这预示着内质网相

关的核糖体在 mRNA 翻译中发挥着普遍的作用。

在胞质和内质网中，mRNA 及其翻译的分割可能为

基因的翻译后调控提供新颖的调控机制。此外，核

糖体展示技术在减数分裂细胞的翻译调控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酵母中，减数分裂的细胞翻译在非

典型的翻译位点，包括在非注释转录本上的短的开

放阅读框 (ORF)以及已知转录本的上游区域 (uORF)。
核糖体在 uORF 上的占位与更多有效的 ORF 翻译

相关；反之，一些起始密码子的 uORF 可发生竞争

性作用。该研究展现了减数分裂细胞的翻译调控，

有助于阐明减数分裂细胞重构的分子基础 [6[。

在小鼠胚胎干细胞中，Ingolia 等 [7[ 利用三尖

杉酯碱 ( 可以引起核糖体在起始密码子位置的聚集 )
并结合机器学习算法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来
定义翻译起始的位置。通过此技术，发现一些新的

或者发生改变的 ORF，包括一些在基因间的长非编

码 RNA (large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 lincRNA)
上的高度翻译的短 ORF。这些非典型的编码蛋白质

的转录本被认为是短的多顺反子特征的核糖体相关

RNA (short, polycistronic ribosome-associated RNAs, 
sprcRNAs)。此外，应用核糖体展示技术发现了上

千的翻译终止区域，这些区域可以作为翻译调控的

关键位点。这项技术也可以用于其他细胞和生物，

检测蛋白质的产生速率以及探索翻译调控的分子机

制。此外，利用核糖体展示技术可以对延伸核糖体

进行分析，用来检测不同基因在翻译水平的表达情

况以及对蛋白质编码基因和核糖体终止的鉴定 [8[。

另外，核糖体展示技术还可以提供数据用来发展翻

译的定量模型。虽然只有少量的核糖体展示数据被

发表，但是这项技术改变了我们对翻译调节的认识，

从而将我们带向新的研究领域，即蛋白质编码基因

的起源。除了翻译水平的调控，目前对于翻译后水

平基因的调控机制研究甚少。2014 年，McManus
等 [9[ 报道，利用核糖体展示技术对比较相近的两种

酵母细胞进行转录水平和翻译效率的对比。结果发

现转录本以及密码子的偏差促进同一 mRNA 在非

常相近物种间翻译的差异，但翻译调控的差异可以

缓冲物种间在 mRNA 水平的差异，如核糖体占位

相对于转录本来说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利用等位基

因特异性的核糖体展示技术，在物种间对顺式与反

式调控因子的差异在 mRNA 水平和翻译效率的差

异中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物种间翻译

效率的差异促进了基因表达的演变。核糖体展示技

术除了可以检测翻译调控外，还可以用来研究一些

分子伴侣和调控因子与新生的肽链和核糖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 [3[。

2012 年，科学家们利用核糖体展示技术揭示

了隐藏在遗传密码中过去未发现的信息层，即密码

子包含蛋白质合成速度信息。Li 等 [10[ 采用核糖体

展示技术对活细胞内的基因活性进行测定，包括基

因所编码的蛋白质翻译的速度。通过在细菌中检测

蛋白质合成速率，他们发现轻微的遗传改变都可能

产生巨大的影响。过去科学家们认为“沉默突变”(silent 
mutations) 只是发生了单个 DNA 碱基的置换而并不

会改变最终的基因产物。然而，在新研究中研究人

员吃惊地发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遗传变化却能

将蛋白质合成的速率减慢到正常速度的 1/10，甚至

更慢。这一发现有可能将帮助加速蛋白质的工业生

产，对于制造生物燃料和生物医药用于治疗糖尿病、

癌症等大量常见疾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核糖体展示技术除了在细胞水平的应用外，在

细胞内结构以及整个生物体的应用现在已经有研

究。目前，Rooijers 等 [11[ 首次利用核糖体展示技术

对野生型和疾病相关的线粒体进行分析，从而发现

是由于哪些核苷酸的改变引起了氨基酸的突变。

Dunn 等 [12[ 在果蝇体内利用核糖体可以终止密码子

这一特点，通过核糖体展示技术发现连读 (read-
through) 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和酵母中，并且

提供了基因表达以及功能研究的普遍机制。

3　核糖体展示技术在非编码核酸研究中的应用

在基因组的转录产物中，仅有 2% 的基因编码

蛋白质，而基因组转录的大部分产物是非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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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13-14[。非编码 RNA 主要包括两大类 RNA，即

微小 RNA (microRNA 或者 miRNA) 和长非编码 RNA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miRNA 是一类内

源性的，~22 个核苷酸的单链非编码小 RNA 分子，

主要通过与靶基因 mRNA 3' UTR 上的结合位点互

补结合，从而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的表达 [15-16[。

对于 miRNA 是采取哪种机制对靶基因行使功能，

mRNA 的降解与翻译抑制的哪种功能先行使这些方

面研究甚少。除了 2010 年，Bartel 实验室 [2[ 利用

核糖体展示技术鉴定 mRNA 降解和翻译抑制在介

导 miRNA 对靶基因调控过程中的重要性外，

Bazzini 等 [17[ 在斑马鱼中利用核糖体展示技术监测

miR-430 对靶 mRNA 上核糖体占位的影响，发现

miR-430 降低靶 mRNA 上核糖体的数量，翻译的抑

制发生在脱腺苷化之前。在整个 mRNA 上核糖体

是连续的，这表明翻译的抑制是由于降低翻译起始

的速率而不是影响延伸或者是核糖体的脱落。这些

结果显示，miR-430 在斑马鱼中对靶 mRNA 是先影

响翻译起始，然后再导致 mRNA 降解的。

lncRNA 是一类长达 200 个核苷酸以上的转录

本 [18[，与编码蛋白质的 mRNA 类似，lncRNA 可以

与核糖体结合，但是并不编码多肽或者蛋白质 [13–14,19[。

Ingolia 等 [7[ 研究发现，在 lincRNA 上的核糖体占

位与编码蛋白质的 mRNA 上的核糖体类似，这使

得人们推测 lincRNA 可能具有蛋白质编码的功能。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Guttman 等 [20[ 利用核糖体展示

技术比较不同区域 RNA 上核糖体占位情况，用核

糖体释放分数表示 (RRS)。他们发现 lincRNA 的

RRS与典型的ncRNA以及编码蛋白mRNA的5'UTR
的 RRS 类似，而后者都是不编码蛋白质的。具有

蛋白质编码功能的 mRNA 上的核糖体遇到终止密

码子时，核糖体的大小亚基分离并重新进入蛋白质

合成过程中，而 lincRNA 上结合的核糖体不会分离

( 图 2)。这些结果均说明 lincRNA 是不编码蛋白质

的 [20[。类似的结果在 Chew 等 [21[ 的研究中也得到

证实。

4　小结

随着核糖体展示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技术的

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是在亚细胞器，如线粒体

中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非编码 RNA 在线粒体

功能调控方面，我们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核糖

体蛋白质翻译方面，我们具有成熟的实验体系，

尤其是在翻译因子对核糖体翻译蛋白质的影响方

面 [22-24[。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掌握了 RNA 高通量

测序技术和核糖体图谱技术，利用深度测序技术我

们研究 GUF1 (GTPase of unknown function 1) 上下

游受调控的非编码 RNA，并对筛选出的非编码

RNA 进行功能研究。目前我们已经对 GUF1 蛋白

在高等真核细胞中和小鼠中的功能以及机制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并开始寻找与 GUF1 相关的非编码

RNA。利用已经建立好的核糖体展示技术平台，在

原核生物中研究 LepA 对蛋白质翻译的影响；在真

核生物中研究与 GUF1 相关的非编码 RNA 对细胞

质和线粒体翻译的影响。后续的实验可以进一步研

究非编码RNA对细胞中mRNA二级结构的影响 [25[。

通过这些方法可以系统地研究非编码 RNA 对线粒

体功能的影响，阐明非编码 RNA 对线粒体的作用

机制，以及 GUF1 在线粒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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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燕报告讨论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你们用的核糖体来源是线粒体的还是细菌的？只是把线粒体的延长因子放入细菌中？

A ：我们用的核糖体是细菌来源的。是的。

Q ：现在是否有什么 implication link RNA 和线粒体的翻译有关？

A ：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些初步的实验，主要还是关注在 translocation 上，对于核酸我们试了几个，有

的有效，有的不明显，可能是和细胞质里面一些因子有关系。

Q ：线粒体的翻译目前仍不清楚，我问了一些权威，他们说没人知道线粒体怎么翻译的，尤其是怎么

起始的。在原核里面翻译起始是通过 SD 序列，就是 mRNA 上和 ribosome 配对的区域，可以把 ribosome
给拉过去。真核里面是有一个 cap，通过 cap 把 ribosome 定位过去。但是线粒体 RNA 既没有 5'UTR，又没

有 3'UTR，只有一个单独的 ATG 在最前面，它怎么起始不清楚，有人说是从中间开始的，然后到头上在往

前来，但是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细菌的 RNA 是一个接一个的，中间有很多 ribosome 重新进入的位点

从而可以起始，而线粒体编码基因 mRNA 之间的是 tRNA，可能 tRNA 是线粒体的起始位点，但是二三十

年来没人研究清楚，很 make sence，要做的话很有意思。

A ：谢谢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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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中的假尿苷修饰：形成、功能及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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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假尿苷修饰是目前已知丰度最高的 RNA 修饰，广泛存在于多个物种的多类 RNA 中。作为尿苷的

5 位异构体，假尿苷在真核生物中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依赖于假尿苷合酶或是依赖于 H/ACA 核糖核蛋

白复合体。假尿苷修饰在多个生物学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不同位点的假尿苷修饰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人

为地在 mRNA 终止密码子中引入假尿苷修饰则可以使其具有编码能力，这改变了传统的中心法则。目前对

于 RNA 中假尿苷的研究主要是通过 2D-TLC 及液质联用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使用 CMCT 标记假尿苷及

RNase H 和 SCARLET 的方法对其进行定位。

关键词：假尿苷；形成；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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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uridines in RNA: formation, fun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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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eudouridine is the most abundant RNA modification and it is widely spread in various RNAs of many 
organisms. As a rotation isomer of uridine, it is formed mainly through two mechanisms: stand-alone pseudouridine 
synthases and Box H/ACA Ribonucleoprotein. Pseudouridylation affects many cellular processes, with 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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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成器实验室主要通过化学生物学、结构生物学、高通量测序等手段，

对核酸修饰的生物功能及其生理调控机制进行研究。一方面，核酸的化学

修饰对许多重要生命过程（比如 5- 甲基胞嘧啶及其氧化产物对基因表达及

细胞发育过程、RNA 编辑对选择性剪接及蛋白质翻译过程等等）都有着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异常的核酸修饰（比如 DNA 及 RNA 损伤）

则会导致细胞衰老、死亡及致癌性变异等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将通过灵敏、

高效的检测手段的建立，对许多核酸修饰的产生及调控过程进行研究，并

对其生物功能进行阐述。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1）新颖 RNA 修饰对小

分子 RNA（microRNA）及长链非编码 RNA（lincRNA）功能的影响及机理；

（2）碱基切除及核苷酸切除 DNA 修复通路在防止细胞衰老及癌变过程中

的分子机制；（3）以核酸修饰为机理的表观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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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尿苷和假尿苷(d为氢键供体、a为受体)

自然界中的 RNA 很多都发生了转录后修饰。

这些转录后修饰在 RNA 的结构、功能及代谢等方

面都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已经发现 107 种 RNA 修

饰 (http://mods.rna.albany.edu/)，其中假尿苷修饰是

最早发现并且丰度最高的一种 RNA 修饰
[1-2]

，因此

它也被称为 “ 第五个碱基 ”。假尿苷是尿苷的 5 位

核糖异构体 ( 图 1)，广泛存在于多种 RNA 中 (tRNA、

rRNA、snRNA 与 snoRNA 等 )。与尿苷相比，假尿

苷的碱基与核糖之间不是通过 N-C 键而是 C-C 键

相连。假尿苷的异构化并没有影响经典的碱基互补

配对，但使 N1 位变为了一个质子的供体，这可能

是假尿苷具有与其他碱基不同的特性并能够使得很

多 RNA 结构具有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1　假尿苷的形成

RNA 中假尿苷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机制
[1-2]

，一

种是只依赖于蛋白质即假尿苷合酶的机制，在这

种机制中一个蛋白质同时发挥识别与催化的作用 ；

另外一种是依赖于一类 H/ACA box 小核仁 RNA 
(snRNA) 与相应的蛋白质形成的复合物，在这种机

制中 RNA 起到识别作用，与其结合的蛋白质发挥

催化作用。在原核生物中只存在第一种机制，在真

核生物中这两种机制同时存在。下面将对这两种机

制进行详细介绍。

1.1　只依赖于假尿苷合酶的机制

对于假尿苷合酶，目前主要分为五个家族：

RluA、RsuA、TruA、TruB 和 TruD[3-4]
。虽然不同

家族的假尿苷合酶序列有所差异，但是它们都有一

个保守的核心折叠区域与活性位点。除了这个保守

区域外，不同家族的假尿苷合酶结构会有所差异，

并且对于这些酶，不同的酶有其相应的底物的专一

性。例如，TruA 家族的蛋白催化 tRNA 反密码子环

上 38~40 位的尿苷变为假尿苷，TruB 家族蛋白负

责催化产生 tRNA 的 TΨC 环上 55 位的假尿苷修饰，

TruD 家族蛋白对 tRNA 中 D 茎环中 15 位尿苷发挥

作用 ( 图 2)。RsuA 家族蛋白主要对原核生物中

rRNA 上的位点具有高度位点特异的催化活性。

RluA 家族也主要催化原核生物中 rRNA 上假尿苷

修饰的产生；但是与 RsuA 家族蛋白相比，RluA 家

族蛋白不仅催化的位点有所差异，并且具有更广泛

的催化位点区域
[4-5]

。

1.2　依赖于H/ACA核酸蛋白复合物的催化机制

H/ACA 核酸蛋白复合物的催化机制多存在于

真核生物中，主要催化 rRNA 和 snRNA 的假尿苷

functions at different sites in RNA. When incorporated into mRNA artifically, nonsense codons-containing 
pseudouridine can be converted into sense codons. To characterize pseudouridine in RNA, 2D-TLC and LC-MS 
have been used for quantification purposes, while CMCT-based labeling method, RNase H-based digestion method 
and most recently “SCARLET” method can all be applied for mapping the pseudouridine sites in RNA.
Key words: pseudouridine; formation; function;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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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 ( 图 3)。H/ACA 核酸蛋白复合物是由 H/ACA 
snRNA 与四个核心蛋白：Nhp2、Gar1、Nop10 和

Cbf5( 酵母，人类同源蛋白为 Dyskerin) 组成
[9-11]

。

H/ACA snRNA 包括两个茎环结构，在两个茎环结

构之间存在一段 ANANNA 保守序列，称为“H 
box”，而在第二个茎环结构之后会紧接着三个

“ACA”序列，该序列被称为“ACA box”[12-13]
。每

个茎环结构的中部会有一个由未配对单链 RNA 形

成的环，这个环也被称为“pseudouridine pocket”，

通过这个环与底物 RNA 互补配对，进而决定了假

尿苷修饰位点的特异性。因此，H/ACA snRNA 在

催化过程中主要起到识别与向导的作用。

2　假尿苷修饰的功能

2.1　rRNA中的假尿苷修饰

rRNA 中的假尿苷修饰普遍存在于 rRNA 的大

小亚基中，并且主要聚集分布在功能重要区域，例

如肽基转移酶中心 (PTC)、解码中心和 A-site finger

a：TruA·tRNA复合物由三个蛋白tRNA复合物的Cα骨架组合而成；b：TruB(蓝色)与tRNA的TSL(T Stem-Loop)(黄色)复合物，

红色表示U55即假尿嘧啶化位点；c：TruD结构，红色表示Asp80催化位点。TruA、TruB、TruD蛋白质数据库(protein data 
bank, PDB)登记号分别为2NQP、1K8W、1SI7。

图2　TruA[6]
、TruB[7]

、TruD[8]
结构

在Nhp2、Gar1、Nop10和Cbf5四种蛋白中，Cbf5蛋白负责催化尿苷变为假尿苷。Cbf5蛋白含有一个与TruB家族蛋白类似的催

化结构域，但是与其他假尿苷合酶不同的是，它并不具有与RNA结合的结构域
[14-15]

。

图3　真核生物box H/ACA核糖核蛋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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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ASF) [2,17]
，它的分布暗示着假尿苷修饰可以

影响 rRNA 的功能。这些区域的假尿苷修饰可能会

影响 rRNA 的折叠、核糖体的组装以及维持相应的

高级结构
[1,14]

。

当敲除酵母细胞中与 PTC 区域假尿苷相关的

snoRNA 使该区域的假尿苷修饰缺失时，虽然发现

单一的 snoRNA 缺失对生长的影响较小，但是当所

有的 snoRNA 都缺失时会对生长速度产生较大的影

响
[18]
。解码中心的假尿苷缺失则会引起生长速度变

慢，小亚基 RNA 有明显的缺陷，氨基酸掺入速率

变慢
[19]
。

2.2　snRNA中的假尿苷修饰

在 pre-mRNA 剪切过程中，snRNA(U1、U2、
U3、U4、U5、U6) 和一系列蛋白质形成的剪切体对

于内含子的剪切发挥重要作用
[13]
。在所有的

snRNA 中基本上都发生了假尿苷修饰，并且这些修

饰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有很高的保守性
[13,20]

。例如，

在脊椎动物 U5 snRNA 中保守环上的 Ψ43，也存在

酵母的 U5 snRNA 中的类似位点。与 rRNA 中的假

尿苷分布类似，snRNA 中的假尿苷也主要聚集分布

在功能重要的区域。例如，U1 snRNA 中的假尿苷

修饰分布在 5' 末端区域，这个区域在早期剪切过程

中对识别 5' 剪切位点具有重要作用。snRNA 中的

假尿苷修饰的分布也说明了它对剪切 RNA 具有重要

功能
[21]
，并且目前的研究表明，snRNA 上的假尿

苷修饰主要是通过 RNA 与 RNA 之间的相互作用在

剪切过程中发挥作用。研究 snRNA 中的假尿苷修饰

的作用可以通过三种体系：一种是体外系统，一种

是非洲爪蟾卵微注射系统，一种是酵母系统
[13-14,20-21]

。

在这六种主要的 snRNA 中，U2 上含有最多的

假尿苷修饰位点，并且被研究的最多
[21]
。在体外系

统中，将合成的的 snRNA 与 HeLa 细胞提取物共孵

育，使其发生假尿苷修饰。5- 氟尿苷是假尿苷形成

的抑制剂，当 5- 氟尿苷替代 RNA 中的尿苷时，该

位点不能发生假尿苷修饰。当体外合成的 snRNA
掺入了 5- 氟尿苷后，由于不能发生正常的假尿苷修

饰，不含有假尿苷修饰的 snRNA 将不能形成正常的

snRNP[22]
。利用非洲爪蟾微注射系统，将体外合成的

不含有假尿苷修饰的 U2 snRNA 注射到缺失 U2 的

非洲爪蟾卵中，发现这会影响pre-mRNA剪切。因此，

U2 snRNA 中的假尿苷修饰在 snRNP 的形成、剪切

体的组装和 pre-mRNA 的剪切中有重要作用
[23]
。

2.3　mRNA上的假尿苷修饰

假尿苷修饰被发现广泛存在于 tRNA、rRNA

以及 snRNA 上，但是目前并没有关于体内 mRNA
上存在假尿苷修饰的报道。2011 年，Rochester 大
学 Yi-Tao Yu 的实验室发现，在终止密码子中引入

假尿苷修饰，可以将终止密码子变成有义密码子
[24]
。

他们首先在体外合成了一段中间带有终止密码子

UAA 的 mRNA 序列，终止密码子前为标签蛋白

His 序列，之后为标签蛋白 flag 序列。当 Ψ 替换终

止密码子的 U 时，发现原来并未表达的 flag 蛋白被

表达，这说明了终止密码子中的假尿苷修饰会改变

其编码能力。同时，他们发现将编码序列前含有一

个终止密码子的报告基因序列和人为设计的能够定

位于该终止密码子的 H/ACA box snoRNA 在酵母中

共表达时，这个报告基因的 mRNA 的终止密码子

可以被假尿苷修饰，同时报告基因被表达。这说明

在体内人为引入识别特定序列介导的 H/ACA 核糖

核蛋白复合体可以使得特定位点发生假尿苷修饰，

并且体内的终止密码子序列中的 U 发生假尿苷修饰

后也会改变其编码能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当

终止密码子的尿苷发生修饰以后，它将能够编码特

定的氨基酸，例如当 UAA 变为 ΨAA 时，它可以

编码丝氨酸或者是苏氨酸；UAG 变为 ΨAG 时，可

以编码丝氨酸或者苏氨酸；UGA 变为 ΨGA 后，它

将编码酪氨酸或者苯丙氨酸 ( 图 4) [24]
。

为了解释终止密码子中发生假尿苷修饰后将能

够使其具有编码能力的现象，研究人员获得了 30S
小亚基或细菌 70S 核糖体与 tRNAser( 反密码子序列

为 IGA) 及 ΨAG 终止密码子的复合物结构。通过对

该结构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 Ψ 可以与 A36 形成

经典的碱基互补配对，而密码子 2 位与 3 位的碱基

都形成非经典的嘌呤与嘌呤配对，这个结构说明了

核糖体的解码中心对于非经典的碱基互补配对有很

高的耐受性 ( 图 5) [25]
。

同时，其他研究人员还发现，当将体外转录出

的含有假尿苷修饰的 mRNA 注射入体内后，与不

含有假尿苷修饰的 mRNA 相比，含有修饰的 RNA
翻译速率及稳定性都会增加

[26-28]
。

图4　终止密码子中假尿苷的插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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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NA上的假尿苷修饰的研究方法

RNA 上的假尿苷修饰分布很广，并且具有重

要的生物学意义，同时不同 RNA 上不同位点的假

尿苷修饰具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当研究某一种

RNA 上的假尿苷修饰时，对其含量的测定及定位

显得尤为重要。下文将对 RNA 上假尿苷修饰的定

量及定位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3.1　假尿苷修饰的定量方法

3.1.1　二维纤维素薄层析(2D-TLC)
2D-TLC 系统含有两种不同的层析系统：第一

维可以使用异丁酸 - 氨水 - 水的混合物，第二维可

以使用异丙醇 -盐酸 -水混合物或者磷酸钠 -硫酸铵 -
异丙醇混合物

[29]
。使用 RNaseA 或者 RNaseT1 及

RNaseT2 将 RNA 切成寡聚核苷酸，并对其 5' 端进

行
32P 标记，最后使用 nuclease P1 获得 5'-32P-NMP。

由于不同的碱基具有不同的极性，
32P 具有高度的

灵敏性，利用这些特点可以在 2D-TLC 上将其分离

并且对其进行定位。由于不同的碱基在 2D-TLC 上

会有不同的位置，因此可以通过分析 2D-TLC 图谱

中假尿苷位置处是否存在相应的点来确定 RNA 中

是否含有假尿苷。同时，可以通过检测假尿苷位置

处曝光强度与其他常见碱基 ( 如 A、G、C、U) 曝
光强度的比值来确定其相对含量

[30-33]
。

3.1.2　高分辨率质谱

对于 RNA 上的假尿苷修饰，也可以通过高效

液相色谱与高分辨质谱联用 (LC-MS/MS) 对其定

量
[34]
。将 RNA 进行酶切成单个的核苷，由于不同

的碱基的极性有所差异，因此在高效液相色谱上不

同的碱基具有不同的保留时间；同时在电离时每个

碱基会产生其特异的离子对，因此通过 LC-MS/MS
即可将不同碱基进行分离，同时可以通过检测离子

强度对其进行定量。通过该方法，研究人员可以对

酵母 tRNA中的25种修饰中的23种修饰进行定量
[35]
。

3.2　RNA上假尿苷修饰的定位方法

3.2.1　利用RNase H切割特定位点对假尿苷进行定位

RNase H 能够特异切割 DNA 与 RNA 形成的

杂合体，并且如果当糖环上的 2'-OH 被修饰后，切

割将受到阻碍。利用这一特点，设计一段特殊的

DNA 序列，这个 DNA 序列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与

含有假尿苷的区域互补的序列为 DNA 序列，在

DNA 序列的两端都为 2'-O- 甲基化修饰 RNA，同

时与假尿苷互补的碱基位于 DNA 序列之后的第一

个被 2'-O- 甲基化修饰的核苷，这样的设计保证了

RNase H 的切割位点恰好位于假尿苷前方 ( 图 6)。
此时 RNA 可以被切割成 5' 与 3' 两部分，假尿苷修

饰恰好位于 3' 部分的 5' 端，由于 3' 部分与 5' 部分

有大小差异，可以通过跑胶对 3' 部分进行纯化。然

后对 3' 部分进行去磷酸化进而使用 [γ-32P]ATP 对其

5' 端进行标记。进一步使用 nuclease P1 将 5' 标记

的 RNA 切成单个的核苷，使用 2D-TLC 进行分离，

由于只有 5' 端被标记即只有被修饰的假尿苷和未被

修饰的尿苷被
32P 标记，因此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能

够确定该位点是否含有假尿苷修饰，并且能够确定

该位点发生假尿苷修饰的比例
[36]
。

3.2.2　利用CMCT对假尿苷进行定位

CMCT 是 N-Cyclohexyl-N'-(2-morpholinoethyl)
carbodiimidemetho-p- toluenesulfonate 的简称。CMCT
可以与尿苷的 3 位 NH、假尿苷的 1 位与 3 位的 NH
以及鸟嘌呤 3 位的 NH 发生反应。但是在弱碱的条

图5　含假尿苷密码子的配对模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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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尿苷和鸟嘌呤上的加合物会脱去，假尿苷上

只有 3 位的加合物会保留。因此，通过这两步反应

可以在假尿苷上特异地发生 CMCT 的加合。由于

CMCT 与假尿苷的 N3 位发生反应，这一位点位于

假尿苷的 Watson-Crick 一侧，因此会影响碱基互补

配对，在反转录过程中阻止其正常进行 (图 7)。因此，

根据这一原理，利用引物延伸的方法可以对某个已

知区域内的假尿苷进行定位。在反转录过程中，当

带有
32P 标记的引物遇到与 CMCT 反应后的假尿苷

时，反转录过程会发生终止。将反转录产物通过丙

烯酰胺凝胶电泳进行区分，由于反转录反应停在了

假尿苷的位置，因此当对应于某一个碱基的位置有

很浓的条带时，可以说明该位置发生了假尿苷修

饰
[37-38]

。

3.2.3　利用SCARLET的方法对mRNA或者lncRNA
上的假尿苷修饰进行定位

利用 RNase H 特异剪切的特性可以对 RNA 上

的修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这种方法需要首先将要

研究的某一种 RNA 进行分离，因此对于丰度很低

的 mRNA 或者 lncRNA 上的修饰的研究并不适用。

最近，芝加哥大学的 Tao Pan 研究组发展了一种新

的方法，将传统的 RNase H 特异性识别剪切与夹板

图7　CMCT对假尿苷进行定位
[37-38]

连接法相结合 (site-specific cleavage and radioactive-
labeling followed by ligation-assisted Extraction and 
TLC, SCARLET) [39]

。这种新方法的特点是，它利用

图6　RNase H方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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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SCARLET流程图
[39]

了夹板连接法来实现对所需要研究的 RNA 的分离，

因此，利用该方法不需要最初纯化某一种特定的

RNA。使用 RNase H 在修饰位点的 5' 端进行切割

并进行
32P 标记后，利用夹板连接法使其与一个

116 nt 的单链 DNA 进行连接，虽然其他序列的 5'
端也可以被

32P 标记，但是在夹板 DNA 存在的情况

下，只有目的 RNA 才可以与 DNA 发生连接。使用

RNase A/T1 将与 DNA 连接的 RNA 链进行切割，

此时
32P 标记的修饰位点将和 DNA 链形成 DNA-

32P-Xp 或 DNA-32P-XCp 的结构。之后，再通过跑胶

将该条带进行分离纯化，然后使用 nuclease P1 将其

切成单个的核苷酸，使用 2D-TLC 对其分离，即可

确定该位点是否含有修饰并且能够确定该位点发生

修饰的比例 ( 图 8)。

4　总结

目前已经发现假尿苷修饰存在于 tRNA、rRNA
和 snRNA 上，并对其形成机制和功能有了一定的

研究。但是对于 mRNA 上是否存在假尿苷修饰，

以及其潜在的功能及形成机制的研究仍然没有定

论。而人为地在终止密码子中引入假尿苷修饰可以

使得其变成有义密码子的发现，进一步凸显出

mRNA 中假尿苷发现与功能研究的迫切性。因此，

未来进一步发展更高通量、更高灵敏度的检测手段，

将开启假尿苷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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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成器报告讨论
王江云(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Q ：你刚才提到当 U 型终止子变成 ψ 型终止子时，它除了能编码丝氨酸和苏氨酸以外，还能编码哪些

氨基酸呢？

A：U 型终止子变成 ψ 型终止子时，它到底能编码哪几种氨基酸，我们实验室目前还没研究过。2011 年，

我和做这方面的实验室进行了沟通，他们的实验表明 ψ 型终止子 ψAG 和 ψAA 主要编码丝氨酸和苏氨酸，

而 ψGA 主要编码酪氨酸和苯丙氨酸，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 ψAA 可能 50% 左右编码丝氨酸，50%
左右编码苏氨酸，但是还是有可能编码其他一些氨基酸。有义密码子如果有修饰，也许会改变 mRNA 的编

码能力。这应该更有趣。

Q ：化合物 CMCT 是否能与 ψ 上的两个 N 均能发生化学反应？有何专一性？ CMCT 与 ψ 上的两个 N
反应之间的 pKa 有无差别？

A ：我们是根据一篇 1963 年有关 CMCT 的文献报道，作者测试过 ψ 上两个 N 与 CMCT 反应时 pKa
的差别，他们的数据表明 ψ 上 3 位 N 的反应活性更高，大概是 1 位 N 的 20 倍左右，他们再通过后续一个

反应就能保证得到比较单一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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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选择性多聚腺苷酸化 (alternative polyadenylation, APA) 在基因表达调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位于

最后一个外显子的APA可以产生具有不同 3'UTR长度的mRNA异构体，在细胞中可影响信使RNA (messager 
RNA, mRNA) 的稳定性、翻译效率、转运及亚细胞定位等。随着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

近年来发展了许多高通量测序文库制备方法，对全基因组 APA 进行测序和分析。综述了当前研究全基因组

水平 APA 的技术，并且总结了 APA 与一系列关键生物现象的关系，包括免疫应答、神经反应、胚胎发育

和肿瘤发生等。随着 APA 研究的深入，APA 越发成为新的基因转录与翻译调控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可选择性多聚腺苷酸化；3'UTR 长度；基因表达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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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e-wide alternative polyadenylation in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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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ernative polyadenylation (AP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network. APA 
located in the last exon can produce mRNA isoforms with 3'UTRs of different length, which can impact the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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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translation efficiency, and subcellular translocation. However, the genome-wide APA events have been 
mo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only recently with newly developed high-throughput methods. Here we reviewed the 
rec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APA studies in a genome-wide scale. We also summarized the APA studies on 
several biological processes in animals including cancerous transformation, immune responses,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neuron activity. With the highly enlarged scope of genome-wide APA analyses,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APA regulation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become a new paradigm for the gene transcription network.
Key words: alternative polyadenylation; 3'UTR length; 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基因在转录过程中，可以通过可选择性的转录

起始、剪接以及多聚腺苷酸化 (polyadenylation)，
产生不同的 mRNA 异构体，这些异构体对基因表

达网络精确的时空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

人类基因组中超过半数的基因拥有多个 APA 位

点
[1]
。转录机器可以通过识别不同的多聚腺苷酸化

信号，使基因转录终止于不同的 APA 位点。根据

对 mRNA 的影响，可以把 APA 位点分为以下几类：

APA 位点位于基因最后一个外显子上、终止密码子

的下游，可以产生具有不同长度 3' 非编码区 (3'UTR)
的 mRNA 转录本 ( 称为串联 3'UTR) ；APA 位点位

于终止密码子上游，可能导致产生的蛋白质编码和

3'UTR 序列都不相同 ( 图 1-A) 的 mRNA 转录本。

不同长度的串联 3'UTR 可以导致顺式调控元件的包

含或缺失，这些顺式元件包括 miRNA 的结合位点

和 RNA 结合蛋白 (RNA binding protein, RBP) 的结

合位点
[2-3] ( 图 1-B) 等，从而影响 mRNA 的稳定性、

运输和翻译效率。

近十多年来，约有数十个基因被发现在基因

A：两种类型的多聚腺苷酸化。类型I基因的多个PolyA位点均处于最后一个外显子上，可以形成编码相同蛋白质但具有不

同3'UTR序列的mRNA；类型II基因的多个PolyA位点处于不同的外显子或内含子上，可以形成编码不同蛋白质和不同3'UTR
序列的mRNA。交叉代表终止密码子，箭头代表多聚腺苷酸化位点(polyadenylation sites)，即切割位点(cleavage sites)。B：
mRNA的基本构造和3'UTR上的已知顺式元件。

图1  可选择性多聚腺苷酸化及其作用

转录本 3' 端形成和调控时使用了不同的 poly(A) 位
点

[4]
，比如 Cyclin D1[5-6]

、Amy-1A[7]
和 NF-ATc[8]

等。

这些研究都是利用 Northern 印迹法来检测单个基因

转录本的末端。从全基因组范围研究 APA 最初是

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表达序列标签 (expressed 
sequence tag, EST) 数据；随着 cDNA/EST 数据的累

积，人们发现人类基因中超过半数、鼠类基因中超

过 30% 的基因含有多个 APA 位点。然而，采用

Sanger 测序法对 cDNA 或 EST 文库进行测序成本

较高，数据产出量较低，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

难以窥探基因在 APA 调控下真实复杂的表达情

况
[9]
。随着更具成本效益的基因芯片技术 ( 如外显

子阵列等 ) 的使用，APA 位点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

段。但是，由于基因芯片需要根据已知的序列定制

芯片，所以只能用来研究已知基因的已知APA位点。

近年来，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迅速发展。基于第

二代测序技术的 RNA-seq 可用于研究基因表达、新

型融合基因的检测、可选择性剪接的定量、转录本

起始和终止的鉴别等
[10-15]

。然而，RNA-seq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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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是完整的 mRNA 转录本，而 mRNA 3' 端在所有

RNA-seq 产生的读段中仅占有相当小的比例
[12,16]

，

因此，RNA-seq 法对于深入研究全基因组水平上的

APA 位点有明显不足。近几年来，研究人员开发了

多种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新方法来研究全基因组

水平上的 APA 位点，并且用这些方法来研究生物

学过程中的APA位点变化，包括肿瘤发生和转移
[3,17]

、

胚胎发育
[18-21]

、免疫应答
[2]
和神经活性

[22-23]
等。

许多优秀的综述
[24-31]

描述了 APA 的机制，但

是关于全基因组 APA 位点的研究方法则鲜少提及，

特别是对比不同的 APA 研究策略。在此，我们将

讨论全基因组水平 APA 的研究方法及其在生物学

现象中的作用，并探讨 APA 调控的未来研究方向。

1　研究APA位点的高通量技术

随着 20 世纪末 Sanger 测序技术、基因芯片和

第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APA 研究进入飞速发展的

组学时代。

1.1　表达序列标签(EST)的Sanger测序法

Gautheret 等 [32]
最早使用 3'EST 文库数据来研

究 APA 位点。他们将 164 000 个 3'EST 进行聚类，

构建重叠群 (contigs)，将比对进行可视化来查找候

选 polyA 位点；随后过滤掉基因内部引物锚定

(internal priming) 来鉴别 3'EST 附近重叠群中的腺

苷酸 (polyA 尾 ) 片段；接着，他们进一步研究了

polyA 信号和组织特异的 APA 位点
[33-34]

；随后，他

们将距彼此 30 nt 内的比对的位置合并，再筛掉两

条以下的 EST，以此来定义 polyA 位点。虽然因为

数据大小的限制以及参对基因组的缺乏导致结果不

尽完美，但是这些发现仍然提供了一种鉴别不同

APA 位点的研究方法。

1.2　基因芯片法

在最后一个外显子上，设计含多条探针的基因

表达芯片，这也是研究串联 APA 位点的一种方法。

Affymetrix 的 3'-IVT 表达芯片在距转录本 3' 末端

600 bp 之内的位置设计了 11 条探针，而外显子芯

片在每个外显子中仅设计 4 条探针。基于 3'-IVT 芯

片的分析，Flavell 等 [23]
发现了在大鼠中，神经元

活性依赖基因转向使用近端 APA 位点。另外，一

个外显子芯片的分析研究显示，激活的 T 淋巴细胞

倾向使用更短的 3'UTR[2]
。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

首先根据已有的信息来选取具有两个 polyA 位点的

基因，接着在基因 3'UTR 的近端和远端分别设计至

少 2 条探针，来分析 APA 位点的转换。由于 3'-IVT

芯片比外显子芯片使用了更多的探针，其对 APA
的分析可能更为准确，但是它不能用于分析 APA
位点相距超过 600 bp 的基因。

1.3　RNA-seq测序法

大规模测序技术的发展几乎改变了生物学研究

的所有领域。RNA-seq 技术不仅可以在数据水平上

检测基因表达，还可以检测可选择性剪切和基因

融合。Wang 等
[12]

和 Pickrell 等 [16]
使用了 RNA-seq

的方法来研究 APA。他们将 mRNA 片段化，使用

随机引物进行逆转录，然后制备成二代测序文库。

其中，带有 polyA 尾的读段可以推定是 APA 位点。

从得到的 12 亿条读段中，Pickrell 等 [16]
发现了 7

千万条读段含有 polyA，从中他们鉴别出 7 296 个

假定的切割位点。但是，这个方法对于少部分假定

切割位点来说是明显无效的。另一个团队发展了一

个贝叶斯模型来检测 APA 转换
[12]
。这些研究者将

他们的研究限制在只含有两个串联 APA 位点的基

因，在这些基因中选取所有能比对到 3'UTR 上的读

段用于数据分析。

RNA-seq 为整个转录组中的 RNA 转录本 ( 包
括 3'UTR 区域 ) 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但是它的效率远远没能达到深度分析全基因组范围

内 APA 位点的要求。因此，为了达到使用 RNA-
seq 直接对 polyA 位点测序的目的，人们发展了许

多基于二代测序平台的改进 RNA-seq 方法来对

mRNA 的 3' 末端进行精确测序 ( 图 2)。这些方法的

比较，包括数据产出和可操作性的总结参见表 1。
1.4　PolyA捕获法

PolyA 捕获法 ( 图 2-A) 应用 Roche 454 测序技

术，最初用于秀丽隐杆线虫 (C. elegans) 的 3'UTR
研究

[19]
。为了构建 454 测序文库，需要用逆转录酶

和 DNA 聚合酶来合成双链 cDNA。为了解决 454
测序对于 poly(A) 所带来的 homopolyer 问题，测序

反应需要从 mRNA 的 5' 端开始，因此需要获得合

适大小的片段，从而可以对整个片段测序以获得

APA 位点的信息。研究者应用可以识别“GATC”4
碱基的限制性内切酶 DpnII 对 cDNA 进行消化，随

后在 cDNA 两端连接接头并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扩增，所得到的文库用 454FLX 进行测序，

最终得到超过 250 万条读段。作为首次发表的研究

APA 领域的高通量测序方法，polyA 捕获法为研究

秀丽隐杆线虫的“UTR 组”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然

而，由于 DpnII 酶消化不完全以及识别位点在基因

组上分布不均等问题，该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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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yA捕获；B：3P-seq；C：SAPAS；D：3'READS。
图2  四种基于第二代测序技术的mRNA 3'末端测序法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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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35-36]

。由于 454 FLX 系统产生测序读段平均长度

为 400 nt( 现在的 454 技术已经可以达到 1 000 nt)，
这个方法同样也适用于研究非模式生物的 3'UTR。
1.5　3P-Seq测序法

Jan 等
[37]

发展了一套更为复杂的方法，称为

3P-Seq ( 图 2-B)，旨在消除内部引物锚定对测序文

库制备的影响。为了消除转录本内部富含 A 片段对

polyA 引物锚定的影响，他们在合成 cDNA 双链前

采用了一系列 RNA 操作的方法。首先，将含有

polyA 的 RNA 与生物素标记的黏末端 3'oligo d (T)
引物退火锚合；接着用 RNase T1 进行部分消化，

用链霉亲合素 - 生物素选择系统捕获合适片段的

polyA 末端。polyA 尾随后仅用 dTTP 进行逆转录，

然后用 RNase H 消化从而除去 mRNA 的 polyA 尾。

在进行胶回收纯化后，连上接头进行 PCR 扩增，

制备的文库利用 Illumina 的链特异 mRNA-seq 进行

测序。最后，测序得到 320 万条线虫的 3P 标签。

综上，3P-Seq 可以在早期处理中有效地消除内部引

物锚定，使有效数据得以增加，这个方法的缺陷在

于早期处理步骤较为繁复。

1.6　SAPAS测序法

Fu 等
[17]

发展了另一种方法，称为可选择性

polyA 位点测序 (sequence of APA site, SAPAS)( 图
2-C)。这种方法利用 oligo d (T) 锚定引物和 5' 模板

转换技术进行逆转录反应合成 cDNA 一链，引物的

5' 端连上 454 或 Illumina 测序接头。为了提高反应

的效率，他们对反应体系进行了改良，加入了海藻

糖和山梨醇等物质以增加逆转录反应的特异性。接

着用 PCR 反应扩增 cDNA，并在引物的 polyA 序列

中引入突变来避免重复的 A 序列对 Illumina 测序的

影响，PCR 循环数确保双链 cDNA 的合成保持在扩

增的指数期。在用 PAGE 胶回收进行文库大小选择

后，所得到的片段用 454FLX 或 Illumina GA IIx 进

行 3' 端测序
[17]
。

随着全基因组 polyA 研究的进展，使得数以千

计基因芯片无法检出的含有三个或以上 polyA 位点

的基因被发现。但是，由于检出了两个以上 APA
位点，这为不同样品间相同基因 APA 转换的检验

和数据显著性分析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传统检验

方法 ( 如 Fisher 精确检验或卡方检验 ) 只对两个

polyA 位点的分析方法有效。为了克服数据分析上

的困难，Fu 等
[17]

采取了一种对 APA 转换的线性趋

势检验，这种方法不仅计算了读段的数量 (polyA
位点的表达量 )，还同时分析了多种 polyA 位点的

选择导致的 3'UTR 的长度的变化。因此，这种方法

提供了一种无偏差的 3'UTR 转换数据分析框架。

1.7　3'READS测序法

为了消除 APA 测序文库制备中内部引物锚定

带来的误差并提高有效读段的比例，Hoque 等
[21]

发展了一套全新的不使用 oligo d (T) 引物进行逆转

录的方法制备 APA 高通量测序文库 ( 图 2-D)。他

们考虑到基因内部富含 A 片段和 3' 末端 polyA 尾

的区别在于 A 片段的长度，前者通常不超过 15 个，

后者根据物种不同可达几十到上百个。通过使用一

种 CU5T45 oligo ( 引物 5' 末端引入 5 个尿苷酸 U 来

代替胸腺嘧啶 T) 和 RNase H 的组合，来除去结合

区域小于 15 个 A 的 mRNA。然后，在捕获的片段

两端连上测序接头，逆转录并扩增得到 Illumina 测

序文库。这种方法显著提高了测序所得读段中3'UTR
的比例，有效去除了 rRNA、snRNA、snoRNA 等 ( 使

表1  全基因组polyA位点分析的高通量测序方法比较
SAPAS PolyA捕获 3P-Seq 3'READS DRS

PolyA捕获 Oligo(dT) Oligo(dT) 夹板接头的生物素引物 U5T45 Oligo包被的磁珠 Poly(dT)-包被的流室

片段化 加热/94℃或片段化

    缓冲液/70℃
DpnII RNase T1部分消化 片段化缓冲液/70℃ -

片段化误差 无 有 少量 无 -
测序平台 454/Illumina 454 Illumina Illumina Helicos
测序读长(bp) 400/100 400 100 72 35
错误率 0.05%/1.5% 0.05% 1.5% 0.05% ~4%
IP* 有 有 无 无 极少

操作性 简单 简单 复杂 复杂 简单

分析的物种 人 秀丽隐杆线虫 秀丽隐杆线虫 小鼠 酵母或人

参考文献 [17] [19] [37] [21] [15]

*IP：引物内部锚定(Internal Pr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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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oligo d (T) 制备的测序文库中的小 RNA 是 CU5T45 
oligo 的 5.8 倍 )。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新的 APA 测

序文库制备思路，数据分析结果也证明了它可以有

效提高测序读段中 polyA 位点的比例，通过减少测

序的总量从而降低成本，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仍

然在于早期处理步骤复杂。

1.8　RNA直接测序法

Helicos Bioscience 公司开发的第三代高通量测

序技术的 RNA 直接测序法 (direct RNA sequencing, 
DRS) 同样也可以用于直接研究全基因组 polyA 位

点。此测序平台使用 poly d (T) 包被表面的流动小

室 (flow cell)，polyA+ RNA 样品可以直接杂交上去。

这种边合成边测序的测序反应使用了一种改良的

DNA 依赖的 DNA 聚合酶，这种酶还同时具有逆转

录酶的活性。DRS 的测序文库制备不需要逆转录、

连接头及 PCR 扩增的步骤，这样就可以避免实验

过程中的人造假性 cDNA 的干扰。Ozsolak 等
[38]

运

用 DRS 的方法报导了人类肝脏细胞和酵母细胞全

基因组 polyA 位点的综合图谱。DRS 方法的优点是

不言而喻的，即不需要 PCR 扩增，可以更精确地

定量表达水平。但是，该方法有个明显的缺点，那

就是测序读长过短，仅为 35 nt，测序误差率高达 4%；

另外该仪器商业化率较低，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2　APA的生物学功能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有研究报道 APA 可

能具有生物学功能
[39-41]

。在此，我们总结了这些具

有生物学功能的 APA 基因，见表 2。近期，随着上

述全基因组水平 APA 研究方法的应用，在不同的

生理和细胞状态中发现了全基因组 3'UTR 转换的现

象，包括肿瘤发生和转移、动物发育、免疫应答和

神经反应等，揭开了 APA 转换在生理学和病理学

中广泛的潜在调控现象的新篇章。

2.1　免疫应答

20 多年前，研究者发现了免疫球蛋白 IgM 的

重链基因在小鼠 B 细胞激活过程中发生了 APA 位

点的转换
[39-41]

。这种 APA 转换使 IgM 蛋白从膜结

合形式转变成分泌形式，而该 APA 的转换是由细

胞中多聚腺苷酸化切割因子 CstF-64 的浓度升高所

引起的
[42]
。另外，研究还发现了数百个基因的 3'

终止外显子上的 polyA 位点在 T 细胞激活的过程中

发生了转换
[2]
。近端向远端、远端向近端的 APA

转换发生的数量在剪切依赖的 APA 现象中并没有

显著区别；但在激活的 T 淋巴细胞中，86% 的基因

表达相对更多的短的 3'UTR 形式，引起 T 细胞激活

过程中 3'UTR 的普遍变短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也

发生在其他免疫应答中，包括受到抗 CD40 和白介

素 4 刺激的人类 B 细胞，以及受到脂多糖 (LPS) 和
干扰素 -γ 刺激的人类单核细胞，表明串联 3'UTR
变短的现象与细胞增殖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不同

3'UTR 长度的转录本的使用会影响蛋白质的产

量 ——3'UTR 更短的转录本能产生更多的蛋白质，

可能是由于逃避了 miRNA 介导的翻译抑制
[2]
，以

及由其他调控元件，例如富含 AU 元件 (AU rich 
elemen, ARE)[43]

和富含 GU 元件 (GU-rich element)[44]

介导的 mRNA 的降解。随着 T 细胞激活，RNA 多

聚腺苷酸化和蛋白质的合成速率加快
[45-46]

，APA 又

起到了另一层调控作用，即加速了遗传信息按着中

心法则从 DNA 流向蛋白质的过程。

2.2　神经活性

APA 广泛存在于神经细胞中的调控过程中。

BDN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基因的两种

mRNA 的转录本具有完全相同的蛋白质编码序列

(CDS) 和长度不相同的 3'UTR[47-49]
。这两种转录本

的亚细胞定位完全不相同：3'UTR 较短的转录本只

存在于神经元的胞体中，而 3'UTR 较长的转录本只

存在于树突中。在缺乏长 3'UTR 的细胞中，树突棘

头的平均直径较小，尖端树突上也具有更多的树突

棘
[49]
。参与神经细胞分化和神经信号转导的

CALM1 基因在人和大鼠中都有 APA 的现象。在神

经母细胞瘤细胞系 IMR-32 细胞分化过程中，

CALM1 基因的长 3'UTR 转录本表达出现 2 倍上调，

短 3'UTR 转录本表达略微下调
[50]
，并且长 3'UTR

转录本稳定性更强。在大鼠大脑发育和神经突生长

的过程中，长 3'UTR 的表达也有所上调。ELAV1 
(HuR) 基因在人和鼠的脑组织中倾向表达长 3'UTR，
而在其他组织中倾向表达短的 3'UTR[51]

，这个现象

在人和鼠中的保守性说明其在脑组织中的重要作

用。

另外，研究表明 APA 在神经活性中具有广泛

的调控作用
[23]
。在中央神经系统中，环境刺激可以

激活一系列转录因子 ( 如 MEF2) 来调控数百个基因

的表达，这些基因被称为活性依赖性基因
[52]
。研究

发现，在这些神经活性依赖性基因中，细胞间的刺

激同样能诱导 APA 的转换，从而产生变短的转录

本
[23]
。近期研究还发现，转录活性对 APA 有着广

泛的影响
[53]
，因为神经应答涉及到一系列转录因子

的激活，因此，可以推测 APA 对靶基因下游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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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受到APA功能调控的基因
基因名 全称 3'UTR表达特征 参考文献

IgM Immunoglobulin M B细胞激活过程中，通过将远端polyA位点转换到内含子上的近端位   
   点，IgM蛋白由膜结合型转变为分泌型

[39-41] 

FGF-2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 更稳定的转化细胞系偏向使用短的3'UTR [77] 
PhLP,
PDCL

Phosducin-like protein 长3'UTR含有多个ARE元件，并且长3'UTR的mRNA转录本半衰期更

    长
[78] 

AUF1 Adenosine/uridine-rich 
element (ARE)-binding protein

3'UTR剪切变异体在NMD通路中有着不同稳定性 [79-80] 

MeCP2 Methyl-CpG-binding protein 2 长3'UTR具有结构域保守性 [81] 
HER-2 
(Neu)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在SKOV-3卵巢癌细胞中，长3'UTR的转录本稳定性更强 [82] 

CKIAlpha Casein kinases 在HeLa细胞中，长3'UTR的转录本降解速率是短3'UTR转录本降解

    速率的13倍
[83] 

Spin Spindlin 在小鼠卵母细胞向胚胎发育过程中调控mRNA的稳定性和翻译 [84] 
COX-2 Cyclooxygenase-2 在人类结直肠腺癌细胞系中，短3'UTR的转录本逃避了tristetraprolin

    蛋白的结合

[85] 

CstF-77
 (CSTF3)

Cleavage stimulation 
factor 77 kDa subunit

发生在内含子上的多聚腺苷酸化产生了蛋白质编码不完全的短的

    CstF-77转录本

[86] 

CTNNB1 β-catenin 在HeLa细胞中，三种不同3'UTR的mRNA转录本具有不同的稳定

    性，可能是由不同的ARE调控引起的

[87] 

CCND1 Cyclin D1 短3'UTR导致蛋白表达上调1.6倍，引起淋巴细胞增殖和存活率下降 [3, 6] 
StAR Steroidogenic acute 

regulatory protein
在小鼠类固醇生成细胞中，长3'UTR转录本的丰度升高，受到cAMP
    刺激后降解变快，稳定性比短3'UTR转录本差

[88] 

HMGA2 High mobility group A2 染色体转位后产生的短3'UTR逃避了let-7的翻译抑制，从而促进了

    NIH3T3细胞生长

[61-62]

BMP2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2 短3'UTR转录本比长3'UTR转录本丰度高，在远端polyA位点上游一

    个72 nt区域含有两个新型顺式作用元件

[89] 

BDN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在神经元本体和轴突中，短3'UTR的mRNA和长3'UTR的mRNA分布

    位置不一样

[49] 

ABCG2 ATP-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G member 2

S1MI80细胞偏向使用短的3'UTR，导致hsa-miR-519c结合位点的缺

    失
[90] 

Actb1 β-actin 长3'UTR在小鼠神经细胞中表达水平相对较低而翻译效率较高，可

    能是受到了mmu-miR-34a/34b-5p的调控

[91] 

GluR2 Glutamate receptor 2 该基因在哺乳动物脑组织中含有两种3'UTR异构体，长3'UTR异构体

    会受到翻译抑制，但在病变后会解除翻译抑制

[92] 

ELAVL1
(HuR)

Human antigen R 不同的多聚腺苷酸化变异体在受到ARE调控时具有不同的表达丰度 [4] 

CCND2 Cyclin D2 短3'UTR的mRNA导致更多细胞停留在细胞周期S相 [3] 
IMP-1 
(IGF2BP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2 mRNA binding protein 1

短3'UTR转录本的表达极大地促进细胞转化，而转化很大部分是由

    缺失了let-7的作用靶点而引起的

[3]

DICER1 Dicer 1 转化细胞系更多使用短3'UTR的异构体 [3]
IMPA1 Myo-inositol monophosphatase 1 长的3'UTR可折叠成发夹环，并可以与RNP相互作用 [93] 
PRMT2
(HRMT1L1)

Arginine N-methyltransferase 2
 protein

由可选择性多聚腺苷酸化产生的一个保留了内含子的转录本，具有

    独特的亚细胞定位

[94] 

Pax3 Paired box 3 在肌肉静息干细胞和胚胎发育成肌祖细胞中，短3'UTR使mRNA逃 
    避miR-206的调控

[95] 

CALM1 Calmodulin 1 在IMR-32细胞分化中，长3'UTR转录本表达出现2倍上调，短3'UTR
    转录本表达略微下调。长3'UTR转录本稳定性更强。在大鼠大脑

    发育和神经突生长的过程中，长3'UTR的表达也有所上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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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调控是与转录机器紧密相关的。在脑组织中，

FGF2 基因具有可选择的翻译起始，产生了不同的

基因转录本，其 IRES (internal ribosome entry site)
元件活性的增强会导致脑中 3'UTR 变长，这是由于

在最远端 APA 位点的上游有两个翻译增强子元件

的作用
[54]
。这个现象表明在脑组织中 FGF2 的 APA

功能的重要性。

3'UTR 相对较长的转录本更倾向于在神经组织

中表达，如在大脑和脊髓中
[22,55]

，这种倾向的机制

和功能学意义还未研究清楚。以现有的模型来看，

一旦暴露在环境刺激下，神经组织中的正常平衡就

会被打破，转录因子由于受到活性调控发生变化，

从而激活转录起始和 APA 转换，导致了 3'UTR 变

短或蛋白质遭到破坏。3'UTR 变短能加快蛋白质的

合成的速度以及增加产量
[2-3,53]

，而编码区受到破坏

的蛋白质则会改变蛋白质功能，与先前存在的蛋白

质发生冲突从而打破神经元平衡
[2-3,53]

。广泛发生在

神经和免疫应答中的 APA 现象表明，细胞在受到

胞外刺激后会引起 APA 的变化，这是二者共同的

基因调控机制之一。

2.3　胚胎发育

与受到胞外刺激应答后 3'UTR 变短的情况相

反，通过分析研究大量 EST 数据、基因芯片及

SAGE 数据后，研究人员在小鼠早期胚胎发育过程

发现了 3'UTR 普遍变长的现象
[18]
。为了验证这个

结果，研究人员进行了小鼠成肌细胞 C2C12 分化

成肌小管细胞的体外实验，并从这个细胞分化模型

中观测到了 3'UTR 变长的现象。另外，报告基因实

验表明，在分化的条件下近端 polyA 位点效率变弱，

导致了成肌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偏向使用远端 polyA
位点从而使 3'UTR 变长。这个现象与 T 细胞增殖中

3'UTR 的变短完全相反。近端 polyA 位点进行多聚

腺苷酸化的效率变弱，这可能是由于分化过程中前

体 mRNA 3' 加工效率的广泛下调所引起的。有趣的

是，在果蝇的发育中也发现了相似的 3'UTR 变长的

趋势
[55]
，表明 APA 调控在动物胚胎发育中具有保

守性。确实，在果蝇发育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基因拥

有不同 3'UTR 长度的 mRNA[56]
，因此，3'UTR 变长

的现象可能在功能上确实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

miRNA 介导的调控中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然而，在秀丽隐杆线虫发育过程中并没有发现

3'UTR 变长的现象。在上述的 polyA 捕获法中，

Mangone 等 [19]
测定了线虫胚胎发育中 APA 的变化，

从胚胎发育到成虫一共经历了胚胎期、L1、L2、

dauer、L3、L4、成虫和交配期。他们发现 3'UTR
平均长度在整个发育过程中有日益变短的现象，虽

然变短的程度较小。然而，这个结果与小鼠中的结

果并不一致，因为在小鼠出生后的发育过程中并未

发现 3'UTR 长度的显著变化
[18]
。3'UTR 在线虫胚

胎发育中的动态变化仍需要更好地阐明。

近期，Li 等 [20]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中发现

了独特的 APA 变化模式。首先，在受精卵到合子

期的基因激活过程中 3'UTR 显著变短；接着，在原

肠胚期 3'UTR 快速变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V”

字型动态变化。另外，无脊椎和脊椎动物发育过程

中 APA 的变化机制仍然不清楚。

2.4　肿瘤发生

研究人员曾利用 miRNA 来对不同肿瘤亚型进

行分类
[57]
，并且证明 miRNA 的异常表达与肿瘤有

关
[58]
。作为 miRNA 的直接作用区域，3'UTR 在初

级肿瘤样本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体内实验
[59]

和体外实验
[17]

均表明 3'UTR 在肿瘤中会发生普遍

的变短现象。可以通过分析可选择性 3'UTR 的特点

来判别各种存活率不同的肿瘤亚型，准确率达

74%[59]
。变短的 3'UTR 在功能上可以导致 mRNA

稳定性的显著增强和蛋白质产量的增加
[3]
，而在表

型上则表现为促使更多短 3'UTR 的转录本表达。通

过在 MCF7 细胞中表达较短 3'UTR 或较长 3'UTR
的 Cyclin D2 转录本，发现表达较短 3'UTR 的转录

本的细胞停留在了细胞周期的增殖期 (S 相 ) 的比例

显著增加
[3]
。此外，在许多肿瘤中过表达的 RNA

结合蛋白 IMP-1，其短 3'UTR 转录本的表达会引起

更大程度的癌变，而长 3'UTR 转录本则不会
[3]
。这

些结果强有力地证明了 APA 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基于对单个基因的研究，人们对肿瘤细胞偏好

使用较短 3'UTR 的现象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机制：基

因异常和 APA 调控。在套细胞淋巴癌中，Cyclin 
D1 基因的 mRNA 表达水平相当高，同时 mRNA 也

相对较短
[60]
。Wiestner 等 [6]

发现了这些 Cyclin D1
基因较短的 mRNA 转录本只在 3'UTR 的长度上有

差异，导致 3'UTR 上遗传信息的丢失，或因点突变

形成新的 polyA 位点，造成了转录本提前切割终止

和多聚腺苷酸化。另一个基因异常的例子是 HMGA2
基因，它通过染色体易位来与其他基因“交换”3'UTR，
从而丢失 miRNA let-7 的结合位点，逃避 let-7 介导

的翻译抑制
[61-62]

。与之相比，APA 调控还可以产生

异常的短 3'UTR，这是一种具有相同效应但保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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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完整的表观机制
[3]
。

虽然这些假设有一定的研究支持，但是 APA
改变导致肿瘤细胞全基因组 3'UTR 长度变化的机制

还不是很清楚。惟一清楚的是 3'UTR 变短的现象与

细胞增殖，特别是 T 细胞激活或早期胚胎发育有

关
[2,8]

。一项研究发现，高转移性的肿瘤细胞系中

含有更多变长的 3'UTR，使这个问题更加错综复

杂
[17]
。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肿瘤细胞的生

命周期中，是否存在 APA 的动态调控的过程。想

要阐明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 APA 与肿瘤发生过

程的研究支持。

3　展望

基于第二代或第三代测序技术的全基因组 APA
位点综合分析方法，使我们得以更全面地考察细胞

中的 APA 事件。但是，现有的方法仍然存在技术

上的问题。例如，制备测序文库需要有一定总量的

总 RNA 或 PolyA+ RNA，而像石蜡保存标本或单

细胞这样 RNA 产量比较少的组织或细胞样本则难

以达到要求。所以，非常有必要开发出只需更少量

RNA 的制备测序文库的新方法。

3'UTR 长度的使用差异在不同的细胞中会产生

不同的生物学现象，这些现象同时也与细胞环境紧

密相关。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是，3'UTR 更短的 mRNA
由于缺失了特定的顺式调控元件，使转录后调控或

翻译后抑制的转录因子无法作用，从而导致 mRNA
稳定性和蛋白质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功能结果与上

述多种生理学过程相符合，即 3'UTR 普遍变短的现

象在免疫系统
[2]
、早期胚胎发育

[21]
和肿瘤转化

[3]

等过程的细胞增殖中发生。由于细胞增殖是一个需

要大量蛋白质合成的过程
[63]
，大范围地使用较短

3'UTR 能更大程度地加快蛋白质合成的速度。这些

现象说明，大部分基因 3'UTR 变短是为了上调蛋白

质的表达。近期在小鼠成纤维细胞系 3T3 细胞中的

研究
[64]

发现，长 3'UTR 的转录本会导致轻微但显

著的 mRNA 稳定性降低，而长 3'UTR 和短 3'UTR
的转录本的 mRNA 翻译效率和降解效率相关性非

常高，说明可选择性 3'UTR 序列的调控作用比起

mRNA 其他区域来说相对较小。还有研究表明，在

同样的情况下，不同的基因稳定性千差万别，而在

3'UTR 序列中仅一个核苷酸的不同就可以影响转录

本的稳定性。与之前的研究发现 3'UTR 的长度与转

录本稳定性关联很小的结论不同，短的转录本也不

一定更稳定，Gupta 等
[65]

证明了 RNA- 蛋白相互作

用对转录本特异的稳定性的调节起着重要作用，如

PUF3 能与特定 3'UTR 区域结合并削弱转录本稳

定性。

另外，短的 3'UTR 并不总是能导致蛋白质水

平的升高。Pinto等 [66]
发现在Polo基因的mRNA中，

含有较长较完整 3'UTR 的 mRNA 比含有较短 3'UTR
的 mRNA 具有更高的翻译效率。更有趣的是，在

体内实验中，当 Polo 蛋白过表达时，转录本倾向

使用短的 3'UTR，这样形成了一个负反馈调节，从

而对 Polo 基因的表达起到微调的作用
[66]
。因此，

APA 在基因表达的调控上有了新的作用意义，并且

还可能解释了 3'UTR 异构体具有组织特异性的原

因
[12,22]

。

一些研究人员对调控 APA 使用的机制提出一

些可能的假设：APA 调控发生在基因转录过程中，

并且受到基因启动子和 RNA 聚合酶复合物的影

响
[67-70]

。对这个观点的总结参见另一篇综述
[71]

；对

近端或远端的 polyA 位点的选择可能是因不同

polyA 位点的强度 ( 弱或强 ) 而异，如 CstF-64 基因

在前体 B 细胞中对 polyA 位点的选择模式
[72]
。在 B

细胞中，高浓度的 CstF-64 使细胞倾向选择使用近

端 polyA 信号
[72]
，因此可能在受到 LPS 刺激后，

CstF-64 的表达水平上调，导致了细胞中某些基因

使用较短的 3'UTR[73]
。在大多数信号通路中，转录

因子 (如NF-κB)会受到免疫刺激的影响。有趣的是，

免疫刺激不仅会改变转录的起始，还会影响转录的

终止和多聚腺苷酸化，这样就揭开了免疫信号转导

和 APA 调控关系的神秘面纱。但是总的来说，调

控 mRNA 3' 端加工的复杂信号通路和分子机制，以

及它们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还不为人所知。

得益于全基因组 APA 研究，使 3'UTR 中许多

新的基序 (motif) 得以发现。据推测，有些基序可

以影响 polyA 位点的选择。例如，在活跃神经元中

非活性的 PolyA 调控位点附近发现的 TTGTTGGG
基序，可以指导活性依赖的特定位点的多聚腺苷酸

化
[23]
。同时，一些基因的表观遗传学上的改变，

如小鼠 H13 基因的基因印迹和组蛋白修饰导致的染

色质结构改变，也可能与不同 APA 位点的使用有

关
[74-76]

。但是，这些理论机制的提出有些是基于生

物信息学分析，而有些则只在特定细胞或基因中发

生。因此，全基因组 APA 使用模式对基因表达的

作用方式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综上，现阶段对真

核细胞 APA 调控机制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有

待更多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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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安龙报告讨论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据我所知你的好多朋友都在做类似的研究。

A ：我之前请他们来做过报告，并交流过课题进展。

Q ：可以考虑 3'UTR 的缺失或者突变在整个发育上的作用，或者考虑在生殖系统中研究其作用。

A ：谢谢您的建议，非常好。我们实验室正在构建载体，准备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没做到对发育的

作用。

江虎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学部 )
Q: microRNA 的 3'UTR 既然决定了基因的量，microRNA 有什么用，是否多余？

A ： 基因的量是由转录决定的。3'UTR 决定了 microRNA 转录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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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的质谱分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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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糖核酸 (RNA) 是一类重要的遗传物质，在生物体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 RNA 测序鉴

定技术既费时又费力，而且会丢失大量的 RNA 转录后修饰等方面的信息。随着近年来仪器的更新和技术

的飞速发展，质谱技术在生物大分子研究方向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特别是基于质谱技术的蛋白质组学。相

比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来说，基于质谱技术的 RNA 鉴定分析更为困难，发展相对缓慢。但是，硬件方面的

革新和软件方面的开发也为其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契机。重点通过对质谱技术在 RNA 分析鉴定的介绍，从

样品制备、离子化方式、碎裂方式、分析方法、数据后处理软件等几个方面展现了基于质谱技术的 RNA
研究进展。

关键词：电喷雾电离；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静电场轨道阱；核糖核酸；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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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s of RNA analysis using MS technology
PENG Chao, Catherine C.L. Wong*

 (National Center for Protein Science (Shanghai),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1210, China)

Abstract: Ribonucleic acids (RNA) are transcribed from unannotated genomic regions and many of the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 variety of cellular processes, such as, chromatin remodeling,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precursor 
messenger, etc. The conventional bicochemical tool for analysis of RNA species is time consuming and often 
infective for characterizing modified RNA. Due to inefficient ionization of the gas-phase ions, MS has been less 
frequently used for RNA analysis than it has been for protein research. Recent technical improvements in both 
instrumentation and software make MS a powerful tool for RNA analysis because it can now be used to sequence, 
quantify, and chemically analyze oligonucleotides and intact nucleic acid.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MS-based RNA studies to give a view of RNA analysis using mass spectrometry, such as, sample preparation, 
ionization, software for data analysis. 
Key words: ESI; MALDI; Orbitrap; RNA; mass mapping

黄超兰研究员实验室着重在质谱和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开

发。主要集中在：(1) 应用原位和离子淌度质谱 (Native and Ion Mobility Mass 
Spectrometry) 以至上而下的途径对大分子复合物的鉴定，以及结构和动态

研究；(2) ncRNA 和 ncRNA 相互作用蛋白的直接和高通量的检测与定量；(3)
低丰度蛋白和翻译后修饰 (PTM) 的富集。

黄超兰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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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核酸 (ribonucleic acid, RNA) 是以脱氧核

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为模板转录而

成的重要遗传物质，是遗传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重要

桥梁。RNA 在生物体内的很多细胞生理过程中发

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染色质重组装、细胞内的转

录调控、前体 mRNA 的加工、基因沉默、翻译调

控等等
[1-2]

。而与核糖核蛋白结合的非编码 RNA 在

RNA 的剪切与连接、RNA 特异性位点转录后修饰、

DNA 的甲基化以及端粒的合成等生理过程中亦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基于质谱技术的蛋白质组

学技术，人们已经证实了一些核糖核蛋白复合物中

所包含的相关组成蛋白质
[3-5]

。大部分实验也证实

了 RNA，如小核 RNA (snRNA)、核糖体 RNA (rRNA)
等，在核糖核蛋白的合成以及后续的功能行使中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6-7]
。所以，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RNA

在生物过程中的作用和调节机制，除了开展 RNA
相关联蛋白质的研究鉴定以外，对 RNA 自身的研

究及鉴定也是相关研究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近几十年来，基于质谱技术的蛋白质组学得到

了飞速的发展，也为进一步的生物学各项研究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而基于质谱技术的 RNA 研究却少

有报道，进展缓慢。相对于蛋白质来说，RNA 主

要有以下几点不同。(1) 蛋白质由 20 多种氨基酸残

基所组成，而 RNA 是由 4 种核糖核苷酸 (A) 腺嘌

呤核苷酸；G，鸟嘌呤核苷酸；C，胞嘧啶核苷酸；

U，尿嘧啶核苷酸；其中，U 取代了 DNA 中的 T，
如图 1) 组成，序列的重复性高、特异性较差。(2)
从性质上来说，蛋白质来源的多肽易于形成正离子，

而且离子化的效率比较高，便于质谱检测；RNA
则由于骨架中存在大量的磷酸基团而具有很强的亲

水性，容易形成负离子，离子化比较困难、效率相

对低下，不便于分离与检测。传统意义上的 RNA
鉴定方法主要有两种：一，利用同位素标记和 RNA
酶解的方法

[8-9]
；二，利用反转录酶得到相应的

cDNA，利用 PCR 扩增以后进行 DNA 测序从而获

得相应 RNA 的信息
[10]
。前者需要大量的样品，而

且样品处理比较费时费力；后者虽然在 RNA 定性

与定量方面均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却会丢失 RNA
中很重要的转录后修饰信息。

但是，质谱技术尤其是用于研究生物大分子的

生物质谱技术的飞速发展，如电喷雾电离 (electro-
spray ionization, ESI) 和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MALDI) 离子化技

术的发现，高分辨率、灵敏度、准确度质谱仪的研发，

串联质谱技术的开发等等，使得生物质谱技术在核

酸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文将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生物质谱技

术在核酸分析领域中的研究进展。

1　质谱仪的基本原理

质谱仪是一类通过测定不同物质的相对分子质

量 (Mr) 来对其进行研究的工具。简单地说，质谱

的操作部件主要由硬件的质量电荷比 (m/z) 检测和

软件的数据分析两部分组成。硬件部分比较核心的

几个组件，包括了样品离子化、质量分析器和离子

检测器等；软件部分则主要是对质谱控制以及数据

的后处理分析。

样品的离子化方法有很多，在生物质谱中应用

最广的主要有两种软电离方式：电喷雾电离 (ESI)
和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MALDI)。ESI 和 MALDI
这两种离子化方式所需条件均比较温和，特别适合

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它们的发现及其在生物大

分子研究方向的应用大大促进了生物质谱技术的

发展。

ESI[11]
的特点是可以产生多电荷离子，使质荷

比降低到多数质量分析仪器都可以检测的范围，因

而大大扩展了仪器对相对分子质量的分析范围；

MALDI[12]
则是通过激光首先使基质带电，而气化

的带电基质和样品之间发生碰撞，再把激光的能量

传递给样品，从而导致样品的离子化，适用于混合

图1 组成RNA的四种不同核糖核苷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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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生物大分子的鉴定分析。而串联质谱的开发，

则是通过对质量分析器不同的组合使用，从而可以

达到更为特异性的目的，如生物大分子蛋白质的鉴

定，蛋白质后修饰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等等。

质量分析器是质谱仪的核心，目前主要分为四

类：离子阱 (Ion trap)、飞行时间 (time of flight，
TOF)、四极杆 (Quadrupole) 和傅立叶变换离子回旋

共 振 (Fourier transform ion cyclotron resonance, FT-
ICR)。它们在设计和构造上各有不同，因而各有优

缺点。质量分析器决定整个机器的分辨率、质量准

确性、灵敏性和质量检测范围。其中具有满足生物

大分子质谱分析的质量分析器有三类：傅里叶变换 - 
离子回旋共振质量分析器、静电场轨道阱 (Orbitrap) 
质量分析器和时间飞行质量分析器。FT-ICR-MS 具

有超高质谱分辨率、高质量测量准确度、回旋池内

现场反应等显著优点，但是，价格昂贵，仪器操作

复杂，维护成本高；Orbitrap，是第一个在静电场

中进行离子捕获的高性能质量分析器，结合线性离

子阱技术可以实现离子分离、裂解以及多级质谱功

能，在质量准确度、分辨率、动态范围、灵敏度以

及多级质谱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降低运行

成本的同时又可以得到高分辨率的数据结果；

MALDI -TOF 质谱则采用一系列的新技术来提升其

各个方面的性能，如提供二阶无网离子反射器来延

长离子在飞行管中的飞行距离，创新地使用 LIFTTM
技术提升能量来高速完成高质量的 MS/MS 质谱数

据，采用独有的 PANTM 全景宽域聚焦技术来实现

在宽质量范围内的高分辨率等等。

近 10 年来，质谱技术的重要进展还体现在另

外两方面 ：(1) 串联质谱的开发，就是对上述质量

分析器进行不同的组合，以达到多级质谱分析等特

异性目标 ; (2) 质谱仪另一个重要进展不在于技术

层面上，而是在仪器化方面，商业化的仪器不断更

新，推动了质谱在各个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各厂

家为满足客户的需要，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需

要，组合不同的特殊电离技术以及各种质量检测

器，生产出超高分辨率、高灵敏度、宽质量范围的

质谱仪；把质谱与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系统联

用，大大拓宽了质谱的应用范围。正是各个方面的

这些改进，大大地推动了质谱技术在核糖核苷酸分

析方面的进展。

2　RNA的质谱分析进展

基于质谱技术的蛋白质组学研究，主要是通过

对蛋白质或其酶解产物的串联质谱分析数据与理论

数据库进行比对，来对蛋白质进行定量与定性方面

的分析。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如图 2 所示 ) ：
首先，从生物样品中分离得到总 RNA 或者纯化得

到特定的 RNA ；紧接着对得到的 RNA 进行酶解处

理，得到合适大小的 RNA 片段；所得到的样品进

行一级或者多级的质谱分析，获得相关的质谱数据；

最后，结合各种不同的分析软件或者数据库检索方

法，完成对 RNA 及其后修饰的鉴定。

在质谱仪中 RNA 的断裂方式 ( 图 3) 与蛋白质

比较类似，主要是发生在骨架结构中的磷酸基团上，

从而产生带电的 a、b、c、d 离子片段和相应的 w、x、
y、z 离子片段。通过对离子片段的比对分析，首先

可以确定寡聚核苷酸的序列信息，而结合多个寡聚

核苷酸的鉴定结果就可以完成对 RNA 的定性分析。

2.1　RNA质谱分析中用到的两种电离方式

与基于质谱技术的蛋白质组学研究类似，RNA
的离子化仍然主要依赖于两种软电离方式：电喷雾

电离 ESI 和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MALDI。20 世

纪 80 年代，Fenn 等
[11]

和 Covey 等
[13]

提出并证实

了软电离的离子化方式可以很好地用于质量数超过

质谱仪器质荷比上限的物质检测。ESI 的电离方式

可以使生物大分子带上多电荷，从而大大地降低其

质荷比，达到质谱检测的目的。ESI 要求物质能够

在溶液状态下带上一定的电荷，而 RNA 骨架上的

磷酸基团正好可以使其带上负电，满足了 ESI 离子

图2 RNA样品质谱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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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后质谱负电荷检测模式的要求。随后，在仪器

与实验方法方面相关的发展更是开启了高准确率、

高灵敏性地分析核糖核苷酸的大门。相比来说，

MALDI 的电离方式更加容易产生单电荷的离子，

对于大分子样品，也会产生多电荷的离子。MALDI
结合不同性质的基质，使其可以兼容不同物质的离

子化和质谱分析，应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在 MALDI
的离子化条件下，核糖核苷酸可以实现正离子和负

离子两种模式的检测，其中低相对分子质量的样品

更加适合负离子模式的检测，而高相对分子质量的

样品则更加适合正离子模式的检测。这主要是可能

由于现有的仪器增强了正离子模式下高相对分子质

量离子峰的检测效率，而并不是由于高相对分子质

量的样品在正离子模式下的离子化效率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

2.2　RNA质谱分析中的样品制备方法

样品的前期处理在整个质谱分析过程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对于 MALDI 与 ESI 两种不同的离

子化方式来说，样品前期处理的基本要求比较类似，

也有一些针对不同离子化方式的独特的样品处理方

法。由于非挥发性正离子 ( 如 Na+
、K+

等 ) 与 RNA

图3 质谱检测中RNA的碎裂方式

形成的加合峰会大大影响 RNA 在质谱中的分析，

所以，RNA 质谱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排除这些因

素的影响。

在 ESI-MS 质谱分析中，有很多脱盐或者纯化

方法可以用于核酸样品的前处理，主要分为以下几

类：(1) 利用离子交换的方法，把 RNA 上加合的

Na+
或者 K+

置换为 H+
或者 NH4

+
；(2) 有机溶剂沉

淀的方法，如把溶于醋酸铵的寡聚核苷酸通过预冷

的乙醇沉淀法，从而排除离子加合物的干扰；(3) 
微量透析法，Muddiman 等

[14]
于 1996 年首次报道，

他们成功并高效地利用微量透析法完成了 PCR 聚

合产物样品混合物的脱盐，并成功地鉴定到了一个

89 nt 的寡聚核苷酸；(4) 在蛋白质组学中常用的

C18 反相分析柱脱盐法在处理某些 RNA 样品时也

有很好的效果，如 Little 和 McLaffery[15]
于 1995 年

结合 C18 脱盐法很好地检测到了酵母来源的 tRNA，

其中残留了非常少量的金属离子加合峰。

相对于 ESI 的样品处理来说，MALDI 的离子

化手段与盐的兼容性会更好一点，但是，阳离子加

合离子的存在还是会非常大地降低检测的灵敏度和

分辨率。在 ESI 中所用到的脱盐法在 MALDI 中基

本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

他的脱盐方法在 MALDI 离子化方法中也有很好的

效果。(1) 醋酸铵处理过的阳离子交换树脂法：这

种树脂可以在点板之前，加入样品、基质甚至样品

基质混合物中，直接点到样品板上，但是，它的载

量有一点限度而且会影响样品的结晶；(2) 有机溶

剂法：有机溶剂特别是有机碱，与基质一同加入样

品来减少阳离子加合物的产生。Pieles 等 [12]
于 1995

年首先提出和尝试了有机溶剂法，他们在 THAP 基

质中加入 DAHC 达到了降低阳离子加合物的目的。

其他效果较好的有机溶剂还有三乙胺、哌啶、咪唑

等。另外，有报道指出聚氨类化合物 ( 如精胺、亚

精胺等 ) 也可以很好的加强 MALDI-MS 对于核酸

样品的检测。

2.3　RNA质谱分析方法

RNA 的自下而上的质谱分析 (bottom-up MS 
analysis) 流程如下 ( 以 RNP complex 为例 ) ：首先，

从分离纯化的 RNP complex 中，提取出纯化的 RNA
混合物；利用 RNA 特异性内切酶对纯化得到的

RNA 混合体系进行剪切，产生一定长度范围的寡

聚核苷酸混合物；进一步进行串联质谱分析得到相

应寡聚核苷酸的一级和二级质谱谱图；最后，结合

不同分析软件和数据库，完成 RNA 的测序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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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应的转录后修饰的定性分析。

而 RNA 自上而下的质谱分析，则是结合高分

辨质谱仪与多种核糖核苷酸的碎裂方式，如 EDD、

CAD、CID 等，对完整的 RNA 大分子直接进行二

级质谱的分析，避免了繁琐的酶切和寡聚核糖核苷

酸分离的步骤，保留了更多的结构和转录后修饰的

信息，但是，对于仪器和样品的要求更高。Brain 
Chait 指出只要能够从自上而下的质谱分析获得足

够多的片段信息，就可以了解到 RNA 完整一级结

构、相关转录后修饰情况以及后修饰之间的相互联

系等等重要信息。2009 年，Scott A. McLucky 实验

室就通过离子阱 CID 的碎裂方式完成了对于 tRNA
的自上而下的质谱分析，覆盖率达到了 60%[16]

。

2012 年，BreuKer 实验室通过结合 EDD 与 CAD 两

种碎裂方式，对 22 nt 和 34 nt 长度的 RNA 分析的

覆盖率可以达到 100% 和 97%，对高度后修饰的

tRNA 分析的覆盖率亦可达到 89% 以上
[17]
。

2.4　RNA质谱分析的后期数据处理

现有用于处理 RNA 相关的质谱数据分析软件

主要可以分为四类：(1)Peak Picking 软件：主要用

于根据核苷酸数据库中已有序列的理论 Mr 的计算

结果，以及原始质谱数据的处理，如 Mongo Oligo 
Mass Caculator、SpliceCmd 等 ；(2) MS-based mass 
mapping 软件，如 RNAccess、RMM 等；(3)MS/MS-
based de-novo sequencing软件，如SOS、COMPAS等；

(4) 数据库检索 (Database searching) 软件，如 Ariadne
等。

2.4.1　Peak picking软件

Mongo Oligo Mass Caculator 主要可以用于计

算所给 RNA 或者 DNA 的理论 Mr 或者在 CID 碎裂

方式下的质谱信号碎片峰，并可以根据要求拟合出

在一定的条件下，RNA 或者 DNA 的理论质谱信号

图谱。在 Mongo Oligo Mass Caculator 中，除了常

见的 5 个碱基以外，也可以加入自定义的残基，或

者是加入已知的相关后修饰类型，切换正离子或者

负离子模式。

此类软件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同位素质谱信号

峰的辨别与筛选。在质谱数据分析中，只有化合物

的单同位素峰是完全由一种同位素组成的，它对应

的 Mr 才是化合物的理论 Mr，对于化合物的定性和

定量分析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化合

物的单同位素峰的辨认和筛选，是质谱数据分析中

关键的一步。

此步骤也可以手动完成，但是，由于数据量的

巨大，相关数据分析软件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分

析软件对原始数据的平滑处理、信号峰的识别与辨

认，可以很好地得到单同位素的质谱信息以及所带

电荷数情况。由日本 Mitsui Knowledge 公司推出的

SpiceCmd 软件在此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2005
年，Emili 实验室通过比较发现由于在多肽质谱数

据分析中也存在类似的过程，而核苷酸与多肽存在

着一定的相似性，很多用于多肽分析的软件只要进

行特定的设置，在核苷酸分析方面也具有很好的应

用
[18]
。

而在核苷酸分析过程中有一点必须十分注意，

C 与 U 的相对分子质量差别是 0.984 Da，而 C 的两

个同位素 (12C 与
13C) 的差别是 1.003 Da，非常相近。

这样的差别 (0.019 Da) 很容易造成不同信号峰的重

叠，需要更高分辨率的质谱分析器 ( 分辨率大于

100 000)。
2.4.2　MS-based mass mapping软件

此类软件只要用于通过比较实际检测到的

RNA酶解产物碎片峰与理论值来对RNA进行鉴定。

2006 年，Wilson 实验室首先利用此种方法结合质

谱分析实现了特定 16S rRNA 的鉴定。他们首先建

立了一个由 1 921 个 16S rRNA 的 RNA 水解酶 T1
或者 RNA 水解酶 A 的碎片数据库，发现 RNA 水

解酶 T 所得数据库中大于 9 个碱基的片段在质谱上

具有很好的识别度
[19]

。通过所得质谱数据与此数

据库的比对分析，他们就可以完成给定来源的单个

16S rRNA 或 16S rRNA 混 合 物 的 鉴 定。 随 后，

Jackson 等
[20]

通过加入“谱图可信度”功能，可以

进一步了解所得到的可信度方面的信息。2007 年，

Hossain 和 Limbach[21]
则是采取了另外一个不同的

方法：他们利用不同 RNA 中特异性的核苷酸片段

实现了对每个 tRNA 的鉴定。据此结果，他们开发

了一个相关的分析软件 ——RNAccess，可以很好

地用于高含量 RNA ( 如 rRNA、tRNA 等 ) 的质谱数

据分析。

2009 年，Taoka 等
[22]

通过统计发现，人类基

因组所产生大约 2 000 个 21 nt 长的核糖核苷酸可以

很好的在分辨率足够好的质谱仪上得到很好的分

离，而不会出现同位素峰重叠的情况。以此理论为

基础，Matthiesen 和 Kirpekar 等 [23]
随后开发了一款

适合于所有 RNA 质谱数据分析的软件 ——RMM 
(RNA mass mapping)。其原理如图 4 所示：通过实

际实验所得到的 RNA 酶解核苷酸片段的质谱数据

与理论上拟合的质谱数据进行比对来实现 RN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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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在原理上，与蛋白质组学中自上而下的鉴定

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核苷酸修饰分析方面，

RMM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会大大增加分析的时间。

2.4.3　MS/MS-based de-novo sequencing软件

1992 年，McLuckey 等
[24]

首次报道了带多电

荷的核苷酸在 ESI-CID 质谱模式下的碎裂情况。在

前人工作的基础上，Rozenski 和 McCloskey[25]
于

2002 年发布了一款依赖于二级质谱数据进行 RNA
与 DNA 全测序的数据分析软件 ——SOS (Simple 
Oligonucleotide Sequencer)。2006 年，Guymon 等

[26]

更是通过实验证明 SOS 可以用来分析鉴定 T. therm-
ophiles 来源 16S rRNA 上的化学后修饰位点。类似

的分析软件还有 2002 年 Oberacher 等 [27]
发布的

COMPASS 软件，实验证实其可以成功地鉴定相对

较大的脱氧核糖核苷酸序列 ( 如长度 80 bp 左右的

核苷酸、50 bp 左右核苷酸的突变位点等 )。
SOS、COMPASS 主要是设计用来分析 DNA

数据，但是，在 RNA 数据分析中也得到了很好的

应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RNA 与 DNA 的碎裂方

式在低能量的 CID-MS 分析模式下是截然不同的

( 如图 5 所示 ) ：DNA 主要是丢掉一个碱基，形成

了 w 和 (a-B) 离子；而 RNA 则主要是在核心骨架

的磷酸基团上发生 P-O 的断裂形成 c 和 y 离子。

2.4.4　Database Searching软件

在纯度较高或者体系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以上

的软件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

复杂的生物学样品来说，它们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相对于蛋白质组学中广泛应用的搜索引擎 ——
Mascot 和 Sequest 来说，RNA 的质谱研究还存在着

一定的欠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方面。(1) 只有 2%
的人类基因组最终翻译成了蛋白质，而 RNA 则是

相对复杂的多，在哺乳动物中有超过 40% 的基因

被转录成了 RNA ；而且，蛋白质的编码基因 ( 开放

阅读框 ) 均具有很好的规律性，而从基因序列的信

息很难得知非编码 RNA 的区域及其后续转录后的

过程 ( 如后修饰等等 )。(2) 相对于蛋白质组成的 20
个常规氨基酸残基来说，RNA 的组成只有 4 种且

不同 RNA 所得到的酶解片段特异性太差，所以，

在复杂的体系中，当没有足够多或者足够长的核苷

酸片段信息的情况下，很难通过搜索引擎对相应的

RNA 进行鉴定。

2009 年，Nakayama 等
[28]

首次发展了一款以

RNA 二级质谱数据库为基础的搜索引擎 ——
Ariadne。与蛋白质组学中应用的 Mascot 和 Sequest
类似，第一步，它通过从质谱数据提取的寡聚核糖

核苷酸的二级谱图与数据库中理论谱图比对得到片

段的序列信息，并对可能的序列进行排队打分；紧

接着，所有可能的寡聚核糖核苷酸再与数据库中的

所用 RNA 进行比对排序打分，从而完成对 RNA 的

鉴定。在随后的实验中，Nakayama 等
[28]

也成功地

利用此软件结合相应的质谱数据从商业化的酵母

tRNA 提取物中鉴定到了一个“未知的”RNA；同时，

在 tRNA 的样品中还鉴定到了甲基化的核苷酸与二

羟基尿苷。

3　结语与展望

基于质谱的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技术已经日

趋成熟，结合其他技术手段在生物学研究中起到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 RNA 自身性质的缘故，

质谱技术在 RNA 研究中的应用一直困难重重，且

图4 MS-based mass mapping软件数据分析原理

图5 RNA(A)与DNA(B)不同的碎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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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随着近些年来质谱仪器性

能上的突破、质谱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相关数据分析

软件方面的开发，质谱方法高效地分析复杂的生物

学 RNA 样品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另一方面，

由于传统 RNA 鉴定和测序方法的弊端，质谱方法

在 RNA 研究 ( 如 RNA 后修饰研究、RNA 与蛋白

质相互作用等 ) 中的应用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突

破口。因此，RNA 分析相关的质谱技术在硬件和

软件两个方面进一步的发展将会给 RNA 研究带来

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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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超兰报告讨论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你们这个非常强大的方法，除了等别人来合作，你们自己想做什么？

A：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利用非变性和离子淌度 MS (native ion mobility (IM) MS) 研究生物大分子复合物，

发展 RNA- 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直接鉴定方法。

Q：如果做大分子结构，大分子结构有的地方是动态的，没办法做出晶体。比如 Primosome 可以做出来，

是因为结构很稳定；但是 Splicesome 不稳定，用信息学的方法做不出来，你们这种质谱方法能不能做出来？

A ：Native IM 质谱其中一种应用是观察分子复合物的动态变化。

Q ：对于蛋白质，你是用离子化方法，而对于 RNA 的检测你觉得主要障碍是什么？

A ：其中一个技术障碍是要用负的离子化模式 (negative ion mode)，而负的离子化模式灵敏度比较低。

施蕴渝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Q ：请问对于大分子复合物，你可以得到哪些性质？

A ：我们可以得到其拓扑学信息，例如是何种多聚体，如何组装，还有结合位点。

Q ：你需要用到氢氘交换吗？

A ：是的。氢氘交换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手段。

Q ：你们用的是快速混合的方法？

A ：是的。

Q ：你们的 ion mobility 前面安装了这个装置吗？

A ：还没有。

蔡刚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Q ：想请教下，大概能达到什么分辨率？能看到各个亚基的边界吗？

A ：质谱测的是荷质比的分辨率。现在最大能测到 megadalton(MDa)。
施蕴渝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Q ：你们的分析仪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A ：主要的区别是，我们的 IM-MS 用了定制的四级杆 (Quadruple)，能扫描离子到 32 kDa，能更好地

检测超大分子。

陈润生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
Q ：研究肽段序列的话，是依赖数据库信息的。目前有肽段质谱图数据库，也有蛋白质的，请问 RNA

有吗 ?
A ：有。我这里有个表格，白色的代表已经有数据的。关于 RNA 的数据不多只有几个，而且大多是

科研人员自己做出来的。

Q ：从头测序 (De novo seq) 有没有可能？

A ：困难比较大。

叶克穷 (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
Q ：我对非变性质谱很感兴趣，如果在中国做成功是非常好的，很有应用价值。你现在的仪器可以做

到 250 kDa，是吗？

A ：对。

Q ：有改进的空间吗？能到 1 MDa 吗？

A ：这个要试。250 kDa 的样品条件比较容易。越大的复合物，需要调整的参数越多。250 kDa 的图谱

还是很漂亮的，但是 2.3 MDa 分辨率就差了很多。

Q ：你这个是专门做这方面的质谱吗？

A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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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刚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Q ：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蛋白质 / 复合物用量是多少？

A ：比起核磁及电镜，我们的用量很小，微摩尔的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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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实验室从功能基因组学和系统生物学角度，主要以线虫神经系统

为模型，研究细胞命运决定和进化的分子机制。目前重点在线虫建立单细

胞精度的基因表达谱，构建以转录因子和 lncRNA 为核心的基因调控网络，

并揭示它们在神经细胞命运决定中的作用，认识神经系统多样性的分子发

育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开发和利用多种高通量实验方法，包括组

织特异转录组技术和单细胞精度线虫影像分析系统。同时，我们开发基因

组学技术，高效组装非模式动物的基因组。通过开发非模式动物的基因组

和遗传资源，开展进化发育生物学研究。

刘晓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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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是由多种组织和细胞类型构成的有机体。

这些细胞的分裂分化、相互作用和对环境的反应需

要通过改变它们的基因表达调控程序改变转录组。

因此获得各组织的转录组是认识动物如何发育和产

生疾病所必需的。虽然原位杂交、免疫组织荧光和

报告基因能够高分辨率地鉴定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

性，这些实验花费高、工作量大，尤其是影像分析

尚不能高度自动化，很难高通量获得准确量化的基

因表达数据
[1-3]

。随着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的

兴起，各种大尺度表达谱分析方法被开发出来，包

括基因芯片 (microarray)、RNA 深度测序 (RNA-seq)
和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并深度测序 (ChIP-seq)。这些

方法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在全基因水平分析基因表达

谱和基因表达的转录启始调控机制
[4-6]

。虽然这些

方法可以鉴定出成百上千差异表达或可能被特定转

录因子调控的基因，这些候选基因的生物学意义和

调控机制经常很模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

些实验的样品通常是动物的某一部分，甚至是整个

个体，换句话说是多种类型细胞的混合体。因此，

研究人员无法轻易区分这些基因表达变化发生在哪

些细胞。如果某类细胞在样品中占的比例少，它们

的基因表达变化则不易被检测到，尤其是那些表达

量下调的基因。

这些年功能基因组学领域开发出一些技术能够

有效地获得组织特异的转录组，包括细胞分选、以

及共价和非共价 RNA 标记。单细胞测序在本专刊

由汤富酬撰写，本文不详细讨论。除了介绍这些实

验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状况。本文还会讨论这些

组织特异转录组技术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它

们的适用范围。

1　细胞分选

获取动物组织特异转录组最常用的方法是把

样品组织块解离成单细胞，再利用组织特异表达

的荧光蛋白转基因或者是细胞表面特异抗原的抗

体通过荧光激活细胞分类术 (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收集目的细胞，最后对纯化的细

胞进行表达谱分析。利用细胞分选策略的方法还包

括人工分离
[7]
、激光显微切割

[8]
和单细胞深度 RNA

测序
[9]
。细胞分选法不但在体外培养的细胞系和哺

乳动物样品中广泛使用，对小型模式动物也可以成

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例如为了鉴定负责秀丽杆线虫

机械感受神经元分化的基因，Martin Chalfie 实验室

尝试对比野生型线虫和机械感受神经元缺陷型线虫

的转录组
[10]
。然而一条成年秀丽杆线虫雌雄同体有

959 个体细胞和数千生殖细胞，而其机械感受神经

元只有六对。所以分析整个虫体的 RNA 无法鉴定

出在野生型和突变型间表达有显著差异的基因。为

了特异地获得机械感受神经元的表达谱，Martin 
Chalfie 实验室生成了特异在机械感受神经元表达绿

色荧光蛋白 (GFP) 的转基因线虫，分别把携带这个

报告基因的野生型线虫品系和机械感受神经元缺陷

型线虫品系的胚胎解离成单细胞。通过体外培养过

夜，部分被培养的胚胎细胞分化成类似体内机械感

受神经元的表达 GFP 的细胞。用 FACS 分选出表达

GFP 的细胞，对其 RNA 进行生物芯片分析，鉴定

出 19 个非常显著地在突变型细胞里下调的基因，

包括已知的 11 个机械感受神经元表达基因中的 7
个。对 12 个未知基因的进一步研究鉴定出负责维

持机械感受神经元基因 mec-17[10]
。

虽然细胞分选法非常有效，但其需要把样本组

织块分解为大量单个细胞。而某些样品不能满足这

一点，例如成体秀丽杆线虫。为此，Steven Henikoff
开发了特异细胞类型标记细胞核分离法 (isolation of 
nuclei tagged in specific cell types, INTACT)(图 1) 直
接从动物体内通过亲和纯化收集特异组织的细胞核

以分析转录组和染色质结构
[11]
。 INTACT 利用了大

肠杆菌的生物素连接酶 (BirA) 能将生物素连接到生

生物素连接酶birA和与生物素接受肽BLBP融合的细胞核表

面蛋白表达在特异细胞里，使得目的细胞核表面特异地共

价连接生物素。利用生物素亲和层析收集的细胞核可以进

行高通量RNA和DNA分析。

图1  特异细胞类型标记细胞核分离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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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素 连 接 酶 识 别 肽 链 (Biotin ligase recognition 
peptide, BLRP) 这一生化特性，将 BLRP 融合在表

达在核包被的蛋白上，如暴露在细胞质的核膜孔复

合物蛋白。这个融合蛋白就是细胞核标记融合蛋白

(nuclear tagging fusion, NTF)。通过转基因，利用组

织特异启动子把细胞核标记融合蛋白 NTF 和生物

素连接酶 BirA 共表达在目的组织中，使其细胞核

外表面表达 NTF 并且连接上生物素。提取这些转

基因动物的完整细胞核，利用亲和层析把携带生物

素标记 NTF 的细胞核纯化出来。这种组织特异的

细胞核不但可以通过分析其 RNA 研究其转录组，

还可以对其基因组进行表观遗传学分析
[11]
。组织特

异转录组和表观遗传组的结合为研究基因表达调控

机制提供了独特的资源。虽然实验过程比较复杂，

INTACT 已成功地在多种模式生物中使用，包括线

虫、果蝇和拟南芥
[11-13]

。

2　RNA免疫共沉淀(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RIP 是一种研究 RNA 蛋白质在体内相互作用

的方法。通过交联剂处理把细胞内空间距离很近的

大分子交联起来，再利用抗体把特异的蛋白质和与

其交联的 RNA 通过亲和层析分离出来，从而鉴定

出与特异蛋白结合的RNA[14]
。多聚A结合蛋白 (Poly 

A-binding protein, PAB) 可以结合所有 mRNA，把

PAB 表达在特异组织并作 RIP 分析就可鉴定目的细

胞的转录组。这种 PAB-RIP 法是第一个通过标记

RNA 研究组织特异转录组的方法，最先用来研究

秀丽杆线虫肌肉特异转录组
[15]
。PAB-RIP 法非常灵

敏，甚至可以研究单细胞精度的基因表达谱。秀丽

杆线虫有两个神经元，ASEL 和 ASER 负责味觉感

受。虽然这对细胞在解剖位置上左右对称，但是它

们表达不同的化学受体，而且感受不同的小分子。

ASEL 感受钠离子而 ASER 感受氯离子。为了研究

ASE 神经元左右不对称的分子机制，Lino 实验室构

建了两个转基因线虫品系，分别在 ASEL 和 ASER
神经元表达有 FLAG 肽链标记的 PAB。利用 FLAG
抗原决定簇亲和层析，与 FLAG-PAB 交联的 mRNA
被纯化。生物芯片分析鉴定出 188 个左右不对称表

达的基因，包括 13 个已知在 ASEL 和 ASER 差异

表达的基因中的 8 个。进一步实验核实了 9 个新的

左亚型和右亚型特异基因，包括倾向于在 ASER 表

达的神经肽类基因 nlp-5 和 nlp-7。分别检测 nlp-5
和 nlp-7 单突变体没有发现显著表型，然而 nlp-5 和

nlp-7 双突变体线虫表现出一定的盐趋化性缺陷，

提示这两个基因功能冗余。另外，对倾向于在

ASEL 表达基因的启动子序列分析，发现它们的表

达都受细胞特异转录因子 CHE-1 调控
[16]
。

PAB-RIP 法简单灵敏，在秀丽杆线虫功能基因

组研究中广泛使用。比如模式生物 DNA 因子大百

科全书计划 (model organism 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 modENCODE) 用 PAB-RIP 测量了 15 个在

不同发育时期的组织转录组
[17]
。对海量的组织特异

转录组的计算分析揭示了基因调控网络新性质。例

如，75% 的基因被发现具有不同程度的时空表达特

异性，包括大量持家基因。以这套数据为基础还鉴

定出超过 200 个长链非编码 RNA (long non-coding 
RNA)，而且绝大部分都显示组织表达特异性

[18]
。

对 modENCODE 的组织特异转录组数据的自组织

图谱分析 (self-organizing map) 鉴定出大量共表达基

因。对它们启动子和 mRNA 的 3' 非翻译区的序列

分析准确预测了 DNA 调控序列和 miroRNA 结合位

点
[17]
。总之，通过 PAB-RIP 产生的大尺度组织特

异转录组数据结合计算分析构建了高精密度基因表

达图谱，为构建基因的调控网络和鉴定其生物功能

奠定了基础。

3　共价RNA标记

原生动物存在一些多细胞动物没有的核苷酸合

成代谢酶，可以把核苷类似物加工成 RNA 可以识

别的核苷酸类似物，从而整合到 RNA 当中。通过

转基因把这些核苷酸合成代谢酶表达在真核生物细

胞内并施加核苷类似物，这些核苷类似物就可以通

过参与真核细胞的 RNA 合成代谢从而掺入其

RNA。这样，这些核苷类似物可以用作 RNA 标记

以区别于不表达这些核苷酸合成代谢酶的细胞合成

的 RNA。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 Toxoplasma gondii
的尿嘧啶磷酸核苷转移酶 (uracil phosphoribosy-
ltransferase, UPRT)。UPRT 能够把尿嘧啶类似物 4
硫尿嘧啶 (4-thiouracil, 4tU) 转化为 4tUMP，从而最

终掺入到 RNA 中
[19]
。哺乳动物和昆虫没有 UPRT

活性，因此 4tU 可以在这些动物中用作标记 ( 图 2)。
因为不需要分离单个细胞，4tU 标记法首先使用在

不易解离的果蝇组织上。比如果蝇的神经胶质细胞

在脑中分散，而且具有复杂的形态，很难通过组织

解离收获大量完整的细胞体。为了鉴定神经胶质细

胞特异的基因，Chris Doe 实验室生成由神经胶质

细胞特异启动子驱动的 UPRT 转基因果蝇
[20]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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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果蝇细胞里仅表达 UPRT 就足以改变其核

苷酸合成代谢途径，使转基因细胞可以利用 4tU 作

为合成 RNA 的原料。而且 UPRT 转基因的表达和

4tU 的掺入没有显著影响果蝇的生长发育和行为。

给转基因幼虫喂食含有 4tU 的食物融合，然后纯化

整个果蝇的 RNA，通过硫酯键使生物素与 4tU 共

价结合使掺有 4tU 的 RNA 标记上生物素，最后通

过对生物素亲和层析纯化的 biotin-4tU-RNA 进行生

物芯片分析。由于 4tU 只掺入到 RNA 序列中 U 的

位置，富含 U 的 RNA 序列就倾向于被富集。计算

分析时通过对 U 的数目进行线性回归过滤掉了这种

倾向性。最后，这个实验鉴定出大量幼虫神经胶质

细胞富集的基因，其中已知的 4 个神经胶质细胞特

异基因属于前 3.2% 富集的基因
[20]
。

4tU 标记不但需要组织特异的 UPRT 表达，还

依赖外源的 4tU 给药。这使研究者可以结合 UPRT
表达的组织特异性和 4tU 给药的时间特异性研究特

异组织转录组的动态变化 ( 图 2)。即使对组织解离

相对容易的哺乳动物，细胞分离法也很难获得大量

真实反映体内应对某种刺激的特异细胞类型。比如，

对注射了 LPS 的小鼠脾脏进行转录组分析可以鉴定

出大量 LPS 反应基因，但不知道哪些基因代表哪些

细胞的反应。为了分析小鼠脾内皮细胞对 LPS 的反

应，Chris Doe 实验室构建了特异在脾内皮细胞表

达 UPRT 的转基因小鼠
[21]
。给小鼠施加 4tU 后 1 h

注射 LPS，3 h 后收集脾 RNA，生物素纯化 4tU 标

记的 RNA 后进行 RNA-seq 分析，鉴定出 97 个脾

内皮细胞的 LPS- 诱导基因，包涵 24 个以前全脾转

录组分析鉴定出的被 LPS 诱导的基因。对显著被

LPS 诱导的脾内皮细胞进行 GO 分析，发现这些基

因高度富集免疫反应相关基因，包括“防卫反应”、

“先天免疫反应”及“细胞因子 (cytokine) 激活反

应”[21]。

4　讨论

动物体是由多种细胞构成的混合体。因此对动

物整体或大组织块样品的 RNA 分析会失去组织特

异的信息。为此，科研人员开发了各种检测组织特

异转录组的功能基因组学方法。对于可以在体外培

养的细胞和易解离的哺乳动物组织样品，通过

在特异细胞表达UPRT，并且在特定时间加入4tU使得只有目的细胞在限定时间能将4tU掺入RNA。对纯化的RNA进行化学处

理使4tU与生物素耦联，再利用生物素亲和层析收集掺入了4tU的RNA。

图2  4tU RNA脉冲标记法获得时空特异转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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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S 分选特异细胞类型是最广泛使用的手段之一。

单细胞 RNA 深度测序目前在哺乳动物细胞的研究

发展很快。但由于线虫和果蝇细胞的 RNA 丰度低，

目前还不能实现有效的单细胞测序。而显微切割和

特异细胞类型标记细胞核分离法可以用于不易解离

成单细胞的组织。但这种细胞分离策略都需要长时

间处理组织，改变其微环境，很可能改变了细胞的

基因表达程序。还有，细胞分离法容易损伤细胞的

特化结构，如神经的轴突和树突，从而丢失位于这

些结构的 RNA。而共价或非共价标记纯化特异组

织的 RNA 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RNA 标记

更大的优势在于其不需要解离组织块，所以能在线

虫果蝇这些小型模式动物中广泛使用，与它们高度

发达的遗传学研究结合起来构建基因调控网络，探

索其生物功能。由于其操作简单、检测灵敏，PAB-
RIP 是线虫功能基因组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

RIP 实验需要交联这一步骤，其数据不可避免地具

有较高的噪音。而且 PAB-RIP 只能研究具有 PolyA
的 RNA 分子，不能检测大部分非编码 RNA。以

4tU 为代表的代谢物共价标记法则没有这些限制。

而且由于代谢物共价标记需要施药这一步骤，使研

究者能够检测特异组织应对特异刺激的转录组反应

以及 RNA 的生成和降解等动态过程。不过，4tU
共价标记法需要研究对象能够摄入核苷类似物，所

以不能应用到所有模式动物上。比如目前秀丽杆线

虫没有成功的组织特异 4tU 共价标记的报道。最近，

我们实验室开发了一种利用反式拼接标记 mRNA
获得线虫组织特异转录组的方法。线虫 70% 编码

基因的 pre-mRNA 会与拼接导链 (splicing leader, 
SL) RNA 发生反式拼接，使 mRNA 的 5’ 端获得 SL-
RNA 的 22 个碱基。我们在 SL-RNA 基因的 5’ 端加

一个标记序列，用组织特异启动子驱动被标记的

SL-RNA 基因的表达，使得目标组织的 mRNA 拼接

上标记序列。对携带标记序列的mRNA高通量测序，

就获得了目标组织的转录组 ( 未发表 )。总之，这

些功能基因组方法各有千秋，需针对研究对象的特

点和生物学问题选取合适的组织特异转录组检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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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报告讨论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建立秀丽隐杆线虫的组织特异性 mRNA 标记时，需要将启动子扩增多少碱基的长度才能保证组织

特异性？

A ：2~2.5 kb。因为线虫的基因组有 1 亿个碱基，2 万个基因，那么平均到每个基因就是 5 kb，除去内

含子和其他非编码序列，那么大概是 2~2.5 kb 的大小。而从我们实验的结果来看，对于那些表达比较复杂

的基因，如转录因子，一般需要 5~7 kb 才能比较完整的鉴定出来。

Q ：那么对于不同的基因，你们就需要去尝试扩增不同长度的启动子，以保证能检测出组织特异性？

A ：我们扩增的时候有两种解决的方案，一般我们都尽量扩增出长些的片段，当然受限于 PCR 扩增的

效率，我们能保证的是在 5 kb 内都有良好的扩增效果，对于超过 5 kb 长度的序列，扩增效果就不是很好。

另一个就是根据已有的测序资料，找到那些比较保守的区域。

Q ：那么当你扩增的片段过长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启动子自身的分布比较分散，就可能两个启

动子相距比较近的时候，你都把这个两个基因扩增进去，那么你测序的结果就不能反映这两个基因的组织

特异性？

A ：我的这个系统中，在报告基因的上游只有一个启动子，那么我们就能保证绝大多数的基因都是组

织特异性的表达，当然有可能存在就是由于扩增太长而添入其他启动子，但这毕竟是极少数的，我们只要

能保证我们获得的绝大多数结果都是组织特异性的就可以了。

沈晓骅 (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单细胞的测序方法。而你使用的 SL-RNA 方法现需要去鉴定启动子，然后又将

其导入线虫的不同阶段的 1 000 多个细胞，再去鉴定它的基因表达，操作就很复杂。那单细胞的测序方法

不是更简单方便？

A ：对于单细胞测序，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线虫有个特点，细胞只有哺乳细胞的 1/9，那么同样的

细胞就需要有 9 个，那么就需要去从 9 个线虫中，取 9 个相同的细胞，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最

重要的是还需要保证这 9 个细胞的同步性，这样 9 个细胞内的转录组才会一致，否则就是将处在不同发育

状态的细胞合并测序，获得的结果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组织特异性。

cell type-specific RNA isolation from intact complex 
tissues. Nat Methods, 2009, 6(6): 439-41

[21] Gay L, Miller MR, Ventura PB, et al. Mouse TU tagging: 

a chemical/genetic intersectional method for purifying cell 
type-specific nascent RNA. Genes Dev, 2013, 27(1): 9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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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RNA 干扰 (RNA interference, RNAi) 技术被认为是 20 世纪生命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最

具发展前景的生物医药技术和基因功能研究方法。因此，高通量 siRNA 筛选技术也成为生物学最强有力的

研究工具之一。特别是在当今后基因组时代，高通量 siRNA 筛选技术已经成为揭示复杂信号网络调控、寻

找新药物靶点分子等诸多问题的利器。将对这一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回顾，总结描述我们的筛选经验，

通过介绍若干典型筛选工作，来梳理高通量筛选技术的发展脉络，最后展望了高通量 siRNA 筛选技术的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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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NA interference (RNAi)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 in 20th century. I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drug discovery and genetic network research, thus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HTS) 
having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tool. Especially in post-genome period, HTS has been applied to unveil the 
regulatory network, to identify new drug target, and so on. In this work, we will go over the history of 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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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通量siRNA筛选的历史

1998 年，Fire 等
[1]
在线虫中发现，打入的双

链 RNA 可以通过降低目标基因 mRNA 的含量，有

效地抑制基因的表达，双链 RNA 的抑制效果明显

好于任何一条单链。随后，Clemens 等 [2]
通过在果

蝇细胞系中导入长链的双链 RNA，对 insulin 代谢

通路进行了干扰，首次在实验室培养的细胞系中实

现了双链 RNA 的沉默。Elbashir 等 [3]
进一步研究

阐释了这个过程的分子机制，21-nt 双链 RNA 分子

被证明是导致基因沉默的最终因素。长链的双链

RNA 或者 shRNA，通过 dsRNA 特异的 RNase III 
(Dicer) 的剪切，形成 siRNA。这些 siRNA 先被装

载在 exportin 中而停留在细胞质，进一步装载入

RISC 复合体。通过 siRNA 的引导，RISC 复合体识

别并剪切和 siRNA 序列匹配的 mRNA 分子，从而

实现目的基因的沉默
[4]
。由于 siRNA 的沉默机制依

赖 21 bp 序列的识别，加上可能存在的非完全匹配

的情况，难免会带来脱靶效果 (off-target effect)。因

此，对特定基因进行 RNAi 沉默需要引入一系列生

物信息学的算法，兼顾沉默效果和尽量少的脱靶效

果。为了有效地解决脱靶问题，后续出现 esiRNA
技术，通过对特定基因编码区一次性引入多条双链

siRNA，最大程度地提高了靶基因的抑制特异性
[5]
。 

高通量筛选和常规单一实验方法的区别在于，

通过大规模，甚至是在全基因组范围内，系统研究

某一关键问题。这种方法可以适当牺牲实验数据的

深度和准确性，来方便、快速地获得大批量基因和

靶点的所有数据。这对一些暂时没有头绪的研究问

题非常重要，如研究哪些基因参与到细胞程序性坏

死时，如果已有文献无法给出足够的候选基因，进

行全基因组范围内的筛选，有望把所有参与调控这

个过程的基因全部挑选出来，可以为研究提供全新

的思路。正是由于这些特点，高通量筛选已经成为

生命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大规模的全基

因组 RNAi 文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商业化 siRNA 文库，如 Ambion、
Dharmacon、Qiagen、Sigma、Invitrogen 等公司可提

供人类、大鼠、小鼠等模式生物的全基因组 siRNA、

shRNA、esiRNA 文库。各类 siRNA 文库具有不同

的特点 ( 表 1)。
高通量 siRNA 筛选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业已成

熟的自动化化合物筛选的经验和仪器。将 RNAi 文
库从库存的平板加入到实验平板特定的孔中，是

一件非常繁琐且容易出错的工作。使用高通量液

体工作站等自动化机器，极大地简化了这一工作。

此外，高通量筛选面临的另外一个核心步骤是，

信号的获取和处理。高通量筛选结果主要以信号

(signal based) 和图像 (image based) 的形式产生，前

者读取快但是信息相对少；后者读取慢但可以获得

更深层次的数据。高通量筛选机器能够自动聚焦，

以较快的速度在目标区域内读取数据，而且读出的

数据可利用配套软件进行初步分析和诠释，方便实

验者进一步理解。

2　高通量siRNA筛选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建立良好的筛选模型 (assay) 是开展高通量筛

选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的经验是应该把握“一个

表1  各种siRNA文库的特点比较

名称 描述 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siRNA文库 针对目标基因CDS区域设计的RNA duplex， 初期RNAi筛选采用，由于RNA的不稳定性，

     生物信息学预测，将脱靶效应降到最低     保存时间、在细胞内的停留时间均受限制

化学修饰的siRNA文库 为了增加稳定性和降低脱靶效应，对siRNA 稳定性更好，在细胞内可以抑制基因长达72 h
     两端进行适当的化学修饰 
esiRNA文库 针对目标基因CDS的一长段序列，通过内 由于RNA duplex的不稳定性，需要现做现用；

     切酶，将长链双链RNA切割成众多双链     需要特殊的设计软件来选取基因编码区片

     siRNA (RNA duplex)     段。不过能有效降低脱靶效应

shRNA文库 嵌合在质粒或病毒中，翻译出长链RNA， 常见的是慢病毒载体装载的shRNA文库，将

     经过折叠形成带有发卡结构的shRNA，     shRNA嵌合到细胞基因组内，稳定地抑制

     经过细胞内剪切成为成熟的siRNA     基因表达

describe our experience, illustrate the typical works, and finally discuss the perspective of HTS. 
Key words: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RNA interference；target gene；synthetic le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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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两个关键点”。所谓“一个原则”就是，在

不影响实验准确度的前提下，力求每个操作步骤尽

量简单；如有必要，可以牺牲一些其他性能，来保

证筛选步骤和操纵的简洁。“两个关键点”着眼在

siRNA 文库的转染效率和后期数据读出两个步骤。

为了确保较高 siRNA 文库的转染效率，应该首先考

虑比较方便的转染方法，不得已可以考虑电转或病

毒转染的方法。为确保读出数据快速和方便，应避

免采用如共聚焦等需要长时间采集数据的方法。这

些原则和关键点的应用将在后续的篇幅中详细论

述。此外，对高通量筛选中涉及到的一系列重要的

细节性的问题，我们也将在本文中进行介绍。

一个典型的高通量筛选分为 3 个部分 ：预实

验 (pilot screen)、第一轮筛选实验及第二轮验证

(validation) 实验。

预实验非常重要，不仅要衡量高通量筛选实验

方案的可行性，还要尽可能地优化实验条件，考察

实验正负对照之间窗口的大小，衡量实验数据分析

方法的可靠性等因素，为“一个原则和两个关键点”

的落实提供实验依据。广义的预实验还包括实验对

象细胞系的选取、实验时间点的优化、实验结果数

据的获取形式等。影响预实验的要素分为操作性因

素和准确性因素两个大方面 ( 表 2)。简单来说，操

作性因素有以下几点：(1) 细胞系的选取，选取一

株细胞系，作为一个库 (seed library)，每次实验都

从这个库中来取，尽量减少不同批次细胞之间的差

异对实验造成影响 , 保证这些细胞的传代次数接近；

(2) 筛选文库的选择，如考虑使用 siRNA 文库筛选，

还是使用 shRNA 文库，或者采用操作性较差但脱

靶效应更低的 esiRNA 文库；(3) 转染形式的选择，

可以利用脂质体转染进行正向转染或反向转染，也

可利用病毒转染或者电转等方法；(4) 实验信号的

采集和分析，如根据筛选模型可选用信号读取方式，

或图片方式。

准确性方面首先考虑选取合适的正负对照实验

组。正对照反映了实验系统是否正常工作，负对照

反映了不同批次之间实验的平行性。两者之间的窗

口是预期实验数据所处的空间。一个能够反映正负

对照窗口大小和平行性的参数是 Z factor，计算公

式如下：

(3 3 )' 1
| |

c c

c c
Z + −

+ −

−
= −

−
σ σ
µ µ

σ 表示标准差，μ 表示平均值，C+ 和 C- 分别

是正对照和负对照。通过选取不同时间点和批次的

正负对照，算出 Z′ 的值，来衡量这个实验体系是

否足够稳定。一个合格的筛选体系要保证 Z′ 在 0.7
以上。同时，还要考虑假阳性、温度敏感性、边缘

效应、转染效率和信号淬灭等实验细节。这个参数

综合反映出高通量筛选的条件和可靠性，是衡量高

通量筛选有效性的指标。

根据预实验结果确定筛选方案。方案中涉及的

操作步骤尽量少，每步操作尽可能简单。为了增加

数据的说服力，一般可以选取 1~2 个正对照实验分

子，来监控筛选数据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筛

选就分为两轮。

第三个阶段是实验数据的处理。当实验样本量

较少时 ( 例如 1 000 个左右 )，可以直接拿实验数据 /
负对照数据，得到两者比值 (fold change)。以这个

比值为参数，来考核初步的阳性结果 (hits)。当实

验样本量过于庞大 ( 例如全基因组筛选，104
量级 )

时，实验批次之间数据有较大的波动性，需要对实

验数据进行归一化，再考量哪些是初步的阳性结果，

如归一化的一种方法是采用每批次实验数据 / 该批

次负对照数据，获得所有数据的平均值和方差，在

默认实验数据整体呈正态分布的假设前提下，用正

态归一化公式，获得每个个体相对整体的归一化值。

偏离平均数据较远的点，可以作为初步的阳性结果

进行下一步验证。

表2  筛选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汇总

操作性因素  准确性因素

细胞系、转染方式 尽量选择易于培养、转染效率高的细胞系 正负对照 正负对照之间的窗口的大小是否合适

文库的选择 选择不同的siRNA，要充分考虑siRNA导 Z factor Z值尽量在0.7~1.0
     入细胞的方式、作用时间等 
实验时间的优化 根据蛋白质代谢、RNAi起作用时间、质粒 假阳性比例 初步得到阳性结果中不真实结果的比例

     表达时间等因素设计。不同的实验时间

     窗口，获得的实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实验数据的读取和分析 信号的获得尽量选择更快速、方便直观的 转染效率 细胞系的可操作程度

     方式，同时考虑减少后续数据处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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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阶段是验证。由于高通量筛选是一种

部分牺牲实验精确性达到快速大批量获取实验数据

的方法，对于初步的阳性结果务必进行进一步验证。

在验证时，为了避免脱靶效果的干扰，可以再合成

几条同一基因不同靶点序列的 siRNA，观察是否还

有同样的效果，甚至对于个别感兴趣的初步阳性结

果，可以采取多种实验方法来加以佐证。

总结来说，“一个原则和两个关键点”是设计

高通量筛选务必首先考量的因素，Z factor 是衡量

高通量筛选有效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指标。

3　高通量筛选技术应用的筛选思路和典型实例

3.1　逐一筛选和文库筛选

逐一筛选是把候选筛选目标基因 siRNA 一一

导入到筛选体系内，再一一检测每种 siRNA 的抑制

效果；而文库筛选 (selection-based screening) 则是

把所有 siRNA ( 一般用 shRNA) 混在一起作为一个

整体文库，均匀地混合后加入足够多的候选细胞中。

不同于逐一筛选，文库筛选需要很好的分选方法来

收集阳性结果，再进一步确认有表型的 siRNA，得

到的细胞群落通常包含多个 siRNA 的信息，需要后

期实验来仔细确认。

MacKeigan 等
[6]
对人类激酶库和磷酸酶库介

导细胞凋亡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通量筛选实

例。他们选取 HeLa 细胞为对象，采用化学合成的

siRNA 文库，针对 650 个激酶和 222 个磷酸酶作为

靶点，每个靶点平行设计两个独立位点的 siRNA，

混合在一起抑制基因表达。细胞提前一天铺在 96
孔板上，siRNA 通过正向转染进入细胞；72 h 后，

通过 ELISA 标记组氨酸 -DNA 碎片；凋亡信号用该

平板的对照组进行归一化得到比值变化。预实验表

明，基因沉默效率可以达到 80% 以上，细胞转染

效率 99% 以上，CDK6、NLK 等作为正对照，比值

变化在 5 倍以上。结合实验方法本身的误差，将界

定比值变化大于 2 的作为后续验证的对象。筛选结

果发现了一系列之前没有报道的介导凋亡的激酶，

共有 73 个激酶 (11%) 和 72 个磷酸酶 (32%)。
由于细胞本底凋亡的信号很低 ( 大约 5% 以

下 )，因此，用上述筛选策略只能得到促进细胞凋

亡的靶点。为了得到抑制细胞凋亡的靶点，可以

通过药物诱导，刺激细胞凋亡，适当提高背景凋亡

值。在转染 siRNA 后 48 h，将 3 种药物 (cisplatin、 
taxol、etoposide) 依次加入到每个孔中，24 h 后检

测凋亡信号。MK-STYX 作为正对照，可以有效降

低这些药物刺激介导的凋亡。有 12 个未报道的激

酶 / 磷酸酶参与其中，MacKeigan 等在后续的验证

中，进一步证实它们参与抑制药物引起的凋亡过程。

MacKeigan 等的筛选工作的另外一个亮点是，

如何获取抑制细胞凋亡这部分的靶点信息。由于本

底凋亡信号较低，只能得到促进凋亡的靶点，而选

择 taxol 等药物诱导刺激，提高细胞凋亡背景，获

得抵抗这些药物介导凋亡的靶点。这些靶点作为潜

在的抗癌位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充足的信息。

另一个有启发性的逐一筛选例子是 Adamson
等

[7]
的工作。他们筛选的目标是同源重组效率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HR)( 图 1)。值得注意的

是，需要在靶点基因的表达量下调后，再检测同源

重组效率。因此，如果把 I-SceI 和 siRNA 同时转染

进去，在 siRNA 将基因沉默前，I-SceI 已经对靶点

序列进行了切割。细胞在该位点发生 DNA 双链断

裂，有一定概率通过启动同源重组，寻找下游的模

板 (iGFP)，将原本有点突变而无法发光的 SceGFP
的区域，修复成模板 iGFP 的没有点突变的区域，

发出绿色荧光信号。因此，需要在 siRNA 导入后

48~72 h 后，再过表达 I-SceI，对报道载体的靶点序

列进行切割，进而启动同源重组，检测效率。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转染 siRNA 文库后 72 h 后，

利用腺病毒侵染，过表达 I-SceI，这样避免了重复

转染对细胞的毒性。由于背景的信号比较高，因此，

这次筛选可以得到提高信号和降低信号两个区域的

信息 ( 背景同源重组效率为 8.4%，负对照为 0.4%)。
对 22 109 个 siRNA 的筛选显示，14% 的基因可以

参与到同源重组效率的调节过程中，第二轮筛选对

其中的 467 个之前未报道过的基因进行了验证，最

终发现 RBMX 通过调节 BRCA2 的表达量，促进同

源重组过程。

Shalem 等
[8]
基于 Cas9/CRISPR 技术的筛选工

作，是文库筛选的一个典型例子。Cas9/CRISPR 是

一个序列特异性的 DNA 酶，同时具有内切和外切

活性，通过装载 sgRNA ( 和靶点 DNA 序列互补 )，
能够对特异 DNA 靶点进行识别和切割。因此，只

需要构建特异性的 sgRNA，便可以对任何基因进行

有效的切割，进而引起基因的敲除 ( 图 2)。将混合

在一起的 sgRNA 文库装载在慢病毒中，形成 sgRNA
文库。侵染黑色素瘤细胞系，加入 vemurafenib 刺激，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存活下来的细胞是对这种药

物刺激有抗性的群落。他们通过整合 sgRNA 到基

因组，特异性地敲除某些基因，从而获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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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murafenib 的抗性。将这些细胞的基因组测序，得

到整合入细胞的部分，便是敲除基因的 sgRNA，从

而知道这些细胞中哪些基因被敲除。在 18 080 个基

因 sgRNA 文库筛选结果中，之前有报道的 NF1 和

MED12 均排名很高，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靶点：

NF2、CUL3、TADA2B 和 TADA1。这些基因的敲除，

都有助于增强该细胞系对 vemurafenib 的抗性。

文库筛选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确保克

隆数有足够的代表性；二是控制进入每个细胞内的

RNA 数量。如果一个文库靶点数过少，加上外在

的筛选压力太大，筛选得到的靶点很有可能非常有

限。此外，如果想要研究单个基因，那么需要保证

每个细胞内只进入一个 RNA。这时，需要调整文

库的数目 ( 如病毒滴度数 )，确保大多数细胞内只

有一个 RNA 或者干脆没有，再用抗性去除那些没

有 RNA 进入的细胞。

将文库siRNA逐一转染到孔板的每个孔，72 h后，基因被沉默降低到一定程度。加入包被I-SceI的腺病毒，侵染细胞过表达

I-SceI。48 h后，细胞内sensor上靶点序列被I-SceI切割，诱导同源重组。将细胞固定染色，通过高通量筛选仪器获取信号，进

行分析统计。                    
图1  逐一筛选流程图

[7] 

包括4个步骤: 针对基因编码区靶点的DNA序列在芯片上合成后，通过公用的接头，PCR克隆进入慢病毒载体，并包裹病毒；

将慢病毒文库侵染细胞，启动shRNA序列表达的序列被整合到细胞基因组上，而沉默细胞内该基因的表达；在特定时间、药

物诱导下，存活下来的细胞得以扩增；提取细胞的基因组，深度测序，找到相应shRNA拷贝数。

图2  文库筛选流程图
[8]



席建忠，等：高通量siRNA筛选技术发展与展望第3期 281

3.2　高通量筛选在不同细胞信号通路中的应用

高通量筛选在研究特定细胞信号通路中的关键

分子时具有很大优势，往往可以找到信号通路中所

有直接或间接的关键基因。这部分通过对 p53 通路

和 K-ras 因子研究的两个例子给予阐释。

3.2.1　高通量筛选对p53信号通路的研究

在高通量筛选未完全成熟的时候，Berns 等 [9]

通过文库筛选，详细阐释了 p53 通路中未知关键因

子的作用 ( 图 3)。他们先构建了 23 742 条 shRNA
载体文库靶向 7 914 个人类基因，存贮在 96 孔板上。

将每个 96 孔板的质粒混在一起，包被病毒成为包

含这 96 个靶向基因的子病毒文库，侵染细胞后铺

在平板上。被侵染的细胞之前经历过改造，加入了

温度敏感的 SV40 启动子，连接上 pRB 和 p53 的

shRNA。这种细胞在 32 °C 时可以顺利增殖，但是

在 39 °C 时却难以增殖。预实验已证明，这两种状

态的差别直接决定于 p53 shRNA 的引入。在大规模

筛选中，绝大部分平板克隆数和对照组的数据相似，

克隆数显著增加的平板被挑出，适当扩增后鉴定哪

种 shRNA 被引入。筛选得到 6 个靶点基因，除了

p53 外，另外 5 个是 RPS6KA6 (ribosomal S6 kinase 4, 
RSK4)、 HTATIP (histone acetyl transferaseTIP60)、 
HDAC4 (histone deacetylase 4)、 KIAA0828 (a putative 
S-adenosyl-L-homocysteine hydrolase, SAH3) 和 CCT2 
(T complex protein 1, b-subunit)。这些新的基因在后

续的验证环节得到了证实，并被最终定位到 p53 的

代谢通路中，完善了整个 p53 通路的图谱，尤其在

p21 表达量的调控等关键步骤中有显著作用。他们

设计实验的亮点在于，在全基因组中，参与 p53 通

路的基因比例非常非常低，如果用逐一筛选，得到

的结果大多数可能是阴性，费时费力。这彰显了文

库筛选的优势，也是信号通路筛选的经典工作。

3.2.2　高通量筛选对K-Ras参与通路的研究

高通量筛选还可以通过找到一系列和某个关键

基因发生关联的基因，对这个基因的作用进行新的

阐释。最近一系列筛选工作揭开了与突变 K-Ras 基
因相关联的未知基因

[10-12]
。在很多癌症患者中，

K-Ras 基因有很高比例的突变。筛选与该基因突变

相关的基因，有望发现特异杀死肿瘤细胞的靶基因。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Luo 等
[11]

的工作，揭示了 K-Ras
在细胞分裂通路中的间接角色。他们选取 DLD-1，
一种含有 K-Ras G13D 点突变结直肠癌细胞系，通

过 shRNA 沉默基因，寻找和 K-Ras 突变共同致死

的基因 ( 图 4)，以期未来可以找到这些基因的相应

小分子抑制剂，通过抑制这些靶点，在结直肠癌细

胞系内有治疗的效果。筛选结果显示，含有 K-Ras
突变的细胞系，对细胞分裂通路的扰动非常敏感。

尤其是在 PLK1 ( 一种细胞分裂的磷酸酶 ) 受到抑制

时，细胞的死亡率特别高；而在野生型 DLD-1 细

胞系中，却没有这样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共同致

死。这种现象也发生在 APC/C 和蛋白酶体受到抑

制的情况下。这些有趣的发现和他们设计巧妙的筛

选方法是分不开的。

他们的筛选思路是，通过慢病毒把相应 shRNA
文库整合到细胞基因组内，一旦整合入某条 shRNA，

这些细胞内由于可以表达 shRNA，相应基因的表达

基因靶点shRNA序列通过PCR和克隆，装载入质粒。这些质粒逐一转染孔板，获取病毒。将每个孔板的病毒均匀混合，在

32 °C侵染细胞群，39 °C激活特定启动子表达后，筛选得到存活下来的细胞。提取这些细胞的基因组测序。

图3  p53信号通路调控因子筛选流程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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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会下调。如果造成共同致死，这些细胞无法存活

下来，在多次传代之后，最终细胞群落基因组内该

shRNA 的含量会很低。反之，那些不造成共同致死

的 shRNA，最初的细胞群落和最终的细胞群落内

shRNA 含量差别不大。通过半定量比较这两群细胞

中整合到基因组中的 shRNA 的含量，可以找到哪

些造成了共同致死。如何半定量得到 shRNA 的变

化是整套筛选思路的最大亮点。他们发明了一种短

链荧光标记基团，结合在慢病毒 shRNA 结构中的

公共部分，因此，所有整合到基因组的 shRNA 都

可以被非特异性的标记。这些荧光基团和 DNA 结

合时没有荧光，当释放到溶液中后，却可以发出荧

光。当这些标记后的 DNA 样本加入到合成含有相

应基因的微阵列后，就和探针相结合，释放出原先

结合的荧光基团，产生荧光。通过比较最初和最

终细胞群落的荧光强度，可以确定哪些引起了共

同致死。

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采用了另外一种竞争性

的实验体系，对筛选得到的基因进行二次确认 ( 图
5)。构建含有 K-ras 突变和 GFP 的细胞系，和 K-Ras
野生型细胞系按照数量 1 : 1 混合在一起。混合细胞

转染相应 shRNA，7~8 d 后，通过流式实验定量这

两种细胞的比例。这两种筛选方法具有非常强的启

发性和借鉴意义。

3.2.3　细胞自噬通路中的高通量筛选

细胞自噬和细胞凋亡，与细胞坏死一样，是细

靶点基因的shRNA序列合成后，装载入病毒。将文库侵染

细胞，并不断传代至第17代。提取第一代和第十七代细胞

的基因组，分别加入Cy5和Cy3的荧光集团。最后均匀铺在

合成有基因相应shRNA序列的微阵列上，Cy5和Cy3由于原

先与它们结合的DNA和微阵列的DNA结合，而荧光集团被

竞争下来，释放到溶液中。检测相应的荧光信号，定量相

应基因的表达量变化。

图4  病毒文库筛选共同致死基因流程图
[11]

构建本底表达GFP的K-ras突变细胞系。将它与野生型细胞

1:1等量混合，侵染慢病毒包裹的相应的某条shRNA，整合

入基因组内。药物刺激下，存活性好的细胞得以繁殖，反

之则减少。7~8 d后，流式实验检测GFP比例，间接反映共

同致死基因的效果。

图5  K-ras突变共同致死基因的筛选流程
[11]

胞走向死亡的 3 个方式。细胞自噬依赖于自噬小体

(autophagosome) 的形成，进而吞噬细胞器进行消化，

释放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反馈，激活

mTOR 进而抑制细胞自噬过程，将自噬小体形成没

有“危害”的溶酶体 (lyosome)。正是这种精细的负

反馈，保证细胞自噬这种“危险”的行为朝着有利

于生物体的方向发展。自噬小体重新形成溶酶体的

过程，被称为 ALR，这个过程之前研究很少。针对

这一问题，我们实验室和清华大学俞立教授实验室

进行合作，取得不错的成果
[13]
。首先，利用质谱从

分离出的 ALR 复合体中定位到 700 个左右蛋白质，

然后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我们从中挑选出

114 个潜在调节基因，开展大规模 siRNA 筛选。通

过这些巧妙的实验，我们第一次揭示了 Clathrin 和

PtdIns (4,5) P2 在 ALR 形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个工作的启发意义在于，通过多种方法来缩小筛

选范围，可以有效地提高筛选效率，快速找到新的

靶点基因，为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3.3　与小分子化合物联合用药共同致死的筛选

另一个应用是将已知药物和 RNAi 文库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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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共同筛选，来寻找已知药物的作用靶点或增

敏靶点 ( 图 6)。Whitehurst 等 [14]
选取紫杉醇作为研

究对象，用 84 508个 siRNA靶向 21 217个人类基因，

找到了 87 个初步阳性结果。由于人类肺小细胞癌

细胞系 NCI-H1115 对紫杉醇具有较高的耐受性

(IC50 是普通细胞系的 10 倍 )，因此被选取开展癌

细胞抗药性研究。为了便于共筛，他们采用前文所

述的反向技术，把每个靶点基因的几个 siRNA 混合

在一起，点在 96 孔板底。实验组 ( 紫杉醇 +RNA)
和对照组 ( 单独 RNA) 分别有 3 个独立重复，药物

组 (10 nmol/L 紫杉醇 ) 在每个孔板上均有 6 个孔，

作为整个板子的负对照。在其上均匀地铺好细胞48 h，
加入 10 nmol/L 紫杉醇，再经过 48 h 后，通过试剂

盒检测该孔 ATP 的总浓度。

由于实验的数据量非常大，他们采取了特别严

格的数据处理方法，以期找到效果最好的候选靶点。

这种方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首先，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 6 个数据，用两样本的 t 值检验，算出 FDR 值

( 即 p 值 )，找到大于 0.05 的靶点。接着，每个靶

点的实验组的平均值比上对照组的平均值，得到比

值。将21 217个靶点的比值从高往低排序，取前2.5%
的靶点 ( 该方法称为 2.5th centile rank)。将这两种方

法获得的靶点库进行比较，同时满足这两项条件的，

才是这次筛选得到的初步阳性结果。在验证环节，

同一靶点的 siRNA 分别单独和紫杉醇共筛，检测是

否均具有原先效果，从而减少 siRNA 的脱靶效果。

5% 的 FDR 选择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如果把

FDR 放宽到 10%，会出现大多数已知的 r-tublin 
ring complex 的组成部分。之前的研究表明，这些

组分对紫杉醇的效果非常敏感，所以这些数据对这

次筛选没有太大意义。可见，根据需要适当调节初

筛的标准，才能得到新的有趣的结果。针对这些靶

点的进一步研究，发现 ACRBP 和 TUBGCP2 与

10-2 nmol/L 量级的紫杉醇仍然有共同抑制效果，这

是 10 nmol/L 浓度的 1/1000。这些靶点如果可以成

为药物靶点，则可以显著减少紫杉醇的用药剂量，

从而极大地减少它的副作用。

小分子 RNA 和药物共筛，对开发低剂量的联

合治疗方法有很大帮助。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在预

实验这一阶段找到合适的药物剂量，从而减少后续

大规模筛选的工作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预计可

能发现的靶点基因非常少，如寻找对某种化合物的

抗性基因，可以采取上文所提及的反向筛选思路，

通过慢病毒将 shRNA整合到基因组，加入药物处理，

对存活的细胞测序便可以得到结果。在逐一筛选例

子中，MacKeigan 等筛选抑制细胞凋亡的例子，也

是结合小分子化合物共筛的例子。

就与化合物共筛而言，也可以以某一个基因为

研究对象，对小分子化合物文库进行筛选。这类筛

选具有非常强的应用价值。一方面，可以寻找到某

个突变基因的共同致死药物，进而可以对含有这种

突变的患者进行治疗；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现有

化合物库，对已经有明确靶点的药物，但由于毒性

或效果不佳未通过临床全部实验的药物进行再开

在siRNA逐一转染孔板48 h后，基因被沉默到很低的水平。加入紫杉醇药物刺激，48 h后，裂解细胞，通过试剂盒检测ATP含
量，高通量仪器读取每孔信号。

图6  药物和RNAi文库共筛流程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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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找到它们新的作用，或是所谓的“老药新用”，

发现现有药物在治疗其他疾病中的作用。

4　高通量siRNA筛选的新发展方向

高通量筛选正在呈现出一些新的思路和发展方

向，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是自组装细胞芯片筛

选方法和活体动物模型筛选技术。

自组装细胞芯片是在一张玻璃片上覆盖 PNI
膜，通过刻蚀产生规则的小孔矩阵 ( 图 7)。PNI 膜
具有温度敏感性，低温下遇水快速溶解，细胞无法

在其上生长。每个小孔的孔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适

当调节，保证其中容纳的细胞数在 1 000 个左右，

具有统计意义。通过反向转染，可以在刻蚀产生的

小孔内点上 RNAi 文库；在整个芯片上铺细胞，形

成细胞岛，每个小岛就是一个独立的样本。一张 4 
cm2

的芯片上，可以容纳 12×12 个点，筛选容量超

过一个 96 孔板。自组装芯片具有良好的平行性，

孔与孔之间交叉污染极少，可以有效地保证实验准

确性。针对该芯片，我们实验室已经开发出一套与

之相匹配的拍照和数据开发程序，允许以芯片为平

台，进行更加快速的高通量筛选。

自组装芯片首先被应用于细胞迁移的高通量筛

选。传统鉴定迁移的方法，第一种是刻痕技术。在

细胞长满后，用钝器划开一道线，把两边的细胞分

开，在之后的十几个小时内观察这道线两端细胞的

生长情况，找到这道刻痕被填补的时间，来界定细

胞的迁移能力。第二种是 transwell 技术。在膜两侧，

一端加入细胞和没有 FBS 的培养基，另外一端加入

含有 FBS 的培养基，细胞为了摄取营养，从膜的一

侧向另外一侧迁移；选取合适的时间点，对越过膜

的细胞进行统计，衡量细胞的迁移能力。由于操作

复杂，这两种传统技术都不能支持高通量筛选，自

组装芯片却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在反向转染的孔上

刻蚀覆盖PNI膜的细胞芯片，在孔中点入反向转染试剂。

细胞在这些孔中着陆后，反向转染试剂缓慢释放，进入细

胞。特定时间后，释放PNI膜，细胞岛得以向外扩张。通过

高通量仪器拍摄扩张之前和之后细胞岛的图片，计算面积

比值，定量该RNAi对迁移的影响。

图7  基于自组装细胞芯片的细胞迁移筛选流程图
[15]

用病毒侵染FAH敲除的小鼠肝脏，将相应shRNA整合入细胞基因组序列。在药物刺激下，生存能力强的细胞得以繁殖而扩

增。提取前后肝脏的基因组，PCR扩增和深度测序。比较前后shRNA拷贝数的变化，找到拷贝数积累的shRNA。

图8  活体慢病毒shRNA文库筛选流程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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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满细胞后，降低温度释放 PNI 膜，原先的细胞岛

便失去了周围的生长屏蔽，可以自由地向外扩张，

通过计算扩张面积的变化，衡量迁移能力。这种操

作简单的方法可以允许高通量测定大量 RNAi 文库

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从而实现高通量筛选。我

们实验室运用这种方法对人类全基因组 miRNA 文

库对细胞迁移能力，进行了高通量筛选，第一次发

现 20% 的 miRNA 参与到细胞迁移过程的调节中，

并且发现 miR-23b 通过调控 PAK2 等一系列下游靶

点，在细胞核活体水平上有效抑制细胞迁移过程
[15]
。

自组装芯片由于通量更高、操作更简单，而可

以胜任绝大多数孔板为平台的高通量筛选工作。我

们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合作，已经对细胞自噬
[13]
、

凋亡、细胞衰老等一系列课题进行了筛选，得到丰

富的信息。

另外一个有启发性的工作是 Wuestefeld 等
[16]

直接在小鼠体内，对肝再生有关的 RNAi 文库进行

筛选，最终找到 MKK4 这个关键激酶 ( 图 8)。他们

构建了 FAH-/-
小鼠模型，这种小鼠只有在 NTBC 药

物的治疗下才能够生存，否则会因为肝衰竭在一个

月内死亡。shRNA 文库被整合在转座载体中，在

SB13 转座酶的作用下，可以被整合到受体细胞的

基因组中。他们选取了 5 只小鼠，把文库和 SB13
一起注射进去；6 个月后，提取肝细胞 DNA 进行

深度测序，把整合到基因组的 shRNA 拷贝数，用

刚注射后的基因组的 shRNA 拷贝数作为本底归一

化。在这 5 只小鼠中，MKK4 shRNA 均得到了高

度富集。后续的验证环节进一步证实，MKK4 基因

通过 JNK1 通路，直接参与到肝细胞细胞周期调控，

以及肝细胞再生过程。

5　讨论和总结

衡量高通量筛选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筛选范围和

准确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由筛选模型决定。“一个

原则、两个关键点”详细总结了如何建立细胞模型、

如何选取 siRNA 文库和转染方法、如何采集分析数

据等。其中，尽可能地简化筛选步骤至关重要。打

个形象的比方，这就相当于在一片湖水里捕鱼，渔

网的网眼要多大才比较合适。如果网眼太大，很可

能大鱼也会轻易逃脱；如果网眼太小，所有无关轻

重的小鱼小虾也都在网里面，造成打渔船承重太厉

害，甚至寸步难行。总之，高通量 siRNA 筛选技术

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随着第

二代或者第三代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高通量

筛选方法将不断出现，将两者的有效结合必将生命、

医学研究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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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建忠报告讨论
付向东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Q ：你做细胞微阵列 (cell microarray) 用的芯片都是多大的？都是 96 孔的吗？

A ：我们用的主要是有三种不同的型号的，做的比较好的是 96 孔的芯片，还有大一点的芯片，有 300
多孔。

Q ：那么你这个除了用于研究 RNA 干扰、microRNA 外，还可以用于功能筛选吗？

A ：是的，我们现在技术也用于大规模筛选影响细胞功能的化学小分子，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邵宁生 ( 军事医学科学院 )
Q ：合作的话，是找您还是找公司？

A ：如果你有成熟的细胞模型，不需要我们再花时间优化筛选模型，完全可以找公司合作，比如吉诺

瑞等。如果你们需要建立或优化筛选模型，我们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们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或者开展合作。

施蕴渝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Q ：从芯片中如何反应细胞迁移？

A ：细胞迁移前和迁移后的 microarray 进行比较，如果细胞发生迁移，就会检测到信号分布的变化。

由于凋亡会释放细胞内的核酸，会干扰结果，因而也需要做一个凋亡的对照。

[16] Wuestefeld T, Pesic M, Rudalska R, et al. A direct in vivo 
RNAi screen identifies MKK4 as a key regulator of liver 

regeneration. Cell, 2013, 153(2): 38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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