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分子RNA--small RNA 



什么是干扰小RNA? 

miRNA(微小RNA): 
MicroRNAs (miRNAs) 即微小RNA是在所有真核类中发现

的平均长度为22nt的小分子RNA. miRNAs 产生于前体
mRNA(pre-mRNA), 可与靶mRNA配对并抑制mRNA的翻译
或促使其降解, 具有转录后调控基因表达的功能. 人
类基因组中约有1000种miRNA, 可影响60%的基因的表
达与调控. 

siRNA(小RNA):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sometimes known as short 
interfering RNA or silencing RNA, is a class of double-stranded 
RNA molecules, 20-25 nucleotides in length, that play a variety of 
roles in biology. Most notably, siRNA is involved in the RNA 
interference (RNAi) pathway, where it interferes with the 
expression of a specific gene.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mall_interfering_RNA 



干扰小RNA的种类 

有4大类干扰小RNA (small interfering RNA): 

1) miRNA, Micro-interfering RNA 

2) siRNA, Short-interfering RNA 

3) piRNA, Piwi-interacting RNA, 仅限动物 

4)  21U RNA, 线虫 



microRNA 

 



microRNA是如何发现的? 

殊途同归: 

  1) 植物转基因沉默 

  2) 真菌转基因沉默 

  3) 线虫RNA注射实验 

  4) 线虫发育突变研究 

4个独立的研究均发现RNA诱导 

内源基因沉默。 



植物转基因
沉默 

1989年Matzke等为了加深矮牵牛花瓣的颜色将控制紫色花的基因导入矮牵牛细胞, 

并获得再生植株.未曾预料的是,在转基因阳性植株中出现完全为白色花瓣的植株.  

深入研究发现, 导入矮牵牛的转基因含有反向尾--尾重复的结构. 产生正义和反义 

基因转录产物.正义和反义基因转录产物形成dsRNA, 导致转基因和内源基因的沉 

默,使原本产生紫色花色的花瓣变成白色. 这是首次报道正反义双链RNA导致基因 

沉默.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 in plants. 

Dr. Marjori 

Matzke  

Dr. Antonius 

Matzke 



真菌转基因诱导的内源基因沉默
(PTGS) 

Isolation of quelling-defective (qde) mutants impaired in posttrans- 

criptional transgene-induced gene silencing in  Neurospora crass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4 (1997):  

   These quelling-defective mutants (qde) belonging 

   to three complementation groups have provided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 of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in N. 

   crassa. The recessive nature of the qde mutations indicates that 

   the encoded gene products act in trans. We show that when qde 

   genes are mutated in a transgenic-induced silenced strain 

   containing many copies of the transgene, the expression of the 

   endogenous gene is maintained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transgene 

  sense RNA, the molecule proposed to trigger quelling. 

 



线虫双链RNA分子导致的基因沉默 

1995年Cornell大学的研究人员Guo和Kemphues在研究阻断秀
丽新小杆线虫中的par-1基因时，利用反义RNA (antisense 
RNA)技术特异性地阻断par-1基因的表达，同时在对照实验
注射正义RNA（sense RNA）观察基因表达是否增强。但结
果是二者都同样地切断了par-1 基因的表达途径,这与传统
的反义RNA功能解释自相矛盾，作者对此未给出合理解释。 

1998年2月，Fire和Mello首次揭开谜底。他们证实，Guo等报
道的正义RNA抑制基因表达的现象是由于实验中污染了微量
双链RNA (Double RNA, dsRNA)所致。他们将体外转录的单
链RNA纯化后注射线虫，发现基因抑制效果十分微弱。而经
过纯化的双链RNA却正好相反，能够高效特异性阻断靶基因
的表达，其效率高于单链反义RNA约2个数量级。 

Fire等对dsRNA调控内源基因表达的现象创造了一个名词: 
RNA interference, 简称RNAi, 即RNA干扰. 

See: Fire A, (1998). "Potent and specific genetic interference by double-stranded 
RNA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Nature 391: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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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ex-3 RNA 

interference on levels of the 

endogenous mRNA 

MEX-3 is a KH domain protein that  

regulates blastomere (卵裂球) identity  

in early C. elegans embryos 

a, Negative control showing  

lack of staining in the 

absence of the hybridization 

probe. b, Embryo from 

uninjected parent (showing 

normal pattern of 

endogenous mex-3  RNA20). 

c, Embryo from a parent 

injected with purified mex-

3B antisense  RNA. These 

embryos (and the  

parent animals) retain the  

mex-3 mRNA, although 

levels may be somewhat less 

than  wild type. d, Embryo 

from a parent injected with 

dsRNA  corresponding to 

mex-3B; no mex-3 RNA is 

detected. Each  embryo is 

approximately 50  mm in 

length. 



线虫发育突变与小分子RNA 

上世代70年代中期，悉尼Brenner实验室发现了lin-4突变
体。1988年夏，Abros小组开始克隆lin-4基因。他们
获得了一段700bp长的cDNA，但未发现ORF。将lin-4
的700bp进行移码突变，结果也未能使其失去原有功
能。这使他们认识到，lin-4可能是非编RNA。 

与此同时，另一个小组Ruvkun实验室也获得一个类似lin-
4表型的突变，并采用定位技术将lin-14的突变确定在
lin-14的3’末端。他们发现，lin-4和lin-14的3’末端有
多处互补序列。由此他们认为，lin-4基因的适时表达
可以使lin-14基因沉默，使线虫发育进入L2期。 

2000年，采用定位克隆技术发现另一个基因let-7. Let-7可
以使lin-41基因沉默，使幼虫过早进入成虫期。这些
小RNA当时被称为“small temporal RNA”(stRNA).自
let-7非编码小RNA可调控基因表达后,  non-coding 
RNA的生物学才引起广泛关注. 



2006年生理与医学诺贝尔奖 

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10月2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宣
布，两名美国人——安德鲁·菲尔和克雷格·梅洛——为
200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  

他们发现了RNA干扰的机制而入选。RNA干扰是一个分子
生物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链RNA（double- stranded 

RNA）以一种非常确定的方式抑制基因的表达。自
1998年发现以来，RNA干扰已经作为一种有效的“基因
沉默”(gene silencing)技术应用于许多分子生物学领
域的研究。用以探讨基因的功能以及在基因治疗中可
能的应用价值。 

RNAi在2005年被Science杂志选为当年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之一. 



lin-4miRNA和let-7miRNA的功能 

LIN14蛋白控制幼虫L1期进入L2期, LIN41控制L4期,阻止lin-29表达进 

入成虫期. lin-4 RNA干扰LIN14, let-7干扰LIN41. 



线虫Let-7突变剖析 

Let-7的突变互补实验, 只有在涉及红色的DNA区段才可 

使表型恢复. 



let-7与靶基因mRNA的互作 

单个miRNA可识别多个mRNA靶标, 一个mRNA靶标可被 

多个miRNA识别. 



let-7基因家族的成员 

不同物种let-7基因家族的成员： 

1）线虫,  4个成员 

2)  人类, 15个成员 

3)  果蝇，1个成员 

let-7基因家族成员在进化中有不同
的扩张与收缩。 



lin-4miRNA和let-7miRNA 

干扰的靶mRMA 

miRNA与靶mRNA之间有多种互作方式. 

见: Nature 403:901-905, 2000 



两种调控小分子RNA—miRNA和siRNA 

根据小分子RNA的来源及其加工方式,可将其分为两
大类: 

1)   miRNA(microRNA):  微小RNA, 主要来源于pre-

mRNA. 

2)    siRNA(short interfering RNA):小分子干扰RNA, 

主要来源于内源转座子, 反向重复DNA,转基因表
达产物,外源病毒等.  

到2005年，在12个物种中共报道了2953个miRNA:  

        线虫, 114; 果蝇: 78; 斑马鱼(Danio rerio ), 369; 鸡, 122; 拟
南芥, 117; 人类, 328; 小鼠, 224; 大鼠, 186. 



miRNA的加工及普遍结构 



动物miRNA基因
的结构与分布 

动物miRNA基因属于 

PolII基因,加帽与加 

尾,有三种分布方式: 

1)独立结构 

2)内含子中(mirTron) 

3)外显子中 

4)3’UTR 
人类基因组约50% miRNA  

基因成簇状排列。1/4人类 

miRNA位于内含子中. 



人类
多顺
反子

miRNA

基因
多呈
簇集
分布 



miRNA基因的数量 

MicroRNA genes constitute ~1% of 

the total coding genes and form the 

largest class of regulatory molecules. 

See: Lim LP, Glasner ME, Yekta S, Burge 

CB, Bartel DP. Vertebrate microRNA 

genes. Science. 2003; 299(5612): 1540. 



动物miRNA的转录与加工 

成熟miRNA的3’末端有2nt的突出, 形成 

miRNA:miRNA*的双链RNA (dsRNA)。 

pri-miRNA在细胞核内形成发夹结构，
发夹环70nt。发夹两侧含有加工所需的
顺序。双链结构可被细胞核蛋白DGCR8

识别， DGCR8可与Drosha酶结合形成
pri-miRNA加工复合体。Drosha含一个
RNaseIII结构域，可在距发夹基部约
11nt的位置将发夹切离并释放，产生pre-

miRNA。Pre-miRNA的3’末端含2nt突出。 

pre-miRNA由细胞核进入细胞质涉及核
质转运蛋白Exportin-5，Exportin-5可识
别Pre-miRNA的3’末端突出2nt，并将其
转运到细胞质。细胞质中RNaseIII酶
Dicer与Pre-miRNA的3’端互作，将发夹
环切离释放，产生长度为22nt配对不完
善的双链RNA，即miRNA：miRNA*。 

miRNA：miRNA*双链中只有一条单链
与RISC（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结合，随后与靶mRNA互作。 

miRNA*释放后被降解. 



miRNA诱导基因沉默 

1) 成熟的miRNA 与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RISC) 结合. RISC含Dicer 及其它蛋白
质. RISC又称miRNP, 和miRNA结合的RISC 称
为"miRISC”. 

2) Dicer 加工pre-miRNA与RNA双链解旋偶联, 解
旋的miRNA只有一条单链保留在RISC中. 

3)  argonaute (Ago)是RISC的核心成分, 为miRNA

诱导的基因沉默所必需. Ago含有两个RNA 结合
域:  PAZ, 与成熟miRNA的3’端结合; PIWI,类
似 ribonuclease-H, 和引导链5’端结合. 两者共
同将成熟miRNA 定向使其和靶mRNA互作.  



动物
miRNA 

: 

miRNA* 

双链
RNA 

The first step is the  

nuclear cleavage of  

the pri-miRNA and  

liberates a 60–70 nt  

stem loop  

intermediate asThe  

pre-miRNA  

(bracketed), thought 

 to be very short-lived,  

have not been isolated  

in plants. The miRNA  

(red)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RISC (step 6),  

whereas the miRNA*  

(blue) is degraded  

(hatched segment). A  

monophosphate (P)  

marks the 5 terminus  

of each fragment. 



动物 

miRNA 

的功能 

根据miRNA保守 

的5’端“种子”顺 

序同源性搜索分析, 

推测人类基因组中 

约三分之二的蛋白 

质编码基因受 

miRNA的调控. 

已知所有动物 

miRNA作用的 

mRNA靶点均在其 

3’UTR. 
Cell, 120:15-20, 2005 



胚胎发
育阶段
检测

miRNA 

Lac基因组成型表达, 内源 

小RNA可干扰Lac mRNA的 

翻译, 使表达部位不显蓝色. 

miR-1在心脏组织表达. 

脊椎动物体
节发育调控
基因HOXB8

的3’UTR含 

有可与miR-

196a互补的 

顺序. Sensor 

表达载体构 

建可检测
miRNA的表
达场所. 



推测脊椎动物miRNA的功能 

 



人类基因组中miRNA基因的组成 

根据结构特征在人类基因组中已经注释的
miRNA基因为328个, 估计可能多于1000, 

占总基因数＞1%. 最近的一项研究推测
人类基因组中约60%的基因受miRNA调
控. 约40%的miRNA基因为PolII转录. 

绝大多数miRNA与靶标mRNA结合的位点
在3’UTR区,其中miRNA 的5’端2-7nt最重
要. 5’端2-7nt为种子序列.  



Mirtrons, an emerging concept of 

microRNA biogenesis 

已分别在果 

蝇和线虫中 

发现14个和 

4个mirtron, 

估计约80% 

以上的 

miRNA由 

Mirtron产 

生。去套马 

索分支酶可 

解除套马索 

结构。 



miRNA的表达水平 

miR-2, miR-52, and miR-58:   

                   线虫，50 000/成体细胞； 

miR-124：线虫，800/成体细胞. 



miRNA基因的数目 

采用软件MiRscan and miRseeker预测： 

human:  200–255；Lim et al., 2003 

C. elegans: 103–120；Lim et al., 2003 

果蝇：96–124; Lai et al., 2003. 

约占基因组预测基因总数的1%。 

目前的证据miRNA的数目远高于之前估计. 



miRNA基因的转录 

1)  pri-miRNAs 一般较长，大于1 kb,  不像PolIII转录物. 

2)  有些pri-miRNAs内部有许多连串的尿嘧啶, 类似Pol  

     III转录终止信号.  

3) 许多miRNA具有发育差异表达的特点, 与Pol II 基因类 

     似，而PolIII基因为组成型表达.  

4) 将报告基因置于miRNA基因5’ 区下游, 可检测到强烈 

     的蛋白质表达，表明 miRNA转录物具有类似PolII类 

     mRNA的加帽修饰。 

结论：miRNA基因主要为PolII基因, 少部分来自PolIII 基 

            因.  



植物miRNA基因具有Pol II启动子结构 

 



植物miRNA 

miRNA:     DCL1-加工类, 21nt. 

ta-siRNA:  DCL4-加工类, trans-acting   

                   siRNA, 21nt, 源于TAS基因. 
 



植物miRNA 
DCL1类 

植物miRNA与动 
物miRNA的区别: 
1)成熟miRNA在 
  细胞核内完成. 
2)植物miRNA的 
  两个3’末端 
  有2nt突出, 
  被甲基化. 
3)植物miRNA与靶 
  mRNA互补程度 
  高,主要引起 
  mRNA降解. 



植物 

ta-siRNA 
DCL4类 

 TAS基因转录一个长链
RNA分子，随后被
miRNA介导切割成两
段RNA。随后以5’端
RNA片段为模板合成
dsRNA.形成的dsRNA

经DCL4加工成21nt的 

siRNA, 并在3’端加上
甲基. 成熟的ta-siRNA

与靶mRNA互作, 使其
切割降解. ARF基因由
TAS13 ta-siRNA调控. 



植物叶片极
性的建立与

miRNA  

植物叶片极性(正反面,

或远轴面和近轴面, ad 

or ab)的建立与miRNA

的调控有关. 在涉及
miRNA的突变体中, 叶
片不能形成平展的叶片, 

而是长成棒状的形态. 

f: 1,2, 为野生型表达. 

3,4, 为突变型.  

Nature 428:82-84, 2004 



动物和植物miRNA的区别 

miRNAs show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plants and metazoans: 

1)  序列组成及靶标:  植物miRNA序列与靶mRNA序列互
补程度高, 很少错配碱基.动物miRNA序列与靶mRNA

序列互补程度略低, 有错配碱基. 前者更易导致靶
mRNA降解, 后者主要抑制靶mRNA翻译. 

2)   作用位点: 动物中miRNA的作用位置主要在靶mRNA

的3’UTR. 植物中miRNA的作用位置可在靶mRNA的
3’UTR, 但更多在编码区. 

3) 植物成熟miRNA在细胞核内完成,动物成熟miRNA在细
胞质内完成. 

4) 植物miRNA的两个3’末端-OH被甲基化. 

5) 动物miRNA专一性远低于植物miRNA专一性.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imals


miRNA编辑 

Perhaps as many as 16% of pri-miRNAs may be altered 

through nuclear RNA editing. Most commonly, enzymes 

known as adenosine deaminases acting on RNA (ADARs) 

catalyze adenosine to inosine (A to I) transitions. RNA 

editing can halt nuclear processing (for example, of pri-

miR-142, leading to degradation by the ribonuclease 

Tudor-SN) and alter downstream processes including 

cytoplasmic miRNA processing and target specificity (e.g., 

by changing the seed region of miR-376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iRNA Identification of 

edited miRNA 

Four pri-miRNA structures and  

edited mature miRNAs are  

presented (A–D). Editing  

efficiency of pri-miRNA and  

mature miRNAs is indicated in  

parentheses in black and red,  

respectively. The 5′ end of the  

mature miRNA is counted as +1,  

and the editing site is indicated  

by the number highlighted in red.  

The position of the pri-miRNA  

editing site is also indicated in  

parenthesis. 见: Frequency and fate of  

microRNA editing in human brain, Nucleic  

Acids Res. 2008  36(16): 5270–5280.  

http://www.ncbi.nlm.nih.gov/core/lw/2.0/html/tileshop_pmc/tileshop_pmc_inline.html?title=An external file that holds a picture, illustration, etc.
Object name is gkn479f1.jpg [Object name is gkn479f1.jpg]&p=PMC3&id=2532740_gkn479f1.jpg


不同生物miRNA基因结构比较 

最近发现单细胞绿藻中也含有miRNA, 一个pre-miRNA 可形成多个 

miRNA。动物miRNA基因多簇集排列, 植物和藻类miRNA基因单 

独组成. 



miRNA的命名规则 
1) 普遍命名:前缀-横线-数字, mir-n, 数字表示miRNA发现的顺序,  如mir-123先 

    于mir-456发现。 

2) 小写mir-表示前体miRNA（pre-miRNA），含大写miR-表示成熟的miRNA

，如mir-123的成熟miRNA为miR-123。 

3)  顺序接近完全一致，有1-2个碱基差异的miRNA在命名数字后加小写字母注
明， 如miR-123a和miR-123b。 

4) 来源于基因组不同区域可产生完全相同的成熟的miRNA，其pre-miRNA可
加横线数字（-n）加以区分。如pre-miRNAhsa-mir-194-1和pre-miRNAhsa-

mir-194-2可产生相同的成熟miRNA（has-miR-194）。 

5) 来源于不同种属的miR在其前面加3字母前缀，表明来源物种。如has-miR-

123表示源于人类（Homo sapiens，hsa），oar-miRNA-123来自山羊（Ovis 

aries，oar）。其它通用的物种前缀，“v”代表病毒miRNA， “d”代表
果蝇（Drosophila）miRNA。 

6) 同一个pre-miRNA的两个臂产生两个成熟的microRNA，以后缀-3p和-5p（
即sense，s和antisense，as）加以区分。 

7) 如果pre-miRNA产生的成熟microRNA两条单链在细胞中的相对水平是已知
的，则低水平的microRNA加星号（*）表示，高水平microRNA不加星号
。如mir-123和miR-123*。 

 



miRNA基因的进化 

1) MicroRNA基因的进化速率及其缓慢，可作为系统进 

    化分析的标记。 

2) MicroRNA的起源可能是生物形态建成与功能创新的 

    内在驱动机制，有利于复杂器官的发生。生物形态创 

    新的爆发与MicroRNA的大量积累有关。 

3) 大多数真核生物中都含有miRNA,目前已从藻类到高等 

    生物种属中发现约5000种miRNA, 但细菌中尚未找到 

    功能相应的miRNA. 

 



如何寻找miRNA 

1) 遗传学方法：突变体分离 

2) 同源基因组序列搜寻 

3) 小RNA克隆库构建 

3) 计算机预测 



遗传学方法用于 

分离克隆miRNA基因 

到目前为止采用正向遗传学(forward geneics)
方法克隆的miRNA基因数量非常有限, 
原因是: 

1)   miRNA的“种子”序列很短, 仅为7nt, 
发生突变的机率太低. 

2)   在定位克隆中对靶基因的搜寻往往关注
蛋白质编码基因, 极易遗漏miRNA基因. 

3)   miRNA的表型效应具有冗余特点, 很多
miRNA基因突变不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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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预测miRNA 

采用生物信息学从拟南芥中分离与鉴定tasiR-ARF: 

1) 植物miRNA与靶mRNA顺序互补性很强, 并位于编 

    码区. 

2) 植物miRNA多位于基因间区, 以反式方式作用靶
mRNA. 

3) 植物miRNA一般作用于基因家族成员. 

4) 绝大多数miRNA在进化中很保守. 

以上特点为计算机搜寻miRNA提供了依据. 

预测软件： 

List of miRNA target prediction tools ， 

见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RNA_structure_prediction_software


拟南芥tasi-ARF的计算机搜寻 

1) Leor Williams 等从拟南芥未注释的非编码的1347个
EST出发, 根据上述特点搜寻到一批后选的序列,但未发
现它们能形成茎环结构. 

2) Peragine 等报道存在一类不依赖miRNA,而是以siRNA
加工路线产生的内源小RNA以反式模式作用靶基因.他
们并发现在siRNA加工缺陷突变体中, ARF3和ARF4转
录产物水平上调. 

3) Leor Williams 等搜寻到两个互补的EST,它们与正义和
反义链顺序一致.基因组顺序搜寻可将其定位在Chr.3
和Chr.5, 并与3个ARF基因的部分编码区互补, 称之为
S-pre-tasiRNA-ARF和AS-pre-tasiRNA-ARF. 

4) S-pre-tasiRNA-ARF和AS-pre-tasiRNA-ARF在物种间
具顺序保守性. 

见: PNAS 102: 9703-9708, 2005 



拟南芥tasi-ARF计算机搜寻图解 

 



思 考 题 

1) miRNA与siRNA的来源有何不同? 

2) 为何很少发现miRNA和siRNA基因突变? 

2) miRNA与siRNA有何功能? 举例说明. 

3) 植物siRNA有哪些种类, 其差别何在? 

4) 简述动物miRNA的加工过程. 

5) 有哪些证据说明植物成熟siRNA的加功是在细 

    胞核中进行? 

6) 动物和植物miRNA有哪些差异? 

7) 有哪些寻找miRNA的`技术与方法?举例说明. 

8) 什么是piRNA? 哺乳动物piRNA的生物学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