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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55与颌骨代谢研究进展
赵志芳，邓润智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 miRNAs是一组由19~24个核苷酸构成的小分子非编码单链RNA，通过转录后水平实现对靶基因的

调控，其在人类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 miR-155 是具有炎症相关和致癌作用的多功能

miRNA。最近研究发现，miR-155通过调节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在骨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可能作为

骨吸收异常疾病的生物学标志物和预后指标，本文就miR-155与颌骨代谢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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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RNAs are a class of small non-coding RNAs composed of 19-24 nucleotides, which regulate the

target gene at post-transcriptional level.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 variety of human diseases.

miR-155 is a multifunctional miRNA with inflammation-related and oncogenic roles. Recent studies showed that

miR-155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bone remodeling by regulating osteoblast and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

miR-155 is expected to be biomarkers and prognostic indicators of bone disorders, and has certain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mising practical.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the role of miR-155 in jaw bone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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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代谢活跃，从胚胎发育直至生命终结都在不

断 地 进 行 着 骨 质 的 吸 收 和 重 建 。 成 骨 细 胞

(osteoblasts，OB)来源于间充质干细胞，主要作用是骨

细胞外基质的形成和矿化。破骨细胞(osteoclasts，OC)

是由造血干细胞或造血前体细胞分化而来，其主要作

用是引起骨吸收[1]。正常情况下两者保持动态平衡，

但在内分泌腺功能发生障碍、营养不足、创伤或其他

疾病等因素的作用下，OB、OC 之间的动态平衡被破

坏，发生骨代谢性疾病，尤以骨量减少为特征的骨质

疏松(osteoporosis，OP)最常见，其根本原因是骨吸收大

于骨形成。OP是一种以低骨量并伴随着骨组织微观

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的脆性增加和易于骨折的全

身性骨代谢性疾病[2]，其预防和治疗是骨科领域亟待

解决的重要课题。研究表明，某些特定循环的

miRNAs 在骨质疏松性骨折的背景下发生变化，“正

常”水平的这种干扰可能会影响骨代谢和骨折愈合过

程[3]。颌面部诸骨是人体骨骼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

一般骨质的代谢特点，当身体其他部位(如椎骨、髋骨

等)发生骨质疏松时颌骨也会有类似的表现。同时，颌

骨也具有自身的特点，牙齿这一结构器官带来的特殊

的形态和功能赋予了颌骨代谢与改建的特殊性，例如

正畸牙移动伴随的颌骨改建、根尖周炎与牙周炎引起

的骨吸收、拔牙创的愈合以及种植体的骨愈合等等。

miRNAs是新近发现的一组长度为 19~24 nt内源

性非编码单链小分子 RNA，广泛存在于各种真核生

物中且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高度保守，参与调控约

30%以上人类基因的表达。它通过特异性结合到靶

基因mRNA 3'端非翻译区，并导致其裂解或抑制其翻

译，从而发挥负性调节靶基因的作用[4]。miRNA的成

熟包括在细胞核内和核外两部分：在细胞核内，

miRNA 的 基 因 首 先 转 录 生 成 pri-miRNA，然 后

pri-miRNA 在核酸酶 Drosha 等的作用下被剪切加工

成发卡状的 pre-miRNA；pre-miRNA 在 Exportin5 和

Ran-GTP 的共同作用下从细胞核内转运至细胞浆，

再由胞浆内核酸酶 Dicer 进一步处理，形成成熟的双

链 miRNA[5]。其中一条 miRNA 链被引导进入包含

Argonaute (AGO) 蛋白的 RNA 诱导的沉默复合体

(RISC)中，通过与靶mRNA 3'端非翻译区的特异性结

合，调控基因表达，而另一条 miRNA 链则被降解 [6]。

研究表明，miRNAs在几乎所有的生物学过程中均作

为重要的转录后调控因子 [5]。骨骼生物学中细胞特

异性信号转导和转录后调控是非常动态的过程，其

属于高度的剂量依赖性反应。因此，它们是miRNAs

定量调控的理想靶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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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骨重建过程中的两种重

要细胞，破骨与成骨过程的平衡是维持正常骨量的关

键。成骨细胞是骨形成的主要功能细胞，成骨细胞分

化的最终形态就是骨细胞，在分化成熟的骨组织中约

占 95%。成骨细胞的分化是受到 Notch、FGF、BMP、

WNT/β-catenin以及Hedgehog等信号通路调节的，其

中Runt相关转录因子2 (Runx2)是最关键的，该分子在

成骨细胞分化与骨基质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成骨

细胞在骨形成过程中也会受到其他一些因子地调控，

如BMPs、Notch 受体、β体、Hedgehog、ATF4等[8]。一旦

成骨细胞分泌的骨基质不足以填补破骨细胞导致骨

吸收陷窝，或者当破骨细胞的生物活性达到高度活跃

状态时，骨重建地平衡就被打破，发生骨过度吸收性

疾病。破骨细胞的分化与成骨细胞关系密切，成骨细

胞与破骨细胞前体细胞存在细胞间的交互作用，成骨

细胞分泌的破骨细胞分化因子与M-CSF共同作用促

进破骨细胞分化。正常生理状态下骨重建维持平衡

稳定，但当炎症发生时这一平衡将被打破，炎症细胞

因子 IL-1和TNF-α具有刺激破骨细胞分化与生存、促

进骨吸收作用，从而在牙周炎引起的骨量丧失中发挥

重要作用[9-10]。

miR-155 是一种多功能的 miRNA，位于人类 21

号 染 色 体 B 细 胞 非 编 码 集 和 基 因 簇 (B cell

integration cluster，BIC)的第三个外显子中，人类 BIC

缺乏长的、开放的阅读框，过表达可刺激基因过度增

殖 [11]。研究表明，miR-155 在炎症性疾病、肿瘤性疾

病、造血细胞生成和免疫反应性疾病以及心血管疾

病中发挥作用。它还通过调节 1 型血管紧张素Ⅱ受

体(AT1R)，参与肾功能和血管平滑肌的收缩 [12]。最

近的研究还发现，miR-155 通过调控破骨细胞和成

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在骨重塑中发挥相当大的功

能。miR-155 有望成为骨吸收异常疾病的生物学标

志物、治疗靶标以及预后指标，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1 miR-155在调节颌骨代谢中的作用

1.1 miR-155 调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MSCs)向

成骨分化 BMMSCs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多

能干细胞，可沿成骨细胞在内的多个谱系方向分化，

是目前组织工程和基因治疗等先进治疗理念中备受

关注的种子细胞。 敲除核酸酶 Dicer 和 Drosha 后导

致细胞内miRNAs生成障碍，BMMSCs向脂肪细胞和

成骨细胞分化地能力受限 [13]。而当仅敲除核酸酶

Dicer后，会使小鼠的肢体发育障碍[14]。研究发现，临

床上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所导致的骨质疏松，

其发病机制在于激素可以增加 BMMSCs 的 miR-155

表达，而 miR-155 具有抑制 BMMSCs 成骨分化的作

用，抑制 RUNX2 和 OCN 表达、降低 ALP 活性 [15]。另

一项研究表明，miR-155 具有促进 BMMSCs 成软骨

分化的作用[16]。

1.2 miR-155 调控成骨细胞的分化 成骨细胞

是骨形成的主要功能细胞，其合成、分泌骨基质，参

与骨矿化，在骨重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成骨细胞

在骨形成过程中要经历成骨细胞增殖、细胞外基质

成熟、细胞外基质矿化和成骨细胞凋亡 4 个阶段。

研 究 发 现 ，敲 除 miR-155 可 部 分 缓 解 TNF-α 对

BMP-2 诱导成骨分化的抑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

miR-155 通过靶向 SOCS1 的表达调节 TNF-α抑制成

骨分化[17]。

1.3 miR-155 调控破骨细胞的的分化 破骨细

胞是由造血干细胞的单核-巨噬细胞前体分化而成的

唯一具有骨吸收活性的多核细胞。Mann等[18]研究表

明，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当巨噬细胞激活时miR-155

表达水平上调，而在破骨细胞中表达水平明显下降。

miR-155的错误表达能够阻止破骨细胞形成。破骨细

胞分化的核心机制是与转录因子复合物PU.1/MITF有

关，miR-155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其可能的机制是同时

抑制PU.1与MITF。Zhang等[19]研究发现，干扰素β可
诱导 miR-155 上调，而 miR-155 靶向抑制 MITF 和

SOCS1表达以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同时表明miR-155

的作用可能是多靶点的。

1.4 MiR-155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RA)中的作用 近几年，多项研究证明了

miRNA在RA中的免疫调节作用。自2008年以来，17

种 miRNAs 在 RA 组织中的异常表达相继被报道。

MiR-155在RA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已在动物实验模型

中得到证实[20]。Pauley等[21]比较了正常人与类风湿患

者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s) miRNAs表达情况，发现

在类风湿患者PBMCs中miR146a、miR-155、miR-132

和 miR-16 的表达增加 1.8~2.6 倍，提示这些 miRNAs

可能通过影响破骨细胞分化能力影响类风湿骨破坏

的进展。MiR-155 缺陷的小鼠不形成胶原诱导性关

节炎(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CIA)，由于miR-155缺

陷的小鼠抗胶质抗体和抗原特异性T细胞表达显著降

低，阻止了致病性自身反应性 B 细胞和 T 细胞的产

生。此外，miR-155缺陷的小鼠T细胞受损，表现为白

细胞介素-17 (IL-17)和 IL-22的显著降低。在仅依赖

于先天性效应机制的K/BxN血清转移关节炎模型中，

miR-155缺陷的小鼠显示显著减少的局部骨破坏，

其主要归功于破骨细胞的产生减少，尽管关节炎症

的严重程度与 WT 组相差不大。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miR-155 参与导致自身免疫性关节炎的适应性和先

天性免疫反应，因此 miR-155 为治疗 RA 患者提供

了新靶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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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 望

近年来 miR-155 对细胞和机体代谢的调控作用

已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在骨代谢领域尚处于起步阶

段。随着研究的深入，miR-155调控骨代谢的机制逐

渐被人们认识，其中对成骨及破骨细胞增殖、分化、凋

亡均具有调控作用。miR-155对骨改建的调控作用兼

具抑制与促进效应，其机制有直接作用于骨重建的相关

转录因子，也有间接作用于转录因子相关的因素而发挥

调控作用，但其在骨形成、骨重塑、骨损伤修复及炎症相

关性骨疾病中发挥的作用仍需进一步证明。随着对

miR-155了解的不断深入，应用miR-155治疗炎症性骨

吸收性疾病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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