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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调节人类健康及疾病的新机制
—植物微小 RNA 跨物种调控
丁立贤1, 2，刘明1, 2，李忠生1, 2，李国东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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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植物微小 RNA（microRNA，miRNA）跨物种调控对调节人类健康及疾病的新机制。方
法 对近年来有关植物 miRNA 跨物种调控人类健康及疾病新机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结果 植物化学物质在
维持人类的健康及调节疾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植物 miRNA 跨物种调控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可能的调控机制
为成熟植物 miRNA 通过胃肠道途径完整进入动物体内，其首先通过胃肠道后再进入小肠分泌的微泡中，经过动
物的循环系统靶向运往器官或组织处，通过胃肠道途径的植物 miRNA 与靶 mRNA 高度匹配进行结合并发挥其生
物学调控作用。结论 尽管已有研究证实植物 miRNA 可以跨胃肠道调控动物特定生物学功能，为植物参与调控
人类健康及疾病发生、发展的新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但是食物中的 miRNA 是否受加工、运输、储存方式的影响
以及影响程度仍需深入挖掘；同时动物内存在的植物 miRNA 含量很低，不同动物体内的植物 miRNA 的种类也
不尽相同。虽然上述问题仍未解决，但是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掌握 miRNA 跨物种调控的机制会对预防人
类疾病和保持机体健康有巨大帮助。
【关键词】 植物化学物质；微小 RNA；跨物种调控；胃肠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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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new mechanisms of cross-species regulation of plant microRNA (miRNA) to
regulate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Method The recently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the new mechanisms of cross-species
regulation of the plant miRNA for human the health and disease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phytochemical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aining human health and regulating diseases, and the plant miRNA cross-species regulation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t. Its possible regulatory mechanism was that the mature plant miRNA came into the
animal body through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t firstly passed through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then came into the
microvesicles secreted by the small intestine. It was targeted to the organ or tissue through passing of the animal
circulatory system. The plant miRNA passing through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was highly matched with the target mRNA
to perform its biological regulatory role. Conclusions Although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plant miRNA can regulate
animal specific biological functions across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it provides an experimental basis for plants to
participate in new mechanisms for regulating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whether or not
miRNA in food is affected by way it is processed, transported, stored, and extent to which it is affected, remains to be
explored. At the same time, content of plant miRNA in animals is very low, and types of plant miRNA in different animals
are not same. Although the above issues remain unresolved, it is believed that as research progresses, mastering

DOI：10.7507/1007-9424.201807071
基金项目：哈尔滨市应用技术与开发项目（项目编号：2017RAXXJ057）；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面上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HYDSYJQ201602）
通信作者：李国东，Email：jonathanlgd@163.com

述·

•2•

Chinese Journal of Bases and Clinics in General Surgery, Nov. 2018, Vol. 25, No.x

mechanism of miRNA cross-species regulation will greatly help preventing human diseases and maintaining health of
body.
【Keywords】 phytochemical; microRNA; cross-kingdom regulation; gastrointestinal pathway

植物在调节人体健康及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各种生物调控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miRNA 是

其中植物化学物质已经得到广泛研究。植物化学

一种长约 19～25 个核苷酸长度的非编码小 RNA，

物质是植物中除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膳食

其与对应的 mRNA 结合起到调控作用

纤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以外丰富的生物活性物

[15]

质，其具有多种生物功能，通过调节免疫、抗肿瘤

达。还有研究

[1]

mRNA 与 miRNA 间失衡，导致多种疾病甚至恶性

、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等作用调节动物的病理生理

[13-14]

。研究

表明，miRNA 可以调控 30% 以上的人类基因表
[16]

表明，异常 miRNA 表达使体内

功能。摄入有益的植物化学物质有助于改善机体

肿瘤的发生。一种 miRNA 可以结合多种靶序列，

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2 型糖尿病及痴呆的预

体内、体外的实验均显示 miRNA 的小分子调节对

[2]

[3]

后 。另也有研究者 认为，植物化学物质的功能对
人体极为重要，故植物化学物质也被视为一种新的
营养成分。植物化学物质在维持人类的健康及调
节疾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研究

[4-5]

发现，除现有

[17]

多种疾病均具有治疗潜力 。

3 植物 miRNA 的跨物种调控机制及研究现
状

已知的植物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作用机制外，植物微

3.1 植物 miRNA 通过胃肠道途径完整进入动物体

小 RNA（microRNA，miRNA）的跨物种调控作为一

内的机制

个新机制在植物性食品调节人类健康及疾病中也

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均认为植物 miRNA 无法

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对近年来关于植物 miRNA 跨

避免动物消化道的降解，即植物 miRNA 无法稳定

物种调控人类健康及疾病新机制的文献进行综述，

存在于动物体内，因此忽略了动物从饮食中获取并

总结了该领域研究近况及植物 miRNA 调节动物基

利用植物 miRNA 的可能性。直至 2012 年 Zhang

因表达的方式。

等 团队提出跨物种调控学说才改变了这一观点。

[4]

1 植物化学物质可通过多种途径调节动物
的病理生理功能
植物化学物质包含多种不同物质，如植物多酚
类、皂苷类、多糖类等生物活性物质，其中植物多

有研究者

容纳了 50% 以上的植物 miRNA。微泡是细胞分泌
的囊泡，具备双层的脂质膜结构，是细胞间信号传
[20]

导的重要载体 。

[6]

抑制肿瘤增殖、抗氧化作用得到了人们认可 ，多
[8]

糖类由于具有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团等抗肿瘤作
[9]

采用多组实验对照分析发现，植物

miRNA 存在于动物血浆及血清中，而微泡中更是

动物从食物中摄入可吸收的营养成分和植物

酚类物质具有重要的抗肿瘤作用 ，皂苷类由于其
[7]

[18-19]

化学物质，同时摄入植物 miRNA 进入胃肠道，各
种营养物质均被分解吸收，但植物 miRNA 却未被
[21-22]

用参与调控人体健康与疾病 。目前众多实验研究

分解。现阶段研究

均证实植物化学物质具有多种调控机制，如结直肠

后，会在其 3′末端加以甲基化修饰，以此保护其

可利用越橘成分在体外能显著抑制人结直肠癌

3′端活性，预防植物 miRNA 被降解，但动物

Lovo 细胞系的增殖和侵袭，并协助抵抗 DNA 损伤

miRNA 在合成后极少有这种修饰过程。Zhang 等

[10]

[4]

。多酚类植物可抑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及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受体的信号转导、抑制炎症发生、调节
表观遗传，可用于结直肠癌的化学预防

[11]

。此外，

植物化学物质还可以通过免疫调节作用、抗微生物
[12]

作用、降低胆固醇作用参与缓解人体不同疾病 。

2 miRNA 在调节动植物生理功能中的重要
作用

表明，植物在合成 miRNA

团队将动物 miRNA 和植物 miRNA 分别置于模拟

胃内酸性环境（pH 为 2.0）的溶液中发现，动物
miRNA 的降解速率远大于植物对照组；他们又用
高碘蛋白分别处理动植物 miRNA，结果显示，植物
miRNA 在氧化作用下较稳定，而动物 miRNA 却无
法抵抗氧化；同时，他们人工合成了无甲基化修饰
的植物 miRNA，置入 pH 为 2.0 的酸性溶液中，发
现这种 miRNA 无法稳定存在。以上研究表明，植

植物性食品中不仅含有营养成分、植物化学物

物 miRNA 特有的合成后甲基化修饰能保持植物

质等，还包含植物 miRNA。作为信号分子，miRNA

miRNA 的稳定性，避免其在酸性环境中快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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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通过该机制，植物 miRNA 可成功躲避消化道

控一种 mRNA 。因此，动物 miRNA 调节范围更

酸性环境侵蚀，通过动物胃肠道途径进入循环系

广泛，植物 miRNA 调节更精准。而植物 miRNA 正

统。

是选择性包裹进入微泡，主动运输至靶点处，结合

为进一步探究可通过胃肠道途径的异种
[4]

目标 mRNA，进而调控靶基因及细胞功能，如植物

RNA，Zhang 等 团队的研究人员分别给小鼠喂食

miRNA-168a 可特异性地靶向结合低密度脂蛋白受

单链 miRNA（ssRNA）、双链 miRNA（dsRNA）、前

体衔接蛋白 1（LDLRAP1）的 mRNA，抑制小鼠

体 miRNA（preRNA）、miRNA 逆转录得到的单链

LDLRAP1 的表达，从而跨物种调控小鼠的脂代谢

DNA（ssDNA）、前体 miRNA 逆转录得到的

[4]

DNA（preDNA）及成熟植物 miRNA 后发现，小鼠

吸收，并直接流向小鼠体内的甲流病毒，抑制甲流

血清中无法检测到 ssRNA、dsRNA、preRNA、

病毒编码的 PB2 和 NS1 蛋白表达，从而抑制病毒

ssDNA、preDNA，仅能检测到成熟植物 miRNA，这

复制 ；寄生植物菟丝子中的 miRNA 可转移到宿

是该研究团队第一次发现具有完整功能结构的植

主植物中，靶向对应 mRNA，产生次级小干扰 RNA

物核苷酸可以抵抗胃肠道途径消化并被运送至组

以及 mRNA 切割效应，以此沉默靶 mRNA，调节宿

织。

主基因表达水平

3.2 植物 miRNA 靶向调控动物 mRNA 的机制及
研究现状
[23]
近年来有研究 发现，人体镰刀细胞中的
miRNA-451 及 miRNA-233 可以抑制疟原虫的生
长，结果提示，人体 miRNA 可调节其他物种的生
长活动。植物性食物中的成熟植物 miRNA 抵抗摄
入者胃肠道的降解，通过胃肠道途径进入生物体
内，于摄入者的循环系统中稳定存在，并可转运至
[24]
各器官之中 ，这意味着植物 miRNA 可能调节动
[25]
物生理活动，故有学者 提出，miRNA 可以在物种
间水平转移，这意味着一个物种的 miRNA 可能参
与调控或远或近的其他物种的某些病理生理功
能。
除小鼠受到外源性植物 miRNA-168a 的调控外
[4]
[26]
，研究者 还发现其他大量植物 miRNA 具有跨物
种调控的能力，如植物 miRNA-159 可跨物种抑制
乳腺癌生长，其与靶基因 TCF-7 产生的 mRNA 非
翻译区结合，使该 mRNA 降解，达到调控效果。有
[27]
研究 发现，昆虫肠道经常从外界摄取外源性小
RNA，而幼蜂摄入食物中的植物 miRNA，导致自身
卵巢发育受限，整体生长受抑制导致幼蜂最终成长
[28-29]
为工蜂
。目前稳定存在于动物体内的植物
miRNA 靶向调节动物基因表达水平的机制如下：
植物 miRNA 首先通过胃肠道，而后进入小肠分泌
的微泡中，经过动物的循环系统靶向运往器官、组
[4]
织处 。通过胃肠道途径的植物 miRNA 与靶
mRNA 结合发挥其生物学调控作用。
通常在动物中，一种 miRNA 可调节多种靶
mRNA，一种 mRNA 也可以由多种 miRNA 共同调
控。相比而言，植物 miRNA 与靶 mRNA 结合则需
[30]
要二者序列高度匹配 ，即一种植物 miRNA 仅调

miRNA 的靶向运输作用。

；再如金银花中的 miRNA-2911 可被小鼠胃肠道

[32]

[33]

。以上这些研究都证明了植物

随后，植物 miRNA 与靶向的 mRNA 3′端非翻
[34]

译区特异性互补结合 ，引导 RNA 诱导沉默复合
体结合至 mRNA 上，从而切割降解 mRNA，导致其
靶基因表达下调或翻译抑制，进而使靶蛋白表达下
降，调节动物的病理生理活动。
虽然所有植物 miRNA 都有甲基化末端，但并
非所有植物 miRNA 都能被动物吸收利用，决定动
物选择性吸收并利用植物 miRNA 的机制仍待深入
研究。尽管如此，植物 miRNA 跨物种调控作为植
物化学物质调节人类健康及疾病的新机制，这一研
究方向对我们依然具有重大意义和潜在应用价
值。我们可以依据植物化学物质在动物体内产生
的已知功能及调控机制，推测植物 miRNA 在动物
体内的功能及相应机制。如植物化学物质可以抗
[35]

肿瘤干细胞的增殖 ，那么同样作为植物性食品成
分的植物 miRNA 是否同样具备缓解动物疾病的能
力等。

4 问题与展望
尽管已有研究证实植物 miRNA 可以跨胃肠道
调控动物特定生物学功能，为植物参与调控人类健
康及疾病发生、发展的新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但
是食物中的 miRNA 是否受加工、运输、储存方式的
影响以及影响程度仍需深入挖掘；同时动物内存
在的植物 miRNA 含量很低，不同动物体内的植物
miRNA 的种类也不尽相同。虽然上述问题仍未解
决，但是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掌握 miRNA
跨物种调控的机制会对预防人类疾病和保持机体
健康有巨大帮助，如一种植物中是否含有某种特定
的 miRNA，可能成为食物化学预防功能判断的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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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此外，许多自然现象也可能得以深入解释，
比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一环境中的动植物共
同进化、我国传统中药的部分治病原理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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