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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 在急性胰腺炎中的研究进展
高磊，黄野，陈亚峰，李红昌，奉典旭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普外科（上海 200062）

【摘要】 目的 总结 microRNA 在急性胰腺炎中的研究进展。方法
年来 microRNA 在急性胰腺炎中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结果

通过阅读近几年国内外的文献，对近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microRNA 可以作为急性

胰腺炎的生物标志物，以预测并且判定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发展、并发症发生等，还可以调控急性胰腺炎的程序
性死亡，在调控急性胰腺炎的炎症发展、并发症发生等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可以作为急性胰腺炎的治疗靶
点。结论

microRNA 在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和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研究 microRNA 在急性胰腺炎中的

机制对于急性胰腺炎的治疗、预防等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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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icroRNA in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By

read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icroRNA in acute pancreatitis.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s had found that microRNA could be used as a

biomarker for acute pancreatitis to predict and determine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complications of acute
pancreatitis. microRNA could regulate the programmed death of acute pancreatiti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lammation and complications, it also could be used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cute pancreatitis.
Conclusions

microR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Researching the mechanism

of microRNA in acute pancreatitis is helpful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acute pancreatitis.
【Keywords】 acute pancreatitis; microRNA; biomarker; programmed cell death; review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急腹症
[1]

[6]

腺炎是我国最主要的 AP 。microRNA（miR）是一

中最常见的胃肠道疾病之一 ，主要分为轻症急性

种非编码 RNA，其表达在许多重要的生理过程中

胰腺炎（MAP）、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及重

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证实，成熟的 miRNA 通过

[2]

[7]

症急性胰腺炎（SAP） ，是多种病因导致的胰酶在

互补碱基配对，结合目标基因的 3'非翻译区，降解

胰腺内被激活后引起胰腺组织自身的炎症反应，总

靶 mRNA 或抑制靶 mRNA 的翻译，以调控基因的

[3]

[4]

[8]

[9]

体病死率为 5%～10% ，其中 SAP 占 36%～50% 。

表达 ，即 miR 在转录后水平调节基因表达 。miR

急性胰腺炎主要由胆道疾病、胆管阻塞、胆道微结

在很多疾病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癌

石、长期过量摄取乙醇、高脂血症、暴饮暴食、药

症中，miR 已经成为新型治疗方法的有工具和靶点 。

[5]

物、手术和创伤、寄生虫感染等引发 ，而胆源性胰

[10]

[11]

miR 在胰腺疾病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笔者现就
miR 在 AP 中的相关作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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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R 是 AP 诊断和肺损伤预测的生物标志物
1.1 miR 是诊断 AP 的标志物
[12]

Lu 等 通过检测 80 例 SAP 患者和 80 例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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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患者血清中的 miR-7、miR-9、miR-122 和 miR-141

miR-127 可作为预测 AP-LI 的潜在标志物。Lu 等

的表达水平，发现 4 种 miRs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通过收集 24 份血清样本，采用微阵列分析确定

有效治疗后这些 miRs 的水平显著下降，提示这 4

miR 表达谱，结果发现，有急性肺损伤（ALI）的

种 miRs 可作为 AP 诊断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Liu

SAP 患者和 ALI 患者比较，有 12 种 miRs 存在差异

[13]

等 检测了 12 例不同疾病严重程度的 AP 患者和 3

表达：hsa-miR-1260b、miR-762、hsa-miR-22-3p、

例健康者血清中的 miR 的表达水平，发现 AP 患者

hsa-miR-23b 和 hsa-miR-23a 的表达有不同程度地上

血清中 miR-92b、miR-10a 和 miR-7 的表达水平可

调，hsa-miR-550a、hsa-miR-324-5p、hsa-miR-484、

用于 AP 的早期诊断，miR-551b-5p 可用于预测 AP

hsa-miR-331-3p、hsa-miR-140-3p、hsa-miR-342-3p 和

[14]

的严重程度。Zhang 等 则进一步开展了研究，分

hsa-miR-150 的表达有不同程度地下调；与没有

析测量了 MAP、SAP 和健康对照者的血清 miR-

ALI 的 SAP 患者相比，患有 ALI 的 SAP 患者的这些

551b-5p 的表达水平，以评估其对炎症的影响，发现

miRs 更易受到调节，提示这些 miRs 是预测 SAP 后

MAP 和 SAP 患者血清中 miR-551b-5p 的表达水平

ALI 的生物标志物。

升高，miR-551b-5p 参与炎症反应的调节，故认为
miR-551b-5p 可能是评估 SAP 严重程度的有用的生
[15]

物标志物。而 Zhang 等 研究了血清 miR-216 作为

2 miR 调控 AP 的程序性细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PCD）

胰腺炎严重程度标志物的价值，通过动物实验和对

PCD 是由细胞内程序介导的任何形式的细胞

患者血浆样本的检测，得出血清中 miR-216a 的表

死亡 。PCD 是在生物过程中进行的，通常在生物

达水平与胰腺组织的病理学评分呈正相关，与胰腺

体的生命周期中赋予其优势。研究 发现，PCD 主

miR-216a 的 表 达 水 平 呈 负 相 关 （ r=– 0 . 4 8 3 ， P=

要包括程序性坏死、凋亡、自噬等，而在之前的研

0.009）；而与 MAP/MSAP 患者相比，SAP 患者的血

究中细胞凋亡通常被认为是 PCD 的唯一形式。近

清中 miR-216a 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SAP 比 MAP，

年来研究 发现，miR 在 PCD 中有着很重要的作

P=0.04；SAP 比 MSAP，P=0.00），但 MAP 患者和

用。胰腺腺泡细胞损伤在 AP 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

MSAP/SAP 患者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73），

要作用，而胰腺腺泡细胞死亡主要通过细胞凋亡、

因此循环 miR-216a 可能是早期识别 SAP 的潜在的

自噬或坏死发生 。

[16]

生物标志物。孙涛 为研究 SAP 与 MAP 和 MSAP
患者之间循环血血清中 miRs 的表达差异，以寻找
早期诊断 SAP 的 miR 标志物，抽取了 107 例 AP 患
者的循环血，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T-qPCR）
的方法，检测了患者循环血血浆中特定 miRs 的表
达水平，并分析各组间的差异，结果有 12 种 miRs
（miR-1208、miR-3127-5p、miR-3180-3p、miR-31873p、miR-4265、miR-4294、miR-4513、miR-4725-3p、
miR-4776-5p、miR-516a-3p、miR-6083 和 miR-7705p）在 SAP 患者血浆中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与
MAP 和 MSAP 组患者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其中 miR-120、miR-3180-3p、miR-4265
和 miR-4776-5p 用于判断 AP 病情严重程度分级的
效果较好，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1.2 miR 是预测 AP 肺损伤（LI）的标志物
[17]
Shi 等 通过对大鼠给予逆行胰胆管造影注射
0.5% 或 3.5% 牛磺胆酸钠的方法，诱导 AP 轻度或
重度 LI，通过相关实验发现，发生严重 LI 的 AP 大
鼠中，于处理后 6 h 和 24 h 均检测到大鼠肺内 miR127 表达的上调。同时他们还发现，在 AP-LI 患者
中，血浆 miR-127 的表达水平显著下调，故认为

[19]

[20]

[21]

[22]

2.1 miR 调控 AP 时胰腺腺泡细胞的凋亡
[23]
有实验 证实，miR 可以通过调控细胞的凋亡
[24]
而影响疾病。Qin 等 证实，在急性水肿性胰腺炎
（AEP）体内和体外模型中，与正常组相比，miR-22
和 miR-135a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其通过在胰
腺腺泡细胞中抑制其靶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3（ErbB3）和蛋白酪氨酸激酶 2（Ptk2）的表达来促
[25]
进胰腺腺泡细胞凋亡。Fu 等 也是通过 AEP 的体
内体外模型，发现与对照组相比，miR-29a 的表达
显著上调；此外，通过后续实验证实，miR-29a 可
能通过上调靶基因 TNFRSF1A 基因的表达来促进
胰腺炎的 AR42J 细胞凋亡。
2.2 miR 调控 AP 时胰腺腺泡细胞的程序性坏死
[26]

然而，miR 具有两面性 ，凋亡和程序性坏死
[27]

正是 2 个相反的方面 。之前的观点认为，程序性
细胞死亡只有凋亡，而坏死则是不受细胞内外信号
调控的细胞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被动死亡方式。
但近年来研究显示，细胞坏死也可以由相关分子调
[28]

[29]

控，其中就有程序性细胞坏死 。Zhang 等 将研
究受体相关蛋白 3（RIP3）作为肿瘤坏死因子（TNF）
诱导的 NIH 3T3 细胞凋亡和坏死之间的转换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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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发现 RIP3 是其他细胞坏死所必需的，且

9 修饰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SCs（pri-miR-9-

[30]

RIP3 不影响 RIP1 介导的凋亡。在此理论上，Ma 等

BMSCs）可以显著减轻胰腺水肿、浸润、出血及坏

证明，miR-21 在涉及 RIP3 调节程序性坏死的 AP

死，以及减少淀粉酶和脂肪酶的释放，既降低局部/

鼠模型中是过表达的，并且使用锁定核酸修饰寡核

全身炎症反应，还促进了受损胰腺的再生。骨髓间

苷酸抑制 miR-21 的方法有效降低了胰腺炎的严重

充质干细胞向损伤的胰腺或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

程度，故认为 miR 是程序性坏死的关键参与者，

递送 miR-9 和 NF-κB1/p50 基因，可以靶向 NF-κB

miR-21 通过负调节与死亡受体介导的内在凋亡途

信号通路，表明 miR-9 是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靶向

径相关的肿瘤抑制基因来增强细胞坏死，可作为预

NF-κB1/p50 基因并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进而抑

防病理性坏死的治疗靶点。Hu 等

[31]

研究了 miR-

制 SAP 炎症过程中的关键旁分泌因子。Zhang 等

[39]

19b 在急性坏死性胰腺炎中的表达，及其在 SD 大

建立了雨蛙素诱导的 AP 小鼠模型，并用转化生长

鼠腺泡细胞坏死中的功能，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因子-β（TGF-β）抑制剂 SB431542 进行预处理，通过

ANP 组大鼠的 miR-19b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一系列检测，结果发现，TGF-β 通过诱导 miR-216a

组；在体外诱导 AR42J 细胞坏死后，与对照组相

靶向第 10 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

比，miR-19b 的表达水平显著增加；此外，miR-19b

的基因（PTEN）和转化生长因子 β 超家族细胞因子

的上调可促进胰腺腺泡细胞的坏死，miR-19b 缺陷

7（Smad7），从而通过胞磷脂酰肌醇 3-激酶/蛋白激

可能降低胰腺腺泡细胞的坏死率。

酶 B（PI3K/Akt）和 TGF-β 反馈途径促进 AP，这是

2.3 miR 调控 AP 时胰腺腺泡细胞的自噬

miR 在 AP 发病过程中的一种潜在机制。

响 。Gao 等 使用 AR42J 饥饿诱导的胰腺腺泡细

3.2 miR 调控 AP 的并发症
[40]
Tian 等 将 24 只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

胞系建立了体外胰腺腺泡细胞自噬模型，使用 miR

SAP 组和对照组，发现与对照组相比，miR-155 在

微阵列方法鉴定了 20 种差异表达的 miRs，结果表

SAP 小鼠的肠上皮细胞中显著高表达，TNF-α 调节

明，有 593 种目标基因的表达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 miR-155 过表达，抑制了紧密连接蛋白-1（ZO-1）

（P<0.05），其中 10 种基因与自噬相关，这为自噬促

和 E-钙黏蛋白的顶端连接复合体（AJC）组分蛋白

进 AP 和 AP 治疗的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高

质合成，并破坏 SAP 小鼠的肠上皮屏障，引发 AP

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可以减轻胰腺炎的全

肠损伤。Wu 等 通过小鼠研究发现，miR-339-3p

miR 可以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而对疾病产生影
[32]

[8]

[33]

[41]

身炎症反应 ，而有实验 证实，HMGB1 是在自噬

[34]

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急性肺损伤（SAP-ALI）小鼠的肺

调节中起着亚细胞定位依赖性作用的保守的核蛋

组织中的表达水平较低，而膜联蛋白 A3（Anxa3）

[35]

白。在此基础上，Zhu 等 探讨了 miR-141 在体内

的表达水平则相反；并且 miR-339-3p 是靶向

中对 AP 的治疗潜力，通过小鼠实验发现，miR-141

Anxa3，通过后续实验证实，过表达的 miR-339-3p

通过抑制 HMGB1 可能使 HMGB1/Beclin-1 途径形

可抑制 Anxa3 和蛋白激酶 B/雷帕霉素靶蛋白

成自噬体的过程被阻断，故而 miR-141 似乎是 AP

（Akt/mTOR）信号通路，从而减轻 SAP-ALI 小鼠的

[36]

基因治疗的候选靶点之一。Yu 等 也发现，在急性
坏死性胰腺炎模型中，HMGB1 最初在细胞核中的
表达水平增加以引发自噬，随后进入细胞质，与

组织水肿、炎症等，还减轻 SAP-ALI 程度。

4 miR 在 AP 中的其他作用
[42]

Beclin 1 相互作用以增强自噬，引起血液中 HMGB1

此外，Song 等 发现，在经牛黄胆酸盐处理的

的表达水平升高，导致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恶化。

AR42J（胰腺细胞系）细胞诱导的胰蛋白酶原激活过

3 miR 调控 AP 的炎症及其并发症
3.1 miR 调控 AP 的炎症
[37]
Wang 等 通过对 AP 患者临床样品的研究发
现，miR-155 的抑制显著逆转了应激诱导的 Th17/
Treg 比率的增加，还发现 miR-155 通过靶向细胞因
子信号抑制物 1（SOCS1）增加 Th17 介导的炎症反
应，后期通过抑制 miR-155 在小鼠中的表达，而显
[38]
著改善了小鼠胰腺的病理学。Qian 等 发现，miR-

程中，过表达的 miR-352 可下调溶酶体相关膜蛋白
2（LAMP2）和组织蛋白酶 L1（CTSL1）基因的表达，
导致自噬溶酶体功能障碍，使胰蛋白酶原激活增
[43]

强。Ye 等 在研究靶向 FGL2（Ad-FGL2-miR）的腺
病毒介导的人工 miR 在牛磺胆酸诱导的小鼠胰腺
炎模型中的作用中发现，Ad-FGL2-miR 显著抑制
FGL2 的表达，减轻胰腺损伤，同时促进 TNF-α 和
白介素-1β（IL-1β）活化的增加，并且改善 SAP 早期
的细胞凋亡。从而证实，GL2 可能是减轻 SAP 严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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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靶点之一，并且靶向 FGL2 的腺病毒介导的
人工 miR 是一种治疗 SAP 的潜在治疗方法。

5 小结
综上所述，miR 既能诊断 AP，同时也辅助鉴别
AP 的严重程度，即诊断患者是属于 MAP、MSAP
还是 SAP。这对 AP 治疗策略的规划、病情转归及
预后判断都有很大帮助，并且也可作为诊断 AP-LI
的标志物。但作为胰腺炎的标志物，尚没有特异性
较强的某一类 miR 被明确。此外，虽然 miR 通过
调节程序性细胞死亡来调控胰腺炎，特别是调控
AP 的发展，但其调控程序性死亡的具体机制尚不
清楚。此外，miR 在 AP 的炎症和并发症方面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均无法彻底阐明其机
理。如何通过深入研究，找到能够作为药物靶点来
治疗 AP 的 miR，并阐明其作用机制，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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