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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Fire 在̈研究控制线虫的基因表达 

方法时，意外地发现 由正义和反义 RNA 退火形成 

的双链 RNA(double．stranded RNA，ds RNA)~Jl起的 

基因表达 的抑制程度远远高于单独应用正义或反 

义 RNA。并 命 名 此现 象 为 RNA 干 涉 (RNA 

interference，RNAi)。随后围绕此现象展开的广泛的 

研究证实在昆虫、植物、真菌中也存在有同样的现 

象，并且近来在脊椎动物细胞 内也有了这方面的报 

道I 引。众多结论证实这种由dsRNA介导的干涉现 

象作为细胞一种防御机制，可针对性地降解细胞 内 

与之具有同源性的 mRNA序列，一方面可令生物产 

生对内源寄生性的核酸 (如具转位可能的多种转位 

子)或外源病原体的致病性核酸的抵抗，同时还可 

调节细胞 内编码基因的表达【4 】。由此可 以推测其 

为机体抗病毒的重要防御系统之一 ，在抗病毒感 

染、特定基因功能研究及遗传表型分析等方面将有 

着潜在的巨大应用价值。本文拟从 RNAi的理论及 

其在抗病毒感染中的潜在价值作一简要介绍。 

1 RNAi的基本作用机制及特点 

1．1 RNAi的基本作用机制 

目前较多的研究认为当dsRNA被引入细胞后， 

其 效应发挥主要过程大致可分 为两步[6墙】：首先 

dsRNA 被 细 胞 内 具 类 似 Rnase III 活 性 的 

Dicer-1(CG64752，DCR1)特 异 性 识 别 ， 产 生 约 

20—25nt 的 具 干 扰 活 性 的 dsRNA( 又称 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siRNA随后与 Dicer-1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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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独立复合体，即 RISC(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此片段在结构上具有一定共同特点：5’ 

端是磷酸化的，3’羟基端多游离有 2~3nt的核苷酸； 

接着，含 Dicer的 RISC中 siRNA可能解离，并以其 

负链靶 向性引导复合体与互补 mRNA结合[1 。复合 

体一旦杂交到目的 RNA上，将在其自身约 21nt长 

的链中部裂解靶序列。这两个步骤的结果使 dsRNA 

被周期性地从其末端切下约 21nt长的双链片段，靶 

mRNA链也同样被周期性切割。值是注意的是，无 

论在植物或人类细胞中，第一步骤在细胞浆或细胞 

核内都可发生；但第二步骤却被严格限制在胞浆内 
u u J

。 可以推测这种严格限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宿 

主细胞既保持自身正常生存，又实现对 RNAi这一 

特殊的核酸调节现象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1．2 RNAi现象的特点 

1-2．1 RNAi的特异性：RNAi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 

的特异性。dsRNA抑制编码同源 mRNA的基因的 

表达，却不影响无关序列翻 】。而且这种抑制效 

应的发挥具有亚型及种属 的特异性【l引。在体外的 

RNAi模型中也只有针对外显子的 dsRNA 是活跃 

的，那些与内含子对应的则相反【̈，Celotto等随后 

在体 内实验中证实同样仅外显子性的 dsRNA 可降 

低对应的 mRNA的水平u训，但 RNAi对 mRNA的 

前体却很少或完全没有作用。 

1．2．2 RNAi的高效性：研究发现 ，仅仅几个分子 

dsRNA 的引入便可抑制浓度是其几倍到几十倍的 

mRNA的表达 。这是否意味着在理论上为适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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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dsRNA一旦被 Dicer酶特异性识别后，便马 

上被全部裂解加工成为有活性的 siRNA，最终使这 

种 21～23nt的小分子的分子浓度在短时间内与靶 

mRNA浓度持平或更多，Yang等【7】通过分析 P标 

记的 dsRNA 时发现注入的 dsRNA 相当稳定，仅 

dsRNA的一部分被加工处理为有活性的 siRNA。有 

趣的是，同样的结果在体外也得了证实，结果显示 

仅 15％的输入dsRNA在 2h的反应过程中被加工IoJ。 

如果 dsRNA 确实仅一部分被特异性降解，则仅仅 

是依靠 dsRNA 加工不足以解释它抑制反应的高效 

性。因而一分子 siRNA可以反复参与降解靶 mRNA 

过程的推论更倾 向于可信。 

1．2．3 RNAi的快速性：实验证实，dsRNA被注入 

细胞后 10min即可被处理产生 siRNA，30min内其 

靶 mRNA水平可下降 10—30倍。Yang等将针对 Luc 

基因的 mRNA模板与 dsRNA同时注入细胞，仅总 

量 1／3的 Luc活性在注入 20min内得以表达 J。这 

种强烈抑制 Luc蛋白表达的现象表明：dsRNA降解 

mRNA与 mRNA被翻译的速度同样迅速 1 

1．2．4 信号的扩散及效应的可持续性：在植物和线 

虫中，研究证实 RNAi可在细胞中以依赖 RNA 的 

RNA 聚合 酶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dRP)的途径放大其效应。Lipard等【l 在对果蝇胚 

胎细胞的研究中也证实此种放大效应可被视作降解 

性 PCR，因其特异性降解 dsRNA的结果是产生了更 

多的具活性的 siRNA片段，结果使细胞内 RNAi效 

应放大， RNAi可在同一组织的细胞间或不同的生 

物体间扩散，更特别的是，Gfishok等发现 RNAi甚 

至可沿生殖种系传播Il引。但哺乳动物毕竟有别于其 

它生物，新近在哺乳动物细胞内的部分研究就否定 

了RdRP对RNAi作用的发挥过程的参与，提示动植 

物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延续 siRNA的干涉效应【l7】。 

RNAi可在分子水平以其特有的特异、高效、 

快速等特点调控 mRNA表达的作用，一方面使其得 

以成为研究细胞内特定基因功能的有效工具，另一 

方面也丰富了以封闭一定基因为目标的抗肿瘤、抗 

病毒的现有治疗手段。 

2 RNAi在抗病毒感染中的应用前景 

2．1 自然条件下 RNAi抗病毒感染的理论依据 

首先，从病毒的角度来看，人和动物 RNA病毒 

很多，如微核糖核酸病毒、正粘病毒、副粘病毒、 

虫媒病毒、呼肠孤病毒等等。根据其基因组构成的 

不同又可分为正链 RNA病毒、负链 RNA病毒、双 

链 RNA病毒及双正链 RNA病毒 (如逆转录病毒) 

等。在其多样的复制增殖过程中，双链 RNA复制中 

间型 (replicative intermediate，RI)的出现，是其中不 

可避免的重要的中间步骤。众所周知，许多病毒感 

染性疾病，如流感等，其疾病病程有着明显的自限 

性，虽然这种 自限性与 的出现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真核病毒在正常感染过程中是否确实会产生 dsRNA 

以诱导出 RNAi目前尚未被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 

至少基于现有的对 RNAi现象的了解，这种 存在 

的结果为宿主在体 内一定条件下诱导产生相应 的 

RNAi，从而干扰病程的进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从宿主机体的角度来看，人染色体上存 

在着大量与病毒感染有关的基因 】。Ben等 更通 

过大量系统的比较分析脊椎动物所具有的 mRNA 

序列，而确认了存在于人类基因组中大量的反义转 

录子 (Natural Antisense Transcripts，NATs)。已有资 

料提示，以反义或 dsRNA 调节基因的表达是哺乳 

动物细胞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这些均与 Brossollet 

在各种更广泛的真核细胞中发现的结果一致f2Ⅲ。 

结合两方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深化对 RNAi现 

象的研究对于阐明病毒性疾病的发病机制、预测病 

情的转归与发展，探索新的疾病治疗方式都将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 

2．2 RNAi在抗病毒感染中的应用 

RNAi已被证实可作为植物的抗病毒系统，一 

方面编码 RNAi系统组成成分的基因的突变将令细 

胞对某些植物病毒的感染变得敏感；另一方面，甚 

至有些植物病毒被发现编码有RNAi的抑制物[5,10】。 

在脊柱动物中的 RNAi的相关研究就显得相对滞 

后。近来 Hu等L2 利用电穿孔鸡胚细胞的方法导入 

siRNA，在脊椎动物细胞 内建立了 RNAi的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证实了以 gag和 pol区域为靶标设计 

的siRNA可抑制以禽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 

RSV)及人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为代表的逆转录病毒在细胞培养物中的 

生长。Hu等还进一步以同时感染 HIV、定量分析 

其逆转录产物及共转染 RCASBP(B)质粒后分析 

病毒衣壳蛋白表达量的方法，分析了siRNA在病毒 

复制周期中的作用阶段 。结果显示 RNAi主要是通 

过减少病毒复制过程中已合成的病毒 mRNA 在感 

染后期的积累，而抑制HIV一1和RSV的复制；siRNA 

并没有在病 毒感染 早期 就立 即降解其基 因组 。 

Jacque等 驯在人细胞系内 (主要是淋 巴细胞)以 

H!V．1基因组的不同区域为目标证实了同样的现 

象。从而可以推测：早期 mRNA转录产量未达一定 

临界值，进入的基因组 RNA 仍被病毒衣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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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录酶或与病毒核心相作用 的各种 蛋白等所包 

绕保护，或进入的基因组 RNA 未通过细胞内一定 

的与 RNAi功能相关的部位等均是这种现象发生的 

可能原因。Kennerdell J在果蝇生殖细胞的研究 

中也观察到 mRNA 在其转录子未被激活而活跃表 

达时，对 RNAi也是抵抗的。这就从另一方面肯定 

了 mRNA 产生量的多少与 RNAi现象发生的相关 

性，同时也肯定了 RNAi作为细胞内的核酸 自稳调 

节机制抗病毒感染的可能性。Hu等随后还调查了 

针对 4种病毒的 siRNA，包括 RSV、HIV、莫尼洛 

鼠白血病病毒 (MLV)及腺病毒(Adenovirus)。结果 

显示每种病毒均可被特异性的抑制 (资料未公开发 

表)，Sharookh等也 Huh．7细胞内证实了 siRNA对 

HCVRNA 复制的抑制效应 l，显示了 RNAi在抑 

制病毒复制的过程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2．3 RNAi应用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 

2．3．1 非特异性反应：目前在哺乳动物 中以 RNAi 

抗病毒感染 的研究主要停 留在体外细胞 内的水平 

上，相关研究中所遇的最大的难题便是 dsRNA 可 

在其分化细胞 中触发一系列针对基因表达的非特 

异性反应【2引。关于这种非特异性反应，现 已明确的 

发 生机制 包括 ：(1)依赖 dsRNA 的蛋 白激 酶 

(protein kinase receptor,PKR)途径，通过活化的 

PKR 介导的细胞内 eIf-2 Q因子的磷酸化导致广泛 

的蛋白合成的抑制，并诱导调亡；(2)dsRNA促进 

2'-5’寡聚腺苷酸的合成，结果导致 RNase，主要为 

Rnase L 的非特 异性 活化 ，降解 细胞 内所有 的 

mRNA，致细胞死亡 。但近来有研究表明 PKR并不 

被小于 30nt的dsRNA活化 J，使以 dsRNA特异性 

抑制哺乳动物分化细胞中的基因表达，同时避免产 

生非特异性细胞毒性反应的相关研究成为可能。神 

经元 细胞 是人类细 胞 中被 认为最 有可 能产 生对 

RNAi抵抗的细胞，Krichevsky 随后利用合成 

大小为 21nts的 dsRNA 在此细胞中成功地建立了 

siRNA特异性抑制同源性的内源性基因及外源性转 

基因的 RNAi模型，大大推动了 RNAi在哺乳细胞 

中的研究。 

2．3．2 干涉 dsRNA片段的获取及导入：开展 RNAi 

的相关研究 目前主要是通过脂质转染的方法，将在 

体外化学合成的 dsRNA 以一定浓度直接导入靶细 

胞，从而实现干涉效应 。这种研究方式中靶 目标片 

段选择的不确定性 、部分细胞中较低的转染率及部 

分干涉片段仅有低效的抑制效应等多种因素，一方 

面造成了实验所需的高额花费，同时也大大限制了 

其推广和使用 。不久前 Leirdal等在实验中发现含双 

特异性或多个 siRNA的长双链 RNA可在哺乳细胞 

内表达并加工，更多的研究证实转录产物甚至发夹 

RNA的表达都可在此类细胞中介导 RNAi[ 1，以 

此为基础，Castanotto等 9J探索性的将含有 siRNA 

表达单位的 PCR产物直接转入细胞 ，成功的实现了 

对特定基因表达的干涉，简化了获取 dsRNA 的步 

骤 ，Miyagishi甚至进一步建立了一种带 U6启动子 

的载体系统 ，利用这个系统 ，可直接在哺乳动物细 

胞中大量合成 siRNA发挥RNAi效应 州。与此同时， 

干涉 片段的转染方法也不再仅限于最初的电转导 

和单一的脂染，包括磷酸钙共沉淀法在内的多种感 

染程序的应用不仅降低了干涉的研究成本，还拓展 

了在不同种类细胞 内建立 RNAi的选择范围，使推 

广 RNAi的相关研究成为可能。 

2-3．3 对 RNAi效应的调控 ：一项技术被用作抗病 

毒感染的治疗手段，除克服其本身固有操作方面的 

技术性难度外，是否可实现对其在生理水平上的调 

控也相当重要。目前对 RNAi的研究主要限于以双 

链干涉片段抑制特定基因的表达，对其调控涉及较 

少，但在此研究过程 中，大量的资料显示 dsRNA 

的片段大小，潜在的靶位点及活性片段浓度等都是 

RNAi有效性发挥的影响因 7'̈】。Yang等还证实 

RNAi现象可被过剩的不相关的 dsRNA 竞争性抑 

制，深入的研究表明甚至过剩的正意义或反意义单 

链也可竞争性抑制 RNAi效应。综合考虑这些影响 

因素，提示可利用干涉片段的不同浓度或加入无关 

的竞争性抑制剂等方法来减弱或增强 RNAi抑制效 

应 的水平，最终实现对靶基 因表达水平 的有效调 

控。调控一旦实现，将成为 RNAi技术在病毒性疾 

病治疗中下一步应用的可靠保障。 

2-4 前景展望 

2l世纪对生命科学而言将是一个令人振奋的 

世纪，随着 自然界各种生物基因组信息的丰富，分 

子水平上基因操作的日臻完善，令临床上多种疾病 

’的治疗与预防得到明晰的阐述 。在对单链核酸认识 

的不断深入中，RNAi现象的发现就使人们一直望 

而却步的病毒性疾病的治疗与预防出现转机 。寻找 

特异的靶 目标，将同源 dsRNA 以一定的方式导入 

病毒感染的宿主细胞，利用其特异性降解病毒核酸 

的效应阻断疾病病程，将成为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手 

段。TANG J在以 RNAi抗逆转录病毒活性的研 

究中就利用了这种思路，细胞因子受体 CCR5被认 

为是细胞感染 HIV 的共受体。有研究发现 ：具有 

CCR5因子同型变异的个体可抵抗 HIV感染，或者 

即使成功感染，也可康复。TAN G等在此基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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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以这种与病毒感染相关的细胞成分作为抗病 

毒感染的靶 目标 ，结合 dsRNA 可干扰特定基因表 

达的生物现象 ，以 RNAi干扰细胞新陈代谢取代抗 

病毒感染传统疗法的新战略，此种战略就有效的回 

避了传统疗法 中抑制病毒增殖 时对宿主细胞不可 

避免的损伤。可 以想象在科技 高速发展 的今天 ， 

RNAi的相关技术势 必将有着进 一步 的简化与完 

善，在全面深入地了解 RNAi对细胞乃至宿主机体 

的影响的前提下，广泛的把它与病毒性疾病治疗领 

域不断涌现的新思路加 以结合，相信使之成为抗病 

毒感染治疗手段的假想将很快得 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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