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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 在神经元转分化中的作用
孟必成 1，刘海亮 1

， 2*

（1. 同济大学医学院再生医学系干细胞研究中心，上海 200092；
2.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干细胞临床转化中心，上海 200092）
摘要：细胞转分化是指一种已分化细胞呈现出另一种已分化细胞特征的过程，不仅是转录因子，microRNA 也
可以实现细胞的转分化。目前，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纤维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在 microRNA 的作用下转分
化为神经元，这种作用可以是促进性的，也可以是抑制性的。成纤维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作为比较容易获得
的细胞资源，通过将它们转分化成神经元，可以大量解决临床需求，为临床转化奠定基础。因此，研究 microRNA
在星形胶质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中的作用，将有比较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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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microRNA in the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other cells
into neu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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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ll transdifferentiation reflects a process in which a differentiated cell exhibits the identity of
another differentiated cell. Not only transcription factor, but microRNA can achieve this process. The
current studies focuse on the role of microRNAs during transdifferentiation from fibroblasts or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o neurons, and this effect can be promoted or inhibited. Because fibroblasts an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re relatively easy to obtain, they can solve a large number of clinical needs and
establish a good foundation for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by transdifferentiation them into neurons.
Therefore, the role of microRNA in the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astrocytes into neurons will have a more
important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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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再生医学领域中，细胞的转分化正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新热点。细胞的

转分化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已分化细胞呈现出另一种已分化细胞特征的过程[1]。1987 年，DAVIS 等[2]
发现转录因子 MyoD 可以将成纤维细胞转分化为骨骼肌细胞，开启了人工控制细胞转分化的新纪元。
VIERBUCHEN 等[3]则通过成纤维细胞在 Ascl1、Brn2 和 Myt1l 的作用下转分化为神经元的实验证明，中
胚层的细胞可以转分化为外胚层的细胞。转分化有不同的类型，既有经过一中间状态的间接转分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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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存在任何去分化状态的直接转分化，如成纤维细胞直接转分化为神经元、肝细胞样细胞[4]等。作为
基因表达的重要影响者，microRNA 指细胞中不编码蛋白质的一类长度约 22 nt 的 RNA 小分子，一般认
为它可以结合到目标转录产物的 3'-UTR 区域以抑制靶基因的翻译和表达[5]。LIM 等[6]发现将 miR-124 或
miR-1 分别转染到海拉细胞可以令其呈现出脑部或肌肉的转录组学特征，揭示了 microRNA 在细胞转分
化中的重大潜力。此后，有关 microRNA 与转分化的研究多围绕神经元展开。

1

microRNA 在不同谱系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中的作用
神经系统主要有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两种细胞类型，神经胶质细胞指周边神经系统的施旺细胞和

中枢神经系统的星形胶质细胞与少突胶质细胞[7]。虽然有关其他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报道
层出不穷，但大多使用的是各种转录因子的组合，有关 microRNA 的研究还比较少，且转分化的目标都
是神经元。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纤维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在 microRNA 的作用下转分化为神经元。
1.1

成纤维细胞
YOO 等[8]用慢病毒载体包装 miR-9/9*和 miR-124 前体并感染人成纤维细胞，发现这些细胞显示出神

经元的形态特征并表达神经元特异性分子标志 MAP2. 电生理学研究显示，这些细胞能被激发产生动作
电位，并且其钠离子、钙离子等离子通道具有正常活性。两种 microRNA 在实现转分化过程中有着明显
的协同效应，并且转分化效率会在 NEUROD2、ASCL1 和 MYT1L（DAM）等转录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大
幅提升。基因表达的单细胞水平分析显示，大多数诱导性细胞会表达皮质层的基因，并且不均一地表达
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元的细胞标记物。研究不仅揭示了 miR-9/9*和 miR-124 的协同作用，也进一步探索
了细胞转分化过程中 microRNA（miR-9/9* 、miR-124）和转录因子（NEUROD2、ASCL1 和 MYT1L）
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后续研究中，VICTOR 等[9]将 miR-9/9*、miR-124 与发育中的纹状体中
高表达的四种转录因子 BCL11B、DLX1、DLX2 和 MYT1L 在人成纤维细胞中共表达，发现诱导细胞呈
现出类似于脑部纹状体中型多棘神经元（medium spiny neurons，MSNs）的特征，并且移植到小鼠脑部
后也表现出与天然 MSNs 相同的膜电位特征和功能，由此证明 microRNA 与转录因子可以诱导细胞转分
化产生特定生理区域、特定类型的神经元。即使没有 miR-9，在脑部高表达的 miR-124 与其他转录因子
同样能使细胞向神经元转分化。AMBASUDHAN 等[10]用已知的与决定神经元细胞谱系相关的 11 种转录
因子和 1 种 microRNA（miR-124）排列组合再转染人的成纤维细胞，最终确认了 BRN2、MYT1L 和
miR-124 的组合可以有效地将其转分化为神经元。转染病毒载体后第 15 天，细胞呈现出明显的神经元外
形，并表达成熟神经元特异性分子标志 MAP2 和 NeuN. 这些细胞也表现出成熟神经元的电生理学特性，
包括自发性动作电位等，并且大多数为谷氨酸能神经元。该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转录因子和 microRNA 的
组合，并且在没有其他类型细胞共存的培养条件下成功实现了人成纤维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XUE 等[11]
则发现一种在脑部发育过程中产生的 RNA 结合蛋白 PTB 可以与 miR-124 竞争位于 REST 元件之一 SCP1
的 3'-UTR 结合位点，通过调节 REST 复合物的活性抑制成纤维细胞向神经元的转分化，由此可知，通过
其他物质调节 microRNA 或其靶基因的活性间接促进转分化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
1.2

间充质干细胞
microRNA 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2]。JING 等[12]用慢病毒载

体将 microRNA-9-1 转染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发现神经元特异性分子标志 MAP-2 的表达明显升高。
ZHANG 等[13]发现，转染携带 microRNA-9 的慢病毒载体并用 β-巯基乙醇诱导 6 d，大多数骨髓间充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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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显示出典型的神经元形态学特征，并且神经元特异性分子标志 NSE 和 MAP-2 的表达量显著升高。
除直接促进细胞的转分化外，microRNA 也可以通过作用于靶基因对转分化的过程进行调节。DUAN 等[14]
发现用二甲基亚砜（DMSO）和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作用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被诱导转分化为神经
元的过程中基因 REST 显著下调，而 miR-29a 的表达上升。双荧光酶报告基因分析显示，miR-29a 可以
作用于 REST 并抑制其活性，随后的 miR-29a 的基因敲除和过表达实验也证实了其对于 REST 的抑制和
神经元特异性分子标志 NSE、Tau 表达的促进，说明了 miR-29a 通过作用于靶基因 REST 调节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ZOU 等[15]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过表达 miR-124，6 d 后发现细胞中 β3-tubulin
和 MAP-2 的表达量很高，细胞也出现典型的神经突起。将 miR-124 诱导的细胞移植到脊髓损伤的大鼠
体内，发现移植处表达神经元分子标记 NF200 的细胞数目远多于对照组；BBB（Basso-Beattle-Bresnahan）
运动功能评分显示，脊髓损伤后 14 d，接受了 miR-124 诱导性细胞移植的大鼠后肢恢复显著增强。该研
究将 microRNA 与细胞转分化应用到脊髓损伤恢复中，为临床研究提供了新思路。WANG 等[16]发现敲除
miR-124 的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在转分化为神经元和胶质细胞时 NSE、Tuj-1 和 GFP 的 mRNA 表达明显降
低，三者为阳性的细胞比例分别下降了 18.6%、22.1%和 25.4%；同时，这种 microRNA 也会影响转分化
细胞的电生理学活性，膜片钳技术显示，miR-124 敲除的转分化细胞在膜电位上显著降低。WU 等[17]在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转入 miR-125b mimic 或 inhibitor，并用 β-巯基乙醇处理，6 d 后，miR-125b mimic 组
mRNA 和蛋白水平的神经细胞特异性分子标志 β3-tubulin、MAP-2、NF、NSE、GFAP 和 Nestin 显著升
高，形态上也呈现出更明显的神经元样特征，而 inhibitor 组的结果与其相反。值得注意的是，microRNA
对于转分化的作用也可以是抑制性的。WU 等[18]发现 miR-128 的过表达能明显抑制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表达 6 种神经细胞特异性分子，并且与对照组相比，诱导性细胞呈现出的神经元外形特征并不明显，
且数量很少。
1.3

其他细胞
在体外诱导成人视网膜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RPE）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样细胞，实

验组经诱导后 RPE 细胞长出轴突样突起并相互连接成网状，呈现典型的神经元细胞形态，经过 MAP-2、
NF200 及 Pax6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体外诱导成人 RPE 细胞出现神经元样细胞是一种可行的
诱导方法[19]。自从第一位科学家报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可以被成功地转化为成熟神经元之后，更多的
成年小鼠和人类体细胞被直接转分化成了有功能的神经元，还有肝细胞[20]、周细胞[21]和尿液中的细胞[22]
也都可以成功转分化。这些将有可能为采用细胞替换疗法治疗人类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一个新的资源。

2

结论与展望
与传统的转录因子诱导相比，由于 microRNA 在自然状态下便可稳定存在于细胞内并可在细胞之间

转移，故用 microRNA 作为转分化的诱导物不仅可以规避 DNA 整合到细胞基因组的风险，同时其成熟
体进入细胞也不会引发天然免疫反应[23]。除成纤维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外，其他类型的细胞在 microRNA
作用下转分化为神经元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特别是同属神经系统的星形胶质细胞。胶质疤痕是神经损伤
（包括脑损伤和脊髓损伤）病理过程中的普遍性结果，神经系统损伤区的坏死产物被吞噬细胞清除后，
坏死区边缘将被大量星形胶质细胞占据[24]。如果能将胶质疤痕中的大量星形胶质细胞转分化成为有功能
的神经元，不仅可以排除胶质疤痕带来的神经胶质阻碍，而且更能有效地促进神经系统功能重建。在体
内，LIU 等[25]已经成功地通过单个转录因子 Ascl1 将小鼠中脑星形胶质细胞转分化为有功能的神经元，
为神经损伤的治疗带来了曙光。而基于前文所述的免疫学和基因组上的安全性，microRNA 在星形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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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和神经损伤康复中扮演的角色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通过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中
高表达基因预测可能对它们产生调节的 microRNA，并通过类似于转录因子研究中的“鸡尾酒”疗法寻
找出最优的组合，这或许是今后研究的一个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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