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

述·

·综

多聚磷酸盐在原核和真核生物中的研究进展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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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聚磷酸盐（ｐｏｌｙ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ｐｏｌｙ Ｐ）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无机环境和生命有机体。细菌学研

究显示，ｐｏｌｙ Ｐ可增强细胞抵抗外界恶劣环境的能力，促进严瑾反应（ｓｔｒｉｇ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和孢子形成，
促进生物被膜的形成，提高捕食能力，增强细菌毒力等。对真核生物的研究发现，ｐｏｌｙ Ｐ可以促进
正常成骨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分化成熟，参与胞内钙的贮存与释放，刺激一些肿瘤细胞增殖等。本文
从现有的信息入手，推测ｐｏｌｙ Ｐ在神经系统中的功能。

多聚磷酸盐；中枢神经系统；多聚磷酸盐激酶；外切聚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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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聚磷酸盐（ｐｏｌｙ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ｐｏｌｙ Ｐ）作为一种

如此普遍存在的物质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然

广泛存在的线性多聚体，由几个至数百个磷酸盐残

而目前有限的研究中，ｐｏｌｙ Ｐ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

基（Ｐｉ）通过与ＡＴＰ磷酸酐键相同的高能磷酸键相

作用。磷是组成核酸、ＡＴＰ及多种酶的重要元素，涉

互聚合形成（图１）。这种聚合物可在适当的温度下

及遗传、能量代谢、酶促调节，以及信号转导等多方

由正磷酸盐脱水形成。无论是细菌、真菌等低等单

面的生命活动。涉及范围之广并且反应迅速，因此，

细胞生物，还是高等哺乳动物，ｐｏｌｙ Ｐ几乎存在于自

磷很可能和糖、蛋白质及脂肪一样有两种存在形式，

然界的每一个细胞之中，而且含量丰富。

一种是发挥其生物功能的单体或寡聚体形式，另一

种是用来贮存磷及能量的多聚体形式——ｐｏｌｙ

Ｐ。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２００６ＡＡ０２ＺＡ５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２７０４２６，３０４７０５４３，３０６７０６４４）、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７０３２０２６，７０５１００４，７０９１００４）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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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现有资料人手，在介绍ｐｏｌｙ Ｐ研究现状

酶（此外还有：ＥＣ

２．７．４．１７；ＥＣ ２．７．４．２０；ＥＣ ２．

的同时，从其存在的重要性出发，关注与能量缺乏相

７．１．２３；ＥＣ ３．６．１．４；ＥＣ

３．６．１．２５）。然而，至今

关的脑疾病的发生发展，着重阐述其在高等生物神

为止，尚未在高等真核生物中找到这五类酶的痕迹。

经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功能和作用机制，以拓展思路，

我们曾用这些酶的基因在大鼠、小鼠以及人类的

引起同行学者对ｐｏｌｙ Ｐ研究的关注。

ＧｅｎＢａｎｋ基因库中寻找，又与真核生物涉及磷酸代

一、ｐｏＩｙ Ｐ代谢相关酶简介

谢的酶序列在ｂｌａｓｔｐ中进行比对，但没有可靠的

目前ｐｏｌｙ Ｐ代谢相关酶的研究仍然很有限，并

发现。

且大多局限于低等生物，表１中列出了五类主要的
表１低等生物中涉及多聚磷酸盐代谢的酶简介
酶名称

纯化来源

酶功能

证明酶功能的重要汪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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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复合体缺少任何一种蛋内亚单位表达均
使细胞内ｐｏｌｙ Ｐ的含量出现明显卜．降。利
用分别携带ｊ种蛋白亚单位基冈的杆状质
粒组合转染敲除一１种蛋白亚单位基因的细
胞，发现只有二种蛋白弧单化Ｉｎｌ时存在时才
有ＰＰＫ的合成，ｐｏｌｙ Ｐ的含量接近未敲除基
因的细胞内水平¨ｊ

酶基因的突变将使细胞内缺乏短中链的ｐ
Ｐ，同时胞质内可溶型ｐｏｌｙ Ｐ的含量也明
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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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酵母菌ｐｐｎｌ的基因失活可分别使ｐｏｌｙ
Ｐ含罐升高，同时该突变体与野生型卡Ｈ比在
生长期保持着矩链ｐｏｌｙ Ｐ的合成，但未发现
高分子ｐｏｌｙ Ｐ的降解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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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大肠杆菌无细胞蛋白合成系统中只加
入ｐｏｌｙ Ｐ时，ＡＴＰ迅速被消耗，ＡＭＰ大量积
累＂Ｊ。而在体系内同时加入ｐｏｌｙ Ｐ和ＰＡＰ
时，ＡＴＰ被利用后以ｐｏｌｙ Ｐ为供体进行再
生，水平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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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化的酶在ｒｅｖｅｒｓｅ—ｐｈａｓｅ ＨＰＬＣ中出现单
峰，但却表现出了两种催化活性，在ｎｏｎ—ｄｅ．
ｎａｔｕｆｉｎｇ ＰＡＧＥ中出现丁协同泳动

盘基网柄菌（Ｄｉｃｔｙｏｓｔｅｌｉｕｍ ｄｉｓｃｏｉｄｅｕｍ）中发现的

ｋｉｎａｓｅ）两种依赖方式不同的磷酸化过程具有共同的

ＤｄＰＰＫ２，在催化液泡内利用ＡＴＰ合成ｐｏｌｙ Ｐ的可逆

酶催化位点。值得注意的是，ｐｏｌｙ Ｐ／ＡＴＰ－ＮＡＤ激酶

反应的同时，可伴随着自身的由球状单体向纤维状

在原核生物中由ｐｐｎｋ编码，其与在真核生物中普遍

聚合（ｇｌｏｂｕｌａｒ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Ｇ—ｔｏ．Ｆ）的过程ＨＪ。这

存在ＮＡＤ激酶序列具有很高的同源性，但同时发现

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存在于高等生物体内并且高度

后者不能利用ｐｏｌｙ Ｐ。那么随着生物的进化，ＮＡＤ

保守的肌动蛋白，其具有结合ＡＴＰ的位点，可与肌球

磷酸化生成ＮＡＤＰ的过程是不需要ｐｏｌｙ Ｐ提供磷酸

蛋白头部结合并发生ＡＴＰ的水解，为肌原纤维的运

基，还是这种催化功能赋予了其他酶，还需要进一步

动提供能量。那么，在肌动蛋白单体聚合过程中

的研究。

ｔｏ

ＡＴＰ水解时释放的磷酸基，很可能发生类似于ＤｄＰ－

此外，在一种利什曼原虫（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ｉａ

ａｍａｚｏｎｅｎ—

ＰＫ２催化下的聚合，生成的ｐｏｌｙ Ｐ则依此形式储存

ｓｉｓ）中发现了一种焦磷酸酶ＬａＶＳＰｌ，该酶可水解焦

磷酸基，需要时发生降解生成ＡＴＰ。

磷酸盐和ｐｏｌｙ Ｐ。该发现提示，ｐｏｌｙ Ｐ提供磷酸基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了葡萄糖激酶

反应很可能在漫长的进化中成为了很多酶共有的催

（ｇｌｕｃｏｋｉｎａｓｅ）、ＮＡＤ激酶（ＮＡＤ ｋｉｎａｓｅ）、甘露糖激酶

化功能，事实上在真核生物中，糖及蛋白的广泛磷酸

（ｍａｎｎｏｋｉｎａｓｅ）、果糖激酶（ｆｒｕｃｔｏｋｉｎａｓｅ）等，可利用

化过程仅靠磷酸苷水解是远远不够的，这也在一定

Ｐ和ＡＴＰ作为供体进行底物磷酸化，并且ｐｏｌｙ

程度上肯定了ｐｏｌｙ Ｐ存在的重要性。目前在真核生

ＷＡＴＰ－葡萄糖甘露糖激酶（ｐｏｌｙ Ｐ／ＡＴＰ．ｇｌｕｃｏｍａｎｎｏ．

物中发现的具有外切聚磷酸酶功能的酶主要存在于

ｐｏ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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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酵母菌、利什曼原虫、克氏及布氏锥虫中，具有

影响凝血纤溶系统。此外，脑脊液ｐＨ值的异常被认

内切聚磷酸酶功能的酶则仅存在于酿酒酵母菌中，

为影响智力。渗透性脑水肿可引起颅内压增高，引

相关酶基因均已被克隆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Ｊ。

起脑内局灶性病变。可见，酸碱度和渗透压的微弱

二、Ｐｏｌｙ Ｐ功能及研究进展

变化无一不对脑内产生巨大影响。在水生生物和低

（一）Ｐｏｌｙ Ｐ参与能量代谢中枢神经系统正常

等真核生物中都发现了ｐｏｌｙＰ在这些方面的调节

功能的维持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能量缺乏是多

作用。

种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神经细胞死亡的主要原因，如

盐生杜氏藻（ＤｕｎａｌｉｅＵａ ｓａｌｉｎａ）体内含有大量的

脑缺血性疾病（如脑卒中）、脑外伤、脑退行性疾病如

ｐｏｌｙ

阿尔采末病（ＡＤ）、帕金森病（ＰＤ）等。Ｋｕｍｂｌｅ

Ｐ（相当于１ｍｏｌ／Ｌ Ｐｉ）。当处于碱性环境中时，

胺类物质可以进入其液泡，激活特异性酶水解ｐｏｌｙ

（１９９５）在大鼠的研究证实，脑中ｐｏｌｙ Ｐ的含量远高

Ｐ，并与产生的质子发生中和反应，以维持胞内ｐＨ相

于心、肾等其他器官。因此我们推测ｐｏｌｙ Ｐ与脑的

对稳定。

能量代谢必然存在某种紧密关系。

细胞通过聚磷酸酶水解ｐｏｌｙ Ｐ不断地补充Ｐｉ，

近年研究发现，ＡＴＰ可以辅助抑制ｐｐｋ启动子

同时可在磷酸激酶作用下合成ｐｏｌｙ Ｐ链，使得胞内

区的启动，生长在低磷酸环境的细胞ＡＴＰ含量较低

磷酸盐离子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克氏锥虫（Ｔｒｙｐａｎｏ－

并且比处于充足磷酸环境的细胞表达了更多的

ｓｏｍａ

ＰＰＫ，证实ＡＴＰ与ｐｏｌｙ Ｐ的代谢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高后恢复的情况，并且过表达外切酶ＴｃＰＰＸ的细胞

被称为细胞能量库的线粒体内也已证实存在大

体积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升高并且恢复较慢１５ Ｊ，暗示

量ｐｏｌｙ Ｐ，在磷酸基过剩条件下，ｐｏｌｙ Ｐ明显积累并

ｃ删）置于低渗环境时，细胞体积出现了先升

渗透压引起的细胞体积调节与ｐｏｌｙ Ｐ有很大关系。

且链长增加。解偶联剂和质子泵抑制剂对ｐｏｌｙ Ｐ积

目前普遍认为，脑内渗透压的调节主要与通道

累的抑制，以及超声处理后ｐｏｌｙ Ｐ的降解【６ Ｊ，提示线

蛋白ＶＲ．ＯＡＣ的低渗激活及钙离子通道的开放有

粒体内ｐｏｌｙ Ｐ的积累与膜的质子动力有关。

关，参与渗透压调节的ＶＲ—ＯＡＣ通道蛋白，存在于室

（二）Ｐｏｌｙ Ｐ参与自由基的清除Ｐｏｌｙ Ｐ作为重

周器官和中央视前区，这些区域参与加压素释放、水

要的阴离子，能够和很多金属阳离子形成螯合物。

和饮食摄人的调节。与此同时，脑内也存在大量胺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等（１ ９８２）在乳酸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

类物质和氨基酸。在此只能肯定磷酸盐参与脑内晶

ｒｕｍ）内发现的Ｍｎ２＋和ｐｏｌｙ Ｐ螯合物，具有和ＳＯＤ

体渗透压的形成，但尚未找到ｐｏｌｙ Ｐ是否与这种通

类似的生物学作用。脑内自由基是神经细胞氧化损

道蛋白发生了作用。

伤和凋亡的重要原因，进而引起了神经系统的病变。

（四）Ｐｏｌｙ Ｐ参与细胞磷脂膜通道的构成在将

其主要病理机制是引起脂质过氧化反应。由于脑组

外源目的基因导入细菌时需要用Ｃａ２＋处理以增加细

织中富含脂质，因此脑对自由基损害尤为敏感，以脑

胞膜的通透性，以使ＤＮＡ能够顺利通过磷脂双分子

卒中、Ａ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ＡＬＳ）及ＰＤ与氧化

层进入胞内。这一过程主要是聚羟基丁酸酯（ＰＨＢ）

应激关系最为密切。自由基可改变细胞膜的通透

与ｃａ２＋和ｐｏｌｙ Ｐ形成复合体。这种复合体（ＰＨＢ－

性，使膜通道开放，导致兴奋性氨基酸释放和细胞外

Ｃａ２＋一ｐｏｌｙ 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极大改变了细胞膜的物理性

的钙离子内流等，进一步加重脑组织损伤。此外，氮

质。体外将ＰＨＢ、Ｃａ２＋、ｐｏｌｙ Ｐ与磷脂结合制得人工

氧自由基还可以直接与脑内蛋白、核酸以及其他分

脂质体，可观察到钙通道的形成。

子如透明质酸等发生反应破坏其结构。已证明人体

在流感嗜血杆菌（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的外

适当补充微量元素锰、锌等可帮助清除自由基。此

膜上也发现了ｐｏｌｙ Ｐ的存在¨Ｊ。该细菌的外膜蛋白

外，提高脑内ＳＯＤ水平，可降低自由基引起脑水肿、

Ｐ５与ｐｏｌｙ Ｐ及ＰＨＢ共同构成具有阳离子选择性的

脑损伤及通透性改变的程度。因此，研究ｐｏｌｙ Ｐ是

极性孔道。当向外膜磷脂双分子层加入酿酒酵母菌

否在高等生物神经系统中也参与了自由基的清除过

ＰＰＸ时，阳离子选择透过能力降低，膜两侧的极性减

程及其作用机制，能为脑损伤性疾病的治疗提供非

弱，对称性增强。可见，ｐｏｌｙ Ｐ与磷脂膜通道的离子

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选择性透过有关。

（三）Ｐｏｌｙ Ｐ参与维持细胞酸碱度和渗透压不

细胞膜上含有大量的ｐｏｌｙ Ｐ，这些成分除了参与

少临床数据表明，血液酸碱度增高与脑梗死密切相

细胞形态的维持外，很可能是细胞受体和信号分子

关，可能是由于酸碱度增高可增加血液黏度和直接

的组分，参与了信号转导和调节过程。在脑外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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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缺氧条件下，神经细胞膜磷脂会发生降解，伴随

菌细胞中，ＲｐｏＳ的表达受到明显抑制。将大肠杆菌

着无机磷酸盐的释放。这个过程中除了胞内磷酸盐

培养在营养充足的环境中，然后转入最低限营养的

的外流外，是否还存在着膜上ｐｏｌｙ Ｐ的降解，目前还

介质，细胞延迟恢复生长并伴有ｐｏｌｙ Ｐ的积累。研
究发现，ｐｏｌｙ Ｐ的积累可以结合Ｌｏｎ蛋白酶，后者的

未见有研究证实。
（五）Ｐｏｌｙ Ｐ参与维持细胞形态铜绿假单胞菌
ＰＡ０１敲除ｐｐｋｌ的突变体ＰＡＯＭ５外膜出现畸变，胞

激活可以降解核糖体蛋白【１１｜，释放氨基酸，也可与
ＤＮＡ发生作用，影响基因表达。

外的多聚物出现明显的生成障碍，并且在胞内形成

Ｐｏｌｙ

Ｐ促进细胞功能结构形成，敲除ｐｐｋ或过表

了奇特的类核体。将噬菌体Ｐ１转人大肠杆菌ｐｐｋｌ—

达ｐｐｘ的突变体均表现出了生物被膜形成缺陷、孢

ｐｐｘ无效突变体¨ｊ，与转入野生型大肠杆菌相比，形

子（芽孢）形成数量和效率的降低１２ Ｊ、运动结构表达

成形状不规则的空斑，电镜显示新合成的Ｐｌ具有收

异常¨列等。原核生物的这些改变往往降低了其适

缩性鞘缺陷。高等生物神经系统中，从神经元的单

应环境的能力，对抗生素的敏感性增加、对恶劣环境

极、假单极和多极的形态学分类，到胶质细胞可塑

（如酸、热、高渗等）的耐受性降低，与此同时突变体

性，细胞形态与功能密切相关。除已知的蛋白、糖类

的捕食能力和抵抗天敌的能力也出现明显降

和脂质，ｐｏｌｙ Ｐ此种广泛存在于胞膜和胞质的无机

低。１２’１３ Ｊ，毒力下降或丧失［１４１。

多聚物，是否与神经细胞的形态有某种联系呢？尚
需进一步研究。

胞内ｐｏｌｙ 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细菌的
分裂和生长发生质和量的变化。谷氨酸棒状杆菌

（六）Ｐｏｌｙ Ｐ与核糖体蛋白相互作用促进翻译过

（Ｃｏｒｙｎ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ｇｈｔａｍｉｅｕｍ）体内存在两种形式的

程，并可能与错译的纠正有关研究发现，ｐｏｌｙ Ｐ可

ｐｏｌｙ

以与核糖体蛋白相互作用，影响核糖体的翻译过

中期，胞内ｐｏｌｙ Ｐ含量达到最低；而在指数增长早期

程一Ｊ。在ｐｐｋ缺陷的突变体中，存在低于野生型水

和刚进入稳定生长期时出现ｐｏｌｙ Ｐ的明显积累。进

平的多核糖体，暗示突变体内核糖体结合或利用

一步研究揭示，在指数增长早期主要是颗粒型的积

ｍＲＮＡ的能力下降。体外实验证明，突变型和野生

累，稳定生长期积累的主要是可溶型ｐｏｌｙ Ｐ。在真核

型的细胞合成聚苯丙氨酸的水平相似，但ｐｐｋ缺陷

生物中也发现了此种现象，大鼠脑内ｐｏｌｙ Ｐ的含量

突变体核糖体的错译率高于野生型五倍。体内实验

在不同年龄阶段有很大的差异，出生时ｐｏｌｙ Ｐ开始

显现出ｐｐｋ缺陷突变体对一些终止密码子具有高的

迅速增多，到１２月龄时达到最高，之后逐渐下降至

通读频率（ｒｅａ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此外还发现ｐｏｌｙ

５０％以下。总ｐｏｌｙ Ｐ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胞内颗粒型

Ｐ在体外可抑制多聚腺苷酸聚合酶活性Ｌｌ０｜。脑内复

ｐｏｌｙ

杂的生命调节过程都需要大量蛋白的表达，错误的

含量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胞内

翻译很可能对中枢神经系统甚至整个机体造成严重

ＰＰＸ活性增加，大量长链ｐｏｌｙ Ｐ被降解为短链或者

的危害，如人类ＭＴＨＦＲ基因突变和氨基酸错译是导

磷酸残基。

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根源。目前对于错译的蛋白主

Ｐ，颗粒型和可溶型ｕ ５Ｉ。研究显示在指数增长

Ｐ随衰老过程的急剧减少所致，而可溶型ｐｏｌｙ

（八）Ｐｏｌｙ Ｐ在真核生物中的研究

Ｐ

上世纪９０

要是通过分子伴侣修正或启动蛋白酶系将其降解，

年代已经通过酶学的方法确证在真核生物中存在着

这一过程称为翻译后的质量控制。若控制失败则会

大量的ｐｏｌｙ Ｐ。该方法利用大肠杆菌的ＰＰＫ可逆地

产生病理性蛋白致病，如形成的淀粉样沉淀与人的

催化ｐｏｌｙ Ｐ产生ＡＴＰ以及酿酒酵母菌ＰＰＸ水解ｐｏｌｙ

纹状体脊髓变性病、ＡＤ、亨廷顿舞蹈病、ＰＤ等密切

Ｐ生成Ｐｉ的两个过程，通过检测ＡＴＰ和Ｐｉ达到测定

相关。尽管目前还未见有证据证明ｐｏｌｙ Ｐ参与了高

ｐｄｙ

等生物神经细胞翻译后质量控制和淀粉样沉淀的形

器官组织和细胞亚结构内均发现了大量ｐｏｌｙ Ｐ的存

成，但仍不能忽视叫ｙ

在，其含量水平从２５到１２０微摩尔等，链长从５０到

Ｐ在低等生物中的研究成果

所带来的启示。
（七）Ｐｏｌｙ Ｐ在原核生物中的进一步研究Ｐ０ｌｙ
Ｐ促进严谨反应（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主要与其影响

Ｐ的目的。Ｋｕｍｂｌｅ等（１９９５）在啮齿目动物的各

８００个磷酸基不等，并且随细胞的大小、功能以及代
谢状况而存在很大的差异。
Ｐｏｌｙ

Ｐ可促进细胞凋亡。放线菌素Ｄ处理的一

ＲｐｏＳ（大肠杆菌静止期最重要的转录调控子，同时也

种髓样白血病细胞系ＨＬ－６０凋亡过程，发现了大量

是重要的应激响应蛋白，它调控大约１００个基因的

长链ｐｏｌｙ Ｐ的降解。当ｐｏｌｙ Ｐ外源性地加到人类浆

表达）的表达有关，在过表达外切酶ＰＰＸ的大肠杆

细胞。１６１时，免疫球蛋白分泌明显抑制，并且细胞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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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被诱导。在Ｕ２６６骨髓瘤细胞系中，ｐｏｌｙ Ｐ可以诱

花，并为人类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导磷脂酰丝氨酸的分化，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终止细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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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肥胖初显成效
众所周知，肥胖会明显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中风和某些癌症的风险，治疗肥胖已经成为全球医学界
研究的热点问题。２００９年３月８ Ｅｔ在线出版的《自然·医学》上刊登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研究
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解决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基因治疗。
有研究表明下丘脑是管理人体体重和能量平衡的司令部，而基因ＢＤＮＦ（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

ｔｏｒ）是其中一个关键的调节基因，ＢＤＮＦ功能缺失可以引起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研究人员使用病毒载体
ｒＡＡＶ（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ａｄｅｎｏ．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ｖｉｒｕｓ

ｖｅｃｔｏｒ）将ＢＤＮＦ基因转入正常体重小鼠的下丘脑使其过表达，结果

发现小鼠体重持续下降，同时与肥胖密切相关的两种激素：胰岛素（ｉｎｓｕｌｉｎ）和瘦素（１ｅｐｔｉｎ）也显著降低，与对
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接着，研究人员又给两组小鼠高脂饮食，一段时间后对照组小鼠体重明显增加而实验
组则上升不明显。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ＢＤＮＦ基因治疗不仅可以减肥，而且可以预防高脂饮食导致的肥胖。但当该技术应
用于人体时，如何把握基因产物过表达的量是一个难题，过少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过多则会引起恶病质这样
矫枉过正的后果。该中心研究人员最大的贡献在于应用新的ＲＮＡ干扰（ＲＮＡｉ）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在上
述两组实验中，下丘脑内的一种重要食欲肽（ｏｒｅｘｉｇｅｎ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ｇＲＰ（ａｇｏｕｔ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的表达随ＢＤＮＦ
的过表达上调程度最为显著，且与体重的变化幅度平行。鉴此，研究人员设想如果将ＡｇＲＰ基因启动子产生
的微小ＲＮＡ分子（ｍｉｃｒｏＲＮＡ）与ＢＤＮＦ基因共同连接到ｒＡＡＶ上作为载体转入小鼠下丘脑，当ＢＤＮＦ在下丘
脑过表达时，激活ＡｇＲＰ基因的启动子，不仅ＡｇＲＰ表达上调，而且载体上的ｍｉｃｒｏＲＮＡ表达亦上调，干扰ＢＤ·
ＮＦ的表达，通过这种自主调节使得ＢＤＮＦ的过表达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体重增减保持平衡。他们在２型糖

尿病／肥胖动物模型——ｄ６／扔小鼠上进行实验，结果令人兴奋，小鼠体重在下降一定幅度以后长时间保持
稳定，证实了之前的设想。
随着研究在动物身上获得巨大成功，下一步的任务是将该技术应用于人体，这有望给全球的肥胖症患者
带来新的希望。
（Ｎａｔ Ｍｅｄ。２００９，１５：４４７—４５４）（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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