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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DM）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慢性疾病，是心

随着RNA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方法的快速发展，根据基

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据估计至2035年，全球糖尿病

因组位置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发现了多种circRNAs，包括套

患者将达到5.92亿人 [1] 。糖尿病并发症中，糖尿病心肌病

线虫内含子衍生的环状RNA（ciRNAs）、外显子衍生的环

（DCM）是独立于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冠

状RNA（ecircRNAs）、外显子与保留内含子衍生的环状

心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情况下，患者心脏结构和功能

RNA（EIciRNAs）。研究同时发现，circRNAs的生物发生

发生异常，早期表现为舒张功能障碍、心肌纤维化、心肌

涉及多种模式，如外显子套索、ALU的反向剪接和反向重

肥厚、收缩功能障碍等复杂的病理生理，最终可致心力衰

复互补以及RNA结合蛋白调节模式[6]。由于circRNAs的稳定

竭，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2]。大量研究证明，DCM

性和组织特异性，使其在非编码RNA的表达调控中具有不

主要由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引起，涉及DCM病理生

同的生物学功能[7]：①miRNA海绵作用：circRNAs通过吸附

理发展的潜在分子机制包括：腺苷单磷酸活化蛋白激酶、

miRNAs释放miRNAs的靶点，选择性调节剪接及亲本基因

核因子激活B细胞的κ-轻链（NF-kB）、丝裂原活化蛋白

的表达，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是circRNAs发挥功能的主

激酶（MAPK）、环腺苷5′-单磷酸反应元件调节因子、过

要途径；②蛋白质支架作用：具有RBP特异性结合元件的

氧化物小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s）、o-乙酰氨基葡萄

circRNAs可影响相关蛋白的作用方式；③调控转录：转录调

[3]

糖、蛋白激酶C等 。DCM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

节器内含子circRNAs，包括EIciRNAs和ciRNAs，与小核核

也尚无任何方法能够有效限制或减少DCM的发展。因此，

糖核蛋白U1（snRNP U1）结合形成EIciRNA-U1snRNP复合

确定高效识别的生物标志物，有助于识别和干预DCM。研

物，该复合物与亲本基因启动子区域的RNA聚合酶Ⅱ相互

究表明，人类基因组的非编码区域在健康和疾病人群的病

作用，促进转录；④编码多肽：可能依赖内部核糖体进入

理生理中具有重要作用。非编码RNA是一种不编码蛋白质

位点（IRES）或核糖体与可翻译circRNAs直接结合；⑤促进

的RNA，包括snRNAs、microRNAs、lncRNAs、circRNAs

翻译：circRNAs富含m6A修饰，驱动了circRNAs的翻译。目

等。其中circRNAs是一类新型的非编码RNA，由后剪接产

前研究发现超过10 000种circRNAs，由于其独特的结构、跨

生，最初被认为是剪接的副产物，随着生物信息学工具及

物种的保守性、丰富度、细胞类型和组织特异性，以及在

RNA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揭示了circRNAs在心血

唾液、血液及外泌体中的稳定表达，已广泛用于心血管疾

管、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疾病及肿瘤等方面潜在的生理病

病、肿瘤、代谢疾病等方面的研究。

理功能。相比于microRNAs及lncRNAs，circRNAs在DCM的

2 circRNAs可能作为糖尿病的生物标志物

发生发展中尚无系统阐述，本文就现有研究总结了circRNAs
特征及通过氧化应激、炎症、内皮功能障碍、心肌纤维
化、细胞焦亡、自噬等分子水平介导DCM的研究进展，并
探讨circRNAs成为DCM的预防、诊断及治疗靶点的可能性。
1 circRNAs概述

由于circRNAs在血液样本中的稳定性和特异性，大
量研究证明circRNAs可能作为糖尿病早期诊断的生物标
记物之一。Zhao等 [8] 研究发现，在2型糖尿病（T2DM）
受试者的外周血样本中检测到489个circRNAs，其中发现
hsa_circ_0054633通过影响细胞代谢和细胞周期参与糖尿

circRNAs由Sanger等于1976年首次在病毒中发现[4]。与

病的发病机制，对糖尿病前期和T2DM具有较高的诊断能

线性RNA不同，circRNAs由前信使RNA通过外显子和（或）

力，可作为T2DM外周血诊断的标志物。同样，Ye等 [9]发现

内含子的反向剪接形成的共价闭环结构分子，缺少5'-3'极

在T2DM患者外周血中共发现2953个差异表达的circRNAs，

性或多聚腺苷尾结构，不受RNA外切酶的影响，导致其半

其中1439个表达上调，1514个表达下调。从表达上调的

衰期延长，在组织或体液中稳定存在。其次，高通量测序

1439个circRNAs中发现9个差异表达的circRNAs（包括hsa-

揭示circRNAs在发育阶段和组织特异表达的circRNAs模式，

circ-103838、hsa-circ-103965、hsa-circ-104227、hsa-

如ciRS-7在脑组织中高表达。circRNAs在真核生物中非常丰

circ-002117、hsa-circ-000094、hsa-circ-101226、hsa-

[5]

富，在进化序列上是高度保守的 。因此，circRNAs具有高

circ-101720、hsa-circ-400029、hsa-circ-100633）。通过

度保守性、组织特异性、稳定性及丰富度等特征。

Q-PCR结果显示这9个circRNAs中hsa-circ-000094在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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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表达最明显，可作为糖尿病早期和T2DM的诊断依据。
另外，Li等[10]通过分析T2DM患者、冠心病患者及健康人群
的外周血样本，发现hsa-circRNA11783-2的血液水平与冠状
动脉疾病和T2DM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通过基因本体和通
路富集分析结果提示，circRNAs与生物粘附、细胞粘附和有

•

368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2年3月第14卷第3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March,2022,Vol.14,No.3

丝分裂细胞周期相关。同时，Fang等[11]研究表明，T2DM患

明是竞争性ceRNA。其中发现高表达的mmu_circ_0001058

者外周血白细胞circRNA-ANKRD36表达水平显著上调，且

通过miR-21影响SPRY1、调节ERK-MAP激酶信号通路，

circRNA-ANKRD36与葡萄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及全身炎症呈

最终导致纤维化、肥大和心脏功能障碍。研究表明，维达

正相关。因此，ANKRD36可作为糖尿病患者慢性炎症筛查

列汀通过miR-21/SPRY1/ERK/mTOR通路恢复自噬来抑制

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上述研究证明circRNAs可能作为糖尿病

DCM，在预防DCM的临床应用中具有重要潜力 [16]。因此，

的生物标志物，但单一的circRNA是否可作为预测糖尿病的

mmu_circ_0001058通过干扰miR-21在DCM的进展中发挥了

生物标志物，仍需后续大量实验进一步证实。

重要作用，且维达列汀通过miR-21/SPRY1/ERK/mTOR通路

3 circRNAs与糖尿病心肌病的关系

抑制DCM的发生发展。上述研究指出，circRNAs在糖尿病

与miRNAs和lncRNAs相比，目前针对circRNAs在DCM
中的作用和研究机制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研究证明，
circRNAs可能通过直接与miRNAs结合，负调控miRNAs对靶
miRNAs的抑制作用，起到miRNA海绵作用，从而介导心肌
纤维化、细胞焦亡、氧化应激、炎症、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及自噬等过程。根据现有研究总结了circRNAs通过不同通路
参与糖尿病心肌病的发生发展（图1）。
3.1 circRNAs参与心肌纤维化 DCM心脏纤维化的特征是
长期高糖刺激及胰岛素抵抗导致心肌细胞活化、增殖，
导致成纤维细胞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分泌大量细胞外
基质蛋白（胶原蛋白Ⅰ和Ⅲ）沉积于心肌间质和血管周
围，导致心肌硬度增强，心肌缩短，引起房性、室性心
律失常及心力衰竭。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是纤维
化相关信号通路的关键调节因子，其过度表达促进DCM
心肌纤维化，并且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通常被认
为是心肌纤维化的生物标志物之一，CTGF在心肌细胞中
呈高表达，并在TGF-β刺激下上调 [12] 。Tang等 [13] 研究发
现，circRNA_000203在糖尿病小鼠心肌和血管紧张素Ⅱ
（AngⅡ）诱导的小鼠心肌成纤维细胞中表达上调，强表
达的circRNA_000203通过miR-26b-5p海绵作用增加小鼠
心肌成纤维细胞中Col1a2、Col3a1和α-SMA的表达。双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显示circRNA_000203可阻断miR26b-5p与Col1a2和CTGF的3’UTRs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增
强心脏成纤维细胞纤维化表型。转染miR-26b-5p后可抑
制心肌成纤维细胞Col1a2和CTGF的表达，同时抑制Col3a1
和α-SMA的表达。因此，circRNA_000203表达上调可增
加miR-26b-5p在心脏成纤维细胞中的抗纤维化作用。此
外，Bing等 [14]通过检测db/db小鼠心肌细胞，发现AngⅡ处
理的糖尿病小鼠心肌成纤维细胞中circRNA_010567显著
上调。该研究表明circRNA_010567高表达通过miR-141及
其靶基因TGF-β1和CoI1，介导纤维化相关蛋白，促进糖
尿病心肌病的发展；并且生物信息学分析及双荧光素酶
实验证明circRNA_010567海绵miR-141，且miR-141直接
靶向TGF-β1。随后功能实验证明circRNA_010567沉默可
上调miR-141和TGF-β1的表达，同时抑制纤维相关蛋白
（包括CoI1，Col3a1和α-SMA）。因此，circRNA_010567/
miR-141/TGF-β1通路在糖尿病心肌病患者心肌纤维化
中起关键调控作用。其次，Dong等 [15] 在db/db糖尿病心肌
病鼠模型中发现58个显著差异表达的circRNAs，通过反
转录定量PCR检测到了6个上调的circRNAs和7个下调的
circRNAs，基于预测可能参与DCM的miRNAs的结合位
点，包括mmu_circ_0000652、mmu_circ_0000547、mmu_
circ_0001058、mmu_circ_0000680、novel_circ_0004285被证

诱导的心脏纤维化中的重要性，并提示circRNA_000203、
circRNA_010567、mmu_circ_0001058可能是预防和治疗DCM
心肌纤维化的潜在靶点。
3.2 circRNAs参与细胞焦亡、凋亡 焦亡是一种新的促炎
症介导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其特点是细胞膜形成裂孔，细
胞快速溶解，并释放细胞内容物和促炎介质，如白细胞介
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18（IL-18）。大量研究
表明，细胞焦亡主要通过激活caspase-1依赖的典型途径和
caspase-4/5/11依赖的非典型途径。既往研究表明，心肌组
织中焦亡相关蛋白包括高表达水平的GSDMD、caspase-1、
NLRP3炎性小体和IL-1β等；此外，免疫组化染色显示糖
尿病小鼠心肌组织中GSDMD-N、NLRP3、caspase-1和IL1β同样呈高表达水平 [14]。Hsa_circ_0076631是miR-2143p的ceRNA，被称为caspase-1相关的circRNA（CACR）。
Yang等 [17]研究发现在高糖处理的DCM细胞模型中高糖环境
下心肌细胞中CACR显著升高，CACR通过靶向miR-214-3p
下调促进了心肌细胞的焦亡，导致促炎细胞因子IL-1β、
caspase-1及NLRP3的高表达。研究同时发现沉默CACR通
过海绵化miR-214-3p抑制caspase-1的表达，进而抑制心
肌细胞炎症和焦亡。其次，凋亡在DCM中是一个相对早期
事件，细胞死亡在心脏重塑、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左
心室相关疾病功能障碍中起重要作用。Dong等 [15]在糖尿病
心肌病鼠模型中发现mmu_circ_0000652表达下调可能通过
miR-195表达上调，抑制BCL-2促进细胞凋亡。虽然目前关
于circRNAs介导DCM心肌细胞焦亡、凋亡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上述研究仍表明circRNAs是DCM的重要调控因子之一。过
表达或抑制circRNAs可调节基因表达，抑制心肌细胞死亡，
可能成为改善心功能的有效治疗靶点。
3.3 circRNAs参与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氧化应激被认为是
DCM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高血糖和代谢异常导致ROS
的过度产生和DNA、蛋白质、脂类等生物分子的损伤，进
而引起细胞功能障碍或凋亡，导致慢性炎症、纤维化和心
脏血管功能障碍，最终导致DCM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circBPTF（circ_0045462），是一种新型circRNA，由溴区
结构PHD手指转录因子（BPTF）反向剪接，且circBPTF
表达在高糖处理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中极度
上调 [18]。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miR-384是circBPTF的靶点
和下游，在高糖诱导的HUVECs中下调。Lin-28 homologB
（LIN28B）保守RNA结合蛋白被认为是一种致癌基因，但
最近研究报道称其在糖尿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19]。研究证实
LIN28B是miR-384的靶点，miR-384正向调控LIN28B的表
达。在高糖诱导的HUVEC模型中，通过下调circBPTF调节
miR-384和LIN28B的表达，可提高细胞活力，抑制细胞凋
亡、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等[20]。因此，circBPTF的下调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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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靶向HUVECs中的miR-384/LIN28B轴缓解高糖诱导的炎症

一步降解的过程。自噬在细胞水平上起重要作用，是细胞

[17]

和氧化应激。此外，Yang等

发现糖尿病患者心肌细胞在

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但过度自噬会诱导细胞死亡。研究

高血糖应激状态下hsa_circ_0076631水平明显升高。因此，

发现Atg基因产物、转录因子及非编码RNA参与糖尿病心血

氧化应激、炎症在DCM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注circBPTF、

管疾病的自噬 [24]。自噬主要通过两种分子信号通路进行调

hsa_circ_0076631的作用可能提供一种可行的干预策略。

控：胰岛素和（或）生长因子信号通路通过激活PI3K/Akt/

3.4 circRNAs参与调控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血管平滑肌

mTOR，抑制ULK1/Atg1，从而抑制自噬；其次，心肌ATP不

细胞（VSMCs）增殖受损在DCM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正常

足时激活AMPK，AMPK作为一种能量传感器，通过与mTOR

情况下内皮细胞处于静止状态，维持血管内环境的稳态。

竞争磷酸化并激活ULK1，以及通过磷酸化直接激活ULK1

内皮细胞特殊的糖酵解为心肌细胞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然

来部分刺激自噬 [25]。circHIPK3是一个丰富的circRNA，主

而，长期高糖状态导致心肌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导致内

要在人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细胞质中表达，参与代谢失调

皮舒张功能受损，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降低，从而

和肿瘤发生。结合circRNA的筛选和功能确认，研究发现

促进DCM的发生和发展

[21]

。Chen等

[22]

研究发现在高糖诱导

circHIPK3在糖尿病患者心肌中显著上调，circHIPK3可能作

下VSMCs体外的circRNA表达谱中，共983个circRNA差异表

为ceRNA通过海绵作用miR-143-5p增加VAMP7的表达，促进

达，其中458个表达上调，525个表达下调。生物信息学方法

心肌细胞自噬并促进了DCM的发展[26]。其次，Tian等[27]研究

发现circ-WDR77在高糖处理VSMCs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

发现circ-ADAM9与miR-20a-5p的结合促进了高糖条件下内

且miR-124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GF-2）是circ-WDR77

皮祖细胞的自噬和凋亡。其作用机制可能为：circ-ADAM9

的下游靶点，其通过miR-124/FGF2轴从而促进VSMCs的增

可能通过促进PTEN表达，抑制Akt/mTOR磷酸化，使高糖状

殖和细胞迁移。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circ-WDR77沉默

态下内皮细胞的自噬和凋亡加重，可能直接诱导自噬相关

可显著抑制细胞增殖和迁移，抑制心肌纤维化，从而抑制

基因Atg7的表达，导致高糖状态下内皮细胞的自噬和凋亡。

[23]

DCM的发生发展。此外，Pan等 研究观察到高糖水平增加

因此，circHIPK3、circ-ADAM9参与DCM自噬过程，同时也

了hsa_circ_0054633的表达，而下调has_circRNA_0054633增

是其治疗的潜在靶点。

加了高糖诱导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包括增殖、迁移及抑

4 展望

制血管生成）。通过双荧光素酶实验证实circRNA-0054633

随着RNA测序及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大量研究证明

的表达能够抑制miR-218的表达，下调的miR-218表达可通

circRNAs主要作为ceRNAs，通过竞争miRNAs或蛋白结合来

过促进ROBO1和HO-1的表达来抑制高糖诱导的内皮细胞功

调节基因表达。因此，circRNAs是一个更加理想的生物标志

能障碍。这些结果表明，hsa_circ_005463的表达通过靶向

物和治疗靶点。本文综述了circRNAs通过氧化应激、炎症反

miR-218/ROBO1和HO-1对葡萄糖诱导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应、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心肌纤维化、细胞焦亡、凋亡和

具有保护作用。提示circ-WDR77、cicrRNA-0054633可能是

自噬等多种生物学机制调节DCM发生发展，为circRNAs在

调控DCM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潜在靶点。

DCM的诊断、治疗及预后中的潜在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但

3.5 circRNAs参与DCM自噬 自噬是真核生物细胞中一个

目前关于circRNAs介导DCM多局限于细胞/动物模型，具体

高度保守的途径，是异常蛋白和细胞器被转运到溶酶体进

生物功能及分子机制尚不完全明确，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1 circRNAs介导DCM发生的基因通路
cicrRNA
circRNA-000203
circRNA-010567
mmu_circ_0001058
circRNA-CACR
mmu-cicr-0000652
circBPTF
circ-WDR77
circRNA-0054633
circHIPK3
Circ-ADAM9

表达
上调
下调
下调
下调
下调
下调
下调
上调
下调
下调

靶向miRNA
miR-26b-5b
miR-141
miR-21
miR-214-3
miR-195
miR-384
miR-124
miR-218
miR-143-5p
miR-20a-5p

宿主基因
CoI1a2、CoI3a1、α-SMA、CTGF
TGF-β1、Co1I
SPRY1、ERK -MAP
caspase-I、L-1β、NLRP3
BCL-2
LIN28B
FGF2
ROBO1、Ho-1
VAMP7
AKT、mTUR、A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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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他汀加用PCSK9抑制剂，斑块更稳定！JAMA研究
ACC年会上发布的PACMAN-AMI研究提示，急性心肌

与安慰剂相比，在高强度他汀类药物治疗基础上每两周皮

梗死患者在高强度他汀类药物基础上加用PCSK9抑制剂阿利

下注射阿利西尤单抗，52周后非梗死相关动脉中动脉粥样

西尤单抗，可促进非梗死相关动脉的冠状动脉斑块内斑块

硬化体积百分比减少更多（-2.13% vs. -0.92%）。

成分和脂质沉积物消退，纤维帽变得更厚，进而降低斑块
破裂风险。

阿利西尤单抗组的4 mm范围内最大脂质核心负荷指数
（反映斑块内的脂质含量）减少79.42，安慰剂组减少37.60。

研究同期发表在JAMA杂志。研究纳入欧洲9家医学中

阿利西尤单抗组最小纤维帽厚度增加62.67 μm，安慰剂组增

心300例因急性心肌梗死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所

加33.19 μm。服用阿利西尤单抗的患者中有70.7%发生不良

有患者均接受高强度他汀治疗（瑞舒伐他汀，20 mg），患

事件，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中有72.8%发生不良事件。

者被随机分为皮下注射阿利西尤单抗（150 mg；n=148）或

中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脂管理临床路径专

安慰剂（n=152），在对罪犯血管进行介入治疗后24 h内启

家共识》则指出，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高风险因素患者调

动治疗，持续52周。

脂治疗目标值为LDL-C＜1.4 mmol/L，且较基线水平降幅≥

在基线时和52周后，对非梗死相关冠状动脉进行血管
内超声（IVUS）、近红外光谱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检测。

50%。若LDL-C水平＞2.6 mmol/L，建议他汀单药或者他汀
联合非他汀类降脂药物 （依折麦布和/或PCSK9 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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