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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构建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并对其靶基因进行预测及相关通路分析，为揭示

miR-148b的作用机制打下基础。【方法】以广西巴马小型猪血液基因组DNA为模板，扩增miR-148b的前体及部分侧翼

序列，使用T4连接酶将目的片段连接至pLV-CMV-MCS-EF1载体上，构建获得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以pLV-

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转染293T细胞48 h后进行表达验证；利用miRDB、miRWalk 2.0和TargetScan 7.2三大数据库

预测分析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的靶基因，并以MirPath v.3分析miR-148b靶基因相关通路。【结果】广西巴马小型

猪miR-148b片段大小为385 bp，与miRBase 21.0网站上已发布猪miR-148b成熟序列（前体和侧翼序列）的同源性达

100%。构建获得的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能在293T细胞中成功表达，且相对表达量极显著高于pLV-GFP慢

病毒空载质粒转染组（P<0.01）。数据库预测分析得到18个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的靶基因，分别为CLOCK（时间

昼夜调控因子）、MIER1（转录调控因子）、MECP2（甲基化CpG结合蛋白）、ZNF704（锌指蛋白）、SPTY2D1（SPT2染色

质蛋白）、QKI（RNA结合蛋白）、ZBTB20（锌指蛋白）、MGAT4A（钠/磷酸转运蛋白）、UHMK1（编码蛋白激酶）、

PIK3C2A（磷酸肌醇-3-激酶2α肽）、C6orf62（6号染色体开放阅读框62抗体）、HECW2（E3泛素蛋白连接酶）、MAP1B

（微管相关蛋白）、NHS（NHS肌动蛋白调节因子）、B4GALT6（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ATP2A2（肌浆ATP酶/内质网

Ca2+转运酶）、AP4E1（蛋白复合物接头分子）和BBX（锌指蛋白）；且发现有11条靶基因相关通路，其中与疾病相关的

通路有脂肪酸合成通路、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通路、癌症的蛋白聚糖通路、神经胶质瘤通路、癌症的小分子核糖

核酸通路、肾细胞癌通路、N-聚糖生物合成通路和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通路。【结论】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

慢病毒表达载体能在293T细胞中成功表达，miR-148b存在18个靶基因和11条相关通路，且主要在脂肪酸合成、N-聚

糖生物合成及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等相关疾病通路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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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iR-148b lentivirus vector and prediction of
target gene pathways in Guangxi Bama mini-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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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aims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the lentiviral vector of miR-148b and predict the target

gene of miR-148b and relevant pathways，which would lay a foundation for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miR-148b.

【Method】miR-148b precursor and partial flanking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using Guangxi Bama mini-pig blood genomic

DNA as template，and then miR-148b sequence was inserted into pLV-CMV-MCS-EF1 vector by T4 ligase to construct

the lentiviral expression vector of pLV-miR-148b. The pLV-miR-148b lentiviral expression vector was transfect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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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microRNA（miRNA）的发现对药物

研发和基础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miRNA作为一种非编码RNA，是一类进化保守的单

链小分子RNA，其长度一般在19~23 nt，调控50%左

右的蛋白编码基因，且被证实与很多疾病有关。

miR-148是一种新发现的miRNA，属于miR-148/152

家族，其家族包括miR-148a、miR-148b和miR-152。

miR-148/152家族各成员在很多肿瘤疾病中存在差

异表达，肿瘤的生长、增殖、凋亡、血管新生及对药物

的敏感性等生物学功能均受其调控影响（王晓雪等，

2015）。广西巴马小型猪具有体型矮小、遗传相似性

高、与人类相近且遗传稳定性强等特点，是作为相关

疾病模型研究的理想实验材料（宋少锐等，2014；张

广杰等，2018；黄叶等，2019），因此，制备广西巴马小

型猪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并对其靶基因进行

预测及相关通路分析，可为揭示miR-148b的作用机

制打下基础。【前人研究进展】miR-148a、miR-148b和

miR-152因具有相同的种子序列（UCAGUGCA）而

被归为同一家族，即miR-148/152家族，具有相近的

结构和功能（王晓雪等，2015）。其中，Pre-miRNA

148a定位于基因组7p15.2，属于基因间miRNA，其长

度为68 nt；Pre-miRNA 148b定位于基因组12q13.13，

为内含子miRNA，长度为99 nt。在大多数肿瘤细胞中，

miR-148a通常呈低表达状态（Linhart et al.，2007），

如在肝癌细胞SMMC-7721的侵袭和迁移过程中，

miR-148a对此具有负调控作用（贾筱琴等，2014）。

在胃癌组织中，miR-148a/b起到抑癌基因的作用，因

启动子区域的CpG岛异常甲基化而失活，导致其在

胃癌组织中呈低表达状态（居峰等，2013）。Chen等

（2010）、Ueda等（2010）、Zheng等（2011）研究表明，在

体外试验中上调miR-148a/b表达能显著抑制胃癌

细胞的迁移能力。李国喜等（2013）研究发现，在

鸡胚发育过程中miR-148a的表达呈时序性，且其

表达集中在出壳后的发育过程中，为广泛性表达，调

控着诸多器官组织的生长发育。居峰等（2013）研

究证实miR-148a的甲基化状态与DNA甲基转移

酶I（DNMT1）呈正相关。DNA甲基转移酶（DNMTs）

是导致CpG岛异常甲基化的重要因素，目前所知

的DNMTs可分为DNMT1和DNMT3两种，其中，

DNMT1与甲基化的形成有关，DNMT3则参与甲基

化状态的维持（Okano et al.，1999；Ooi et al.，2007）。

关于miR-148b的研究，发现其与多种癌症相关，如

血液恶性肿瘤（王晓雪等，2015）、肝癌（谭翠和莫春

容，2016）、乳腺癌（Chen et al.，2018）、胃癌（Li et

al.，2018）和肾癌（Zhang et al.，2018）等。王晓雪等

（2017）研究表明，miR-148b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及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显著降低，主要

发挥抑癌基因表达的作用。此外，谭翠和莫春容

（2016）研究显示miR-148b通过靶向调控双特异性磷

酸酶1（DUSP1）影响细胞因子CD206的分泌，进而参

与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国内

293T cells for 48 h for expression verification. Three major databases，miRDB，miRWalk 2.0 and TargetScan 7.2，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target genes of mirR148b，and MirPath v.3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athways related to

miR-148b target gene.【Result】The fragment size of miR-148b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was 385 bp，and its homology

of miR-148b mature sequence（precursor and flank sequence）of pig published on miRBase 21.0 website was up to 100%.

The constructed pLV-miR-148b lentivirus expression vector was successfully expressed in 293T cells，and the relative ex-

pression level was extreme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LV-GFP lentivirus no-load plasmid transfection group（P<0.01）.

There were 18 target genes of miR-148b in Guangxi Bama mini-pig obtained by database prediction analysis，which were

CLOCK（day and night time control factors），MIER1（transcription regulatory factors），MECP2（methylation CpG binding

protein），ZNF704（zinc finger protein），SPTY2D1（SPT2 chromatin proteins），QKI（RNA binding protein），ZBTB20

（zinc finger protein），MGAT4A（sodium/phosphate transporters），UHMK1（encoding protein kinase），PIK3C2A（phos-

phoinositide-3-kinase 2 alpha peptide），C6orf62（chromosome 6 open reading frame 62 antibodies），HECW2（E3 ubiqui-

tin protein connection enzyme），MAP1B（microtubule-related protein），NHS（NHS actin regulatory factor），B4GALT6

（beta-1,4-galactosyl transferase），ATP2A2（sarcoplasmic atpase/endoplasmic reticulum Ca2+ transporter），AP4E1（protein

complex connector molecule）and BBX（zinc finger protein）. There were 11 target gene pathways，the disease related

pathways included fatty acid synthesis pathway，extracellular matrix receptor interaction pathway，cancer of proteogly-

cans pathway，glioma pathway，micrornas pathway of cancer，renal cell cancer pathways，N-chitosan biosynthesis pathway

and the sexual right ventricular arrhythmia heart pathway.【Conclusion】The lentivirus expression vector of miR-148b in

Guangxi Bama mini-pig can be successfully expressed in 293T cells. There are 18 target genes and 11 related pathways of

miR-148b family，and they mainly play a role in fatty acid synthesis，N-glycan biosynthesis，arrhythm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 and other related disease pathways.

Key words：Guangxi Bama mini-pig；miR-148b；lentivirus vector；target gene；related pathway prediction

张名媛等：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慢病毒制备及靶基因通路预测分析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1598·

外研究均表明miR-148/152家族在一些生物的肿瘤

性疾病中发挥着抑癌基因作用，或在生物的器官发

育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但至今鲜见以广西巴马小型

猪为动物模型研究miR-148b抑制肿瘤发生发展作用

机理的相关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广西巴马

小型猪为研究对象，构建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

载体，验证miR-148b在293T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并

对其靶基因进行预测及相关通路分析，为揭示miR-

148b的作用机制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广西巴马小型猪血液样品和293T细胞由广西

大学动物遗传育种实验室保存提供；pCDH-CMV-

MCS-EF1慢病毒载体购自美国SBI公司；血液DNA

提取试剂盒、SYBR® Prime ScriptTM miRNA RT-PCR

Kit、限制性内切酶、pMD19-T载体和T4连接酶购自

日本TaKaRa公司；去内毒素质粒试剂盒和胶回收试

剂盒均购自美国OMEGA公司；大肠杆菌Trans5α感

受态细胞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LTX

转染试剂、PBS、胎牛血清、DMEM和胰酶购自美国

Life公司。

1. 2 引物设计与合成

参 照 miRBase 21.0 网 站（http://www. mirbase.

org）已公布的猪miR-148b成熟序列（前体和侧翼序

列），根据miRNA引物设计原则，利用Oligo 7.0设计

引物（miR-148b-F：5' - GAATTCTCCTTTGCAGTAG

GCTCGTT-3'和miR - 148b-R：5' - GGATCCCAATGG

ACTAGGCTTGACCTT-3'），同时设计miRNA定量

特异性引物5'-GTCAGTGCATCACAGAACTTTGT

AA-3'。所有引物委托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合成。

1. 3 miR-148b克隆

使用血液DNA提取试剂盒提取广西巴马小型

猪血液DNA，以血液DNA为模板扩增miR-148b（前

体和部分侧翼序列）。PCR反应体系20.0 μL：2×Ex

Taq PCR Master Mix 10.0 μL，DNA模板3.0 μL，上、

下游引物各0.5 μL，Free water（自由水）补足至20.0

μL。扩增程序：94.0 ℃预变性2 min；94.0 ℃ 15 s，

62.4 ℃ 15 s，72.0 ℃ 30 s，进行30个循环；72.0 ℃延

伸5 min。扩增产物以2.0%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

测，胶回收纯化后连接至pMD19-T载体，再转化

Trans5α感受态细胞，扩增菌液并进行PCR鉴定，提

取质粒进行酶切鉴定。将阳性菌液分别送至生工生

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测序。

1. 4 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构建及鉴定

将pLV-CMV-MCS-EF1空载质粒和pMD19-miR-

148b阳性菌质粒进行EcoRⅠ和BamHⅠ双酶切线性

化处理，经1.0%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胶回收纯化

片段，用T4连接酶将miR-148b连接至 pLV-CMV-

MCS-EF1载体上，然后转化Trans5α感受态细胞，挑

取单个阳性菌落扩菌培养并进行鉴定，重组质粒命

名为pLV-miR-148b。采用双酶切鉴定和菌液PCR验

证重组质粒是否能成功表达，同时送至深圳华大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1. 5 miR-148b在293T细胞中过表达验证

第1 d（细胞转染前24 h）将复苏293T细胞以每

孔1×105个/mL的密度培养于6孔细胞培养板中；第

2 d待293T细胞汇合度达60%~80%时，用LTX转染试

剂将pLV-GFP慢病毒空载质粒和pLV-miR-148b慢病

毒重组质粒分别转染293T细胞，于转染后48 h观察

293T细胞的绿色荧光表达情况，并拍照和记录。

1. 6 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鉴定

收集上述阳性细胞，提取细胞RNA，根据mi-

RNA反转录试剂盒说明反转录合成cDNA，再以稀

释后的cDNA为模板进行qPCR验证。反应体系如

下：2×SYBR® Premix Ex TaqTM 10.0 μL，ddH2O 4.2

μL，miR-486上游引物0.4 μL，通用下游引物0.4 μL，

cDNA模板5.0 μL。扩增程序：95 ℃预变性5 min；

95 ℃ 10 s，60 ℃ 30 s，进行40个循环，扩增读取荧

光信号；95 ℃ 1 s，65 ℃ 1 min，读取熔解曲线。采

用2-ΔΔCt法计算miR-148b的相对表达量。

1. 7 miR-148b靶基因预测

利用miRDB、miRWalk 2.0和TargetScan 7.2三

大数据库分析miR-148b的靶向基因，并整合提交至

Bioinformatics & Evolutionary Genomics分析网站，

预测miR-148b靶基因。

1. 8 miR-148靶基因相关通路分析

使用DIANA Tools中的MirPath v. 3分析miR-

148b靶基因相关通路，分析通路间的差异以获得更

可靠的miR-148b疾病相关通路，再进行Show Heat-

map分析以获得通路间热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扩增结果

以广西巴马小型猪血液DNA为模板，成功扩增

出miR-148b的前体及部分侧翼序列，电泳条带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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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片段大小约400 bp（图1），与预期结果一致。

miR-148b的菌液PCR鉴定结果也显示，扩增获得的

目的条带清晰且大小正确（图2），可用于后续研究。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华大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的测序结果均表明成功扩增获得广西

巴马小型猪miR-148b，其片段大小为385 bp。

2. 2 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验证结果

构建的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经双酶

切鉴定，获得两条清晰且大小位置均正确的目的条

带，其中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的片段大小为

385 bp（图3），说明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构

建成功。将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的测序结

果提交至miRBase 21.0网站进行序列比对分析，结

果（图4）发现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与miRBase

21.0网站上已发布猪miR-148b成熟序列（前体和侧

翼序列）的同源性达100%。

2. 3 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在293T细胞中

的表达情况

以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和pLV-GFP慢

病毒空载质粒分别转染293T细胞48 h后，荧光显微

镜下均能观察到293T细胞中有绿色荧光表达，而阴

性对照组未观察到绿色荧光（图5）。说明构建的

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能在293T细胞中成

功表达。同时利用qPCR检测293T细胞中miR-148b

的表达情况，结果（图6）显示，pLV-miR-148b慢病毒

表达载体转染组的相对表达量极显著高于pLV-GFP

慢病毒空载质粒转染组（P<0.01）。

2. 4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靶基因预测结果

利用miRDB、miRWalk 2.0和TargetScan 7.2三

大数据库分析广西巴马小型猪micRNA-148b的靶向

基因，结果（图7和图8）表明，从miRDB数据库获得

miR-148b-3p的靶向基因840个，miR-148b-5p的靶向

基因499个；从miRWalk 2.0数据库获得miR-148b-3p

的靶向基因7502个，miR-148b-5p的靶向基因7911

个；从TargetScan 7.2数据库获得miR-148b-3p的靶向

基因802个，miR-148b-5p的靶向基因4109个。

将预测结果提交至Bioinformatics & Evolutiona-

ry Genomics分析网站得到Venn图，再根据Venn图得

到miR-148b-3p并集的330个靶基因和miR-148b-5p

并集的266个靶基因，查找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

的靶基因，结果发现存在18个共有靶基因（图9），分

别为CLOCK（时间昼夜调控因子）、MIER1（转录调

控因子）、MECP2（甲基化CpG结合蛋白）、ZNF704

（锌指蛋白）、SPTY2D1（SPT2染色质蛋白）、QKI

（RNA结合蛋白）、ZBTB20（锌指蛋白）、MGAT4A（钠/

图 1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的RCR扩增电泳结果
Fig. 1 PCR amplification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miR-148b
M：miRNA Marker；1~3：miR-148b扩增产物 PCR products of miR-
148b

图 2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菌液的PCR鉴定电泳结果
Fig.2 PCR identification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miR-148b bacteria liquid
M：miRNA Marker；1~2：miR-148b菌液扩增产物 Bacteria liquid am-
plification product of miR-148b

图 3 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的双酶切鉴定电泳结果
Fig.3 Double digestion identification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pLV-miR-148b lentiviral vector
M：Marker；1~2：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双酶切产物 Double
digestion product of pLV-miR-148b lentiviral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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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转运蛋白）、UHMK1（编码蛋白激酶）、PIK3C2A

（磷酸肌醇-3-激酶2α肽）、C6orf62（6号染色体开放阅

读框 62 抗体）、HECW2（E3 泛素蛋白连接酶）、

MAP1B（微管相关蛋白）、NHS（NHS肌动蛋白调节

因子）、B4GALT6（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ATP2A2

（肌浆ATP酶/内质网Ca2+转运酶）、AP4E1（蛋白复合

物接头分子）和BBX（锌指蛋白）。

2. 5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靶基因相关通路分析

结果

采用DIANA Tools中的MirPath v.3对18个广西

图 4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的序列比对分析结果
Fig.4 Sequencing comparison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miR-148b

图 5 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转染293T细胞的效果（200×）
Fig.5 293T cell transfected by pLV-miR-148b lentiviral vector（200×）

A~C：相差显微镜；A’~C’：荧光显微镜。A和A’：pLV-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转染；B和B’：pLV-GFP慢病毒空载质粒转染；C和C’：阴性对照
A-C：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A’-C’：Fluorescent microscope. A and A’：Transfection of pLV-miR-148b lentiviral vector；B and B’：Transfection of

pLV-GFP lentivirus empty plasmid；C and C’：Negative control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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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小型猪miR-148b靶基因进行相关通路分析，结

果发现有11条相关通路（图10），其中与疾病相关的

通路有脂肪酸合成通路（Fatty acid biosynthesis）、细

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通路（ECM-receptor interac-

tion）、癌症的蛋白聚糖通路（Proteoglycans in can-

cer）、神经胶质瘤通路（Glioma）、癌症的小分子核糖

核酸通路（microRNAs in cancer）、肾细胞癌通路

（Renal cell carcinoma）、N-聚糖生物合成通路（N-

Glycan biosynthesis）和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通

路（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

thy）。将P进行对数换算，分析通路间差异以获得更

可靠的miR-148b相关通路，同时进行Show Heatmap

分析以获得通路间热图（图11），结果发现，miR-

148b-3p在脂肪酸合成相关疾病中有重要意义，而

miR-148b-5p可能在N-聚糖生物合成和致心律失常

性右室心肌病等相关疾病通路上发挥作用。

3 讨论

miRNA是一种非编码RNA，其作用机制是通过

mRNA剪切和抑制蛋白翻译的方式，在转录后水平

负调控其靶基因表达（王宏浩等，2018）。目前，大多

数miRNA是通过反向遗传学发现，如lin-4、let-7及其

他通过经典遗传学发现的miRNA等，但其功能研究

尚处于初级阶段，作用靶点和相关分子调控机制也

尚未明确。这类miRNA通过基因突变或在miRNA

的靶位点上引入突变而抑制miRNA的作用，因此可

观察细胞或活体动物中表达出的性状变化来推测

miRNA功能的相关信息（Cannell et al.，2008），也可

通过过表达miRNA推测其相关功能。本研究通过

构建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的慢病毒表达载体，

转染293T细胞进行相关表达验证，并预测miR-148b

靶基因及可能的疾病相关通路，为后续的功能研究

及miRNA肿瘤治疗药物开发等提供理论指导。

miR-148/152家族成员在许多恶性肿瘤性疾病

中存在异常表达，且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循环系统

和生殖系统等，普遍发现miR-148表达量呈显著下降

趋势，即发挥一定的抑癌基因作用。此外，miR-148/

152家族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与疾病的临床分期和预

后相关，对细胞凋亡及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

性也密切关联（Wang et al.，2016）。贾筱琴等（2014）

研究发现，在体外试验中肝癌细胞SMMC-7721的侵

袭和迁移受miR-148a抑制，进一步证实miR-148a可

能是通过调节SMMC -7721肝癌细胞中vimentin、

MMP-2和MMP-9的表达以降低MMP-2和MMP-9的

活性，从而改变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赵锦

图 6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在293T细胞中的表达情况
Fig.6 Expression of miR-148b in 293T cell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

图 7 三大数据库预测得到的miR-148b-3p靶基因情况
Fig.7 Target genes of miR-148b-3p predicted from three data-

bases

图 8 三大数据库预测得到的miR-148b-5p靶基因情况
Fig.8 Target genes of miR-148b-5p predicted from three data-

bases

图 9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的靶基因情况
Fig.9 Target genes of miR-148b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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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靶基因相关通路间热图
Fig.11 Heatmap of related pathways of miR-148b target gene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图 10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靶基因相关通路
Fig.10 Related pathway of miR-148b target gene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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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2016）研究表明，miR-148a在鼻咽癌中也起到

对鼻咽癌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靶向调

控EGFR机制参与鼻咽癌细胞的发生发展。Zhang等

（2018）研究发现，肾癌中miR-148b-3p的表达量很

低，推测其具有促进肾癌细胞凋亡及抑制细胞增殖

和迁移的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miR-

148a，针对miR-148b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也说明miR-

148b具有更多亟待发掘的内容。本研究通过数据库

预测分析得知，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存在18个

靶基因，结合MirPath v.3的相关通路分析，发现有11

条靶基因相关通路，其中与疾病相关的通路有脂肪

酸合成通路、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通路、癌症的

蛋白聚糖通路、神经胶质瘤通路、癌症的小分子核糖

核酸通路、肾细胞癌通路、N-聚糖生物合成和致心律

失常性右室心肌病等，为下一步研究miR-148b疾病

相关机制提供了依据。虽然关于miR-148/152家族

的深入研究正在逐步展开，但具体的调控作用机制

及在医药方面的实际应用等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包

括新发现miRNA在各种复杂器官系统病理变化过

程中的作用靶点及其分子调控网络机制等，均需进

一步探究。

4 结论

广西巴马小型猪miR-148b慢病毒表达载体能

在293T细胞中成功表达，miR-148b存在18个靶基因

和11条相关通路，且主要在脂肪酸合成、N-聚糖生物

合成及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等相关疾病通路上

发挥作用，可为肿瘤诊断治疗及相关miRNA肿瘤治

疗药物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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