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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6-甲基腺嘌呤修饰及其调控蛋白

在神经系统中的作用
刘　慧，魏　珍，曾　燕*  

(武汉科技大学脑科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武汉 430065)

摘　要：N6- 甲基腺嘌呤 (N6-methyladenosine, m6A) 作为真核生物中最常见的一种 mRNA 甲基化修饰，在神

经系统中丰度颇高。随着表观转录组学的兴起，学者们对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发

现 m6A 甲基化修饰是由甲基转移酶、去甲基化酶以及 RNA 结合蛋白共同调控的动态可逆过程。当 m6A 调

控蛋白表达异常时，m6A 修饰会受其影响，导致 mRNA 代谢紊乱、转录和翻译等功能障碍，从而引起神经

系统功能异常。该文归纳了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的调控蛋白，从它们在神经细胞生长发育、轴突生长和

小脑发育等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胶质母细胞瘤等神经系统疾病的

关系方面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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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mRNA N6-methyladenosine methylation modification and 
its regulatory proteins in nervous system 

LIU Hui, WEI Zhen, ZENG Yan*
(Brain Scienc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65, China)

Abstract: N6-methyladenosine (m6A) is the most prevalent type of internal post-transcriptional RNA modification 
in eukaryotes and is quite abundant in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the rise of epitranscriptomics, scholars have studied 
mRNA m6A methylation modification in depth and found that it is a dynamic and reversible process regulated by 
methyltransferases, demethylases and RNA binding proteins. When m6A regulatory proteins expressed abnormally, 
m6A modifications altered, which in turn leads to mRNA metabolism disorders,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dysfunctions, resulting in abnormal neurological functions. In this present review, the regulatory proteins involved 
in mRNA m6A methylation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their roles in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processes such as 
neural stem cell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xonal growth and cerebella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nerve system disease such as 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and glioblastoma are reviewed.
Key words: N6-methyladenosine; methyltransferase; demethylase; RNA binding protein; nervous system

在表观遗传学领域，RNA 甲基化修饰成为继

DNA 修饰和组蛋白甲基化之后的又一研究热点。

根据 MODOMICS 数据库信息，截止 2017 年底，

在自然界生物体中已鉴定出 163 种不同的 RNA 化

学修饰 [1]，在这些修饰中，N6- 甲基腺嘌呤 (N6- 
methyladenosine, m6A) 甲基化修饰是真核生物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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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丰富的转录后修饰 ( 约占 80%)，存在于酵母、

植物、果蝇及哺乳动物等各类真核生物中 [2-5]。2011
年，第一个去甲基化酶的发现，证实了 m6A 甲基化

修饰是动态可逆的，受甲基转移酶、去甲基化酶以

及 RNA 结合蛋白共同调控 [6]，影响着 mRNA 生命

周期的各个阶段，包括剪接、核输出、翻译和降

解 [7-8]，并在细胞层面影响多种生物学进程，进而

参与多种疾病过程。m6A 甲基转移酶、去甲基化酶

和 m6A 结合蛋白均能影响 m6A 的修饰水平，三者

被统称为 m6A 调控蛋白。近年来，m6A 甲基化修

饰成为神经科学的一个新兴前沿领域，动态调节的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在神经系统发育及神经系统

疾病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这意味着可以从一个新的

角度出发，更好地了解神经科学。本文主要综述了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与其相关调控蛋白参与神经

系统发育和神经系统疾病发生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

1　m6A修饰的分布特点

在哺乳动物中，mRNA m6A 甲基化修饰在肝脏、

肾脏和大脑中的表达高于其他组织。在生长发育过

程中，m6A 是动态变化的，例如，成人大脑中 m6A
水平高于胎儿大脑 [9]。由此可见，m6A 的分布具有

普遍性与偏好性，即广泛分布于众多组织中，但在

某些组织中 ( 动物的肝脏、肾脏及大脑等 ) 的分布

高于其他组织。近期，专家学者们通过对人体组织

样本、小鼠组织样本和人类细胞系样本进行全转录

组 m6A 测序及系统、全面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绘制

了跨物种的 m6A 甲基化图谱，发现尽管来自不同物

种的相同组织之间的 m6A 分布重叠度已经很高，但

同一物种的所有组织均表现出更高的整体 m6A 分布

相似性，并倾向于聚在一起，揭示了 m6A 修饰具有

物种特异性 [10]。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除了具备组织分布偏好

性和物种特异性外，在基因组上也具有在特定区域

富集的特点。2012 年，Meyer 等 [9] 检测了小鼠大脑

中的 m6A 修饰基因组分布情况，发现它在基因内部

的占比高达 94.8%，主要分布在蛋白质编码区 ( 占
比 50.9%) 和非翻译区 ( 占比 41.9%)，内含子仅占

2.0%。除此之外，还发现非翻译区的 m6A 倾向富

集于 3′ 非翻译区的前 1/4 处，而编码区的 m6A 主要

富集于终止密码子附近。在剪接位点附近的外显子

区间、miRNA 前体和转录本的最后一个外显子中

也存在 m6A 修饰位点富集现象 [4]。另外，m6A 甲基

化修饰在真核生物 mRNA 上的分布还具有序列特

异性，其保守基序为 RRACH (R ：嘌呤；A ：m6A ；

H ：非鸟嘌呤 ) [9]。

2　m6A修饰与其调控蛋白

m6A 甲基化修饰是真核生物 mRNA 中最普遍、

最保守和最丰富的 RNA 修饰，它被认为是一种重

要的表观遗传学修饰，其功能调节需要其调控蛋白

的参与，其中主要包括甲基转移酶 (writers)、去甲

基化酶 (erasers) 以及 m6A 识别蛋白 (readers)。m6A
甲基转移酶将 S- 腺苷甲硫氨酸 (S-adenosyl methionine, 
SAM) 上的甲基转移到 mRNA 腺嘌呤的第六位 N
原子上形成 m6A 甲基化修饰，而 m6A 去甲基化酶

则与 m6A 甲基转移酶作用相反，可移除已发生 m6A
甲基化修饰的碱基上的甲基，将 m6A 转变为 A，二

者共同维持细胞内的 m6A 甲基化的动态平衡 ；另

外，相关 RNA 结合蛋白可识别 mRNA 上的 m6A 甲

基化修饰位点，参与并调控转录后修饰过程 ( 图 1)。  
2.1　m6A甲基转移酶

m6A 甲基转移酶是一种重要的催化酶，被形象

的称为“书写器”。m6A 修饰主要由甲基转移酶复

合体 (methyltransferase complex, MTC) 催化形成。

目前已知，甲基转移酶 3/14 (methyltransferase-like 
3/14, METTL3/14)、肾母细胞瘤 1 关联蛋白 (Wilms’ 
tumor 1-associating protein, WTAP)、m6A 甲基转移

酶相关病毒 (vir like m6A methyltransferase associated，
VIRMA，也称 KIAA1429) 及 RNA 结合基序蛋白 15/ 
15B (RNA binding motif protein 15/15B, RBM15/15B)
均为 m6A MTC 的核心组成部分 [11-14]。锌指结构域包

含蛋白 13 (zinc finger CCCH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13, ZC3H13)，它也是mRNA m6A MTC的一部分 [15-16]，

它们形成的复合物共同发挥催化功能。此外，甲基

转移酶 16 (methyltransferase-like 16, METTL16) 是一

种独立的 m6A 甲基转移酶 [17]。

METTL3 是最早被鉴定的 m6A 甲基转移酶 [11]，

是 m6A MTC 的核心组分。METTL3 有两个关键结

构域，分别用于结合 SAM 和催化 m6A 的形成 [18]。

METTL3 自身具有催化能力，且在真核生物中高度

保守。METTL3 主要分布在众多 RNA 加工相关的

因子聚集的核斑点，这提示 m6A 对 RNA 加工的调

控具有重要意义 [19-20]。

METTL14 是 m6A MTC 的另一组分，METTL14
与 METTL3 高度同源，但 METTL14 不与 SAM 结

构域结合，不具有单独的 m6 A 甲基转移酶催化功

能 [21]。生化表征表明，METTL14 可与 METTL3 以



刘　慧，等：mRNA 6-甲基腺嘌呤修饰及其调控蛋白在神经系统中的作用第1期 47

1:1 的比例形成二聚体 , METTL3 作为催化亚基，

METTL14 在底物识别中起着关键作用，二者相互

作用，增强催化能力 [22]。

 WTAP 是 m6A MTC 的调节亚基，缺少催化区

域，虽为 MTC 核心成员，实际上并无甲基转移酶

活性，主要通过与 METTL3 和 METTL14 相互作用

将 MTC 定位于核斑点，进而调控 MTC 与靶标 RNA 
结合，最终影响 m6A 水平 [12]。敲除细胞内的 WTAP，
mRNA中m6A的下降趋势会比敲除METTL3或METTL14
更显著。WTAP是剪接因子，这表明m6A会影响mRNA
的可变剪接 [20]。

通过对 m6A 甲基转移酶核心组分的蛋白质进

行免疫沉淀 - 质谱分析发现，VIRMA (KIAA1429)
存在于 m6A MTC 中 [13]，KIAA1429 的 N 末端能聚

集甲基转移酶催化的核心组分 METTL3/METTL14/
WTAP，从而实现对 mRNA 中固定点的 m6A 水平

调控。敲低A549细胞 (腺癌人类肺泡基底上皮细胞 )
中的 KIAA1429，m6A 修饰水平会大幅度降低，还

发现，其降低幅度大于敲低 METTL3 和 METTL14
所引起的 m6A 水平变化 [13]。除此之外，VIRMA 可

帮助 m6A 优先定位于 3′ 非翻译区和终止密码子附

近区域 [23]。

ZC3H13 也是 MTC 的组成部分，它是将复合

物锚定在细胞核内的关键，能够结合 WTAP 从而使

WTAP 固定于核内而不被转运到核外，以确保有足

够的甲基化酶复合物存在于核内，并对转录合成的

mRNA 进行甲基化修饰 [15-16]。

RBM15/15B 没有催化功能，但它们可与 METTL3
和 WTAP 相结合，并将 METTL3 和 WTAP 引导到

特定的 RNA 位点。RBM15/15B 在 RRACH 序列位

点的结合比非甲基化位点高 3~4 倍。RBM15/15B
可以结合富含 U 的区域并可能促进特定 RNA 的甲

基化。研究发现，单独敲除 RBM15 或 RBM15B 可

小幅度降低细胞 mRNA 中的 m6A 水平；二者同时

敲除可导致 mRNA 中 m6A 水平显著下降 [24]。

METTL3 的同源蛋白 METTL16，是一种新发

现的独立 RNA 甲基转移酶。通过动态调控 U6 snRNA
和靶 mRNA 的 m6A 修饰，从而调节细胞内的 SAM
水平 [25]。

2.2　m6A去甲基化酶

m6A 去甲基化酶又被称为“消码器”，能够将

m6A 转变为 A。在真核生物中，目前只鉴定出

ALKB 家族的脂肪与肥胖相关蛋白 (fat mass and 
obesity-associated protein, FTO) 和 ALKB 同源蛋白

5 (alkB homolog 5, ALKBH5) 属于该类转移酶。

FTO 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m6A 去甲基化酶，该

图1  mRNA m6A调控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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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证实了 m6A 是一个可逆的 mRNA 修饰过程。

FTO 起初是作为一种与肥胖相关的基因而被熟识 [26]，

直到何川教授团队发现它能够催化 m6A 发生去甲基

化反应，才将其与表观转录联系起来。敲除 FTO
基因，明显增加 mRNA 中 m6A 含量；而过表达

FTO 基因，显著减少 mRNA 中 m6A [6]。随着 m6A
修饰机制研究的深入，还发现了 FTO 的其他底物，

包括 N1- 甲基腺嘌呤 (N1-methyladenosine, m1A) 和
N6,2′-O- 二甲基腺嘌呤核苷 (N 6,2′-O-dimethyladenosine, 
m6Am) [27]。其中，细胞核的 FTO 介导 m6A 的去甲

基化，细胞质中的 FTO 介导 m6Am 和 m6A 的去甲

基化。此外，在 FTO 介导的 m6A 去甲基化过程中，

检测到了两种中间氧化产物，即 N6- 羟甲基腺苷

(hm6A) 和 N6- 甲酰腺苷 (f6A)，由于其结构不稳定，

最后都转变为正常的腺苷酸 (A) [28]。在小鼠前脂肪

细胞中，FTO 通过调控脂肪因子的 m6A 水平影响

剪接因子 SRSF2 (serine/arginine rich splicing factor 2, 
SRSF2) 的 RNA 结合能力，进而调控 mRNA 前体的

剪接过程 [29]。

在发现 FTO 后不久，又鉴定 ALKBH5 为第二种

哺乳动物 m6A 去甲基酶 [30]。ALKBH5 也属于 ALKB
家族，在 mRNA 加工等生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调控作用。ALKBH5 只对单链 RNA 或 DNA 上的

m6A 修饰进行去甲基化，与 FTO 的氧化去甲基化

有所不同，它是直接将 m6A 逆转为腺苷，尚未检测

到中间产物 [31]。相比之下，ALKBH5 的催化效率

要低于 FTO。研究发现，ALKBH5 通过调控剪接因

子 ASF/SF2 (alternative splicing factor/splicing factor 
2, ASF/SF2) 的磷酸化水平，影响 RNA 代谢过程。

当 ALKBH5 缺失时，ASF/SF2 的磷酸化水平降低，

增强了 mRNA 与依赖出核因子 TAP-P15 的相互作

用，促进了 mRNA 的出核过程；当 ALKBH5 过表

达时，ASF/SF2 过度磷酸化并参与 mRNA 前体剪

接过程 [30]。另外，敲低 HeLa 细胞中的 ALKBH5，
m6A 水平升高，mRNA 合成的速度加快，但稳定性

会略微降低。

目前，在真核生物中，还只鉴定到 ALKB 家

族的这两种蛋白质会对 m6A 修饰水平产生显著的影

响，是否还存在新的去甲基化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mRNA m6A结合蛋白

m6A 结合蛋白又称“读码器”，这类蛋白质能

够识别 m6A 甲基化修饰的碱基位点，可直接或间接

与其结合，进而影响下游生物学效应。直接结合是

由 RNA 结合蛋白上专门识别 m6A 甲基化修饰的特

殊结构域 ( 如 YTH 结构域 ) 介导的；间接结合则是

依靠甲基化诱导的 RNA 解螺旋 [32]。目前，已鉴定

到多种 m6A 结合蛋白，包括含有 YTH 结构域的

RNA结合蛋白(YTP)、不均一核糖核蛋白(heterogeneous 
nuclear ribonucleoproteins, HNRNP)、真核起始因子

3 (eukaryotic translation initiation factor 3, eIF3) 和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 2 mRNA 结合蛋白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2 mRNA binding proteins, IGF2BPs) 等 [33-37]。

含有 YTH 结构域的 RNA 结合蛋白包括 YTH
结构域家族 1/2/3 (YTH domain family 1/2/3, YTHDF1/2/3)
和 YTH 结构域包含蛋白 1/2 (YTH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s 1/2, YTHDC1/2)。此类蛋白质的 C 末端都

有一个特殊结构域，即 YTH 结构域，它与 m6A 的保

守基序 RRACH 重叠，介导 RNA 特异性结合 [38-39]。

YTHDC1 的识别位点主要存在于胞核内，其他

YTH 结构域的 RNA 结合蛋白均可在胞质中特异性

识别发生了 m6A 修饰的 mRNA。YTHDF1 能与翻

译起始因子和核糖体结合，从而提高翻译效率；作

为首个被发现的 m6A 结合蛋白，YTHDF2 的主要

作用是促进 mRNA 的降解 [40] ；YTHDF3 与 YTHDF1
协同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并通过 YTHDF2 介导 m6A
修饰的 mRNA 的衰变 [41-42]。YTHDC1 可招募剪接

因子调节 mRNA 的剪接 [43-45]，YTHDC2 通过识别

m6A 修饰位点，加快修饰后的 mRNA 降解速度并

提高相关蛋白的翻译效率 [46]。

HNRNP 家族中，HNRNPA2B1、HNRNPC 和

HNRNPG 均能够识别 mRNA 上 m6A 甲基化修饰位

点。HNRNPA2B1 具有结合 m6A 修饰的 RNA 底物

的能力 , 并参与调控 miRNA 前体加工以及 mRNA
的选择性剪接等生物学过程 [34]。通常情况下，RNA
结合蛋白的结合序列会隐藏在 RNA 结构化区域内，

抑制了 RNA 与之结合。然而，mRNA m6A 甲基化

修饰会削弱腺嘌呤碱基 (A) 与尿嘧啶碱基 (U) 之间

的氢键作用，改变 RNA 结构，暴露结合序列，促

使 RNA 结合蛋白与 RNA 相结合，学界将 m6A 这

一功能称为“RNA 结构开关”[20, 47]。研究发现，

HNRNPC 与 HNRNPG 不能直接与 m6A 甲基化修饰

位点结合 , 但可依赖 m6A 的 RNA 结构开关功能，

介导含有m6A修饰的转录本的选择性剪接过程 [32]。    
eIF3 作为哺乳动物细胞中最大的真核启动因

子，在真核翻译的启动中起关键作用 [48]。研究表明，

eIF3 可以直接与 mRNA 5′ 非翻译区的 m6A 结合，

从而促进 mRNA 的翻译 [36]。

IGF2BPs 也是一类不含 YTH 结构域的 m6A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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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蛋白，IGF2BPs 主要包括 IGF2BP1/2/3，IGF2BPs
可与含有 GG(m6A)C 序列的 RNA 优先结合，并促

进其靶 mRNA 的稳定性和翻译 [37, 49]。

随着 RNA 识别位点的精确定位以及高通量测

序等技术的应用，更多的 m6A 结合蛋白被发现，这

使复杂多变的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调控功能逐

渐被解析。

3　m6A甲基化修饰对神经系统发育的调控

研究表明，m6A 甲基化修饰与其调控蛋白在神

经系统中含量丰富，m6A 修饰在维持大脑与神经系

统的正常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神经

发育的不同阶段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有研究证

实，m6A 修饰与其调控蛋白在神经系统发育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调控作用。

3.1　神经细胞生长发育

神经干细胞 (neural stem cells, NSCs) 是一类多

潜能的、能够自我更新和分化的原始母细胞。NSCs
具有通过细胞分裂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可分化

为特定的细胞类型，如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等。

在发育过程中，mRNA m6A 甲基化通过转录后修

饰和相关催化酶调控 NSCs 的自我更新、生长和发

育 [50]。研究表明，mRNA m6A 甲基化对 NSCs 生长

和发育具有调控作用。METTL3 或 METTL14 缺失

会影响 NSCs 的细胞周期进程，延长 SG2-M 阶段

的时间，从而延缓了出生后小鼠皮层神经元的产

生 [51]。敲除 NSCs 中 Mettl3 基因可减少 m6A 含量，

导致 mRNA 半衰期延长和剪接异常，进而严重影

响 NSCs 的增殖与分化，使大脑皮质和小脑发育受

损严重，甚至会导致胚胎早期死亡 [52-55]。METTL14
还是维持 NSCs 于未分化状态的关键性物质，在胚

胎 NSCs 中，通过 Cre/loxp 系统特异性敲除 Mettl14
降低了 NSCs 的增殖能力 [51]。另外，在 YTHDF2
缺失小鼠中也观察到 NSCs 分化和增殖能力降低，

神经发育受损，甚至会有胚胎发育晚期致死现象 [56]。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可提高神经元存

活率，调控突触可塑性，敲除 FTO 会使 BDNF 信

号通路相关转录本 (Bdnf、Pi3k、Akt1、Akt2、Akt3
和 S6k1) 的 m6A 甲基化水平升高，从而促进其降解，

导致成体神经干细胞 (adult neural stem cells, aNSCs)
的增殖能力减弱 [57]，提示 FTO 也是神经细胞发育

过程中重要的调控因子。

3.2　轴突生长

m6A 修饰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元轴突 mRNA 的

翻译来影响轴突的生长，在背根神经节 (dorsal root 
ganglion, DRG) 和背侧脊髓 (dorsal spinal cord, DSC)
轴突中，发现 m6A 甲基化水平增加以及 m6A 调控

蛋白 FTO 和 YTHDF1 高表达。抑制 FTO 的表达，

会使 DRG 神经元中 m6A 甲基化水平增加，特别是

轴突生长相关蛋白 43 (growth-associated protein-43, 
GAP-43) mRNA 中的 m6A 水平显著升高，进而抑

制轴突 GAP-43 mRNA 的翻译，抑制小鼠 DRG 神

经元的轴突延伸，表明平衡的 m6A 水平对于轴突生

长十分重要 [58-59]。若下调 DRGs 中的 METTL14 或

YTHDF1，会抑制再生相关基因的蛋白质翻译，减

弱轴突再生功能 [60]。而在小鼠 DSC 神经元中，轴

突引导受体 Robo3.1 mRNA 中的 m6A 位点突变或

敲低 / 敲除 YTHDF1 都会导致 Robo3.1 表达降低，

引起脊髓中的轴突引导能力降低 [61]。此外，还在

METTL14 敲除小鼠中发现，METTL14 可抑制磷酸

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基因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的表达，进而影响视网膜神经元轴

突再生能力 [62]。

由此可见，m6A 甲基化修饰及其调控蛋白可通

过影响轴突的生长相关蛋白，掌控着轴突的生长发

育的多个方面，包括轴突延伸、轴突再生和轴突引

导能力，这表明平衡的 m6A 水平对于最佳轴突生长

十分重要。

3.3　小脑发育

研究发现，小鼠小脑的 m6A 修饰水平高出大

脑皮层两倍，这表明 m6A 甲基化对于小脑发育至关

重要 [52, 63]。m6A 在小脑中的表达受其发育调控，且

不同类型的小脑细胞和小脑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差

异。在小脑发育过程中，m6A 甲基转移酶 (METTL3、
METTL14 和 WTAP) 和去甲基化酶 (ALKBH5 和 FTO)
的整体表达水平逐渐下降，但其表达水平在不同类

型小脑细胞中变化趋势并不相同。例如，m6A 相关

酶在内部颗粒层细胞中的表达随着年龄增加而降

低，而在浦肯野细胞中则增加。在 METTL3 缺陷

小鼠的小脑中，凋亡相关基因 (Dapk1、Fadd、Ngfr)
和突触相关蛋白基因 (Grin1、Atp2b3、Grm1、Lrp8)
的 mRNA 甲基化水平降低，导致小脑颗粒细胞发

育不良或凋亡 [52]。m6A 甲基化与去甲基化的动态

调控过程贯穿小鼠出生后小脑发育的整个过程，

ALKBH5 基因敲除小鼠在低压低氧的环境中，其小

脑 mRNA m6A 甲基化水平显著上升，RNA 的出核

过程被加快，小脑表型、神经元结构、细胞分化和

增殖均出现异常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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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m6A 甲基化修饰及其调控蛋白参与了小

鼠小脑的发育，且异常的 m6A 甲基化修饰水平会导

致小鼠小脑发育缺陷。

4　m6A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关联 

随着 RNA 检测技术的发展以及对 m6A 修饰的

神经生物学功能研究的深入，mRNA m6A 甲基化修

饰已成为神经科学领域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成

为更加全面地探索神经系统疾病的一个新方向。脑

组织中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水平改变会影响大

脑发育及神经细胞功能，导致神经系统重要功能紊

乱与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而在一些神经系统

疾病中也常常检测到 m6A 修饰的动态失衡。

4.1　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 AD) 是一种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占所有痴

呆类疾病的 50%~70%，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65-66]。

虽然大量研究表明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形成的老年

斑和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形成的纤维缠结是 AD 的

主要病理特征，但其具体的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

楚 [67-69]。

与对照小鼠相比，APP/PS1 双转基因 AD 小鼠

的海马和皮质中 m6A 甲基化水平升高，METTL3
的含量也升高，而 FTO 表达降低 [70]。这些变化可

能加剧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突触素沉积降低，导

致突触生长异常，引起突触功能障碍，mRNA m6A
甲基化正向调控神经元或突触的生长发育、结构可

塑性以及神经冲动传递等。在 3 × Tg-AD 小鼠模型

中，过表达 FTO 可激活雷帕霉素靶蛋白 (mTOR) 信
号，神经元 tau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升高；敲除 FTO
则降低 mTOR 信号，降低 tau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

但 tau 的 mRNA 和蛋白质水平不受影响。表明 FTO
能通过激活 mTOR 信号通路，促进 tau 蛋白磷酸化，

进而促进 AD 的发生 [71]。流行病学数据已经表明，

糖尿病和肥胖是 AD 发病的高危因素 [72]，FTO 作为

脂肪与肥胖相关蛋白，其过度表达会导致食量增加

并引起肥胖；且 FTO 基因表达水平与人类大脑皮

质胰岛素抵抗有关，胰岛素抵抗正是 2 型糖尿病发

病的关键环节 [73]。由此可见，FTO 与 AD 发病存在

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但 m6A 甲基化修饰对 AD 的影

响仍需进一步探索，FTO 是否以 m6A 去甲基化酶的

形式影响着 AD 的发生，还未可知。

4.2　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PD) 也是一种常

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脑黑质致密部多巴胺能神

经元早期变性死亡和路易小体的出现是其主要病理

特征，导致纹状体多巴胺缺乏、多巴胺与乙酰胆碱

递质失衡 [60]。PD 的主要症状为运动缓慢、缺乏自

发运动、静息性震颤和肌僵直等 [74-75]。研究显示，

PD 的发生与表观遗传修饰密切相关，mRNA m6A
甲基化修饰与其调控蛋白在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PD 的细胞模型神经毒素

6- 羟基多巴胺 (6-hydroxydopamine, 6-OHDA) 诱导

的 PC12 细胞中，m6A 甲基化含量减少，FTO 高表达，

而 ALKBH5 无明显变化；而在 PD 大鼠模型中，m6A
甲基化含量在全脑组织、海马、皮质和中脑中无显

著差异，但在纹状体区域明显降低，且 ALKBH5
表达明显增加，FTO 无显著变化。多巴胺能神经元

内过表达 FTO 降低其 mRNA m6A 修饰水平，可诱

导离子型谷氨酸受体 1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1, 
NMDAR1) 的表达，促进氧化应激和 Ca2+ 内流，促

使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或凋亡 [60] ；而敲除 FTO 基

因可通过减少 NMDAR1 的表达引起多巴胺能神经

元的抗凋亡效应 [76]。由此可见，m6A 甲基化修饰通

过调控 NMDAR1 的表达影响着多巴胺能神经元存

活。因此，mRNA m6A 甲基化修饰在 PD 的发病机

制中发挥重要作用，FTO 有望成为治疗 PD 的有效

药物。

4.3　胶质母细胞瘤

胶质母细胞瘤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
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最具有侵袭性和致死性的原发性

脑肿瘤，发病率占所有脑肿瘤的 80% [77-78]。胶质瘤

干细胞是一组具有促进肿瘤生长和侵袭能力的细

胞，对放疗和化疗均有很强的抵抗能力，胶质瘤干

细胞的存在提示 GBM 患者预后较差。在 GBM 患

者切除的肿瘤组织中，METTL3高表达，提示METTL3
参与 GBM 的发生发展过程 [79]。METTL3 在调节胶

质瘤干细胞的致瘤潜能方面的作用仍有争议。最初

的研究认为 METTL3 是一种肿瘤抑制因子，因为体

内敲除 METTL3 会促进肿瘤进展和恶化生存 [80-81] ；

但在 GBM 细胞系 U251 中过表达 METTL3 可抑制

细胞的迁移和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 [81] ；降低

METTL3 的表达可以防止神经胶质瘤重编程因子

Sox2 的转录本发生 m6A 甲基化，导致胶质瘤干细

胞凋亡和放射增敏，降低小鼠肿瘤的大小 [82]。另一

方面，METTL3 被证明可以调节 RNA 腺苷脱氨酶

1 (adenosine deaminase RNA specifific 1, ADAR1) 和载

脂蛋白 B mRNA 编辑酶催化亚基 3A (apolip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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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RNA editing enzyme catalytic subunit 3A, 
APOBEC3A) 等与致癌信号转导和 RNA 编辑相关

的转录本 [83]，METTL3 也可以通过促进剪接因子

SRSFs 的表达来驱动胶质瘤的生长 [84]。因此，不同

的研究认为 METTL3 既可以作为肿瘤抑制因子，也

可以作为肿瘤启动子，这可能是由于胶质瘤的高度

异质性。除此之外，ALKBH5 的缺失可使肿瘤发生

关键转录因子叉头框蛋白 M1 的转录本过度甲基化，

其转录和翻译被抑制，从而抑制了胶质瘤干细胞的

增殖能力和致瘤性 [85-86]。

目前的结果表明，m6A 甲基化修饰在 GBM 发

病机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mRNA m6A 甲基化修饰

有望成为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新靶点。

4.4　其他脑疾病

除了上述中枢神经系统疾病，mRNA m6A 甲基

化与其调控蛋白也被证明与其他多种神经发育和神

经精神疾病有关。脆性 X 综合征是由脆性 X 智力

低下蛋白 (fragile X mental retardation protein, FMRP)
缺失引起的神经发育性疾病，FMRP 能够识别其

mRNA 上的 m6A 甲基化位点并与之结合促进其核

输出，进而调节神经分化。FMRP 还可与 m6A 结合

蛋白 YTHDF2 相互作用，共同调节 mRNA 的稳定

性 [87]。ALKBH5 基因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抑郁症

的各种临床特征相关，包括焦虑、发育迟缓和认知

功能障碍 [88]。研究发现，过表达星形胶质细胞中的

环状 RNA STAG1 可抑制胞质中的 ALKBH5 向核

内转运，降低脂肪酰胺水解酶 FAAH 转录本的 m6A
修饰水平，可减轻星形细胞功能障碍和抑郁样行

为 [60, 89]。ALKBH5 还被发现是一种罕见的神经发育

障碍疾病 Smith Magenis 综合征的致病基因 [90]。在

东亚人群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发

现，YTHDC2 是其风险基因之一 [91]。总的来说，m6A
甲基化修饰与其调控蛋白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关系

密切。

5　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述，mRNA m6A 甲基化在神经系统中表

达丰富，对神经系统发育和正常功能有着极其广泛

的影响，在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小脑发育和轴

突生长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参与了多种神

经系统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然而，mRNA m6A 甲基

化修饰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关联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

域，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比如，在多种神经系

统疾病均能观察到 m6A 失调，但 m6A 修饰在这些

神经系统疾病病理进程中具体扮演什么角色尚未完

全了解，它在疾病归转中的作用以及 m6A 修饰如何

调节正常脑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随着 mRNA
测序技术和酶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 RNA 表观转录

组学研究的深入，对 m6A 修饰酶体系的认识也在逐

步完善，关于 m6A 甲基化修饰在神经系统发育和神

经系统疾病中的作用研究也将不断深入。在不久的

将来，有望研发出与 m6A 调控蛋白相关的药物可用

于临床，为干预和防治诸多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找到

新的有效手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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