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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律基因调控成骨和破骨活动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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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的近日节律系统是以节律基因为核心，调控２４ ｈ体内多种节律性生理活动的主要机制。成骨活动与破骨

活动两者的动态平衡是骨组织行使功能的基础。节律基因与成骨和破骨活动关系密切，在骨重
建中起到重要调控作用，可能为骨再生医学的调控靶点。本文将综述近日节律系统的构成及近
年研究节律基因调控成骨和破骨活动机制的新进展，可能为骨再生重建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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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l circadian timing system of human is a major regulatory network mainly interacting circadian

genes for regulating 24 h rhythms of many metabolic and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The dynamic balance of osteogenesis and
bone resorp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normal bone function. The circadian gen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steogenesis
and bone resorption, play an essential regulatory role in bone remolding and may be targets of bone regenerative medicine.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circadian timing system structure and the recent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osteogenesis and bone resorption. We aim to possibly determine a novel approach for bone re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v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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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系统是为适应外界规律性环境变
化，如光线、进食等，而形成的以节律基因为核
心，管控生物体内的节律性生理和行为活动的机
制。人的近日生物节律即生物钟，以大约24 h为
周期，适应地球的自转[1-2]。
生物节律系统被认为是管控细胞功能的主要
机制之一，可调控体内广泛细胞的节律性生理过
程，包括内分泌、代谢、免疫、心率、血压、体
温等[3-4]。节律紊乱与多种疾病发生有关，诸如睡
眠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疾病，还可能影响肿瘤发生[5-7]。
生物节律对骨组织代谢也具有重要意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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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8]发现，节律基因可直接或间接影响骨组织密度
等表型参数；另一方面，成骨细胞节律基因表
达，调控下游一系列节律相关的细胞信号通路；
破骨细胞参与的骨吸收活动由很多激素及细胞因
子等控制，也呈现出一定的生物节律性[9]。骨形成
与骨吸收活动的动态平衡维持了骨组织的正常生
长及代谢活动，否则可能引起骨组织硬化、骨质
疏松及退化吸收等疾病[8,10]。
本文将对节律基因参与影响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代谢的相关机制研究进
展作一综述。
1 节律基因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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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全身的细胞几乎都具有生物节律，生物
节律的中央控制中枢位于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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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从视网膜至下丘脑路径传入的外界环境光线
信号和社会环境信号等，通过神经元信号和体液
信号的传递调控大脑其余部位和周围组织细胞的
生物节律。
周围组织细胞还可接收并整合其他的生物刺
激和信号以调控细胞自身的生物节律[11-12]。研究[5]
发现，当体内的器官组织不接收外界环境信号
时，节律性生理过程依然继续维持，归结于体内
本身存在一个生物节律系统以预测昼夜循环和外
界环境变化。
生物节律系统可以理解为一个整合系统，统
一存在于中央中枢以及周围组织细胞中，起于节
律基因以约24 h为周期的高低波动表达，通过下
游节律控制基因以及信号通路，最终实现节律性
的生理行为输出 [13]。从细胞水平上来讲，生物节
律是由一系列基因所形成的，即节律基因，其主
要特点是以约24 h波动表达的时间周期效应，包
括Bmal1、Clock、Per、Cry、Rev-erbα、ROR基因
等[14]。
节律的形成机制是由于节律基因及其编码的
蛋白质转录因子构成连锁的负反馈转录翻译调控
环路，Bmal1基因是负反馈环路中重要的正性调控
基因，其编码的转录因子脑和肌肉芳香烃受体核
转运样蛋白（brain and muscle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nuclear translocator-like protein，BMAL）1
为负反馈环路中重要的正性调控因子，BMAL1和
另一转录因子CLOCK形成异质二聚体，在细胞核
中可激活Per和Cry基因转录，而后两者负调控前
者异质二聚体的转录表达[1]。
另外，Bmal1、Rev-erbα、ROR基因也构成一
个反馈调节环，Rev-erbα基因的转录翻译负性调
控Bmal1基因，而ROR基因的转录翻译正性激活
Bmal1基因[3]。
在转录翻译后异质二聚体经历一系列磷酸
化、泛素化、乙酰化及蛋白酶体介导降解等过
程，实现周期调控 [15-17]。各个节律基因及其表达
物，相互促进或抑制转录翻译活性而构成的网
络，最终实现细胞和分子水平的周期节律性。
很多其他基因虽然不是节律基因，但是可受
节律基因直接或间接调控，比如作为节律基因的
下游基因，或是作为受节律基因调控的转录因子
的目的基因等，这类基因被称为节律控制基因[5]。
节律控制基因常常对于特定组织中的节律性生理
活动具有重要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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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骨分化
2.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种多功能干细胞，可多向
分化为成软骨细胞、成骨细胞、脂肪细胞等，对
骨组织的生长和代谢平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可
从多种组织中分离培养，包括骨髓组织、牙髓组
织、肌肉组织、脐带等[18]。
诸多学者研究发现，各个节律基因的表达异
常会引起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生物学性能改变。
有学者 [19]用体外血清休克的方法，证实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中存在关键节律基因的负反馈调节机
制。
基因Clock或基因Per沉默后，成骨标志物诸
如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骨
钙蛋白（osteocalcin，OCN）、Runt相关转录因子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RUNX）2没有
明显变化。虽然试验表明并未影响成骨分化，但
抑制成脂相关转录因子脂肪酸结合蛋白4、过氧化
物酶体增殖剂激活受体的表达，表明节律基因
Clock和Per与成脂分化具有相关性。Samsa等[8]敲
除小鼠节律基因Bmal1后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增殖和成骨分化能力受损。另有研究 [20]表明，节
律基因还可影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迁移能力和
细胞周期。
此外，ROR和Rev-erbα基因在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中也有表达，研究 [21]发现在成骨诱导中ROR
基因表达增加而Rev-erbα基因表达降低，体内实
验敲除小鼠ROR基因后，发现小鼠骨密度降低，
但未阐明ROR基因具体如何影响成骨的机制。还
有研究[22]发现，基因Rev-erbα可影响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的增殖和成骨分化，过表达Rev-erbα基因后
发现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晚期成骨活动，成
骨后期转录因子骨涎蛋白表达下降。
目前有诸多研究表明，节律基因对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的影响机制与Wnt信号通路关联紧密。Li
等[23]研究表明，2型糖尿病大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节律基因Bmal1表达降低，Bmal1基因可抑制糖
原合成酶激酶（glycogen synthase kinase，GSK）-3β
的表达而激活Wnt信号通路，过表达Bmal1可促进
成骨标志物ALP、OCN、RUNX2转录因子的表
达，继而部分恢复2型糖尿病微环境下的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的成骨分化能力。一方面GSK-3β是W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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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信号通路的抑制蛋白，另一方面GSK-3β可磷
酸化基因Bmal1以维持正常周期节律，GSK-3β的
表达与节律基因Bmal1的表达呈逆相关，因此可能
为节律基因调控Wnt信号通路的关键点[24]。He等[22]
也证实了节律基因Rev-erbα与Wnt信号通路的相关
性，Rev-erbα基因抑制Wnt信号通路，而在节律基
因网络中，Rev-erbα抑制Bmal1的转录激活。
此外，p53/p21信号通路可调控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的衰老和凋亡，Bmal1基因表达降低引起交感
神经生物钟轴失调从而抑制p53表达[25]。转化生长
因子-β超家族的下游信号传导蛋白Smad的表达在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具有节律性，BMAL1/CLOCK
异质二聚体可促进Smad3的表达，推测节律基因
可通过对Smad家族的调控影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的成骨分化[26]。另有研究[27]发现，Clock基因激活
核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经典信号通路，
NF-κB信号通路介入细胞的凋亡、炎症及成骨破
骨活动等，可能参与影响骨重建中的调控机制。
2.2 成骨细胞
成骨细胞起源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在骨
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功能细胞，其合成、分泌及矿
化骨基质，在骨形成及骨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 [28]发现，山羊下颌骨成骨细胞的增殖具有昼
低夜高的节律性，且牵张成骨处理后成骨细胞仍
具有昼夜节律性变化。骨形成与骨重建代谢活
动，一方面可通过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分泌的细
胞因子、生长因子等小分子信号调控，另一方面
还可以通过1,25二羟维生素D3（1,25-hydroxyvita
min D3，1α,25(OH)2D3）、甲状旁腺激素、瘦素等
调控[29-30]。
研究[31]显示，节律基因Clock可通过蛋白质二
硫键异构酶（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PDI）A3
调控骨形成活动。Pdia3基因被证明是受节律控制
的基因，也属于节律控制基因，节律基因Clock可
激活Pdia3基因的转录[29]。敲除Pdia3基因后会引起
诸如骨骺生长板减小和骨量降低等成骨紊乱，表
明PDIA3在骨生长与代谢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PDIA3在Ca 2+ 依赖的膜通道中可作为受体结合
1α,25(OH)2D3，继而激活Ca2+/钙调蛋白依赖的蛋白
激酶（calmodu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s，
CaMK）Ⅱ，CaMKⅡ可促进成骨细胞的分化。敲
除Clock基因后，Pdia3表达减少，引起成骨细胞凋
亡相关基因caspase3、caspase8等表达增加，促进
细胞凋亡且血浆ALP活性降低。而在Clock基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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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除后，成骨相关标志基因Runx2、ALP等和破骨
相关标志基因Acp5、Nfac1等以及血钙浓度没有显
著改变，这说明Clock基因敲除后引起的骨异常不
是由成骨或破骨功能基因异常引起的[29-31]。
生物节律还可参与介导瘦素调控骨形成的过
程中。瘦素是肥胖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主要由白
色脂肪组织合成和分泌。瘦素也可调控骨重建，
Fu等[32]研究发现，成骨细胞在敲除Per基因后，成
骨量增加。缺少Per基因的小鼠骨量增加且引起脑
室内瘦素浸润增多，成骨细胞中的节律基因表达
受交感神经系统和瘦素调控，瘦素上调AP-1基因
和周期蛋白D1的表达，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和骨形
成活动。
诸多研究均发现，交感神经系统可调控骨重
建活动。Komoto等 [9]发现，交感神经系统和地塞
米松可刺激成骨细胞中节律基因的表达和节律周
期的波动。交感神经系统对成骨细胞的作用为抑
制成骨细胞的增殖，引起骨量减少 [33]。Hirai等[34]
进一步研究发现，交感信号兴奋后，可上调转录
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3的表达，后
者与节律基因Per和Bmal1相互影响，最终会负性
调控2型环氧化酶的生成。
另有研究 [35]发现，Rev-erbα基因对α1肾上腺
素受体信号也有一定调控作用，激活肾上腺素受
体信号，可上调转录因子IL-3的表达，引起骨形
态发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
4表达降低。另外，瘦素还能调控交感神经系统，
间接影响骨形成 [36]。此外有学者 [37]研究发现，过
表达节律基因Bmal1在成骨细胞中可上调转录因子
Runx2的表达，且Bmal1基因可促进BMP2的表
达，从而促进成骨细胞的分化。但关于节律基因
如何影响成骨细胞中的下游基因及信号通路，仍
需进一步的研究。
3 破骨吸收
破骨细胞起源于骨髓中髓系祖细胞分化的单
核巨噬细胞，由多个单核巨噬细胞融合形成，主
要行使骨吸收的功能，与成骨细胞协同作用维持
正常骨代谢活动。
破骨细胞分化需要2个基本信号分子，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1和NF-κB受体激活蛋白配体（recep
tor activator of NF-κB ligand，RANKL）[38]。破骨
细胞表达特异性标志物，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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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蛋白酶（cathepsin，CTS）K等。RANKL激
活多种下游信号分子，包括原癌基因c-fos、NFκB、活化T细胞核因子（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 cell，NFAT）c1等 [39] 。研究 [5] 发现，CTSK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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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再生的作用靶点，将有助于开拓治疗骨组织疾
病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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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活动和破骨活动的动态平衡是对骨重建
和骨组织正常行使功能的基础，也是受体内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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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口腔医学杂志》加入开放科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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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计划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发起的一项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科
研诚信的计划。通过扫描OSID码，作者可以使用电脑或手机上传简短的语音、视频、文字介绍，更加立体
化地展示和传播科研成果，弥补纸刊载体的局限性，也可与本专业其他研究人员互动、交流，提升论文的
阅读量、下载量和引用率，扩大论文和作者的影响力，同时让科研过程可追溯，提升研究成果的诚信度。
读者通过微信扫描论文上的OSID码，可看到作者对文章的介绍，向作者提问，针对有探讨价值之处
与作者进一步互动沟通。
科技期刊数字化是期刊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二维码作为纸质版和数字化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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