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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动物实验方法
简 介
miRNA研究作为是生命科学最为热门的miRNA研究研究领域之一，动物实验已经成为阐明miRNA自身功能不可或缺的

关键环节，也是搭建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桥梁，其重要性正日益显现。

动物实验影响因素多，难度大，成本高。为了解决广大科研工作者面临的这些难题，锐博生物利用自身多年积累的先进

技术，成功开发出国际一流品质miRNA研究工具：micrON TM miRNA agomir和micrOFF TM miRNA antagomir。本产品采用

特殊化学修饰和末端标记技术，增加体内细胞的吸收作用，提高其抵抗RNA酶降解的能力；经高度脱盐处理，降低毒副作用，
使其在动物实验中操作简单，且发挥稳定和高效的作用。

应 用

micrON TM miRNA agomir和micrOFF TM miRNA antagomir 在miRNA功能实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通过模拟

miRNA的作用和竞争性抑制/特异性降解内源miRNA的作用而进行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和功能缺失性
（loss-of-function）研究。micrON TM miRNA agomir和micrOFF TM miRNA antagomir 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在复杂的环境

中能保持更长时间的活性，同时具有更高的细胞透过率，在没有转染试剂的情况下，也可以克服细胞膜等障碍而进入靶细胞

中发挥作用。micrON TM miRNA agomir和micrOFF TM miRNA antagomir 可以通过局部注射或尾静脉注射等多种方式给药，
可作用于局部的组织如大脑、肌肉、皮肤、眼睛、鼻腔、耳蜗、肿瘤块等，或者体内血管丰富的器官组织，可维持长达数周
的效果。

工 具
miRNA mimic
miRNA inhibitor
miRNA agomir
miRNA antagomir
miRNA病毒表达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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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miRNA功能研究常用工具比较

功 能

模拟高表达miRNA
竞争性抑制miRNA
模拟高表达mi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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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降解内源miRNA
高表达miRNA

作用周期
1周
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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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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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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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细胞和动物

不需要

高

细胞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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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动物实验方法
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锐博生物推出的micrON TM agomir和micrOFF TM antagomir 被证明具有良好的动物实验效果，已经应

用于脑，鼻窦，骨，附睾，脾脏，肝脏，心脏等各种动物模型的miRNA动物实验。这些采用miRNA agomir和antagomir的

miRNA动物实验中，大多数采用局部注射给药方式或尾静脉给药方式，给药周期需依据实验内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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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micrONTM agomir 和 micrOFFTM antagomir 已经应用于各种动物模型的动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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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各种组织及器官
Silencing of microRNAs in vivo with 'antagomirs'.

Krützfeldt J, et al. Nature. 2005

简 介

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风湿性心脏病房颤患者的心房标本及利用快速起博诱导房颤的实验犬心房标本，通

过miRNA表达谱芯片及定量PCR分析，发现miR-223、miR-328及miR-664在房颤标本中表达上调而miR-101、miR-320

及峭miR-449则表达下调。其中，miR-328在犬房颤标本中上调3.9倍而在人房颤标本中上调3.5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利
用腺病毒过表达miR-328的实验犬及miR-328转基因小鼠均表现出房颤易感增强、L型钙离子通道电流减弱及心房肌动作电位

时程缩短等心颤表型，而采用micrOFF TM antagomir-328抑制miR-328的作用或敲除内源的miR-328则能逆转这些现象。该
研究还揭示，miR-328在房颤中的功能可能是通过其靶标基因CACNA1C和CACNB1实现的。

实验方法与结果
miR-328转基因小鼠或野生型小鼠连续三天尾静脉注射micrOFF TMantagomir-328（80 mg/kg体重），再通过测心电图

以检验miR-328对小鼠房颤的影响。

尾静脉注射antagomir-328（80mg/kg体重）

miR-328转基因小
鼠或野生型小鼠

1天

测心电图

2天

测心电图

3天

测心电图

4天

测心电图

……
……

14天

测心电图

实验结果：
A

B

图2. 注射antagomir-328后，小鼠体内miR-328表达水平降低且房颤程度下降，而注射对照（不配对）的
antagomir则无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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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方法参考

Experimental Method Reference

通过对前期多项动物实验资料的汇总分析，锐博生物总结出以下两套经典的实验方案供研究人员参考：

一、局部给药： 适应模型：大脑、肌肉、皮肤、眼睛、鼻腔、耳蜗、移植瘤、生殖器等局部组织
操作指导：以移植瘤为例

1）注射体积和剂量：

注射体积20µl至50µl，常用注射体积为50µl；果肿瘤体积较小，为了减少注射后出现反流，可选择低量注射体积。对于初
次操作的人员，可以事先在建好的移植瘤模型上注射灭菌PBS或者注射用生理盐水，作为注射操作的预实验。
miRNA agomir推荐剂量：每次注射1~5nmol；miRNA antagomir推荐剂量：每次注射5~20nmol。
2）注射剂的配制：

以10nmol agomir冻干粉一管为例，离心后先加入50µl RNase free水进行稀释。如实验组为5只裸鼠，用量为1nmol/只，
则取5µl分装冻存。注射时，加入225µl PBS或注射用生理盐水进行稀释，取50µl在瘤体内进行多点注射，可注射3~4处；
如果是一次性用完，可直接加入灭菌PBS或者注射用生理盐水进行稀释。

注：miRNA agomir和antagomir由于涉及多种化学修饰，要避免反复冻融。如果分装规格较大，第一次稀释后需要进行分装，分装剂量按照
实验动物的数量来确定，尽量让解冻的试剂一次用完。

3）注射时间：

裸鼠后侧背部种植肿瘤细胞，长至5mm X 5mm大小时开始注射（一般建模时间需要两周左右，具体将根据肿瘤细胞的生

长速度而定）；重复注射2至4周，每三天注射一次。注射后每天测量并计算瘤体体积，绘制生长曲线。之后取肿瘤组织，
进行切片染色、qPCR、WB等实验检测抑制效果。

二、系统给药 适应模型： 循环系统（免疫系统）、作用于血流丰富的脏器（肝脏、心脏、肺脏、肾脏、脾脏）
操作指导：以免疫系统疾病模型为例
1）注射体积和计量：

通过尾静脉注射，每次注射体积200µl；对于初次操作的人员，可用Balb/c小鼠练习尾静脉注射操作，注射灭菌后的PBS
或者注射用生理盐水。

miRNA agomir推荐剂量：每次注射5~20nmol；miRNA antagomir推荐剂量：每次注射50~200nmol。
2）注射剂的配制：
miRNA agomir和antagomir由于涉及多种化学修饰，要避免反复冻融。如果分装规格较大，第一次稀释后需要进行分装，
分装剂量按照实验动物的数量来确定，尽量让解冻的试剂一次用完。

以10nmol agomir冻干粉一管为例，离心后直接加入200µl灭菌PBS或注射用生理盐水进行稀释。
3）注射时间：

针对急性模型（作用时间小于一周），建议单次高剂量注射；

针对慢性模型（作用时间超过一周），建议中低剂量多次给药，每周注射2~3次加强作用效果。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大量科研工作者的实验结果，由于miRNA本身丰度差异大，作用的部位不一，目前动物实验的miRNA agomir及antagomir
注射剂量无法建立统一标准，建议科研人员根据我们的推荐剂量结合预实验的初步结果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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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gomir &
antagomir

Ding J, et al.
Nat Cell Biol . 2010

Animal

Delivery

Doses

detection

hsa-miR-151a-5p
antagomir

mice

intrahepatic injection
with antagomir-151-5p
treated GFP-labeled
MHCC-LM3 cells

N/A

5 weeks after
injection

Wang F, et al.
J Cell Biochem .
2012

rno-miR-21-5p
antagomir

rats

0.24 mg/200 mL
applied with the F-127
20% F-127 pluronic
pluronic gel
gel

Li T, et al.
J Urol . 2012

hsa-miR-21-5p
antagomir

mice

intratumoral injection

0.2mg, 3 times per
week for 2 weeks.

35 days after the
ﬁrst injection

Shu M, et al.
Mol Cancer. 2011

hsa-miR-335-5p
antagomir

mice

intratumoral injection

0.2 mg, every two
days for 2 weeks

3 weeks after the
ﬁrst injection

Lu Y, et al.
Circulation. 2010

mmu-miR-328-3p
antagomir

mice

tail vein injection

80mg per kg body
weight, 1 to 3
consecutive days

0-14 days after
the ﬁrst injection

Li H, et al.
J Clin Invest . 2009

mmu-miR-2861
antagomir

mice

tail vein injection

80mg per kg body
weight, 1 to 3
consecutive days

4 days, 3 weeks
and 6 weeks after
the ﬁrst injection

10mg per kg body
weight, 1 to 3
consecutive days,
or every two weeks
in six weeks

2 weeks or one
month after the
last injection

21 days after
injury

Wang X, et al.
Nat Med. 2013

mmu-miR-214-3p
antagomir

mice

tail vein injection
with bone-targeting
delivery system

Zhang XH,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

mmu-miR-125b5p antagomir

mice

intranasal injection

25µg per nostril on
day 0, 2, 4

on day 5

Wang T, et al.
Am J Pathol . 2012

mmu-miR-21a-5p
antagomir

mice

dermis injection

16µg per wound for
one time

0-18 days after
the ﬁrst injection

Hu JZ, et al.
J Neurotrauma.
2013

rno-miR-21-5p
antagomir

rats

intrathecal injection

20 nmol/mL, 1µL/h
for 3 days

4 weeks after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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