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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交叉韧带（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损伤是一种常见的运动损伤，会产生较严重的后果。传统的基

础实验、生物力学方法大多从单一指标或靶点对ACL损伤进行相关研究，难以全面地反映ACL损伤及治疗的潜在机

制和效果。近年来，组学技术作为精准医学的新工具在 ACL 损伤的研究中有了一定的进展，包括 ACL 损伤的病因、

治疗和并发症方面。研究就组学技术在 ACL 损伤研究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关于 ACL 损伤的病因，组学研究进一步

阐明了ACL损伤解剖学因素的潜在途径与作用机制；发现成分差异可能在ACL损伤的性别差异风险中也发挥作用；

筛选出与 ACL损伤有关的基因与易感位点，并进一步补充了 ACL损伤的遗传因素。组学研究在 ACL损伤的治疗领

域有所应用，主要涉及手术时间的选择、手术方式的评价、移植物的成分分析以及治疗和康复方法的评估。组学技术

的应用也为 ACL 损伤后的创伤后关节炎（post-traumatic arthritis，PTOA）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

但其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关于ACL损伤的多组学研究、重返赛场的评价指标和PTOA的预后标志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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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交叉韧带（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损伤是

常见且较严重的膝关节韧带损伤，近年来发生率持续增

加（Kaynak et al.，2017）。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ACLR）的再损伤率较高。

据报道，在丹麦、挪威、美国、瑞典每年分别约有 4.6%、

4.3%、3.4%、3.2% ACLR 患者需要二次手术（Allahabadi et

al.，2020）。ACL 损伤易产生创伤后关节炎（post-traumat‐

ic osteoarthritis，PTOA）、关节不稳等并发症，甚至可能制

约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发展（Kharaz et al.，2020）。ACL 损

伤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美国每年约花费 76 亿美元和

177 亿美元分别用于 ACL 手术重建和康复治疗（Baker et

al.，2018）。因此，对 ACL 损伤的病因、治疗、预后、康复

等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减轻 ACL 损伤带来的影响。

目前，ACL 损伤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前交叉韧带重

建、神经肌肉训练以及重返赛场的评价指标等（季程程

等，2019）。近年来，对 ACL 运动损伤机理的研究多从解

剖学或生物力学角度出发，关于其机制的研究仍不够深

入（季程程 等，2019）。传统的基础研究方式大多从单一

指标或靶点出发对手术疗效、预后等进行评价，难以全面

反映治疗的潜在作用机制及效果。

基于基因组学（genomics）、转录组学（transcriptomics）、

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和代谢组学（metabolomics）产生的

高通量和多组学方法作为全球精准医学的新前沿，能够

高效地揭示运动和医学领域中许多疾病的病理、生理等

特征，为疾病治疗提供综合、可靠的信息（Rahim et al.，

2016）。目前组学技术在心血管、内分泌、骨科等多种系

统疾病中已有应用，在疾病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预后

判断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Hasin et al.，2017；Rodríguez

et al.，2018；Swank et al.，2020）。本文就组学技术在

ACL 损伤研究中的应用展开综述，旨在加深人们对 ACL

损伤的认识，为深入研究 ACL 损伤提供经验借鉴以及临

床治疗、康复的理论依据。

1 组学技术概述

1.1 组学研究技术概述

组学方法是高通量、数据驱动、整体和自上而下的方

法，该研究依赖与数据库的比对、统计分析以及时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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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金的投入。每种组学数据（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

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通常能够从自身角度提供与疾病

相关的差异列表，但单一的组学数据分析主要是反映反

应性过程而不是原因性过程，所以通常使用不同类型组

学数据的整合即多组学研究来阐明疾病的潜在致病性原

因，或探究能够在进一步的分子研究中测试的治疗靶点

（Hasin et al.，2017）。现将医学领域常用组学技术的概述

进行汇总（蔡江瑜 等，2017；陈聪 等，2019；戴志成 等，

2020；Hasin et al.，2017；Heaney et al.，2019；Karahalil，

2016；Pan et al.，2012；Tsuji et al.，2018），如表 1 所示。

1.2 组学在运动损伤领域运用概述

组学技术在运动损伤领域已有应用，主要涉及病因分

析、损伤易感性预测、治疗、预后和康复等方面。有研究

通过基因组学技术发现，遗传是肌腱损伤易感性的影响

因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亚型 VEGFA 基因与跟腱病风

险相关（Vlahovich et al.，2017）。未来，以运动处方和损

伤预防为目的的基因检测能够成为遗传信息的一种合

法、有效的使用方式，为不同水平运动能力和损伤倾向的

表1 医学领域常用组学技术概述

Table 1 Summary of Common Omics Technologies in the Medical Field

组学技术

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

蛋白质组学

代谢组学

定义

是指利用大样本、高通

量的测序技术在全基

因组范围研究基因的

结构、功能及其调控，

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

能基因组学和比较基

因组学

是一门在整体水平上

研究细胞中所有基因

转录及转录调控规律

的学科

是指应用各种技术手

段研究蛋白质组的一

门新兴科学。其目的

是从整体角度分析、鉴

定细胞内动态变化的

蛋白质的组成、结构、

性质、表达 水平与修饰

状态

定量测量生命系统对

病理生理刺激或遗传

修饰的动态多参数代

谢反应，是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

学“下游”的最新组学

技术

检测物质

生物的全部基因和染色

体组成

对细胞（生物体）在某种

条件下所有转录产物进

行系统研究，包括编码

蛋白质的mRNA和各

种非编码RNA（rRNA、

tRNA、snoRNA、sn‐

RNA、microRNA）

在特定时间或环境下某

个细胞或生物体基因组

表达的全部蛋白质

低分子量（≤1 000 m/z）

有机和无机化合物，是

酶介导生化反应的反应

物、中间体或产物，通常

因疾病、营养、外界环境

等而改变

检测技术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

外显子测序（exome sequencing）、

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

otide polymorphisms，SNP）、

基因芯片等

差异显示、扩增片段长度多态

性、抑制消减杂交、RNA测序

双向凝胶电泳＋质谱、液相色

谱＋质谱、表面激光电离＋质

谱、毛细管电泳＋质谱、基质

辅助激光解吸＋质谱、蛋白质

阵列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气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核磁共振

缺点

· 由于转录、翻译后

的变化以及表观

遗传学，仅通过基

因组分析很难预

测 DNA 的最终生

物学效应

· 翻译后修饰导致

数据不足

· 转录组的变化不

能 显 示“ 最 终 产

物”模式的变化

· 缺乏赖氨酸的蛋

白无法被标记

· 费用昂贵，对不作

用于整个蛋白质

组的低拷贝蛋白

不敏感

· 在等电点处易产

生沉淀

· 翻译后修饰导致

结果不同

· 存在肽共洗脱、扫

描和灵敏度限制

· MS 信号强度受所

用样品制备方法

及其分子环境影

响，存在定量问题

· 使用内部同位素

标记的标准品对

于纯粹发现驱动

的代谢组学研究

是不实际的

优势及临床意义

· 为传统遗传学研究

做了重要补充

· GWAS 技术是目前

公认最有效的检测

重大疾病相关基因

的研究方法

· 解释细胞或组织的

基因组功能元件，

揭示分子成分

· 用于认识生物学进

程和疾病发生机制

· 某 些 长 的 非 编 码

RNA能够作为生物

标记物或治疗靶标

· 能够检测样本之间

蛋白质水平的微小

差异

· 增加蛋白质鉴定的

灵敏度和准确性

· 蛋白质组学技术结

合生物信息学方法

可以为特定刺激物

对信号通路的调节

提供整体的视角

· 代谢物水平可被视

为生物体对遗传和

环境因素的最终反

应，与生物表型的

关系最密切

· 通过对大量代谢产

物的非靶向分析，

发现与疾病相关的

生物标志物

· 疾病代谢图谱可为

疾病代谢机制研究

提供新线索，最终

发现新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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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提供有价值的信息（King et al.，2020）。有研究对急

性 ACL 损伤后的膝关节滑液进行了高通量和高度多重检

测的蛋白质组学分析，为 PTOA 的早期诊断、病情进展和

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King et al.，2020）。代谢组学被

用 于 多 种 骨 骼 和 关 节 疾 病 如 骨 关 节 炎（osteoarthritis，

OA）、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疏松症等的研究，其能够阐

明与各疾病相关的潜在分子机制，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

靶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Swank et al.，2020）。

运动损伤组学研究中，常用样本有血清、尿液、关节

液、关节滑膜等。血清是代谢组学中最常用的生物体液，

也是检测广泛疾病的理想方法。与其他生物体液分析相

比，血清分析具有以下优势：能够作为随机样本、定时样

本或 24 h 样本采集；储存期间的稳定性和样品完整性强

（Zhang et al.，2012）。与血液相比，尿液样本的获取更为

方便且没有侵入性。尿液包含了人体内每个细胞的代谢

信息，从中能够找到 90%～97% 的血浆蛋白（范锦勤 等，

2013）。尿液组学可能受到生理、环境条件的显著影响，

如性别、年龄、日常节律、激素状态、饮食、运动、生活方式

和极端环境等。因此，通过尿液分析也可能检测到病理

和/或药理学条件的微小和早期变化，是临床蛋白质组学

或代谢组学研究的理想生物标志物来源，能够以更有效

和正确的方式识别潜在的疾病生物标志物（Wu et al.，

2015）。在骨骼和关节疾病的研究中，关节液能够提供比

血清或血浆更高浓度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因为关节液与

滑膜、韧带、半月板、关节囊和骨直接接触，这些组织中任

何结构和代谢的改变都可反映为关节液组成的变化。因

此，关节液样本的组学分析可能提示疾病的严重程度和

进展（Kiapour et al.，2019）。

2 前交叉韧带损伤相关组学研究

目前，组学技术已被用于 ACL 损伤相关研究中，并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包括 ACL 损伤的病因、治疗、术后

并发症特别是 PTOA 等。组学研究使人们对 ACL 损伤的

认识更加深入和全面。

2.1 前交叉韧带损伤病因的组学研究

ACL 损伤具有复杂的内在和外在病因，解剖结构、激

素水平、神经肌肉缺陷、基因和环境的作用均为潜在的风

险因素（Baker et al.，2018）。当前，研究人员通过组学研

究对 ACL 损伤的相关病因进行了补充和深化。

研究表明，解剖结构如骨的形态、关节的松弛度与

ACL 损伤存在关系（Myer et al.，2008；Sonnery-Cottet et

al.，2014）。胫骨后倾角（posterior tibial slope，PTS）越大，

ACL 二次损伤的发生率越高（Shelbourne et al.，2021）。移

植物的矢状倾角（sagittal inclination angle，SIA）越大，ACL

重建后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Hagiwara et al.，2021）。但

这些研究仅仅是对病因进行单变量分析，没有进行多因

素的深入联合分析。编码Ⅰ、V 和 XII 型胶原的基因

（COL1A1、COL5A1 和 COL12A1）内特定的基因变化与

ACL 损伤有关，但没有研究阐明上述相关性的潜在机制。

组学研究进一步阐明了 ACL 损伤解剖学因素的潜在途径

与作用机制。Baker 等（2018）通过 GWAS 发现 3 个具有中

度关联且此前未被发现的与 ACL 断裂有关的基因位点：

与 ACL 断裂和 rTTW 均相关的位点位于 1 号染色体 ROR2

基因内，ROR2 对软骨和骨骼发育有重要意义；与 ACL 断

裂和 TPA 均相关的位点位于 4 号染色体 DOCK2 基因内，

DOCK2 基因可促进滑膜炎中免疫细胞的迁移和侵袭；仅

与 ACL 断裂相关的位点位于 23 号染色体长的非编码

RNA（lncRNA）附近，lncRNA 对调节基因转录和翻译很重

要。Bell 等（2012）通过基因组学技术发现，与 ACL 损伤

风险相关的基因变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关节松弛相关。

COL1A1（rs1800012）与 更 大 的 膝 反 张 相 关 ，COL5A1

（rs12722）和 COL12A1（rs970547）仅与女性膝反张、前膝

关节松弛和一般关节松弛的较大幅度相关。该研究表

明，胶原基因的变异可能改变韧带结构和行为，产生更大

的关节松弛，从而影响 ACL 损伤风险。

大量研究发现，女性 ACL 损伤和术后再次受伤的风

险大于男性，可能与女性膝关节韧带松弛、解剖结构、肌

肉力量、激素水平等因素有关（郑亮亮 等，2014）。组学

研究表明，成分差异可能在这种差异风险中发挥作用。

在 ACL 重建中，通常使用髌腱（patellar tendon，PT）自体

移植物。Little 等（2014）基于二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确

定了男性和女性的 PT 以及 ACL 的蛋白质组差异，发现 PT

与 ACL 之间存在 29 种差异蛋白，ACL 的 I 型胶原更少、III

型胶原更多，且富含弹性蛋白、腱糖蛋白 C 和 X、软骨低聚

基质蛋白、血小板反应蛋白 4 和骨膜素。男性与女性的

ACL、PT 分别有 7 种、12 种差异表达蛋白，女性的乙醇脱

氢酶 1B 和补体成分 9 含量更高，男性的肌球蛋白含量

更高。

研究表明，ACL 损伤与遗传因素有关，易感基因主要

为胶原基因（l 型胶原基因、V 型胶原基因和Ⅻ型胶原基

因）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

相关基因（张成绩 等，2012）。研究者利用基因组学技术

筛选了与 ACL 损伤有关的基因与易感位点，对 ACL 损伤

的遗传因素进行补充和深入探究（Kirsten et al.，2020；

Laguette et al.，2020；Lulińska-Kuklik et al.，2018），如表 2

所示。

ACL 损伤的病因较为复杂。通过组学研究结合生信

分析，能够较好地探究损伤因素的内在机制及联系，但在

临床中仍需要综合考虑内在和外在因素。一项系统综述

认为，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支持 ACL 断裂和基因变异之间

的明确关联，建议对受试对象进行全基因组研究，以探索

更多潜在的基因变异（Kaynak et al.，2017）。有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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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肌腱和韧带损伤没有单一的遗传原因，现实情况中，

需要通过环境、生活方式与基因谱图结合来分析肌腱和

韧带损伤（Longo et al.，2015）。

2.2 前交叉韧带损伤治疗的组学研究

ACL 损伤后自愈能力有限，这可能与韧带损伤后关

节腔内微环境变化等原因有关（Murray et al.，2007）。

ACL 重建术是目前治疗 ACL 损伤的主要方法，影响预后

的因素较多，如移植物的选择、固定位置及方式的选择、

合并的术式等（钱驿 等，2020）。组学研究在 ACL 损伤的

治疗领域有所应用，主要涉及手术时间的选择、手术方式

的评价、移植物的成分分析以及治疗和康复方法的评估，

能够为 ACL 损伤治疗提供更全面综合、精准的理论依据

和经验借鉴。

有研究通过转录组学对 ACL 损伤后的手术时间选择

进行分析，认为急性期应该成为 ACL 修复的重点窗口。

Brophy 等（2016）使用 Agilent 微阵列平台对不同受伤时间

（急性：伤后 3 个月；亚急性：伤后 3～12 个月；慢性：伤后

12 个月）的 ACL 损伤患者的 ACL 残余物转录表达情况进

行探究，发现慢性 ACL 损伤中细胞外基质基因（POSTN、

COL5A1、COL1A1 和 COL12A1）的表达较低，急性损伤中

代表血管生成和干细胞分化的过程受到影响，亚急性损

伤中代表干细胞增殖伴随细胞成分组织/细胞定位的过程

被改变。在慢性 ACL 损伤中，肌球蛋白丝组织、细胞成分

组织/细胞定位和细胞外基质组织的转录过程受到影响。

该研究表明，ACL 的修复能力随受伤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急性 ACL 损伤的治愈潜力最大，因此急性期可以作为

ACL 修复的重点窗口。

组学技术可以作为一种评价手术方式的新方法。Ki‐

apour 等（2019）采用 LC-MS/MS 蛋白质组学方法对桥接增

强 ACL 修复术（bridge-enhanced ACL repair，BEAR）的软

骨保护作用进行探究。BEAR 是一种采用经自体血液浸

泡的细胞外基质支架修复断裂的 ACL 的手术方式。结果

表明，与 BEAR 治疗组相比，无进一步治疗组（ACLT 组）

可观察到更大的软骨损伤。主要体现为 ACLT 组维生素

K 依赖性蛋白 C 水平较高，载脂蛋白 A4 和软骨中间层蛋

白 1 水平较低，ACLT 膝关节促炎蛋白浓度高于 BEAR 组，

抗炎蛋白浓度低于 BEAR 组。因此，采用 BEAR 术修复

ACL 损伤可能维持了对细胞外基质更具保护作用的

环境。

ACL 手术重建的常用移植方式有 3 种：自体移植物、

异体移植物、人工韧带（潘知常，2018）。通过组学技术对

ACL 损伤移植物进行结构分析，可为 ACL 手术治疗提供

新的经验借鉴。Kharaz 等（2016）使用 LC-MS/MS 来确定

天然肌腱和韧带以及 3D 肌腱和韧带的蛋白组差异，发现

天然肌腱和韧带的关键结构蛋白含量不同，韧带中软骨

的蛋白含量更多。与天然组织相比，3D 肌腱和韧带构建

体含有较少的细胞外基质蛋白和较大比例的细胞相关蛋

白，具有相似的细胞外基质蛋白和细胞蛋白质组成，表明

细胞来源可能不是肌腱/韧带组织工程的重要因素。

组学技术在研究手术后续治疗方法和运动康复疗效

方面也有所应用，这有利于 ACL 损伤的康复。Kiapour 等

（2016）通过组织学和功能基因组学方法发现，关节内类

固醇注射能够减轻 ACL 切断后损伤引起的滑膜炎和胶原

降解，认为早期关节内免疫抑制可减轻损伤诱导的胶原

蛋白片段的增加；单核白细胞募集和 M1 巨噬细胞活化标

志物与胶原片段水平显著相关，并且比滑膜细胞结构的

组织学指标更具预测性。Kharaz 等（2020）使用 LC-MS/

表2 对ACL损伤基因组学相关遗传病因的研究

Table 2 Relevant Genetic Etiology Study of ACL Injury

作者

Kirsten等（2020）

Laguette等（2020）

Lulińska-Kuklik等

（2018）

受试者

病例组：102 例 ACL 损

伤受试者，对照组：116

例健康受试者

病例组：249 例 ACL 断

裂患者，对照组：210 例

健康受试者

病例组：134 名 ACL 断

裂的男性足球运动员，

对照组：211 名健康男性

足球运动员

样本来源

静脉血

静脉血

口腔上皮细胞

检测方法

靶向全外显子测序

全外显子组测序

PCR

与ACL损伤相关的调控

基因/代表性位点

凋亡调控基因CASP8/

rs13113、rs3834129、

rs1045485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家族基因：TGFBR3和

TGFBI

胶原编码基因：COL5A1/

rs12722、rs13946

生理意义

凋亡途径在肌肉骨骼损伤表

型的潜在发病机理中具有生

物学意义

TGFBR3 rs1805113的G等位

基因与ACL损伤风险的降低

相关；TGFBI rs1442的C等位

基因与女性ACL损伤风险相

关。TGFBR3和TGFBI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能影响ACL损

伤风险易感性。

COL5A1基因的变异可能与

职业足球运动员ACL损伤相

关，C-C rs12722、rs13946单倍

型对ACL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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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评估 4 周高强度跑步运动对大鼠 ACL 和内侧副韧带

蛋白质组的影响，发现短期剧烈的跑步运动干预后，ACL

中的细胞骨架蛋白、核糖体蛋白和酶表达水平较高，胶原

蛋白和蛋白聚糖等基质体蛋白也较丰富，而内侧副韧带

蛋白质组没有改变。

2.3 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并发症的组学研究

ACL 损伤会产生一系列并发症，如 PTOA、肌肉萎缩

等，对患者的运动功能、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目前，组学

技术已被用于 ACL 损伤后并发症病因、机制、防治等的

研究。

组学技术的应用为 PTOA 的诊断提供了新思路和方

法。PTOA 的诊断主要依赖临床症状、影像学资料，但病

程早期患者通常无明显症状和异常影像学表现，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 PTOA 的早期诊断。通过组学技术对生物标

志物进行监测，能够定量、动态、无创地反映关节内的变

化，有助于在出现临床症状前对 PTOA 进行早期诊断。

Mickiewicz 等（2015）发现，异丁酸盐、葡萄糖、羟脯氨酸、

天冬酰胺、丝氨酸和尿苷可作为 ACL 损伤重建后早期退

行性变化的生物标志物。Maerz 等（2018）将几种酰基肉

碱代谢物和色氨酸代谢物确定为具有高 ROC 曲线下面积

值和高预测准确度的非侵入性 ACL 断裂后 PTOA 的生物

标志物。Li 等（2020）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TOA 组

（通过 ACL 损伤诱导）表达谱改变的蛋白包括细胞色素复

合物、中间丝、转运所需的内体分选复合物（ESCRT）-III

复合物、中间丝细胞骨架和锚定连接的蛋白。

通过组学技术可以发现 PTOA 的治疗靶点。Hauden‐

schild 等（2019）认为，Cdk9 抑制或许能为细胞介导的继发

性关节损伤提供新的靶点。Zhou 等（2018）发现，miR-233

转基因模型或 miR-233 模拟物和抑制剂将用于阐明 miR-

233 调节靶点在膝骨关节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Brophy

等（2019）发现，骨膜蛋白（POSTN）升高可提供与 OA 不同

的亚急性 ACL 损伤环境的滑液生物标志物，可能引发关

节退变，为 PTOA 早期干预提供机会窗口。

目前，暂无对 ACL 损伤后 PTOA 的预后生物标志物进

行组学研究，但已有大量研究通过组学技术对原发性 OA

的预后进行探究，发现了一系列的预后生物标志物，这对

PTOA 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实际参考意义。Attur 等（2011）

发现，外周血白细胞中 IL-1β基因的过表达与疼痛加重和

膝关节炎进展风险相关。Takinami 等（2013）发现，在 OA

进展期，载脂蛋白 CI、载脂蛋白 CIII 以及甲状腺素运载蛋

白 N 端截断片段的血清浓度明显高于非进展期患者。

Zhang 等（2015）发现，中度 OA 患者的左旋甘氨酸和左旋组

氨酸表达水平低于重度 OA 患者。未来，可通过组学技术

检测 PTOA 的预后标志物，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 OA。

既往研究发现，ACL 损伤和重建术后会导致持续性

的股四头肌萎缩，这主要与疼痛、肿胀引发的关节源性肌

肉抑制有关（Fukunaga et al.，2019）。目前，有研究者通过

组学技术对 ACL 损伤与股四头肌萎缩的内在联系进行补

充。Hunt 等（2020）发现，在 ACL 损伤的前 2 周内，血清中

的几丁质酶-3 样蛋白 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1、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5、肾素和淋巴毒素 α1：β2 显著

上调，组织蛋白酶 Z、纤维蛋白原、碳酸酐酶 6、γ链纤维蛋

白原、脂多糖结合蛋白、C 反应蛋白和甲状旁腺激素 7 种

分析物的血清浓度显著降低，确定了补体和凝血级联反

应、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途径、血小板活化和饥饿素 4

种通路。该研究证明患者软骨破坏标志物MMP‐1 的初始

水平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5 的变化存在强相关

性，认为关节内炎症和软骨改变触发了相关的通信网络，

进而导致全身炎症标志物增加，最终引起骨骼肌的改变。

3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组学技术已被用于运动损伤相关研究，关于

ACL 损伤的组学研究也逐步开展。通过组学技术，可以

对 ACL 损伤研究进行补充，让其更为深入。ACL 损伤的

发生与解剖、性别、基因和易感位点等综合因素有关。组

学技术可用于检测治疗前后生物体内代谢物、蛋白质的

变化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反应通路，评价或预测治疗效

果，推断治疗作用机制；也用于探索 ACL 损伤后并发症的

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但 ACL 损伤的组学研究

尚处发展阶段，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例如，多组学技术

与不同组学仪器和设计方案的整合可以成为下一步研究

的重点；可以对 ACL 损伤后重返赛场进行组学研究，将组

学研究与运动学研究相结合，以寻找客观的评价指标以

及治疗靶点；可以对 ACL 损伤后 PTOA 的预后生物标志

物进行探究。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组学将能够在 ACL 损伤研究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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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mics Technologies in the Research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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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injury is a kind of common and severe sports injury. Traditional basic experiments and
biomechanical methods have been used to explore ACL injuries from a single index or target, but which do not reflect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ACL injury and treatment thoroughly and comprehensively. Recently, omics technologies acting as novel
methods of precise medicine have facilitated the researches of ACL injury, including its mechanisms, treatments and complication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 of omics technologies in ACL injury researches. Regarding the etiology of ACL injury,
omics studies have further elucidated the potential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of anatomical factors of ACL injury, found that
component differences may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risk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L injury, and screened genes and susceptibility
loci related to ACL injury which could further supplement the genetic factors of ACL injury. Omics studies have been performed in
the treatment of ACL injury, mainly involving the choice of operation time, evaluation of surgical approach,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graft, and assessment of treatments and rehabilitation methods. Omics studies have also provid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diagnosis, treatments and prognosis of post-traumatic arthritis (PTOA) after ACL injury. However, it still has a lot of room for
development, such as applying multi-omics technologies in ACL injury researches, exploring assessment indexes of returning to
sports and prognosis biomarkers of PTOA.
Keywords: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omic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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