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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的概念

中心法则

生命 疾病 药物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entralDogma.png


通常由含有工程化基因构建体的载体或递送系统组成，其活
性成分可为DNA、RNA、基因改造的病毒、细菌等，通过将外
源基因导入靶细胞或组织，替代、补偿、阻断、修正特定基
因，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引自2020年版《中国药典》

基因治疗的概念



体内 体外/

体内

•体细胞基因治疗

•生殖细胞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的分类



基因治疗基本原理



•1943  Avery证实遗传物质是DNA。

•1953  Watson 和Crick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

•1958  Crick提出遗传信息流的中心法则。

•1960 信使RNA（mRNA）被发现。

•1961-66 M. Nirenberg等破译遗传密码。

•1965 细菌质粒中发现耐药基因。

•1968-71 W. Arbor, D. Nathans and H.O. Smith发现利用限制

性核酸酶切割、拼接DNA片段，“上帝的礼物”。

基因治疗基础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历程



• 1972 Berg在体外切割、链接不同物种DNA，产生新的

DNA。

• 1975 首次讨论重组DNA安全性的会议在美国加州

Asilomar召开。

• 1976 年美国NIH颁布重组DNA研究指导原则。

• 1977年Sanger,  双脱氧法DNA测序。

• 1989年 HGP--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

• 2000 国际科学家合作完成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的绘制。

基因治疗基础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历程



•1984年，美国RAC建立the Human Gene Therapy Subcommittee (HGTS)。
• 1988年， HGTS收到第一个体内基因标记操作申请后， 11月批准，1989年5月22日Rosenberg首次将
外源基因-新霉素抗性基因用逆转录病毒导入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
•1990年9月4日 French Anderson进行第一次经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两例由于腺苷脱氨酶缺失导
致的免疫缺陷女孩经逆转录病毒载体将该酶基因导入骨髓细胞，试验获得成功。

基因治疗发展的历程
•1972 Friedmann和Roblin 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Gene 

therapy for human genetic disease?”提出基因治疗的概念。
•1974年，美国NIH建立RAC（The Recombinant DNA 

Advisory Committee ）。
•1980年，人类第一次尝试基因治疗，未经审批，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Martin Cline教授将重组 DNA

导入两个患乙型地中海贫血的病人（分别位于意大利和以
色列）。当年10月，Los Angeles Time详细报道了 Cline的研
究后，UCLC勒令他辞去系主任职务、削减了他的研究经费，
并在三年内限制其申请经费。
• 1982 在美国展开了有关基因治疗伦理学方面的讨论。



Ashanti de Silva. 

Ashanti was the first 

patient to be treated 

with gene therapy. 

She received 

infusions of T cells 

that had been 

transduced with a 

gene for ADA (an 

enzyme that she 

lacks), resulting in an 

amelioration of the 

symptoms of her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W French Anderson

基因治疗发展的历程

On February 2, 2007, Anderson was sentenced to 

14 years in prison. 

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288/5466/627/F1


•1994年 JSGT组建。1996年 Dr. George Stamatoyannopoulos组建ASGT，目前为
ASGCT。
•1998年8月26日，美国FDA批准第一个反义药物VitraveneTM上市。
•1999年9月17日，18岁Jesse Gelsinger因OTC（鸟氨酸甲酰氨基转移酶）基因治
疗临床试验的某些失误而死亡，他是第一例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死亡事例。FDA

和NIH对此事件的调查认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因治疗临床实验存在违规行为。
•2002.10 法国巴黎Necker Enfants Malade 医院用逆转录病毒载体携带的IL2RG基
因治疗SCID，20个患儿中5个发生白血病，造成一个死亡。
•2003年10月，中国深圳赛百诺公司产品“今又生”（Adp53)获得SFDA批准新
药证书。2005年11月，中国上海三维生物技术公司产品“安可瑞”获得SFDA批
准新药证书。
•2007-2008年，欧美四家大学医院使用AAV-RPE65治疗先天性黑曚获得成功。
•2012年11月，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Glybera上市，用于治疗LPLD。
•2013年，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异染色性脑白质障碍症， ADA-SCID，
血友病基因治疗有效相继报道。

基因治疗发展的历程



•2015年10月和12月，安进公司的溶瘤病毒药物T-Vec分别在美国和欧洲获得批准上市，这是基于单纯疱疹病
毒（HSV-1）载体的黑色素瘤的基因疗法，成为第一个被批准的非单基因遗传疾病的基因治疗。
•2016年5月，全球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基因疗法Strimvelis被欧盟批准上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批

准上市的针对儿童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进行基因修复的疗法。该项治疗是基因治疗成功走向临床市场的又
一个里程碑。
•2016年12月，Biogen旗下的首款反义寡核苷酸（ASO）基因疗法Spinraza/Nusinersen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
脊髓性肌萎缩（SMA）
•2017年8月，诺华（Novartis）的 CAR-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疗法产品 Kyrmiah

（tisagenlecleucel）获得美国 FDA 核准，是全球第一款核准的 CAR-T 疗法，为癌症治疗开启了新的里程碑
“以基因改造的免疫细胞为基础”的治疗模式。Kymriah 的适应症为复发或难治性儿童和年轻成人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ALL)。10月，FDA批准了第二个CAR-T疗法产品，Kite制药公司的Yescarta (axicabtagene 

ciloleucel)，适应症为成人大B细胞淋巴瘤。
•2017年12月，Spark Therapeutics旗下基于腺相关病毒（AAV）的基因疗法Luxturna/voretigene neparvovec-

rzyl在美国获批，用以治疗遗传性视网膜营养不良。
• 2018年8月，Alnylam旗下的首款RNA干扰（iRNA）疗法Onpattro/patisiran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用于治疗遗
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hATTR）介导的淀粉样变性伴多发性神经病。
•2019年5月，蓝鸟生物（Bluebird Bio）旗下基于慢病毒载体的Zynteglo/LentiGlobin在欧洲批准，用以治疗β

地中海贫血。

基因治疗发展的历程



• 基因水平的治疗, 理性设计

• 长效、经济

• 克服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

基因治疗的优点



Therapeutic 

Window

Time

Recombinant Protein*

Gene Therapy

Drug/Protein          

Levels

基因治疗药物与蛋白药物的比较—药物代谢动力学



•遗传性单基因缺陷病

•恶性肿瘤

•传染性疾病：艾滋病，新冠肺炎

•其它疾病，眼病、心脑血管病、
神经性疾病

基因治疗的应用领域



基因治疗的技术路径
策略很多，大致分六种：

1．基因置换（gene replacement）：用正常的基因原位替换致病
基因，使细胞内DNA完全恢复正常。这是理想的基因治疗方法，
最新的技术进步使之逐渐成为可能。

2．基因修复（gene correction）：纠正致病基因的异常部分，

正常部分保留，最终使致病基因完全恢复，最新的技术进步使
之逐渐成为可能。

3．基因修饰（gene augmentation）：又称为基因增补，将目的

基因导入病变细胞或其它细胞，其表达产物能加强或纠正缺陷
细胞的功能。这种治疗方法中，缺陷基因仍然存在。目前的基
因治疗多采用这种方式。



基因治疗的技术路径

4．基因失活（gene inactivation）：利用反义技术特异地封闭基因表达的
特性，抑制有害基因的表达，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如利用反义RNA、

核酶或核酸等抑制一些癌基因的表达，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
细胞的分化。用此技术还可以封闭肿瘤细胞耐药基因的表达，增加化疗
效果。
5．免疫调节（immune adjustment）：将抗体、抗原或细胞因子的基因导

入患者体内，改变免疫状态，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如将白细胞
介素-2（IL-2）导入肿瘤病人体内，提高IL-2的水平，激活体内免疫系统
的抗肿瘤活性，达到防治肿瘤的目的。
6．其 它：为增加肿瘤细胞对放疗或化疗的敏感性，通过给予前体药物以

减少化疗药物对正常细胞的损害。如向肿瘤细胞中导入单纯疱疹病毒胸
苷激酶（HSV-tK）基因，然后给予无毒性的单磷酸GCV药物，由于只有
含HSV-tK基因的细胞才能将单磷酸CGV转化成有毒的三磷酸CGV药物
（可终止可分裂细胞内DNA链的合成），因而肿瘤细胞被杀死，而对正
常细胞无影响。



基因治疗的技术手段

•病毒性载体

•非病毒性载体

•RNA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



病毒载体

• Retroviral vector

• Adenoviral vector

• Adeno-associated viral vector

• Herpes simplex viral vector

• Pox viral vector

非病毒载体

• Naked DNA

• DNA-liposome

• DNA-polyplex

• DNA-peptide

需要包装细胞 不需要包装细胞

基因治疗载体



病毒性载体

•逆转录病毒载体

•腺病毒载体

•腺相关病毒载体

•单纯疱疹病毒载体

•痘病毒载体

•慢病毒载体



病毒载体的顺式作用元件和经典包装方式



腺病毒载体

特点：

•可感染分裂和非分裂细胞

•不整合到染色体中

•外源基因表达水平高

•表达时间较短

•免疫原性强

适用范围：

In vivo基因治疗

肿瘤基因治疗

疫苗



腺病毒电镜照片

36 kb 双链DNA病毒，通过CAR和integrin 受体进入细胞



纤毛

DNA

六邻体

五邻体

核心

腺病毒的结构特征

腺病毒是一种没
有包膜的直径为
70～90 nm的颗
粒，由252个壳

粒呈廿面体排列
构成。人体腺病
毒已知有55种，
分为A-F六个组。

腺病毒是人们研
究的最为透彻的
一类病毒。腺病毒含13%DNA和87%的蛋白质，病毒体

分子量约为175×106。病毒基因组为线状双
链DNA，大约含35kb～36kb，



腺病毒载体侵染细胞



36 Kbp DNA Ad Genome

E1A E3E1B

E2A E4E2B

L1 L2 L4L3 L5

Therapeutic

transgene

Early Generation Adenoviral Vector

replication defective

腺病毒载体代次



E1A E3E1B

E2A E4E2B

L1 L2 L4L3 L5

Latest Generation Adenoviral Vector

“Gutless”;  Helper-dependent;  Minimal Ad

Therapeutic 

Transgene
Stuffer DNAStuffer DNA ITRITR

腺病毒载体代次



Gelsinger 事件

E1/E4-删除的腺病毒载体

6 x 1011 vps/kg 经肝动脉
灌注

全身免疫反应

多脏器衰竭 – 致死

1999年9月17日, 美国宾州大学基因治疗中心

鸟氨酸甲酰氨基转移酶(OTC)腺病毒基因治疗



美国FDA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认为：

1）考虑到男性患者的症状较重，首批18例试验者原应只包括女性，但研究人员却把

Gelsinger列为第18例临床试验者；

2） Gelsinger参加临床试验前，其血氨值已偏高，本不应列为试验对象，但宾夕法尼

亚大学仍对其实施基因治疗；

3）对Gelsinger采用了门静脉注射最大剂量的重组病毒（6X1011病毒颗粒/公斤体重）

。临床尸检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表明，门静脉大剂量注射重组病毒激发了机体致命的免

疫反应，导致病人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4）结论：临床试验存在违规行为，而与进行的基因治疗的制品本身无直接关系。

Gelsinger 事件

18岁的Jesse Gelsinger是世界上首位由基因治疗导致丧生的患者。他患先天性鸟

氨酸甲酰氨基转移酶（OTC）缺乏症（X连锁性遗传病）病症，在男性较严重，

往往引起新生男婴患者死亡。



Gelsinger 事件

James Wilson于 2009 年创办Regenxbio 公司进行
AAV专利许可，包括最近被批准的基因疗法
Zolgensma (AAV9-SMN1)，为宾夕法尼亚大学
带来利润和收益。Regenxbio 已经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在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市

James 创办的Passage Bio近期IPO

真正重要的不是批评者，也不是那些发现强者摔倒了，或
者指责他们应该做到更好的旁观者。荣誉属于被尘土、汗
水和鲜血模糊掉面庞，站在竞技场上的人。



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属于正链RNA病毒，可

高效地感染许多类型的宿主细胞，并稳定地整合
到宿主细胞基因组中。它是最先被改造且应用最
为广泛（>50%）的基因治疗载体。逆转录病毒基
因组大约10kb，含有三个最重要的基因：gag（编
码核心蛋白）、pol（编码反转录酶）和env（编码
病毒外膜蛋白）。基因排列顺序是5’—gag—pol—

env—3’。两端存在长末端重复区（LTRS）用于介
导病毒的整合。env基因中含有病毒包装所必需的
序列。

逆转录病毒载体



逆转录病毒载体

特点：

可感染分裂细胞；

整合到染色体中；

表达时间较长；

有致癌的危险；

适用范围：

Ex vivo基因治疗；

肿瘤基因治疗。



逆转录病毒载体的制备和转染



Replication cycle:

1. Attachment

2. Entry

3. DNA synthesis 

(RT)

4. Form provirus

5. RNA

6. Protein

7. Assembly and 

budding



3-10 Kb

Promoters 

or IRES



X-Linked SCID 临床试验危害事件



X-Linked SCID 临床试验危害事件

Necker Hopital for Sick Children, Paris

• 20 patients

• Bone marrow aspirate                                           

selection of CD34+ progenitors

• 3 daily exposures to retroviral vector                                                                             

carrying c chain cDNA

• Reinfusion of marrow

• 5 patients developed T cell leukemic disease between 

23 and 68 months later

• one died, four others cured.



危害来自逆转录病毒的随机整合

Science 17th October 2003Transgene insertion into the 1st intron of 

the LMO2 gene
In January 2003, when the FDA placed a temporary halt on all gene 

therapy trials using retroviral vectors in blood stem cells, in April of 

2003 the FDA eased the ban on gene therapy trials using retroviral 

vectors in blood stem cells. 



慢病毒载体

逆转录病毒家族包括致癌病毒（RNA肿瘤病毒）、狼疮
病毒以及慢病毒。慢病毒（ Lentivirus ）载体是以 HIV-1 

（人类免疫缺陷 I 型病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基因治疗

载体。区别一般的逆转录病毒载体，它对分裂细胞和非
分裂细胞均具有感染能力。慢病毒载体的研究发展得很
快，研究的也非常深入。该载体可以将外源基因有效地
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上，从而达到持久性表达。在感染能
力方面可有效地感染神经元细胞、肝细胞、心肌细胞、
肿瘤细胞、内皮细胞、干细胞等多种类型的细胞，从而
达到良好的的基因治疗效果。



慢病毒载体的结构

以HIV-1为例：HIV-1是一个双链的RNA病毒，其由9个基因所构成，gag、pol、env 3个基因编码病毒的
基本结构，tat、rev 2个调节基因，vif、vpr、vpu、nef 4个辅助基因。gap基因可以编码病毒所需的核心
蛋白；pol基因编码病毒复制所需要的酶；env基因编码病毒的包膜糖蛋白，并且可以决定病毒感染宿主
的靶向性。rev基因编码的蛋白调节gag、pol、env的表达水平，tat编码的蛋白参与RNA转录的调节，此
外两端为长末端重复系列，一般简称其为LTR，内含复制所需的顺式作用原件。



慢病毒载体的生命周期



慢病毒载体的发展



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治疗

2019年6月4日，bluebird 
bio公司宣布欧盟委员会（
EC）有条件批准其基因疗
法ZYNTEGLO上市，治疗
12岁及以上患者的输血依
赖型β地中海贫血。
ZYNTEGLO是针对这一疾
病的首款基因疗法。

在多项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们发现
75%-80%的患者摆脱了对输血的依赖
。在数据截止时，已有患者近6年（56
个月）没有接受输血。和过去频繁的输
血相比，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改变。



优点
•无致病性
•可长期表达
•可感染分裂期和非分裂期细胞
•宿主范围广: muscle, heart, retina, brain, liver, lung 

•低免疫原性

缺点
•基因容量小 < 5kb

•延迟表达,表达水平相对低
•需要高滴度产生有效转染, 10 5~6 particles/cell

•病毒制备困难

腺相关病毒载体



腺相关病毒载体特点适用范围:

•In vivo 基因治疗；

•Ex vivo基因治疗；

•遗传病基因治疗；

•获得性慢性疾病的基因

治疗。

AAV载体电镜照片



野生型 AAV-2 定点整合

Journal of Virology, April 2003, p. 4881-4887, Vol. 77, No. 8

Life cycle of adeno-associated virus

The bi-phasic life cycle of AAV. Infection results in replic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 helper virus such as adenovirus or integration and latent infection. 



腺相关病毒载体的生产 腺相关病毒复制的辅助因子

辅助病毒
腺病毒:  E1a, E1b, E2a, E4, VA RNA

单纯疱疹病毒: ICP0,ICP4, UL5,UL8,

UL52,UL29

其它:, 紫外线、γ射线照射、各种化学致
癌剂或某些代谢抑制剂 （如羟基脲），
可使产生低水平复制，提示其非缺陷性。



AAV-1：肌肉细胞
AAV-2：视网膜细胞
AAV-8：肝细胞
AAV-rh10: 神经细胞

不同腺相关病毒载体的不同组织嗜性

2012年11月2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Glybera(alipogene 

tiparvovec) ”的药物将用于治疗脂蛋白脂酶缺乏遗传病（LPLD）的患者。
Glybera是利用AAV1病毒在注入到患者体内后传递表达基因生成脂蛋白脂
酶（LPL）。每100万人就有一人或两人受累脂蛋白脂酶缺乏。 Glybera是
荷兰一家生物技术公司uniQure研发的。

2017年10月，美国FDA批准Spark公司Luxturna上市，（AAV-

2腺相关病毒），用于治疗Leber先天性黑矇（LCA）。



• 裸DNA   质粒

• 噬菌体

• 脂质体或质脂复合物

• 聚合物 聚-L-赖氨酸、聚乙烯亚胺

• 复合载体 脂质复合物、拟病毒颗粒

• …

非病毒性载体



裸 DNA

•Purified DNA (Unlimited size)

–优点 生产、贮存和质量控制简便，免疫原性非常
低，在临床实验中表现出良好效果，非常安全。

–缺点在大部分组织中表达时间非常短 ex vivo和in 

vivo

转染效率非常低无重定位(retargeting)转染能力。

•Gene gun (基因枪）微粒子轰击法

•DNA vaccine, with electric pulse（电击）

•Limited delivery area (e.g., 血管内皮细胞、肌肉细胞）



Gene gun (基因枪）微粒子轰击法





有阳性、中性脂质体、阴性脂质体以及pH-敏感的脂质体。
阳性脂质体常用于基因治疗
阳性脂质体(cationic liposome)又称阳离子脂质体，正电荷脂质体
(Positiveiy charged liposome)是一种本身带有正电荷的脂质囊泡。

阳性脂质体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阳性脂质体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基
因传递载体具有下列优点：
1）可防止基因片段被体内物质降解或中和，可将其传递到靶细胞中；
2）毒性较低、无免疫性，可生物降解；
3）可包被很大容量的基因片段；
4）可改造为靶向载体。
缺点:

1）相对于病毒载体, 转染率偏低, 目前正在不断改进提高。
2）工艺相对复杂，稳定性有待提高

脂质体



脂质体

•应用于肿瘤基因治疗：Lipo-HLA-B7 黑色素瘤 II期临床，
Lipo-HSV-TK 脑胶质瘤。
•应用于囊性纤维病变的临床试验，15名CF男性患者。9名患者
接受的脂质体中含CFTR基因，6名患者对照。脂质体滴在鼻腔
上皮上。其中一例CFTR蛋白的功能水平是健康人的20％。
CFTR功能恢复是短暂的，l周后消失，延长CFTR在人体内的表
达时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脂质体人工病毒包膜

脂质体与其它基因治
疗技术的协同作用。



*毒性 *均一性
*包被率 *稳定性



RNA治疗技术
RNA治疗是指基于RNA的靶向治疗手段，药物最终的靶点通
常是特定的RNA序列，或者药物本身就RNA分子。

常见的RNA治疗手段按药物分子结构类型和作用方式的不同
可分为

•小干扰核糖核酸（small-interfering RNA，siRNA）

•微小核糖核酸 (microRNA, miRNA)

•反义寡核苷酸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 ASO)

•适体（aptamer）

•合成信使核糖核酸（synthetic mRNA）

RNA治疗可以作用于靶向人和病毒的转录组、调节基因表达
、改变mRNA剪切、靶向参与转录、以及通过表观遗传学途
径调控非编码RNA和mRNA等。



RNA治疗技术

细胞中的各种RNA分子和作用



RNA治疗技术
• 占位机制 aptamer

• 酶促RNA降解:

1.RNaseH

2.RNA干扰
• 直接引入mRNA

2004年被FDA批准的Pegaptanib就是一
种RNA适体。它由28个核苷酸组成，
治疗新生血管性（湿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AMD）。通过特异性结合
165VEGF同种异型体，Pegaptanib能够

控制新血管的形成、增加血管的渗透
性，从而治疗这两个主要病理过程导
致的新生血管性黄斑变性。



反义核酸技术

反义核酸技术能够有效地调节肿瘤基因表达手段的一种技术。

原理是根据碱基互补配对的原则设计出能够与靶基因特异结

合RNA或DNA序列，以其影响靶基因表达，抑制其功能。

用反义核酸技术抑制基因表达的几种途径

1、用质粒载体或病毒载体转化或感染细胞，在细胞内转化出

能够与靶序列结合的反义RNA。

2、人工体外合成反义寡聚核苷酸。



反义核苷酸技术的机制：

1、与靶基因结合而被核酸酶H所降解。

2、结合靶基因5’mRNA非编码区，抑制mRNA与 40s小亚

基结合。

3、结合到靶基因mRNA的前体，影响它的有效拼接。

4、结合到mRNA影响它从细胞核到胞浆的转运。

5、影响RNA生成和降解的一套程序。



反 义 核 酸 药 物 研 发

•进行了20年基础研究

•发表论文超过10000篇

•申请专利超过1500个

•约有15个反义药物进行临床试验

•有约60个基因靶子设计了反义核酸药物

•第一个反义药物1998年8月在美国批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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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 200～300份 100,000份

反义核酸对疾病的治疗



反 义 药 物 治 疗 的 疾 病

•与基因相关疾病

•病毒病

•传染病

肿瘤，心血管疾病，哮喘，关节炎，牛皮癣，
遗传性疾病等

肝炎，HIV，流感，疱疹等



反义药物临床研究

代号/拥有者 靶/疾病 给药方式 阶段 

2302(ISIS) 
3’-UTR/ICAM-1,节断性回肠炎,牛皮癣,类风湿关节炎,溃

疡性节肠炎,肾移植 
静脉注射 IIA/B 

3521/CPG64128A 

(ISIS/Novartis) 
3’-UTR/PKC-2,卵巢癌 静脉注射 IIA 

5132/CPG69846A 

(ISIS/Novartis) 
C-raf,激酶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脑瘤,卵巢癌 静脉注射 I/II 

2503(ISIS) Ha-ras 原癌基因,各种固体肿瘤 静脉注射 I 

G3139(Genta) Bcl-2 原癌基因,非何杰金病,白血病,前列腺癌,乳腺癌 皮下注射 I/IIA 

LR3280(Lynx) C-myc 原癌基因,Stent Restenosis 冠状静脉内注射 I 

LR3001(Lynx) C-myb 原癌基因,白血病 骨髓内给药 II 

LR4437(Lynx) IGF-IR, Ex-Vitro tumor Cells 腹膜下注射 I 

GEM-132(Hybridon) Intron-exon,UL36/27,巨细胞病毒感染视网膜炎 玻璃体内给药 I/II 

GEM-92(Hybridon) Gag/HIV-1,艾滋病 静脉注射 I 

GEM-231(Hybridon) PKA-1 顽固肿瘤 静脉注射 I 

GPI-2A(Novopharm) Gag/HIV-1,艾滋病 脂质体包装,静脉注射 I 

13312(ISIS) IE-2,巨细胞病毒感染视网膜炎 玻璃体内给药 I 

 

 



目前FDA批准上市的反义核酸药物

上市时间 研发公司 药物名称 治疗疾病

1998年 ISIS（Ionis）公司 Vitravene 艾滋病人CMV感染视网膜炎

2013年 Genzyme公司 Kynamro(mipomersen)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ApoB-100

2016年 Sarepta 公司 Exondys51(eteplirsen) 外显子51跳跃型杜氏肌营养不良
（DMA）exon51 of dystrophin

2016年 Biogen/Ionis公司 Spinraza（nusinersen) 成人及儿童脊髓型肌萎缩（SMA）
SMN-1



批准上市的反义核酸药物

渐进性肌肉萎缩症DMD，是由于X染色体上编码抗肌
萎缩蛋白dystrophin的基因出现突变而导致的X连锁遗
传病。DMD主要影响男性，在男性婴儿中的发病率约
为1:3500至1:5000。抗肌萎缩蛋白的缺失或缺陷，最终
让DMD患者逐渐进展为全身性的肌无力，他们通常在
30岁之前死于呼吸或心脏衰竭。



批准上市的反义核酸药物

2019年7月12日，Sarepta Therapeutics公司治疗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DMD）的反义RNA药物Exondys 

51 (eteplirsen)，在验证性上市后研究的3项试验中，皆取得了延缓肺功能衰退的积极结果。Exondys 51

是首个经FDA批准的用于治疗特定DMD患者的创新疗法。Exondys 51在临床试验中达到了多项生物学
终点，包括正确完成外显子跳跃的RNA生成水平，抗肌萎缩蛋白的表达，及肌肉强度的增加。在上市
后研究的3项实验中，无论患者处于病情发展的哪个阶段， Exondys 51都可以延缓他们肺功能的衰退。

Exondys 51是一种Sarepta开发的

磷酰二胺吗啉代寡聚核苷酸，
靶向抗肌萎缩蛋白mRNA前体

的剪接过程，旨在引入外显子
51跳跃（exon 51 skipping），

生成截短但仍具有功能的抗肌
萎缩蛋白。据统计，约有13%

的DMD患者携带的基因突变适
合外显子51跳跃疗法。



RNA干扰技术

利用一小段双链RNA,特异性的关闭特定基因，使之“沉默”，

失去其功能。该技术不仅为基础研究中基因功能研究提供了简
单的“基因敲除”手段，同时还为病毒感染性疾病、遗传性疾
病及肿瘤的治疗开辟了新途径。

Andrew Fire 

2006年10月2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安德鲁·法
尔(右图)和克雷格·梅洛(左图)，以表彰他
们发现了ＲＮＡ（核糖核酸）干扰机制。

Craig M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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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干扰技术

⚫广泛存在于各种真核细胞内。

⚫是宿主细胞的一种防御机制。

⚫属于转录后基因沉默机制。

(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iencing , PTGS) 

⚫具有高度特异性。

⚫具有ATP依赖性。



RNA干扰技术



RNA干扰技术

2018年8月10日，美国FDA批准首款小干扰核糖核酸（small interfering 

ribonucleic acid, siRNA）药物Patisiran用于治疗患有遗传性转甲状腺素
蛋白淀粉样变性病（hereditarytransthyretin-mediated amyloidosis, 

hATTR）的成年患者，使RNA药物治疗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基因定点编辑及整合技术
（1）CRISPR-cas9技术：CRISPRs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用于基因组定点编辑
与基因整合。

Zhang Feng

Charpentier Doudna



基因定点编辑及整合技术

Science’s 2012, 2013, 2015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基因定点编辑及整合技术

（2）TALEN技术：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TALE) 

nucleases(TALENs)技术用于HBV治疗等。



基因定点编辑及整合技术

（2）TALEN技术：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TALE) 

nucleases(TALENs)技术用于白血病治疗。Cellectis 开发UCART19，治愈一
名11个月大患有不可治愈的、难治性及侵袭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
的女孩。



基因定点编辑及整合技术

（3）锌指技术：Zinc Finger， CCR5 ZF 用于HIV治疗等。



基因治疗在临床的应用

•恶性肿瘤的基因治疗

•遗传性疾病的基因治疗

•传染性疾病的基因治疗

•其它疾病的治疗



2019年-3001个临床试验

基因治疗临床应用统计（2019vs.2006)

2006年-636个临床基因治疗项目



基因治疗临床应用统计（2019vs.2006)



基因治疗临床应用统计（2019vs.2006)



基因治疗临床应用统计



肿瘤的基因治疗



肿瘤基因治疗的概念

以适当的基因转移技术将特定的外源遗传

物质导入肿瘤细胞或患者的体细胞内，通过外

源遗传物质的表达产物或其对宿主细胞本身遗

传物质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杀伤或抑制

肿瘤细胞，或为其他肿瘤治疗方法创造有利条

件的一种肿瘤生物治疗方法。



临床肿瘤治疗的方法

•手术疗法

•放疗

•化疗

•生物治疗---基因治疗



肿瘤基因治疗的类型

•表达肿瘤抑制基因/抑制激活的癌基因

•表达肿瘤免疫相关基因

•药物基因治疗

•肿瘤选择性复制病毒

•基因编辑

•细胞/基因治疗



•反义核酸

用反义核苷酸技术抑制基因转录和翻译
c-raf Bcl-2 

Isis公司 ISIS 2503,3521,5132     临床II期

•针对抑癌基因

导入抑癌基因 RB,P53,BAX 

Introgen公司 Adp53          头颈部肿瘤（III期）

表达肿瘤抑制基因/抑制激活的癌基因



•针对免疫应答细胞
目的基因有白介素、干扰素、TNF、集落刺激因子等
Transgene公司 Ad IFN-γ 皮肤肿瘤 （III期）

•针对肿瘤细胞
肿瘤细胞不表达特异性抗原，缺乏B7分子表达；
Vical 公司 DNA/lipid complex encoding HLA-B7 

antigen

转移性黑色素瘤，头颈部瘤(II期)

表达肿瘤免疫相关基因



•自杀基因疗法
自杀基因将药物前体转化而获得对细胞的毒性
Baylor 医学院 HSV-tk/GCV   复发性胰腺癌
（I期）

•增敏和耐受基因

导入的基因可增加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性和耐
受性
Titan 制药公司 MDRx1TM （I期）
增加骨髓干细胞对化疗药的耐受性。

药物基因治疗



CAR-T治疗肿瘤

2012年以来，采用嵌合抗原受体修饰T细胞治疗技术（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modified T 

cell, CAR T cell）治疗白血病，在临床上取得了异常显著的疗效。这是一项融合细胞治疗
和基因治疗的技术，需要利用慢病毒载体将抗CD19抗体基因和T细胞信号分子基因转入
病人自体T细胞，然后回输到病人体内。2013年12月，美国纽约Sloan Kettering纪念医院
肿瘤中心报道，采用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细胞治疗技术，治疗成
人B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6例受试病人中，14例达到完全缓解。

The Future Is Now: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 as New Targeted 

Therapies for Childhood Cancer. Clin Cancer Res; 2012;18(10); 2780–

90. doi:10.1158/1078-0432.CCR-11-1920)



2014年7月，美国FDA批准费城儿童医院采用
这项技术的CTL019临床试验为突破性疗法
（Breakthrough Therapies）。在该医院的
CTL019临床试验疗法中，27例患有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病人（22例儿童，5例成人），
在接受CTL019治疗后，24位病人病情得到完
全缓解。24例完全缓解的病人中，18例病人至
今处于完全缓解状态，6例病人复发（5例儿童，
1例成人）

CAR-T治疗肿瘤



诺华（Novartis）的 CAR-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疗法产品
Kyrmiah（tisagenlecleucel）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获得美国 FDA 核准，是全
球第一款核准的 CAR-T 疗法，Kymriah 的适应症为抗药性／复发型前驱 B 

细胞急性淋巴性白血病（refractory / relapse B-cell precursors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r/r B-cell ALL）且 25 岁以下的病患，其嵌合型抗原
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标的为 CD19 蛋白质，并包含 4-1BB 的共
刺激区域来增强嵌合型抗原受体之表现量与持续性。

CAR-T治疗ALL



2017年10月18日，FDA批准Kite Pharma公司的axicabtagene ciloleucel上市，
治疗成人大B细胞淋巴瘤。 axicabtagene ciloleucel是一款以CD19为靶点，以
CD28为共刺激结构域的细胞免疫治疗CAR-T产品，它通过从患者体内分离
出T细胞，并使用工程化的手段，让这些细胞表达嵌合抗原受体（CAR），
靶向CD19抗原。通过这些CAR，经过改造的T细胞能够靶向癌细胞，并对
它们进行杀伤。

CAR-T治疗DLBCL



为什么病毒可以用来治疗肿瘤

控制细胞生长、死亡和代谢的生物学过程，也同样控制着细
胞抵御病毒侵染的能力。造成肿瘤发生的信号传导通路突变



Chester Southerm

Southam CM, and Moore, AE (1952). 

Clinical studies of viruses as antineoplastic

agent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gypt 

101 virus. Cancer 5: 1025–1034.

Southam, CM (1960). Present status of 

oncolytic virus studies. Trans N Y Acad 

Sci 22: 657–673.

溶瘤病毒概念的提出

Frank McCormick



锦斯-生基可复制生产型病毒产品CDMO平台溶瘤病毒载体的选择



溶瘤病毒的技术代次

第一代溶瘤病毒：

病毒具有肿瘤特异性
，但没有功能性外源
基因的表达。

如：安珂瑞（H101）
、Reolysin、
Telomelysin、 HF10…

第二代溶瘤病毒：

病毒具有肿瘤特异性，
还带有一个功能性外源
基因的表达，也称为增
强型溶瘤病毒。

如：Imlygic（T-VEC）、
JX-594、H103…

第三代溶瘤病毒：

病毒具有肿瘤特异性，且带
更多于一个的功能性外源基
因的表达，外源基因之间的
功能相互协调，常具有肿瘤
免疫调节免疫治疗功能。

如：GO701，VG161…

第四代、第五代……





全世界第一个获得上市批文的溶瘤病毒—

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安珂瑞（Oncorine, H101）的研发

由上海三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2000年获
得临床试验批文，2005年获得新药证书，2006
年通过GMP认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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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rine 临床前研究

• 药效研究

细胞学研究

动物模型研究

• 药物分布研究

• 毒理学研究

一般药理学

急性毒性/长期毒性

• 药学研究

• 临床申报



Oncorine 临床试验病例

Total Cases SCCHN NSCLC Others

Phase I 15 3 -- 12

Phase II 176 (106a+70b) 54a 78 (8a+70b) 44a

Phase III 199 199(159c+40d) -- --

Total 390e 256 78 56

SCCH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NSCL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number of cases in phase II trial submitted to SFDA

b: number of NSCLC cases recruited in ongoing phase II trials

c: number of evaluable patients, including 105 patients submitted to SFDA 

for NDA

d: number of unevaluable patients

e: 291 treated with H101, 99 served as control
Data before Dec. 2005



Oncorine一期临床剂量爬升试验

5.0107

5.01011

5.01010

5.0109

1.51012

病毒颗粒数

每组三例

病例数

1st case , 1injection, other cases 1/per day×5days

3       6 9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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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P<0.001)

78.8%

6

35

1

9

1

Treated

(n=52)

HNSCC NPC

Control

(n=32)

Treated

(n=37)

27.1%(p<0.05)Comparison

59.4%86.5%Response rate (CR+PR)

CR

PR

MR

SD

PD

105 evaluable patients in total

Adverse events: Fever, local reaction, and flu like symptoms, all well tolerable and 

spontaneously recovered

安柯瑞在头颈部肿瘤中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Oncorine研发历程

• 1999年12月申请临床

• 2000年9月开始一期临床试验

• 2004年1月完成三期临床试验

• 2005年11月获得新药证书

• 2006年4月获得生产批文

• 2006年8月获得GMP证书



OncoVEXGM-CSF 删除ICP34.5/ICP47 表达GM-CSF 的HSV

病毒载体结构



OncoVEXGM-CSF 删除ICP34.5/ICP47 表达GM-CSF 的HSV

针对黑色素瘤II期临床结果:

⚫总有效率为 28%. 

⚫10例病人 (20%) 完全缓解. 

⚫四例病人 (10%) 部分缓解

⚫注射部位有效,包括内脏的远端部位也有效

⚫另外10例病人 (20%) 病情稳定超过3个月. 

⚫92% 的有效病例病情稳定达 7-48 个月

⚫另外2例病人治疗后经手术完全缓解. 

⚫一年生存率达 58% 两年生存率达52%. 

2009年5月,针对晚期黑色素瘤的 III期临床试验开始.

http://www.biovex.com/_images/OncoVex--MOA2.jpg


Amgen acquired BioVex in Jan. 2011

A $1 billion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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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gen’s talimogene laherparepvec (T-VEC)
meet phase III primary end point

According to top-line results released yesterday by Amgen, T-VEC led to 

complete or partial response lasting continuously for at least six 

months—a “durable response rate” (DRR)—of 16% of patients tested 

with the drug candidate during the trial, versus 2%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GM-CSF. Also, an interim analysis conducted with the DRR analysis 

showed an overall survival trend favoring T-VEC over GM-CSF.

The trial (NCT00769704) was the first late-stage clinical test of TVEC, 

and involved more than 400 patients with unresected stage IIIB, IIIC, or 

IV melanoma.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2:1 to receive TVEC 

intralesionally every two weeks or GM-CSF subcutaneously for the first 

14 days of each 28-day cycle. Treatment could last for up to 18 months.

During the trial, the most frequent adverse events observed were fatigue, 

chills, and pyrexia. The mostcommon serious adverse events included 

pyrexia as well as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cellulitis.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2015年10月27日 FDA批准T-VEC上市，商品名

⚫ FDA已于2015/10/27决议批准T-VEC上市

⚫ FDA细胞组织和基因疗法专家委员会(CTGTAC)和
抗肿瘤药物专家委员会(ODAC) 22:1的绝对优势支
持批准T-VEC用于晚期黑色素瘤的治疗。

⚫ T-VEC (talimogene laherparepvec)是由疱疹病
毒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制备的一种溶瘤病毒，能够
表达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

⚫ T-VEC直接注射入肿瘤组织，可在肿瘤细胞中大
量复制直至细胞膜破裂及死亡（即细胞裂解），
同时能够在肿瘤组织局部释放GM-CSF。T-VEC通
过2种重要且互补的方式发挥作用：引发肿瘤组织
溶解，同时激发一种全身性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 JCO 2015 May 26, 2015



安柯瑞（Oncorine）产品上市

◼ 2005.11 获新药证书

◼2015.11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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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BeneVir Biopharm 的 T-Stealth

溶瘤病毒技术平台基于HSV

载体。

Viralytics 公司的产
品CAVATAK是基
于柯萨奇病毒A21

型（CVA21）的溶
瘤病毒制剂。



2018年9月6日，加拿大溶瘤病毒公
司Oncolytics Biotech宣布将罗氏PD-

L1抗体atezolizumab 联合用药用于临
床试验。

2018年9月18日，BI宣布将以2.44亿美元收购只有临
床前资产的溶瘤病毒开发企业Viratherapeutics，他们
的技术平台是改造的VSV溶瘤病毒VSV-GP

行业动态



行业动态

2019年6月25日，TILT Biotherapeutics公司宣布，它与德国默克（Merck KGaA）和辉瑞（Pfizer）公司达成
一项研发许可和合作协议。德国默克和辉瑞公司将获得TILT公司在研溶瘤病毒TILT-123与抗PD-L1抗体
avelumab联合使用的权益，评估这一组合治疗常规方法难以治疗的实体瘤的效果。TILT-123是一种溶瘤腺
病毒，不但能够在肿瘤内部复制，裂解肿瘤并且释放肿瘤相关抗原，而且可以产生免疫刺激细胞因子TNFα

和IL-2。这些因子可以刺激病毒的复制，及达到进一步激活T细胞免疫反应的作用。这一病毒的另一优势是
它可使用肿瘤内注射或者静脉注射给药。TILT-123十分适合与抗PD-1/PD-L1疗法联合使用，两种疗法可同

时维持抗肿瘤免疫应答，通过病毒复制、肿瘤抗原扩散和细胞因子共同对抗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作用
，两种疗法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协同作用。



肿瘤基因治疗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有利因素

1.  外源目的基因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只要对肿瘤有效而对正常细胞无害

的基因均可使用。

2.  肿瘤基因治疗的对象多数为成年人，不需像遗传病基因治疗需终身使

用，而只需较短疗程。

3.  无需持续表达，阶段性表达可达到杀伤肿瘤细胞的目的。

4.  肿瘤基因治疗对目的基因的表达调控不如遗传病基因治疗要求严格。

不利因素

1. 基因转导的靶向性要高，否则会杀伤正常细胞。

2. 治疗需要高效性。



肿瘤基因治疗面临的问题

1. 应用载体进行基因转导的安全性问题：

致癌性（逆转录病毒）；

引起机体的免疫反应

2. 基因治疗的靶向性问题：

建立特殊的靶向性载体

基因治疗载体的体内分布

3.  基因治疗体系的有效性问题：

是否能高效的杀死肿瘤细胞



遗传性疾病的基因治疗



适用基因治疗的遗传性疾病

• ADA（腺苷脱氨酶缺失症）

• OTC （鸟氨酸甲酰氨基转移酶缺失症）

• X-SCID （气泡男孩）

• LPLD(脂蛋白脂酶缺乏遗传病)

• 血友病

•地中海贫血

• SMA（spinal muscular atrophy）



LPLD(脂蛋白脂酶缺乏遗传病)

2012年11月2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
“Glybera(alipogene tiparvovec) ”的药物将用于治疗脂蛋白脂酶缺
乏遗传病（LPLD）的患者。Glybera是利用AAV1病毒在注入到
患者体内后传递表达基因生成脂蛋白脂酶（LPL）。每100万人
就有一人或两人受累脂蛋白脂酶缺乏。 Glybera是荷兰一家生物
技术公司uniQure研发的。



血友病的基因治疗



血友病的基因治疗

• 1:5000 男性发病
– 80% A 型血友病缺乏 VIII 因子
– 20% B 型血友病缺乏 IX 因子

• 造成自发性流血，可以致命。

• 输入缺乏的因子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 重建 1% 的基因活性可以减少自发性流血

• 重建 10% 的基因活性可以治愈自发性流血



欧洲的祖母，欧洲的皇室病

维多利亚女王共生育了9个

孩子，其中两个女孩继承了
血友病致病基因。4个男孩
子中有3个也患有血友病，

但当时无人知晓。英国和欧
洲皇室联姻，将血友病基因
在欧洲皇室蔓延传播开来，
至少导致4个皇室陷入灾难
，其中包括俄罗斯皇室, 某

种程度上导致了十月革命的
爆发

在位63年(1837/6/20-

1901/1/22) 后代包括德国

皇帝威廉二世，英国国王
爱德华七世，挪威国王哈
康七世的王后；沙皇俄国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
后，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
世丈夫菲利普亲王等。



血友病临床基因治疗

• Ex Vivo:

– 取出肝细胞

– 体外培养并
修饰

– 重新注射回
体内

• In Vivo:

– 注射基因治
疗载体

• 经肝介导

• 经肌肉介导

• 经骨髓介导

• 移植经基因修饰

• 的成纤维细胞



经肝介导的不同载体

AAV (Adenovirus associated virus) Vectors
适合治疗 B型
安全

Retroviral vectors
适合治疗 A 和 B型
安全

Adenoviral vectors
适合治疗 A 和 B型
在大动物体内无稳定表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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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B型血友病新生狗基因治疗结果

• 达到10% 到 35% 的正常抗原反应;
其中 30% 是有功能的。

• 一只狗的流血情况减少。

• 没有引起抗体反应。



人体临床试验

• 肌肉注射 AAV 治疗 B型血友病

• 静脉注射 RV 治疗 A型血友病

• 移植基因修改的成纤维細胞治疗A型
血友病

• 肝动脉注射 AAV治疗 B型血友病



8型腺相关病毒载体基因治疗B型血友病

N. Eng. J. Med. 2011 Dec. 22; 365(25):2357-65



8型腺相关病毒载体基因治疗B型血友病

N. Eng. J. Med. 2011 Dec. 22; 365(25):2357-65



血友病的基因治疗方法

2019年5月28日BioMarin宣布，其A型血友病的基因疗法

Valocogene roxaprovec(valrox,使用AAV5载体转导凝血因子
VIII)达到了美国和欧盟监管的临床标准。公司将与FDA和EMA
会面，审查研究数据和提交文件，计划提交上市。

在I/II期临床试验中，valrox降低出血时间幅度提高95%，八因子使用量减少96%。在III期GEN
Er8-1研究的20-patient队列中，有8例患者在第23-26周时达到凝血因子VIII活性水平≥40国际
单位/分升（IU/dL）的预先规定标准。



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治疗

3000万年前的琥珀化石中，蚊子
带有疟原虫。

地中海贫血由于存在生产血红蛋白的基因缺
陷，能够用较少的血红蛋白生成更多的红细
胞，一次严重的疟疾会导致儿童损失1/3到半
数红细胞，而地中海贫血儿童会少损失10-
20%红细胞，这样就增加了存活的机会，尤其
是幼儿。比同龄人死亡的风险低一些，因此
具备了生存优势，就这样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疟疾流行区有很大的地中海贫血的比例。
轻度地中海贫血并不影响寿命，中到重度地
中海贫血需要进行治疗，其死因主要是铁过
量导致的心脏病。



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治疗

2019年6月4日，bluebird bio公司
宣布欧盟委员会（EC）有条件批准
其基因疗法ZYNTEGLO上市，治疗12
岁及以上患者的输血依赖型β地中
海贫血。ZYNTEGLO是针对这一疾病
的首款基因疗法。该疗法是用慢病
毒载体将经过修饰的β-珠蛋白基因
通过ex vivo方式转入患者自身造血
干细胞中。

在多项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们发
现75%-80%的患者摆脱了对输血的依
赖。在数据截止时，已有患者近6年
（56个月）没有接受输血。和过去
频繁的输血相比，这无疑是一个重
大改变。



2007-2008年, Moorfields Eye Hospita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s Institute of 

Ophthalmology，University of Florid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研究人员用表达RPE65 基
因的AAV-2载体, 治疗患有先天性黑曚(Leber’s congenital amaurosis (LCA))的患者获得成功. 

眼病的基因治疗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orfields_Eye_Hospital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College_London


2017年10月，美国FDA批准Spark公司Luxturna上市，
（AAV-2腺相关病毒），用于治疗Leber先天性黑矇
（LCA）。

眼病的基因治疗

Spark Therapeutics总裁兼研发负责人
Katherine A. High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MA(spinal muscular atrophy)

脊髓性肌萎缩症因脊髓前角细胞和脑干运动核退变致使神经根和肌肉萎缩，
是发生在婴幼儿的一组较为常见的神经源性肌肉疾病（ICD-10-G）。SMA

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由5号染色体长臂（5q13.1）上的运动神经原存活基
因（survival motorneuron,SMN1）突变所致，90%以上的SMA患者存在
SMN1基因外显子7的纯合缺失。其发病率为4～10/100,000，也有的据估计
是1/ 6000~ 1/10000。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MA(spinal muscular atrophy)

2019年12月，诺华宣布美国FDA已受理Zolgensma针对1型脊髓性肌萎缩

症（SMA）的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之后，Zolgensma还获得了欧

洲、日本和其他国家/地区监管部门的销售许可。

Zolgensma最初由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全国儿童医院（NCH）的

实验室开发，使用了腺相关病毒9（scAAV9）作为人SMN基因的递送载

体，采用单次静脉注射持续的SMN蛋白表达来阻止疾病的进展。

今年，在诺华公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中，治疗SMA的

Zolgensma总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的里程碑。Zolgensma的定价较高（在美

国的售价为212.5万美元），从去年获得FDA批准上市以来到今年9月份，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销售额达到了10亿美元，给基因治疗的产业化带来鼓

励。



传染性疾病的基因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

•艾滋病

•埃博拉病毒

•RSV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mRNA疫苗：Moderna, CureVac

•重组病毒载体疫苗: J&J, Jenner Institute

•RNAi技术: Alnylam和Vir Biotech

S蛋白与N蛋白，ADE



埃博拉病毒疫苗



埃博拉病毒疫苗



埃博拉病毒疫苗



埃博拉病毒疫苗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路线

01 灭活疫苗

02 减毒活疫苗

03 重组病毒载体疫苗

04 核酸疫苗

05 重组蛋白疫苗

06 病毒样颗粒疫苗



新冠疫苗研发



新冠疫苗研发



新冠疫苗研发



新冠疫苗研发



mRNA新冠疫苗

美国当地时间12月11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批准由美国制药公司辉瑞（
Pfizer）和德国BioNTech公司联合开发的新
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EUA）申请。辉瑞
宣布该疫苗有效率达90%。



mRNA新冠疫苗



mRNA新冠疫苗

美国当地时间12月1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

Moderna公司的新冠疫苗在18岁及以上人群的紧急接种授权

。最近获批的这款新冠疫苗编号mRNA-1273，由Moderna

公司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疫苗研究中心

(VRC)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发，三期临床试验显示其有效保护

率为94.1%。11月30日，Moderna公司宣布在入组的3万名III

期临床志愿者中，有196人感染，其中疫苗组感染人数为11

人，安慰剂组为185人，有效性为94.1%。同时，正式向

FDA申请该款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12月17日，FDA聘请的独立专家委员会以20票同意、0票反

对、1票弃权的情况，建议批准该疫苗在新冠疫情中的18岁

以上人群紧急使用。



Not for public distribution 生基医药锦斯-生基可复制生产病毒产品CDMO平台

重组病毒载体疫苗

• 重组腺病毒载体（Ad5, Ad26, 
Ad35, chAd3）新冠疫苗

• 可以有效激发体液免疫和细胞
免疫



接种高剂量和低剂量疫苗后28天时志愿者的RBD结
合抗体和中和抗体水平。

接种疫苗后患者的T细胞免疫反应。

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2020年11月23日，阿斯利康宣布其新冠疫苗AZD1222的三期临床中期分析达到主要疗效终点。
在英国、巴西开展的这项研究分为两个剂量方案，第一组2741例先给药半剂量，间隔超过1个月
第二次给药全剂量。第二组8895例，两次均给药全剂量。中期分析共包括131例感染，第一组有
效率90%，第二组有效率62%，两组统一计算有效率70%。疫苗组无重症感染或住院患者。



艾滋病的基因治疗

大约10%北欧人天然具有CCR5-Δ32(Chemokine (C-C 

motif) receptor 5 delta 32)基因突变，对于HIV病毒具
有一定抗性, 可能源于自然选择压力--黑死病? 天花? 

病毒性出血热？

历史上首例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人类CCR5-Δ32基因的扩散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IV_attachment.gif


艾滋病的基因治疗

Sangamo已经完成了几项较早的临床1/2期研究，评估了患者中CCR5编辑的T细胞（被称为
SB-728-T）。这些单臂研究（没有对照组）：
•证实了通过锌指核酸酶驱动的基因编辑有效敲除T细胞中CCR5基因的能力，并在体外生长细
胞；
•显示单次输注SB-728-T导致T细胞在体内植入和扩增；
•使基因编辑细胞的长期持久性成为可能；
•产生CD4+ T细胞计数的持续增加以及HIV储库的显著和持续衰减。



其它疾病的基因治疗

•关节炎

•神经性疾病



关节炎的基因治疗

• 采用AAV载体表达
TNFR治疗炎症性关
节炎。完成的II期临
床试验中，127例病
人，30%症状缓解
(Targeted Genetics)。

• 采用逆转录病毒表达Il-1ra(interleukin-1 receptor antagonist)

基因治疗类风湿关节炎(RA)结束II期临床试验，证明安全可
行(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http://images.medscape.com/images/538/255/Image1.jpg


神经性疾病的基因治疗
亨廷顿氏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神经退行性疾病，由亨廷顿基因HTT中的CAG
三核苷酸重复扩增引起，导致突变亨廷顿蛋白。 IONIS-HTTRx（以下称为
HTTRx）是一种反义寡核苷酸，设计用于抑制HTT信使RNA，从而降低突变亨
廷顿蛋白的浓度。2019年5月6日，Sarah J. Tabrizi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在线发表题为“Targeting Huntingtin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Huntington’s Disease”的临床研究论文，该研究进行了一项随机，双盲，多
次递增剂量的1-2a期试验，该试验涉及患有早期亨廷顿舞蹈病的成年人。患
者以3：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HTTRx或安慰剂作为每4周一次鞘内注射，共给
药4次。主要终点是安全性，次要终点是脑脊液中的HTTRx药代动力学。预先

指定的探索终点包括脑脊液中突变亨廷顿蛋白的浓度。该研究发现对患有早
期亨廷顿病的患者鞘内施用HTTRx并未伴有严重的不良事件。该研究观察到
突变亨廷顿蛋白浓度的剂量依赖性降低。 另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
表了“Oligonucleotide Treatment for Huntington’s Disease”的点评文章，高度

赞赏该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到该研究暂时是经过适当设计，以确定这种干预
是否具有临床意义的影响。挑战是不仅要为北美和欧洲的患者提供安全，有
效和负担得起的治疗，还要为全世界的亨廷顿病患者提供安全，有效和负担
得起的治疗。



Nature Neuroscience vol. 20, pp.1329–1341 (2017)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8, Article number: 14716 (2017)

February 20, 2018

神经性疾病的基因治疗



药品的开发阶段及成功率



药品的开发周期



•临床前研究

•临床研究

•产业化研究

基因治疗药物的产业化



临床前研究

•体外研究

•体内研究

•药理/药代研究

•安全性评价

基因治疗药物的产业化



临床研究

•I期临床试验

•II期临床试验

•III期临床

基因治疗药物的产业化



生产工艺

•细胞培养工艺

•病毒培养工艺

•病毒纯化工艺

•病毒制剂工艺

质量控制

•生物学检定

•生化检定

•理化检定

•常规检定

病毒载体的大规模生产

质量保障

• 体系

• 验证/计量

• 现场

• 文件



病毒载体产品全要素产业化平台

病毒设计构建
◼ 理解疾病
◼ 熟知病毒
◼ 病毒分子生物学

工艺研究
◼ 细胞株筛选
◼ 小试工艺
◼ 生产工艺

质量研究
◼ 检验方法开发
◼ 制定质量标准

GMP生产管理
◼ 质量保证
◼ 规模生产
◼ 质量控制

药物开发
◼ 药政法规
◼ 临床前
◼ 临床
◼ 项目管理

行政后勤
◼ 采购/仓储
◼ 支持系统



建设病毒载体GMP生产平台

场地
◼ 面积
◼ 地理位置
◼ BSL等级
◼ 能耗
◼ 环评

团队
◼ 工艺研发/生产
◼ 质量控制
◼ 质量保证
◼ 支持系统
◼ 行政后勤

设备
◼ 研发
◼ 上游生产
◼ 下游生产
◼ 制剂
◼ QC/QA



生产工艺

• 细胞培养工艺

• 病毒培养工艺

• 病毒纯化工艺

• 病毒制剂工艺

病毒载体的大规模生产

质量保障

• 体系

• 验证/计量

• 现场

• 文件

质量控制

• 生物学检定

• 生化检定

• 理化检定

• 常规检定



185

细胞及病毒培养

制剂/分装

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

病毒载体的生产工艺及质量管理

纯化



186

贴壁细胞 悬浮细胞

细胞的培养

293细胞
Vero细胞

293细胞
HeLa细胞



187

病毒载体的培养

可复制病毒载体

• 腺病毒
• 单纯疱疹病毒
• 痘苗病毒



188

病毒载体的培养

非复制病毒载体

• 腺相关病毒
• 慢病毒
• 逆转录病毒



细胞及病毒大规模培养

189

贴壁细胞悬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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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体的纯化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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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体的大规模纯化



病毒载体药物的制剂研究

⚫ 液体制剂（-60℃）

⚫ 冻干制剂（2-8℃）

⚫ 液体制剂（2-8℃）

⚫ 干粉制剂（2-8℃）



建立质量标准

•细胞库

•毒种库

•原液

•半成品

•成品

病毒载体的质量控制

研发质检方法

•生物检定

•理化分析

•生化检定

•微生物检定

•制剂检定



建立GMP体系

计量体系

➢计量管理制度

➢计量器具分类管理

➢计量台账的建立和维护

➢建立计量档案

➢计量器具

验证体系

➢ 验证总计划

➢ 验证管理流程

➢ 纯化水、注射用水系

统验证

➢ 空调系统验证

➢ 工艺用气系统验证

➢ 培养基模拟灌装验证

➢ 设备验证（工艺设备

和检测仪器）

✓ IQ/OQ/PQ

✓ 周期性验证

其他

➢文件管理

➢现场

➢供应商审计

➢培训

病毒载体的质量保证



基因治疗药物的产业化



基因治疗与伦理学



2007年，沃森、文特尔獲得個人基因图谱。

技术大众化的可能为个体化治疗和基因矫正创造条件。

个体基因隱私的控制成为焦点。

个体化治疗



克隆人/设计儿童
英国西伦敦奇斯威克市格林斯曲
特夫妇都携有囊性纤维化遗传基
因，为了避免生育的后代也携带
这种病变基因，38岁的妻子凯瑟
琳通过PGH基因筛选技术，利用

健康的胚胎怀上了一对双胞胎，
2006年10月30日，孪生“设计婴

儿”弗里迪和托马斯顺利降临到
了人世，并引发伦理上的争议。

2018年11月26日，中国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者贺建奎声称他已经促成全世界首例基
因编辑的婴儿诞生。



物种的改造

2009年11月, PLoS ONE期刊報道, NR2B是一种与学习记忆相
关的基因, 一只具有较强学习和记忆功能的NR2B转基因“聰
明大鼠” “哈卜杰”(Hobbie-J)诞生了。

精
灵
鼠
小
弟



人兽杂合体

2004年Salk研究所Ronald Evans报道转基
因PPAR-d马拉松小鼠

需求 Gene Doping突破底线

诱
惑

Almost by definition, athletes and elite runners would have an interest

in this because it might make their exercise more efficient

Ronald Evans, Salk Institute



可能的危害？



可能的危害？



可能的危害？

2013年5月29日，联合国关于
停止研发致死性机器人的报告



可能的未来？



人种的分离( AD 100,000)？

α-人

ε-人



1.从现在到今后数年内，第一批基因治疗的药物及疗法陆续上市。

Vitravene, Oncorine, Glybera, Kynamro, Imlygic, Luxturna, Kyrmiah, Yescarta, Exondys 51

(eteplirsen)，Spinraza, Strimvelis, Patisiran, Zynteglo, Zolgensma …

2.基因治疗在今后10-20年里会成为一种综合治疗手段应用于临床实践，将会对人类健康产生革命
性的影响。

基因治疗的前景



天然药物

合成小分子药物

基因工程蛋白质药物

基因药物

3150BC                              1800s                       1980s                  2010s

基因治疗的前景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csc.fi/english/pages/g0penMol/gallery/aspirin_col.jpg&imgrefurl=http://www.csc.fi/english/pages/g0penMol/gallery&usg=__0JTBGnVxW6gv1DLE3Xg693kuUDY=&h=536&w=494&sz=22&hl=zh-CN&start=16&zoom=1&um=1&itbs=1&tbnid=EDAQA0_Rgd_PPM:&tbnh=132&tbnw=122&prev=/images%3Fq%3Daspirin%2Bmolecule%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sa%3DG%26tbs%3Disch:1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dickcontino.com/images/clip_image002_031.jpg&imgrefurl=http://www.dickcontino.com/thyme.htm&usg=__YNESeYtreHGNvE_ofq7R4_0tMQI=&h=312&w=230&sz=13&hl=zh-CN&start=12&zoom=1&um=1&itbs=1&tbnid=J6vaKtVk-aPQRM:&tbnh=117&tbnw=86&prev=/images%3Fq%3Dthyme%2Bbotanical%2BSpecimens%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sa%3DG%26tbs%3Disch:1


为人类健康，做最好的基因治疗产品！

使 命



基
因
治
疗从

理
想
到
实
践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