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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RISPR/Cas9技术原理
• CRISPR/Cas9系统，为⽬前发现存在于多数细菌与绝⼤多数的古菌中的⼀种后天免疫系
统，以消灭外来的质粒或者噬菌体，并在⾃⾝基因组中留下外来基因⽚段作为“记忆”。
全名为常间回⽂重复序列丛集/常间回⽂重复序列丛集关联蛋⽩系统（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associated proteins）。

• CRISPR/Cas9系统主要是由 Cas9 蛋⽩和单链导向RNA (single guide RNA, gRNA ) 组成，
其中Cas9 蛋⽩具有切割 DNA 双链的功能， gRNA起导向作⽤，Cas9 蛋⽩可以在
gRNA的导向下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到达不同的靶部位，切割靶基因来对基因进⾏定点的
精确编辑。CRISPR/Cas9定向剪切需要满⾜⼏个条件：

• 第⼀，待编辑的区域附近需要存在相对保守的PAM序列，为常见的NGG序列，PAM序
列之前为可以被Cas9蛋⽩特异性识别并切割的序列，通常约20个碱基长。

• 第⼆，向导RNA要与PAM上游的序列碱基互补配对。最基础的应⽤就是基因敲除。如
果在基因的上下游设计⼀对向导RNA（gRNA1，gRNA2），将其与含有Cas9蛋⽩编码
基因的质粒⼀同转⼊细胞中，gRNA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可以靶向PAM附近的⽬标序列，
Cas9蛋⽩会使该基因上下游的DNA双链断裂。随后⽣物体⾃⾝存在着DNA损伤修复的
应答机制，会将断裂上下游两端的序列连接起来，从⽽实现了细胞中⽬标基因的敲除。

• 如果在此基础上为细胞引⼊⼀个修复的模板质粒（Donor DNA），这样细胞就会按照
提供的模板在修复过程中引⼊⽚段插⼊（Knock-in）或定点突变（site-specific 
mutagenesis）。这样就可以实现基因的替换或者突变。随着研究的深⼊，CRISPR/Cas
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除了基因敲除，基因替换等基础编辑⽅式，它还可以被⽤于
基因激活，疾病模型构建，甚⾄是基因治疗。

• 其中，选取合适的外显⼦编辑⽚段和设计gRNA都可以通过免费的公开平台，如
Pubmed，AddGene等完成。

将靶向⽚段“带领”到
Cas9蛋⽩中

Cas9蛋⽩负责
识别，剪切

剪切后可以删除
或插⼊新的⽚段

资料来源：Vox，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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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RISPR/Cas9技术路径概览

资料来源：Krogan Lab，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患者⾎液样本

T细胞分离

T细胞活化

原代T细胞 活化T细胞

核转染

多克隆编辑T细胞 多克隆编辑T细胞

活化/扩增

验证

TIDE测序

编辑效率

剪切位点

基因敲除验证

• 以⼈体T细胞的基因编辑为例，主要
CRISPR/Cas9技术路径如右图：

• 将患者⾎液样本中的T细胞进⾏分离、活化，得
到待编辑的初代T细胞；

• 将Cas9蛋⽩以及sgRNA组成RNP复合体，转染
到待编辑的T细胞中进⾏CRISPR基因编辑；

• 编辑后的T细胞进⾏活化、扩增，通过免疫染⾊、
WB、TIDE测序等⽅式验证编辑效率；

• 完成回输等操作。

• 此外，对于脱靶率的检测也是⽬前研究者关注
的安全性⽅⾯最重要的问题之⼀，即如何检测
靶向⽚段以外的⽚段也参与编辑，从⽽引发不
可预计的安全性问题；

• ⽬前，主要是通过全基因组的序列分析进⾏预
测，其次还包括GUIDE-seq等测序⽅法；

• 潜在的脱靶风险，以及如何评估安全性问题，
将是基因编辑技术在临床治疗中⾯临的主要限
制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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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RISPR/Cas9技术中递送是关键

CRISPR/Cas9系统的技术路线
• 根据⽬标基因构建sgRNA并确定CRISPR/Cas9系统递送形式
• 构建相应形式的CRISPR/Cas9系统（质粒 or mRNA or 蛋⽩）
• 确定递送当时和递送载体（如病毒、脂质体等），构建递送系统
• CRISPR/Cas9系统被递送到靶基因并发挥编辑功能

CRISPR/Cas9的递送形式：
• 同时编码Cas9蛋⽩和sgRNA的DNA质粒
• sgRNA和Cas9蛋⽩的mRNA
• sgRNA和Cas9蛋⽩

不同的CRISPR/Cas9系统递送形式

资料来源：Delivering CRISPR: a review of the challenges 或 approaches. Drug Delivery,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CRISPR/Cas9的递送载体：
• 物理递送：通过电穿孔、显微注射等物理⽅法直接将

CRISPR/Cas9系统递送到细胞内。
• 病毒载体：⽤病毒外科包装CRISPR/Cas9系统并感染细胞，之
后在胞内释放CRISPR/Cas9系统。

• ⾮病毒载体：使⽤纳⽶载体如脂质体包裹CRISPR/Cas9系统，
载体被细胞吞噬后释放内容物。

• 物理递送是科研中最为常见的，但⽤于动物或⼈体的体内试验
时，主要使⽤病毒类载体，⽽其中⼜以腺相关病毒使⽤最为频
繁。新型的纳⽶递送系统虽有⼀定优势，但仍处于开发状态。

不同的CRISPR/Cas9系统递送载体

质粒 蛋⽩+sgRNA
(R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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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AV是CRISPR体内编辑的有⼒⼯具

• 特性
• AAV是⼀种单链DNA病毒，由蛋⽩⾐壳（capside）和长度为4.7kb的单链

DNA基因组构成。
• 基因组两端为两个“T”型的末端反向重复序列（inverted terminal repeat, 

ITR）,是病毒DNA复制的起点和触发病毒包装的信号。

• 作⽤机制
• 作为CRISPR/Cas9载体时，保留其蛋⽩⾐壳，将⾐壳内编码病毒蛋⽩的基
因删除，取⽽代之的是治疗性转基因（transgene）。保留了AAV基因组
中的ITRs，以指导基因组复制和病毒载体组装。

• 载体AAV颗粒与宿主细胞表⾯的糖化受体结合后，通过⽹格蛋⽩介导的
内吞作⽤进⼊细胞。在内吞形成的内涵体（endosome）酸化之后，病毒
⾐壳构象发⽣变化，使得病毒可从内涵体脱离，并通过核孔进⼊细胞核。
进⼊细胞核后，释放单链DNA和sgRNA。

• 优势和不⾜
• 良好的安全性，无整合特性，不会导致任何⼈类疾病
• 易纯化，表达持久，嗜性广泛，易于保存
• 良好的治疗潜⼒，已有使⽤该载体的药物获批
• 包封量仅4.7 kb，限制了包封基因的长度

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CRISPR/Cas9体内编辑的有⼒递送⼯具

腺相关病毒载体的作⽤机制

资料来源：Adeno-associated virus vector as a platform for gene therapy delivery.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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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相关病毒的其他应⽤——基因疗法的⾸选载体
• 作为转基因的载体：AAV可将正常的新基因或经改造的基因递送到靶细胞来治疗复杂遗传病或者传染病。例如，对于⼼⼒衰竭的患者，可通过AAV引⼊编
码⽣长因⼦的基因，翻译出相应的⽣长因⼦，对⼼⼒衰竭相关的信号通路进⾏调节；对于病毒感染的患者，也可⽤AAV递送编码中和抗体的基因，在患者
体内直接表达出中和抗体起到治疗的作⽤。⽬前有临床试验正在检验使⽤肌⾁作为⽣成治疗性抗体的“⽣物⼯⼚”，治疗HIV感染的有效性。⽽于2017年12
⽉上市的Luxturna即采⽤了AAV作为基因递送的载体，⽤于治疗RPE65基因突变导致的罕见遗传性视⽹膜疾。

• 作为基因⼲扰的载体：AAV可装载具有基因沉默功能的RNA，将其递送到靶细胞处，发挥对胞内⽬标RNA的沉默作⽤，从⽽治疗相关疾病。2019年1⽉，
UniQure的基因治疗药物AMT-130经FDA审批通过，其以AAV作为载体，携带⼈⼯合成的miRNA，并将其直接递送到⼤脑中以敲低亨廷顿蛋⽩基因，从⽽
抑制突变蛋⽩（mHTT）的产⽣来治疗亨廷顿病。

• 总的来说，腺相关病毒载体在⾻骼肌基因治疗，肝脏基因治疗，中枢神经系统基因治疗，视⽹膜退⾏性疾病的基因治疗以及⼼脏相关疾病的基因治疗等⽅
⾯都有优良的应⽤前景。根据Clinicaltrials的数据，145项⼲预性临床试验使⽤了AAV载体，临床试验数量从2016年开始呈爆发式增长，相关研究正如⽕如
荼地进⾏中。

1.5 AAV载体总体应⽤迅速增长

使⽤AAV做载体的基因疗法临床试验简况

资料来源：Adeno-associated virus vector as a platform for gene therapy delivery.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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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他基因治疗技术
转基因技术：将⼈们期望的⽬标基因，经过⼈⼯分离、重组后，导⼊并整合到⽣物体的基因组中，从⽽改善⽣物原有的性状或赋予其新
的优良性状或对⽣物体基因进⾏加⼯、敲除、屏蔽等，改变⽣物体的遗传特性，获得⼈们希望得到的性状。
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是基因治疗的两⼤核⼼技术，⽽转基因技术发展早、更成熟，是⽬前基因治疗主流技术。

应⽤：在部分适应症上，转基因治疗⽐传统治疗⽅案有明显优势，
但是仍然只是对传统治疗⽅案的补充，⽬前主要⽤于对传统治疗⽅
案效果不佳、致病机制或治疗⽅案⾮常明确的疾病的治疗，如基因
遗传病、肿瘤CAR-T疗法等。

上市转基因技术药物：
• 诺华Kymriah于2017年上市，为CAR-T细胞疗法，通过转基因
的技术，将针对肿瘤抗原的的嵌和抗原受体（CAR）基因导⼊
T细胞，回输⼈体后T细胞即可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 Kymriah
被⽤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病；

• Spark公司的Luxturna于2017年12⽉由FDA批准上市，⽤于治疗
RPE65基因缺陷引起的视⽹膜疾病，其⽤AAV搭载正常的
RPE65基因输送到靶细胞并表达正常的RPE65蛋⽩从⽽纠正时
常的视⽹膜功能；

• 2017年12⽉，FDA批准了Kite Pharma公司的CAR-T细胞疗法
Yescarta上市申请，⽤于治疗成⼈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

• ⽬前国外基因治疗⾏业已经逐步跨⼊成长期，有望于未来⼏年
迎来⼤爆发。美国FDA预测在2025年，他们将能每年批准10-20
个细胞疗法或者基因治疗产品。

转基因病毒⽤于肿瘤治疗

资料来源：Nature Reviews，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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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9在细菌中参与DNA的剪切

• tracrRNA⾸次确认

• Cas9在体外的机制得到研究

• Cas9开始被⽤于基因编辑

• Cas9被⽤于基因表达抑制

• Cas9被⽤于转基因⼩⿏的基因敲除
• Cas9被⽤于转基因⼩⿏的基因敲⼊

• Cas9被⽤于基因筛查

• 1987 ⾸次报道CRISPR结构
• 2002 Cas序列⾸次确认
• 2005 ⾸次提出CRISPR是细菌的防御系统
• 2007 试验表明CRISPR可以提供获得性免疫
• 2008 crRNA指导CRISPR的功能，PAM为关键参与元件

2 CRISPR/Cas发展历史

• 向导RNA序列得到发展

• 发现Cas13

• Cas9⽤于单碱基编辑

• Cas13的机制及其他性质得到研究

• Cas13被⽤于核酸诊断

• Cas13被⽤于RNA编辑

• ⾸例⼈体临床试验，LCA10，⽤于治疗β地中海贫⾎症

• Cas12的机制得到研究，并开始⽤于基因编辑

CRISPR/Cas技术平台在多细胞、物种，
DNA到RNA各⽔平上，都可以参与定向编辑

资料来源：Scienc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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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代基因编辑技术的⽐较

资料来源：Tomoji Mashimo. (2014) Gene targeting technologies 
in rats: Zinc finger nucleases,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 或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Development Growth Differentiation, 56(1): 46–52.，兴业
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1. ZFN（1996年） 2. TALEN（2011年） 3. CRISPR（2013年）

ZFN（锌指核糖核酸酶）作为⼈⼯合成的限制性内切酶通过其锌指
DNA结合域、DNA切割域发挥作⽤。研究者通过改造DNA结合域，
靶向定位于不同的DNA序列，再由DNA切割域进⾏特异性切割。

TAL效应因⼦（TALE）可以特异性结合⽬的序列，通过将⼀段
⼈造TALE与FokI核酸酶连接起来，即组成了TALEN，⼀类具有
特异性基因组编辑功能的强⼤⼯具。

⽬前以CRISPR/Cas9为主，弥补了传统
基因编辑技术的诸多不⾜，使得基因的
编辑难度和成本越来越低。

识别模式 蛋⽩-DNA 蛋⽩-DNA RNA-DNA

靶向元件 ZF array蛋⽩ TALE array蛋⽩ sgRNA

切割元件 Fok I蛋⽩ Fok I蛋⽩ Cas9蛋⽩

识别长度 ~18-36bp ~24-40bp ~20bp

价格 极⾼ 低 极低

优点 平台成熟、效率⾼于被动同源重组 设计较ZFN简单、特异性⾼ 设计简单，细胞毒性低，时间、成本低

缺点

设计依赖靶向⽚段的上下游序列，脱靶率⾼、具有细胞毒性；到⽬
前为⽌，ZFN技术只能⽤于体外操作，在对⼈体提取的细胞进⾏处
理之后，再导⼊回输到病⼈体内。⽽直接向患者体内导⼊相关ZFN
元件进⾏基因编辑处理则具有较⼤的潜在风险，且效率不⾼。

具有细胞毒性，步骤复杂，需要⼤量测序⼯作，操作成本较⾼
靶向⽚段前无PAM则不能剪切，特异
性不⾼，NHEJ会产⽣随机毒性

RNA编辑 不能 不能 能（CRISPR/Cas13）

三代基因编辑的技术路线及细节各有差
异，但应⽤中的基本模式却是相似的：
如转基因⼤⿏的构建上，三种技术均是
以显微注射的⽅式进⼊⼤⿏胚胎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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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对于发病机制较为简单，研究较为清晰的肿瘤类型，基因编辑技术为
许多⽬前缺少有效治疗⼿段的肿瘤提供了新的可能；

• 如：2020年2⽉17⽇，浙江⼤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吕志民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
⽣物物理研究所李新建团队在 Nature Cell Biology 杂志上发表：
Programmable base editing of mutated TERT promoter inhibits brain tumour
growth；

• 该研究使⽤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作为载体表达Cas9融
合蛋⽩以及对应的单向导RNA（sgRNA），实现精准修正恶性胶质瘤细胞
端粒酶基因启动⼦区域的致癌突变，以抑制肿瘤细胞⽣长；

• AAV免疫原性低、宿主细胞类型广谱、表达时间持久、安全性⾼，⽬前在
⼈体基因治疗中应⽤最为广泛。

4.1 CRISPR应⽤发展及前景
肿瘤治疗

• 由于HIV的发病机制、具体元件在不同环节的具体作⽤得到不断深⼊的研究，
基因编辑的治疗为HIV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 CCR5基因编码⽩细胞上的⼀种受体，HIV病毒主要通过该受体进⼊细胞。
如果个体携带两个CCR5突变拷贝，那么HIV病毒株无法进⼊细胞；全球第
⼀例康复的柏林患者则为在输⾎过程中，获得了CCR5突变的造⾎⼲细胞⽽
康复，且⽬前已经过去13年了，该患者仍无复发的迹象；

• 第⼀例借鉴此策略，结合CRISPR/Cas9技术进⾏治疗的患者在2019年3⽉得
到报道，研究者从供体内提取⾻髓⼲细胞，并利⽤CRISPR/Cas9技术将其转
化为CCR5突变体，对17.8%的供体⼲细胞中的CCR5成功实现了基因编辑；

• ⾻髓移植术后19个⽉，患者体内仍能检测到经CRISPR编辑的⼲细胞，尽管
它们仅占患者总⼲细胞的5%~8%。该男⼦的⽩⾎病持续缓解，但他体内仍
可检测HIV；且未观察到不良反应的发⽣。

HIV治疗

资料来源：Scienc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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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RISPR应⽤发展及前景
遗传病治疗

适应症 靶基因 单位 策略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 DMD 人横纹肌肉瘤细胞系 NHEJ介导的外显子删除

无虹膜相关性角膜病变(ARK) PAX6 人角膜缘上皮细胞 NHEJ介导的突变

成骨不全(OI) COL1A1 人MCRIi001-A iPSCs细胞系 NHEJ介导的单碱基插入

X染色体肾上腺白质营养不良(X-ALD) ABCD1 & ABCD2 鼠BV-2永生细胞系 NHEJ介导的片段删除

阿尔兹海默症(AD) APPS & PSEN1M1 人或小鼠IPS细胞系 HDR介导的突变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 DMD 鼠 NHEJ介导的外显子删除

动脉粥样硬化 LDLR 鼠肝脏 NHEJ介导的片段删除

肥胖 (OB) 或糖尿病 (DB) LEP & LEPR 鼠 NHEJ介导的片段删除

由于THRA突变而对甲状腺激素具有抗性(RTHα) THRA 鼠 HDR介导的突变

阿尔兹海默症(AD)或额颞痴呆(FTD) MAPT 鼠 NHEJ介导的外显子删除

RYR1相关肌病(RYR1 RM) RYR1 鼠肌肉 HDR介导的突变

囊性纤维化(CF) CFTR 羊 NHEJ介导的片段删除

糖尿病(DM) PAX4 兔 NHEJ介导的片段删除

亨廷顿氏病(HD) HTT 猪 HDR介导的外显子片段插入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少年帕金森病 PINK1 猴 NHEJ介导的片段删除

适应症 产品 临床阶段 受试者 研发公司 NCT编号

输血依赖性β地中海贫血 CTX001 Phase 1/2 45名, ≥18 或 ≤35 岁 Vertex Pharmaceuticals Incorporated 
& CRISPR Therapeutics NCT03655678

镰刀型贫血症 CTX001 Phase 1/2 45 名, ≥18 或 ≤35 岁 Vertex Pharmaceuticals Incorporated
& CRISPR Therapeutics NCT03745287

β地中海贫血 HBB HSC-01 Early Phase 1 12 名, ≥ 2 或 ≤ 60 岁 Allife Med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NCT03728322

先天性黑朦 AGN-151587 Phase 1/2 18 名, ≥ 3 岁 Allergan & Editas Medicine, Inc. NCT03872479

疾病模型

• 遗传病，尤其是
突变位点明确的
遗传病，是最适
合采⽤基因编辑
技术进⾏治疗的
种类之⼀。

• 疾病模型，尤其
是遗传相关疾病，
是⽬前基因编辑
技术应⽤的最⼤
场景之⼀，主要
包括动物模型和
细胞模型；

• 疾病模型可以帮
助研究者更好地
理解疾病机理，
测试潜在药物，
推动疾病治疗的
更快发展。

资料来源：Advances in CRISPR/Cas-based Gene Therapy in Human Genetic Diseases. Theranostics. 2020;10(10):4374-4382.，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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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全球确认的罕见病大约有7000多种，但仅有几百种

罕见病拥有获批的治疗药物，超过80%的罕见病是

由单基因缺陷引起（资料来源：NIH）。

ü 早在1972年，基因治疗先驱西奥多·弗里德曼

（Theodore Friedmann）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前瞻性评论《Gene therapy 

for human genetic disease?》，提出单基因遗传病可

通过给病人提供正确的基因来治疗。

ü 对于罕见病，传统小分子药物，通常是通过减轻症

状而发挥作用；与此相反，基因治疗拥有纠正基因

缺陷的潜能，尤其对于单基因罕见病，提供一个潜

在的治愈方案，而不是简单的管理症状。进一步来

说，成功的基因治疗或许仅仅需要一次治疗，而不

是终生的持续治疗。

4.3 基因治疗简介：罕见病与基因治疗

基
因
治
疗

按治疗
方式分类

离体基因治疗
（Ex vivo Gene Therapy）

体内基因治疗
（In vivo Gene Therapy）

包括对T细胞进行改造的CAR-

T/TCR-T疗法，或者对造血干细胞

进行改造的疗法（如用于治疗输血

依赖型β地中海贫血的

LentiGlobin）。

即直接向体内注射携带编码所需基

因（Luxturna等）或者基因编辑工

具（SB-913）序列的病毒载体

资料来源：Scienc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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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RISPR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限制及发展方向

脱靶效应：

• 尽管在了解CRISPR / Cas9系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脱靶效应的担忧。
确实，有几个研究小组在CRISPR / Cas9的活性和特异性之间进行了权衡，通过全
基因组深度测序技术鉴定了脱靶DNA的剪切；

• 脱靶是CRISPR应用的关注。但是，可以通过选择和优化sgRNA来降低脱靶效应。
此外，体内脱靶检测可用于定义和量化整个生物体中核酸酶的脱靶编辑。最近开
发的抗CRISPR蛋白可以有条件地控制CRISPR系统的活性，这可能显示出减少脱
靶效应的潜力；

• 开发更敏感的方法对于检测基因组和转录组水平的脱靶编辑是CRISPR技术未来
发展的趋势。

体内递送技术：

• AAV是CRISPR / Cas体内递送中使用最广泛的。但是，AAV的包装能力有限，阻
碍了CRISPR / Cas组件的多合一递药，特别是较大的Cas衍生的基础编辑器和主要
编辑器。这似的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较小的Cas9直系同源物（如SaCas9 13）反
而更加合适；

• 对于HDR或基础编辑者进行的疾病纠正，可以使用双重AAV载体或拆分的AAV
载体来规避包装尺寸的限制。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将两个AAV载体在大约90
摄氏度的吸收和表达到同一细胞中同时确保细胞内Cas9-sgRNA复合物的形成，技
术难度依然较高；

• CRISPR / Cas组分也可以通过非病毒方法递送，例如，Cas9 mRNA和sgRNA可以
通过纳米颗粒递送至小鼠肝脏。但是必须考虑纳米颗粒进入细胞和细胞核的外部
和内部障碍。目前，携带CRISPR / Cas成分的纳米颗粒已广泛应用于小鼠并被递
送至肝脏。因为肝脏中含有有孔的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其他靶组织需要进一步改
进基于纳米颗粒的CRISPR / Cas成分递送系统。

CRISPR/Cas激发免疫反应：
• CRISPR / Cas系统的应用引起了对细菌衍生的Cas9蛋白的免疫原性的关注。证
明抗Cas9应答存在于健康成年人中。在34个人类血液样本中，检测到针对
SaCas9（样本的79％）和针对SpCas9（样本的65％）的抗Cas9 IgG抗体。

• 如何减少免疫反应对CRISPR/Cas系统的影响，以及保持长期有效的表达，将是
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之一。

DNA损伤后的自我修复：
• 在通过NHEJ和HDR进行CRISPR / Cas基因编辑时，在目标位点产生DSB。研究
发现基于DBS的修复激活p53依赖的DNA损伤反应并诱导短暂的细胞周期停滞，
从而导致模板介导的精确基因组编辑效率降低。

• 在人类多能干细胞中，p53缺陷型细胞更容易受到CRISPR介导的修饰。这些发现
表明，在临床试验期间，应监测患者体内CRISPR工程改造的细胞或器官的p53功
能。避免DSB触发p53介导的反应，将是未来保证安全性，精确性的要求之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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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伦理问题：“基因编辑婴⼉”案件

资料来源：⼈民⽹，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 2017年3⽉，经贺建奎授意，覃⾦洲等⼈物⾊男⽅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8对夫妇，并
安排他⼈冒名顶替其中6名男性，伪装成接受辅助⽣殖的正常候诊者，通过医院的艾
滋病病毒抗体检查。材料，并安排他⼈从境外购买仅允许⽤于内部研究后贺建奎指使
张仁礼等⼈伪造医学伦理审查、严禁⽤于⼈体诊疗的试剂原料，调配基因编辑试剂。

• 2017年8⽉起，经贺建奎授意，张仁礼违规对6对夫妇的受精卵注射基因编辑试剂，之
后对培养成功的囊胚取样送检。贺建奎根据检测结果选定囊胚，由张仁礼隐瞒真相，
通过不知情的医⽣将囊胚移植⼊母体，使得A某、B某先后受孕。2018年，A某⽣下
双胞胎⼥婴。2019年，B某⽣下1名⼥婴。

• 2018年5⾄6⽉间，贺建奎、覃⾦洲还安排另2对夫妇前往泰国，覃⾦洲对其中1对夫妇
的受精卵注射基因编辑试剂，由泰国当地医院实施胚胎移植⼿术，后失败⽽未孕。

• 2018年11⽉26⽇，南⽅科技⼤学原副教授贺建奎对外宣布，⼀对基因编辑婴⼉诞⽣。
此事引起中国医学与科研界的普遍震惊与强烈谴责。广东省⽴即成⽴“基因编辑婴⼉
事件”调查组展开调查。

• 2019年7⽉31⽇，南⼭区⼈民检察院向南⼭区法院提起公诉。鉴于案件涉及个⼈隐私，
12⽉27⽇，南⼭区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 根据2003年科技部和原卫⽣部联合印发的《⼈胚胎⼲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不得
将已⽤于研究的⼈囊胚植⼊⼈或任何其他动物的⽣殖系统；原卫⽣部《⼈类辅助⽣殖
技术规范》也明确规定，“禁⽌以⽣殖为⽬的对⼈类配⼦、合⼦和胚胎进⾏基因操
作”“男⼥任何⼀⽅患有严重性传播疾病，不得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技
术”。

• 2019年7⽉1⽇，《中华⼈民共和国⼈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正式施⾏，条例规定，采
集、保藏、利⽤、对外提供我国⼈类遗传资源，应当符合伦理原则，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进⾏伦理审查；7⽉24⽇，中央全⾯深化改⾰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
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案》，会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
8⽉22⽇，⼗三届全国⼈⼤常委会第⼗⼆次会议继续审议民法典⼈格权编草案，增加
规定从事与⼈体基因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体细胞基因编辑 ⽣殖细胞基因编辑

局部修改，
对全⾝、下⼀代无潜在风险

全⾝修改，
对下⼀代有潜在风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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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RISPR技术发现者获得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

• CRISPR/Cas9 基因编辑系统在2015年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科学突破”的新兴技
术；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中，法国生物化学家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美国生物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因对新一代基因编辑
技术CRISPR的贡献，摘得此殊荣；

• 2011年，杜德纳开始与沙尔庞捷合作发展CRISPR技术。一年后，两位女生物学家在
《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并首次指出，CRISPR-Cas9系统在体外实验中能“定点”对
DNA进行切割，显著提升了基因编辑的效率，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位科学
家被《时代》周刊评为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并收获了包括生命科学突破奖在
内的多项生命科学大奖；

• 2013年之前，研究人员一直在尝试将CRISPR-Cas9应用于植物和动物细胞——它们比
细菌要复杂得多。在他们看来，这和复活尼安德特人与猛犸象一样激动人心。在哈佛
大学，遗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领导的团队用CRISPR技术来改变人类基
因，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 CRISPR-Cas9很快成为了投资的热点。2013年，杜德娜联手丘奇、麻省理工学院的张
锋和其他研究人员，共同成立了爱迪塔斯医药公司（Editas Medicine），他们获得了4 
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以开发一类新的、基于CRISPR的药物。2014年4月，获得2 
500万美元投资的CRISPR医疗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在瑞士巴塞尔和英国伦敦
成立，他们的目标也是开发基于CRISPR的疾病疗法。爱迪塔斯医药公司和CRISPR医
疗公司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开发出相应的疗法，然而，实验室的供货商们已经在向
世界各地的客户销售可以立即用于动物注射的CRISPR材料，并开始为客户定制经
CRISPR改造的小鼠、大鼠和兔子。

资料来源：腾讯⽹，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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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RISPR专利问题

• 2012年8⽉17⽇，Jennifer Doudna和Emmanulle Charpentier合作，在
Science 杂志发表了基因编辑史上的⾥程碑论⽂，成功解析了CRISPR/Cas9
基因编辑的⼯作原理。

• 2013年2⽉15⽇，张锋在 Science 杂志发表了，⾸次将CRISPR/Cas9基因编
辑技术改进并应⽤于哺乳动物和⼈类细胞。

加州
⼤学

Broad
研究所

• 专利纠纷的根本问题即在于：加州⼤学⽅认为CRISPR技术为其发现并解释，拓展到
哺乳动物和⼈类细胞等真核⽣物系统是⽔到渠成的结果；⽽Broad研究所，即张锋团
队，作为第⼀个将CRISPR/Cas9应⽤到真核⽣物系统中的应⽤，其策略和技术路线
为⾃⼰独创，因此应该享有真核⽣物中CRISPR系统使⽤的权⼒；

• 根据张锋提供的2012年真核⽣物试验的实验底稿，美国专利局认为，张锋在真核⽣
物中的探索早于加州⼤学的探索，因此赋予张锋团队，即Broad研究所真核⽣物中的
专利使⽤权。

美国地区专利：Broad研究所获得真核⽣物中的使⽤权

• 欧洲专利局(EPO)批准了加州⼤学CRISPR广泛性权利要求的专利。然⽽，博德研究
所在欧洲的命运与美国完全不同。欧洲专利局在2018年1⽉17⽇上午完全撤销了博德
研究所的专利。

欧洲地区专利：加州⼤学获得原核和真核细胞CRISPR技术的广泛性专利

•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已授予加州⼤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团队原核⽣物和真核⽣
物CRISPR基因编辑的专利权。

中国地区专利：加州⼤学获得原核和真核细胞CRISPR技术的广泛性专利

值得⼀提的是，CRISPR专利实际上已经被拆分成上千份，其中还包括各组分的提升专
利；Cas9系统的蛋⽩序列也已经公开，换⾔之，CRISPR系统在⾮商业⽤途中使⽤无需

专利付费；仅在商业化的基因编辑中才需要购买专利。

资料来源：Pubmed，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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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CRISPR相关公司管线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Emmanuelle Charpentier参与创立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ennifer A. Doudna参与创立

Β镰刀型贫血症

CD19 CAR-T

BCMA CAR-T

CD70 CAR-T

运甲状腺素蛋
白淀粉样变性

遗传性血管紧张

A/B型血友病

镰刀型血症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实体瘤

体内治疗

体外治疗

资料来源：公司官⽹，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9.2 CRISPR相关公司管线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ennifer A. Doudna参与创立（后退出）
其他创始人包括：张锋、刘如谦、George Church、 J. Keith Joung

已于2020年3月完
成首位患者给药预期于2020年年底前向

FDA提交临床研究申请

18

• Editas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前，⼀共获得了三次融资。第⼀次A轮融资在2013年完成，融资额为4300万
美元，投资机构报告Third Rock Ventures、Polaris Partners、Partners Innovation Fund和Flagship
Pioneering。

• 第⼆次融资是在2015年的5⽉，由Juno Therapeutics独家投资4700万美元。同时，Juno与Editas
Medicine达成协议，利⽤后者的CRISPR技术，共同开发癌症免疫疗法CAR-T和TCR，这项合作总计
将为Editas带来7.37亿美元的收益。

• 2015年8⽉，Editas获得1.2亿美元融资，投资者包括微软联合创始⼈⽐尔·盖茨、⾕歌、Deerfield
Management、Khosla Ventures等。

• ⽬前，Editas的基因治疗药品研发都还在早期阶段，主要关注遗传性眼病的基因治疗，治疗罕见遗
传病，甚⾄让粮⾷增产。

镰刀型血症

Β地中海贫血

肿瘤细胞治疗
先天性耳聋

Usher综合征

常染色体显性视
网膜色素沉着症

神经系统

资料来源：公司官⽹，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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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CRISPR相关公司管线

创始人包括：张锋、刘如谦、J. Keith Joung、John Evans
• 与遗传疾病相关的基因错误，一半以上是由构成基因组的数十亿个碱基中的单个碱基变化引起的。目前，Beam Therapeutics的基因技
术能够对基因中的单个碱基A、G、C、T进行编辑，对特定基因进行敲除或加入，但不会切割DNA或RNA链。Beam Therapeutics的基
因编辑新技术有助于预防和治愈遗传疾病。

据Beam介绍，其单碱基编辑技术是CRISPR基因编辑工具的全新应用。与经典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不同，该技术主要涉及对碱基的化学修饰，不会切开
DNA或RNA，理论上安全性也更高。

递送系统 治疗领域 适应症 技术路径

研究进展

电穿孔

非病毒
（LNP）

病毒
（AAV）

血液疾病

肿瘤

肝脏疾病

眼科和神
经系统

镰刀型血症
Β地中海贫血

镰刀型血症

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糖原贮积症

斯塔格特病

资料来源：公司官⽹，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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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CRISPR相关公司管线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ennifer A. Doudna参与创立
创始人包括：James Berger，Martin Jinek，Rachel E. Haurwitz

• Therapeutics
2020年9月，FDA批准了CAR-T候选产品CB-010的临床试验
许可。该产品旨在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B-NHL）患者。

•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杜邦公司一直和CaribouBiosciences公司合作,目前已经培育了
CRISPR编辑的玉米和小麦,并进入了田间试验阶段

• Biological research

•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 Caribou也试图转型，从技术平台型公司，帮助其他公司开发
药品和其他产品的技术平台到产品型公司进行转变。

该公司主要成果集中于CRISPR/Cas9。Cas9是一种RNA导向内切酶，
是一种有效的基因组编辑工具。该公司涉及到的领域包括：

创始人包括： David Scott，David Walt，张锋，Winston Yan

• Arbor Biotechnologies将人工智能、基因组测序、基因合成、以
及高通量筛选融合到了一起，打造了一个发现平台，以求开发
全新CRISPR酶。平台能用实验数据来验证计算机的预测，再使
用计算机的预测来指导实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其高通量
筛选能力则能让这家新锐公司快速推进新分子的发现。该公司
已利用该平台发现了发现了Cas13d蛋白。

• Vertex福泰制药公司与Arbor Biotechnologies于2019年达成合作协
议，开发新的CRISPR内切核酸酶来推动基因编辑疗法的研发，
用以开发囊性纤维化和其他四种遗传疾病新的基因编辑疗法。

• 2020年9月Arbor Biotechnologies发表公告称将与Vor Biopharma合
作开展针对造血干细胞的研究，以开发针对血液癌症的疗法。

资料来源：公司官⽹，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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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RISPR相关公司管线

Sherlock Biosciences拥有两个关键的技术平台：SHERLOCK 和
INSPECTR。

• SHERLOCK (Specific High Sensitivity Enzymatic Reporter unlocking) ，
它是一种基于CRISPR的快速、便宜、高灵敏性的诊断工具。
SHERLOCK将各种CRISPR-Cas13系列的酶、Cas12a和Csm6结合使用，
可以同时检测多种核酸。 SHERLOCK还具备一个纸制的双向流动条，
像验孕棒一样，在不借助任何外界仪器的帮助下就能直观读数

• INSPECTR (Internal Splint-Pairing Expression Cassette Translation 
Reaction）是基于合成生物学的分子诊断系统。该系统可以在没有任
何仪器帮助的室温条件下对单个核苷酸目标进行区分。INSPECTR由
DNA杂交的传感器组成，该传感器可进行编程以检测具有单碱基对
特异性的目标核酸，再通过基于纸质的合成基因网络将传感器的检测
结果转化为生物发光信号。

• 2020年5月，Sherlock Biosciences 开发的基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
COVID-19检测方法获得FDA紧急授权。

创始人包括：张锋、Jim Collins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ennifer A. Doudna参与创立
创始人包括：Ashley Tehranchi，Janice Chen等

• 该公司的目标是创建一种即时诊断工具，可以检测多种疾病，供医院
和家中使用。Mammoth在2018年4月推出了Doudna实验室授权的
CRISPR技术的产品。这项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场景并不局限于遗传
病筛查、癌症检测、病毒细菌感染诊断等医疗类用途。它也可以适用
于农业领域内的生物群落分析、司法领域内的法医鉴定等。

• 新冠疫情爆发后，该公司利用其检测平台DETECTER与UCSF联合开
发了一种新冠检测方法，该方法已在2020年9月获得FDA紧急授权。

资料来源：公司官⽹，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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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风险提示

q 新产品研发及注册风险

q 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q 市场竞争格局变动风险

q 专利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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