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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治疗技术实现了在基因层⾯上的治疗，不同于⽬前使⽤的
治疗⼿段，在特定适应症中显⽰出独特的性质与优势；

• 基因治疗的重要技术壁垒之⼀为病毒载体的选择、构建、修饰
及⽣产，病毒载体的质量将⼤⼤影响治疗效果以及安全性；

• 我国基因治疗⾏业开始起步，已经有多家公司分别在特定种类
疾病，如遗传病、⾎液类疾病、眼科、肌⾁及神经系统适应症
中显⽰出治疗潜⼒，整体说来较为分散；

• 不同于药物研发过程，基因治疗的CDMO外包率更⾼，预计基
因治疗⾏业的 CDMO市场将随着基因治疗⾏业的发展⽽增长；

• 预计在2028年前后，我国的基因治疗⾏业规模将达到1,000亿⼈
民币规模，且国内外差距将逐渐缩⼩；

• 风险提⽰：病毒载体整合后潜在致癌风险；研发失败风险；新
产品研发及注册风险；⾏业政策变动风险；市场竞争格局变动
风险；专利变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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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因治疗简介

• 基因治疗定义：将具有正常功
能的基因置换或增补患者体内
有缺陷的基因，从⽽达到治疗
疾病的⽬的，或把某些遗传物
质转移到患者体内，使其在体
内表达，最终达到治疗某种疾
病的⽅法；

• 核⼼：将正常基因或有治疗作
⽤的基因通过⼀定⽅式导⼊⼈
体靶细胞以纠正基因的缺陷或
者发挥治疗作⽤，从⽽达到治
疗疾病⽬的；

• 发展现状：基因治疗技术还不
成熟，以及涉及⼀系列伦理学
问题，⽬前开展的基因治疗只
限于体细胞，主要治疗遗传病、
眼科疾病、肌⾁疾病以及肿瘤、
⼼⾎管疾病、感染性疾病等。

基因治疗分⼦机制

资料来源：Natur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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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因治疗发展历史：曲折前⾏

• 1963年，美国分⼦⽣物学家、诺贝尔⽣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Joshua Lederberg第⼀次提出了基因
交换和基因优化的理念，为基因治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1970年，美国医⽣Stanfield Rogers试图通过注射含有精氨酸酶的乳头瘤病毒来治疗⼀对姐妹的
精氨酸⾎症，这是⾸例⼈体试验，试验以失败告终；

• 1971年，⼀项重要的科学实验表明，DNA可以注⼊⼈体细胞，解决细胞中的⽣物学问题。DNA
恢复了从患有半乳糖⾎症的患者中提取的⼈成纤维细胞缺失的酶活性。值得注意的是，外源
DNA处理的仅仅是在培养⽫中⽣长的细胞；

• 1972年，⼀篇发表在Science的⽂章中⾸次正式提出使⽤基因疗法作为治疗⼈类遗传疾病的⼿段。
受到1971年结果的启发，作者Friedmann和Roblin表⽰，“基因疗法可能在未来改善⼈类的某些
遗传疾病 ”；

• 1980年开始，Martin Cline和French Anderson等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使⽤病毒将DNA传递到⼩⿏
或⼈细胞中。最初，这些细胞在体外进⾏遗传修饰；

• 1990年，被称为“基因治疗之⽗”的William French Anderson医⽣领衔进⾏了⼀项长期临床试验，
治疗患有腺苷脱氨酶（ADA）缺乏性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症（ADA-SCID）的⼉童。使⽤逆转录
病毒将ADA基因转移到分离的T细胞中，然后将这些基因修饰的T细胞回输⾄患者体内，以求向
ADA-SCID患者中引⼊健康的ADA基因。临床试验观察到⼉童健康状况的显著改善。该报告表
明，基因治疗可以安全有效地⽤于病⼈；

• 1992年，意⼤利科学家⾸次成功地使⽤逆转录病毒修饰造⾎⼲细胞，将全序列ADA基因传递给
ADA-SCID患者。截⾄此时，NIH（国⽴卫⽣研究院）和FDA（⾷品和药物管理局）都⾮常谨
慎，但⽀持这项基因治疗⼯作的发展；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次提出概念

⾸次⼈体试验（失败）

体外试验验证

提出⽤于⼈类遗传病

病毒载体尝试

ADA-SCID临床成功

⾸次造⾎⼲细胞修饰

促进基因治疗⾏业发展 减缓基因治疗⾏业发展
资料来源： Natur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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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因治疗发展历史：曲折前⾏

• 1999年，患有鸟氨酸转氨甲酰酶缺陷（OTC）的 Jesse Gelsinger参与了由宾⼣法尼亚⼤学开展
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研究⼈员⽤腺病毒将缺失的基因传递到他体内，然⽽4天后，Gelsinger死
于强烈免疫反应导致的多器官衰竭；

• FDA暂停多项基因治疗临床试验；
• 2000年，法国内克尔医院研究组利⽤逆转录病毒感染造⾎⼲细胞成功治疗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
缺陷症（X-SCID）；

• 3年后，其中5例受试者发展成⽩⾎病，其中1位因此死亡，后来发现诱发⽩⾎病是由于逆转录
病毒在基因组中的随机插⼊激活了癌基因的表达所致。；

• 2003年，FDA暂时中⽌了所有使⽤逆转录病毒来改造⾎液⼲细胞的临床试验，经过3个⽉严格
审核权衡后，才允许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继续进⾏；

• 2012年，EMA批准了⾸款基因疗法Glybera，⼀种携带⼈脂蛋⽩脂肪酶（LPL）基因的AAV1载
体，⽤于治疗脂蛋⽩脂肪酶缺乏引起的严重肌⾁疾病，售价⾼达120万美元；

• 2016年，EMA批准了第⼆款基因疗法Strimvelis，⼀种治疗ADA-SCID患者的⼲细胞基因疗法。
ADA-SCID是⼀种罕见疾病，每年在欧洲影响约14⼈。与Glybera相似，这种基因治疗起步不好。
该疗法最初定价为66.5万美元，这是相当昂贵的。截⾄2017年，只有2名患者接受了这种治疗；

• 2017年，FDA批准了⾸款基因疗法Luxturna，⼀种携带RPE65基因的AAV2载体，治疗罕见遗传
性视⽹膜病变造成的视⼒丧失，由美国Spark Therapeutics研发；

• 2017年10⽉，由于Glybera销售情况堪忧，uniQure公司宣布该产品退市；
• 2018年4⽉，葛兰素史克将Strimvelis出售给Orchard Therapeutics。在销售点，只有5名患者接受
治疗（价格为73万美元）。

2000s

2010s

⾸例临床试验致死

随机插⼊致癌

监管收紧

Glybera获批

监管收紧

Strimvelis获批

Glybera退市

Strimvelis销售堪忧

Luxturna获批

促进基因治疗⾏业发展 减缓基因治疗⾏业发展
资料来源： Natur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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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医药企业基因治疗发展：欧美巨头积极布局

欧洲前⼗⼤药企：9/10已布局美国前⼗⼤药企：9/10已布局

⽇本前⼗⼤药企：2/10已布局 中国前⼗⼤药企：2/10已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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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官⽹；Evaluate Pharm，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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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公司 核⼼ 技术 适应症

2020.1 博雅辑因完成4.5亿元B轮 基因编辑平台
专注CRISPR临床治疗，包括造⾎⼲细胞平台，CAR-T平台，RNA碱基编辑平台，⾼通量基因组编辑筛选。中
国药监局已经在2020年10⽉受理其针对输⾎依赖型β地中海贫⾎的基因编辑疗法产品ET-01的临床试验申请，
这是中国⾸个获药品审评中⼼受理的基因编辑疗法临床试验申请。

针对肝脏/神经系统/肌⾁/
癌症/⾮遗传疾病的基因编
辑治疗⽅案均在研究阶段。

2020.2 赛业⽣物完成2.85亿元B轮 动物模型定制 转基因⿏和基因敲除⿏定制,稳转细胞株及敲除细胞株,⼲细胞及培养试剂研发与销售

2020.6 希诺⾕完成数千万元B1轮融资 宠物克隆
多物种（⽝、猫、马、猪、⽜）动物克隆技术平台和动物基因编辑技术平台。是国内⾸家拥有完全⾃主知识产
权的商业化宠物克隆企业。

2020.6 本导基因完成千万级pre-A轮融资 全流程 mRNA递送与基因编辑平台BDmRNA与第四代慢病毒载体平台Bdlenti 眼科疾病

2020.8 派真⽣物完成B+轮融资 病毒载体⽣产 AAV载体规模化GMP⽣产：重组腺相关病毒（rAAV）与慢病毒（Lentivirus）⽣产、病毒包装（Virus 
Packaging）及载体克隆服务

2020.8 杭州嘉因获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 全流程
腺相关病毒（AAV）和慢病毒（LV）基因治疗载体的前端筛选、优化、⽣产⼯艺建⽴、GMP⽣产、和临床试
验等研究项⽬和基因治疗药物的⽣产。

2020.8 锦篮基因完成战略投资融资 AAV载体
锦篮基因拥有AAV载体基因药物设计技术平台、新型AAV外壳研究技术平台、基因表达调控元件设计及评价
技术平台、AAV载体制备技术研究平台、AAV载体质量研究技术平台、基因治疗有效性评价技术体系等基因
药物开发所需的核⼼技术能⼒。

2020.3 吉凯基因 4亿元C轮融资 全流程
转化医学，技术包括Affymetrix全基因组表达谱和miRNA芯⽚平台，全基因组CRISPR/Cas9 sgRNA⽂库构建技
术平台，慢病毒、腺病毒、腺相关病毒的构建、包装和纯化技术平台等

2020.3 Elevate Bio 完成1.7亿美元的B轮融资
细胞和基因治疗技
术研发

细胞和基因治疗技术研发，重点关注免疫疗法、再⽣医学和基因疗法。该公司打造了⼀个完全整合的业务模式，
旨在为基因和细胞疗法开发公司提供资⾦、研发基地，以及药物开发和商业化知识。

2020.4 纽福斯完成1.3亿元A轮融资 眼科遗传病及⽣产眼科遗传病基因治疗研发平台，以及基因治疗药物的GMP⽣产平台 眼科疾病

2020.6 Sana Biotechnology 超7亿美元初始融资 多适应症
在基因治疗⽅⾯，Sana主要研究的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体内基因进⾏修饰和控制从⽽治疗遗传性疾病和后天
获得性疾病。在细胞治疗⽅⾯，Sana主要研究的是细胞替代疗法：将⼲细胞分化为临床所需细胞类型，对体内
任何病变或死亡细胞进⾏替换，从⽽治疗因细胞功能丧失所造成的疾病。

癌症、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脏病和各种遗传疾病

2020.6 Orca Bio 完成1.92亿美元D轮融资 细胞疗法 旨在打造⾼度精准的同种异体细胞疗法。
2020.7 吐露港⽣物完成数千万元融资 核酸检测 基于CRISPR/Cas12系统的创新核酸检测技术
2020.7 赛福基因完成数千万元Pre-B 基因检测 临床神经遗传疾病诊断基因检测服务

2020.9 和元⽣物完成超3亿元C轮融资 AAV产业化
基因和细胞治疗GMP⽣产平台。完成的⾸个单纯疱疹病毒基因治疗产品，已经分别在中国、美国和澳⼤利亚
获批进⼊临床。

2020.10 AavantiBio 完成1.07亿美元A轮融资 罕见病治疗 开发创新性基因疗法来治疗罕见病 弗⾥德希⽒共济失调

1.4 2020年基因治疗领域投融资案例：全流程参与

资料来源：公司官⽹及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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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0年基因治疗领域IPO情况：全流程参与
⽇期 公司 核⼼ 技术 适应症

2020.2 Passage Bio AAV载体基因疗法 罕见的单基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CNS）的基因治疗 GM1神经节苷脂病，额颞叶痴呆（FTD）

2020.2 Beam Therapeutics 基因编辑
为全球⾸家利⽤单碱基编辑技术开发精准基因药物的创新公司。基
因编辑技术包括：CRISPER-Cas9系统，Cas12b核酸酶为基础的DNA
编辑技术，Cas13a核酸酶为基础的RNA剪辑编辑技术

电穿孔法的⾎液疾病治疗和肿瘤细胞治疗，使⽤
⾮病毒转染法（或称化学转染法）的肝病治疗，
以及使⽤腺相关病毒（AAV）的眼科及中枢系
统疾病治疗。

2020.6
⾦斯瑞将细胞治疗业务（传
奇⽣物，LEGN.US）在6⽉分
拆上市

细胞疗法 发现和开发⾎液/肿瘤、感染性疾病和⾃⾝免疫疾病的新型细胞治疗

2020.6 Akouos AAV载体基因疗法 基于AAV基因平台的感觉神经听⼒损失等疾病的药物开发 基因的突变导致的听⼒损失

2020.6 Generation Bio ⾮病毒基因疗法 ceDNA, a non-viral gene therapy platform，罕见病的基因疗法开发 肝脏和视⽹膜的罕见和流⾏疾病的8款项⽬

2020.7 Poseida Therapeutics
⾮病毒基因⼯程，以
CAR-T疗法为主

⾃体和同种异体CAR-T，主要技术版块分为piggyBac DNA修饰系统、
CAS-CLOVER基因编辑、基因运输系统等。

⾎液系统恶性肿瘤、实体瘤以及⼀些罕见遗传病

2020.8 Freeline Therapeutics AAV载体基因疗法
主要专注于利⽤基因疗法的潜⼒为患有慢性全⾝性疾病的病⼈提供
治愈性治疗⽅法。(AAV-based)

溶酶体贮积病，法布⾥⽒病和⾼雪⽒病

2020.11 药明巨诺 JW Therapeutics CAR-T Car-T细胞免疫治疗

9
资料来源：公司官⽹及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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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0年基因治疗领域投FPO案例：全流程参与
⽇期 公司 核⼼ 技术 适应症

2020.2 Adverum Biotechnologies AAV载体基因疗法 基于OcularBioFactory平台，专注于发现及开发治疗眼部疾病之新型基因疗法 严重眼科疾病和罕见病 (AAV-based)

2020.2 Avrobio 罕见病治疗 基于体外慢病毒的基因治疗，以单剂量治疗罕见疾病 布雷病，⼽谢病，庞贝病和胱胺酸症

2020.5 bluebird bio 罕见病及肿瘤 基因治疗、癌症免疫治疗和基因编辑。Zynteglo是全球⾸个治疗TDT的基因疗法。
多发性⾻髓瘤，β-地中海贫⾎，镰状
细胞病等

2020.5 Krystal Biotech ⽪肤病基因药物
该公司开发了⼀种专有的基因治疗平台，它们称为⽪肤TARgeted Delivery平台或STAR-D平
台，其由基于单纯疱疹病毒1或HSV-1的正在申请专利的⼯程病毒载体和⽪肤优化的基因转
移技术，开发了现成的⽪肤病治疗⽅案。

囊性纤维化

2020.6 Iovance Biotherapeutics 细胞疗法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TIL) 宫颈癌

2020.6 allogene CAR-T 开发治疗⾎液癌症和实体瘤的同种异体 CAR-T 疗法

2020.6 Adaptimmune Therapeutics 细胞疗法 TCR-T 疗法

2020.6 Editas Medicine 基因编辑
两类CRISPR药物：⼀种是直接在体内进⾏CRISPR基因编辑，⼀种是在体外进⾏基因编辑细
胞后回输到⼈体

眼科疾病，肝癌，肺癌，⽩⾎病等

2020.6 Atara Biotherapeutics 细胞疗法 通⽤型异体T细胞免疫疗法

2020.6 Fate Therapeutics CAR-T “即⽤型”CAR-T疗法

2020.6 Iveric Bio AAV载体基因疗法 该公司的IC-200是⼀种基于独⽴突变的基因疗法，由AAV2载体提供 孤⼉遗传性视⽹膜疾病

2020.6 Intellia Therapeutics 基因编辑 利⽤⽣物⼯具CRISPR / Cas9系统开发专有的潜在治疗药物 镰状细胞贫⾎，HIV，肿瘤

2020.6 Replimune 细胞疗法 针对癌症开发的溶瘤细胞的免疫疗法，Immulytic platform (HSV-based) 肿瘤

10
资料来源：公司官⽹及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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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编辑（CRISPR/Cas9）：
• Cas9 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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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删除），
从⽽实现对患者基因组本⾝“错误”基因
的改变与修正。

• 基因增补：
• 将外源基因导⼊病变细胞或其它细胞，其
表达产物能修饰缺陷细胞的功能或使原有
的某些功能得以加强，是⽬前已上市和实
验中的基因疗法最主要的作⽤原理之⼀。

• 基因抑制：
• 利⽤反义技术、核酶技术或基因敲除技术
（knock-out）特异地封闭基因表达特性，
抑制有害基因的表达。如反义RNA、核酶
或RNAi等药物。

12

2.1 基因治疗作⽤机制

图，基因编辑作⽤机制图

基因增补作⽤机制图 基因抑制作⽤机制图
资料来源：Frontiers in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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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因治疗作⽤机制独特，与现有药物均不同

资料来源：Frontiers in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DNA RNA 蛋⽩

转录
翻译

逆转录

复制复制

基因治疗
⼩分⼦⼲扰类药物

蛋⽩类药物

⼩分⼦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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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因治疗分类：按体内、体外
按照体内和体外可以将基因治疗产品分为两类:
体外基因治疗（ Ex vivo ）：细胞在体外经过改造后输回患者体内，⽐如以慢病毒为载体的LentiGlobin。
体外基因治疗主要步骤：从患者中分离待改造的细胞并进⾏培养；通过载体或者物理化学⽅法将治疗基因导⼊培养的细胞中；筛选成功
转化的细胞并培养增殖；将改造好的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

体内基因治疗（In vivo ）：将基因治疗的材料（正确的基因/反义RNA等）递送到体内，再由这些材料对体内细胞进⾏基因改造，⽐如以
AAV为载体的Luxtuma。
体内基因治疗主要步骤：获取/制备⽬的基因；构建⽬的基因-载体复合物；将⽬的基因-载体复合物导⼊⼈体。

体内/体外基因治疗⽰意图
14

资料来源：FDA，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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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Luxtuma为例：
• 2016年FDA获批，⽤于治疗遗传性视⽹膜营养不良（罕
见病）；

• RPE65质粒和AAV病毒共转染宿主细胞制备装载RPE65
的AAV病毒；

• 重组AAV病毒溶液纯化、消毒后注射到患者视⽹膜下；

• AAV病毒对RPE细胞进⾏转染，RPE65 DNA进⼊细胞核，
但不对细胞原有基因组进⾏整合；

• 单链DNA经DNA聚合酶修补为双链，转录、翻译表达出
RPE65蛋⽩。

15

2.2 基因治疗作⽤机制：以眼内注射为例

Luxtuma作⽤机制图
资料来源： Spark Therapeutics Briefing Document: October 12, 2017，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FDA将基因治疗产品按照技术⽅式分为五类：
1. 质粒DNA基因治疗产品：是指基因⼯程化的、能够将治疗性基因导⼊⼈类细胞的环形DNA分⼦。通常是分离/扩增⽬的基因后将其导⼊到
质粒中，然后转染细菌进⾏质粒的增殖，以⽣产⽤于治疗的质粒产品，质粒进⼊细胞核后可转录出mRNA从⽽表达⽬标蛋⽩。⽐如于
2019年3⽉在⽇本获批的Collategene，即为搭载肝细胞⽣长因⼦（HGF）的质粒，⽤于治疗外周动脉闭塞性疾病。

2. 病毒载体基因治疗产品：对病毒进⾏改造（⽐如删去复制基因）去除其引发传染性疾病的能⼒，再将⽬的基因通过质粒共培养的⽅式装
载到病毒颗粒中，病毒感染细胞进⼊细胞核后释放⽬的基因并转录表达。⽐如于2019年5⽉由FDA 批准上市的Zolgensma，即为搭载
SMN1基因的AAV9病毒，递送到神经系统后可表达出SMN蛋⽩从⽽可以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

2.3 基因治疗分类：按技术路径-1

质粒DNA基因治疗⽰意图 病毒载体基因治疗⽰意图 16
资料来源：FDA， The approved gene therapy drugs worldwide: from 1998 to 2019，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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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细菌载体基因治疗产品：通过改造去除细菌（如沙门⽒菌）引发传染性疾病的能⼒但仍然保留其对某些组织（⽐如肿瘤）的亲和性，
再将⽬的基因/寡聚核苷酸导⼊细菌，给药后即可感染靶细胞并释放基因改造材料。⽬前暂无该类药物上市，在研的包括癌基因沉默
的产品、提⾼癌抗原表达的产品。

4. 基因编辑治疗产品：能够精确对⽣物体基因组的特定⽬标基因进⾏修饰，从⽽达到破坏有害基因或者修复变异基因的⽬的。基因编辑
技术包括同源重组、锌指核酸酶（ZFNs）技术、转录激活样效应因⼦核酸酶（TALEN）技术和获得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
CRISPR/Cas9技术。⽬前暂无药物上市。

5. 细胞基因治疗产品：从患者提取细胞后，经过基因改造（通常使⽤病毒载体）后返输回患者体内。⽐如于2017年获批的Kymriah，即
是将患者的T细胞取出，通过慢病毒将CD19抗体基因转染到T细胞中，该基因可在T细胞表⾯表达出CD19抗体，经筛选增殖后回输患
者体内，实现对B细胞淋巴瘤的杀伤。

2.3 基因治疗分类：按技术路径-2

细菌载体基因治疗⽰意图 基因编辑治疗镰⼑状细胞贫⾎⽰意图 细胞基因治疗⽰意图

17
资料来源：FDA，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therapeutic genome editing ，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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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

• 细胞治疗是指利⽤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细胞的特性，采⽤⽣物⼯程⽅法获取和/或通过体外扩增、特殊培养等处理后，产⽣的特异性功
能强⼤的细胞，回输体内后，从⽽达到治疗疾病的⽬的。近些年细胞治疗在遗传病、癌症、组织损伤、糖尿病等疾病的治疗上显⽰出
越来越⾼的应⽤价值。

• 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并不容易划分清楚，为了更好的概括，有⼀种⽅法是将细胞和基因治疗合在⼀起将，合称细胞和基因治疗（ cell 
and gene therapies，CGT ）；另外⼀种是分为广义、狭义的区分，按照技术类别来分，这种⽅法更容易区分。

• 狭义的基因治疗只是基因递送，并不包括CART/TCRT和溶瘤病毒治疗。广义基因治疗则包含了⼀般的基因递送和CART/TCRT、溶瘤病
毒这两种免疫治疗⽅法。

2.4 基因治疗与细胞治疗

⼲细胞治疗⽰意图 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

18
资料来源： The source, harvesting procedure, culture and several potential uses of stem cells ，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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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基因治疗载体：

• 传递⽅式和效率，准确地说，就是基因到达靶细胞的效率。只要能把基因送到指定的细胞上，许多疾病基本可以治疗，但现实是很难
实现。⽐如，肝脏疾病只有40%的传递效率，眼科疾病20-40%，脑科疾病甚⾄低于10%。

理想的基因治疗载体特性：

• 具有靶向特异性、无毒性；⾼度稳定、易制备、可浓缩和纯化；有利于基因的⾼效转移和长期表达；容量⼤、易⼈⼯合成、缺乏⾃动
复制载体⾃⾝的能⼒。

20

3.1 基因治疗递送：⽬前主要以病毒为载体

腺病毒 n=547, 20.5%
逆转录病毒 n=478, 17.9%
裸DNA/质粒 n=442, 16.6%
腺相关病毒 n=204, 7.6%
慢病毒 n=196, 7.3%
⽜痘病毒 n=175, 6.6%
脂质体 n=117,4.4%
痘病毒 n=107,4%
HSV n=93, 3.5%
其他载体 n=223, 8.4%
未知 n=88,3.3%

1989-2017年间临床实验中所⽤各种载体情况概览

⽬前基本采⽤两种载体：

• ⾮病毒载体：主要有裸露的DNA、质粒、脂质体、微球粒和
其他物质。该类载体具有低免疫原型、低成本、易规模化等
优点，但转染效率、细胞毒性、靶向性等问题还有待解决。

• 病毒载体：包括腺相关病毒（AAV）、慢病毒（LV）、腺病
毒（AdV）和逆转录病毒（RV）等，相⽐于腺病毒和逆转录
病毒来说，慢病毒载体和AAV载体安全性较好，⼆者所占临
床试验的⽐例近年来也在逐步增加。

• 当前⼤部分细胞和基因治疗项⽬所采⽤的载体都为病毒载体，
使⽤⾮病毒载体的项⽬⼤约仅占项⽬总数的28.3%。

资料来源：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 to 2017: An update ，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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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送的机制：
• AAV颗粒与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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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经泛素化途径被降解。

• 进⼊细胞核的AAV颗粒释放搭载的⽬标基因，⽬标基因在核内酶的作⽤下形成
完整双链，转录、翻译可得蛋⽩产物。

3.2 腺相关病毒（AAV）载体：基因治疗的⾸选载体

• AAV特性：
• AAV是⼀种单链DNA病毒，外形为正⼆⼗⾯体，由蛋⽩⾐壳（capside）和长度
为4.7kb的单链DNA基因组构成。

• 已发现12种AAV⾎清型和100多种AAV突变体，各⾎清型的主要区别在⾐壳蛋
⽩，因此导致了不同⾎清型AAV对各组织或细胞感染效率（靶向性）不同，⽐
如AAV5对视⽹膜⾊素上⽪(RPE)细胞感染效率很⾼，⽽AAV6则对呼吸道上⽪
细胞感染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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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中的Rep基因则与AAV
复制有关，且与⼈类AAVS1基因相似，存在整合可能性，但⽬前使⽤的AAV载
体均已删除Rep基因，使得基因组整合的可能性⼤⼤降低；

• 现有的⽣产体系⼀般通过哺乳动物HEK293细胞、Hela细胞系或昆⾍细胞sf9，
来实现AAV的包装与扩增。

AAV作为基因治疗递送载体的作⽤机制
资料来源： CRISPR Gene Therapy: Applications,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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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AV载体改造策略：分型发现、设计及修饰

定向设计
将特定多肽序列嫁接
在⾐壳表⾯，让它们
可以与特定细胞表⾯
的受体相结合

发现天然AVV
如AAVrh.10、猪AAV

进化筛选
模拟⾃然进化的机制，
在⾐壳蛋⽩中引⼊⼤量
随机突变，然后在选择
压⼒下筛选出具有特定
⽣物性质和特征的⾐壳

计算机模拟设计
使⽤计算机算法进⾏
模拟，根据不同的分
型特性进⾏重组

AAV载体⾯临的⼀些问题：

1. 预存免疫（pre-existing anti-AAV antibody）：据传染病学统计，
40-80%的⼈体内携带针对AAV的抗体。这可能导致AAV作为基
因疗法载体在未递送转基因时就被免疫系统摧毁，降低转基因的
表达⽔平。解决这⼀难题的策略包括使⽤从⾮⼈灵长类中分离的
AAV⾐壳，AAV载体的理性设计与定向进化。

2. 提⾼AAV载体对于组织的特异性：⼏乎所有天然AAV⾐壳蛋⽩能
够在肝脏中引发有效的转基因表达；AAV8和AAV9⾐壳蛋⽩能够
靶向⾝体中的多种肌⾁类型；AAV9和AAVrh.10能够穿越⾎脑屏
障。通过载体设计优化得到更多组织特异性更佳的AAV载体也是
当前的⽅向。

3. AAV载体的容量只有约4.7kb：对于很多较⼤的基因，需要选择
其截断的有功能的区域。如递送FVIII时去除了其B-domain；递
送DMD基因时，选择了micro-DMD基因。

22

资料来源： Scienc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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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AV载体改造策略：⽚段的修饰
治疗性⽚段及上下游序列的修饰

23
资料来源： Science ，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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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AV载体改造策略：蛋⽩层⾯的修饰

AAV⾐壳蛋⽩的修饰

24
资料来源： Science ，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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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2019年9⽉，在ClinicalTrials.gov上注册了190项以AAV为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
• 2016年-2019年临床以AAV为载体的基因治疗试验数量增长迅猛，从不⾜10个增加到了接近45个。

• 临床试验中所⽤最多的是基于AAV2⾎清型载体，但是新的⾎清型如AAV8、AAV9、AAV10也在不断被⽤于临床试验。
• 以AAV为载体的基因治疗主要靶向眼、肝、肌⾁和脑部，其中尤以靶向眼部疾病的临床试验数量为多；⼤多进⾏I/II期
临床试验以加速研发进程。

25

使⽤AAV做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简况

3.4 AAV载体临床试验数量猛增

资料来源： Natur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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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作为基因治疗递送载体的作⽤机制

3.5 慢病毒（LV）载体：造⾎⼲细胞基因增补的⾸选⼯具

LV特性：
• LVs为RNA病毒，是逆转录病毒的亚型，能够在被转导的细胞中逆
转录为DNA，并整合⾄宿主基因组。维持⽣存的基本基因包括gag、
pol和env基因；gag编码结构蛋⽩，pol编码逆转录酶和整合酶，env
编码病毒包膜糖蛋⽩。

• 作为基因治疗载体可以容纳⾼达10kb⼤⼩的基因，是转染肿瘤细胞
的优良载体；免疫原性低，⼏乎不引起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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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当前基因治疗研究的重要病毒载体之⼀，也是⽬前⼤多数造⾎⼲
细胞基因增补的⾸选⼯具（⽐如⽤于治疗肾上腺脑⽩质营养不良）。

递送机制：
• LV与靶细胞融合；
• 释放出装载的基因，并表达出逆转录酶、整合酶等相关蛋⽩，构建
整合复合物；

• 整合复合物转移到细胞核，并将⽬标基因整合到靶细胞基因组上；

• ⽬标基因转录、翻译，实现预定⽣物学功能。

资料来源： Nature，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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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AV和LV为最常⽤的基因治疗载体：安全、药效持久
基因治疗递送载体的特性⽐较

代表公司：Spark, RegenxBio, UniQure, Biomarin, Sangmo

代表公司：Immusoft, AGT, Bluebird, Molmed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AAV

LV

AV

RV

HSV

临床前 临床 上市

不同载体基因治疗产品研发布局情况

资料来源： EvaluatePharma，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载体 逆转录病毒 (Retrovirus) 慢病毒 (Lentivirus) 腺病毒 (Adenovirus) 腺相关病毒(AAV)
病毒基因组 ssRNA ssRNA dsDNA ssDNA
基因容量（kb） 3 4 5.5 2
进⼊⽅式 融合 融合 受体 受体
基因定位 随即整合并稳定遗传 随即整合并稳定遗传 不整合 不整合

感染细胞类型
感染分裂细胞，在肝细胞中表达效率

低
感染分裂和不分裂细胞 感染分裂和不分裂细胞 感染分裂和不分裂细胞

表达⽔平
⾼⽔平表达，细胞⽔平72hr达到稳定，

在体⼀般不采⽤
⾼⽔平表达，细胞⽔平72hr达到稳定，
在体⽔平表达较差，通常需要96hr

⾼⽔平表达，细胞⽔平36hr达到稳定，
在体⽔平通常需要72hr

低⽔平表达，细胞⽔平需要7天左右
达到稳定，动物⽔平通常需要两周左

右
时长 长期 长期 短期（∼3周） 中期（稳定表达6个⽉以上）
免疫原性 中等 中等 强烈 可忽略
安全性 无插⼊诱变 插⼊诱变 无插⼊诱变 无插⼊诱变
适应症 ⿊⾊素瘤、脑胶质瘤等 艾滋病、地中海贫⾎等 ⾎友病、莱伯先天⿊内障 脑胶质瘤、肝胆肿瘤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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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病毒载体专利及保护现状

资料来源：公司官⽹，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前，基因治疗商业化的技术核⼼即为病毒载体结构及修饰、序列构建以及后续⽣产，整体壁垒较⾼：

1. 重组病毒载体的制备及结构受到专利保护；

2. ⽚段及蛋⽩的修饰保密；

3. ⽣产过程、细胞系、毒株受到专利保护，且流程中⼤量“know-how”细节保密。

FIX-Padua (Factor IX protein with a leucine at the R338 position) Optimization of expression of parvoviral rep and cap proteins in insect cells
First Filing date: Sept. 15, 2009 First Filing date: Feb. 19, 2009
U.S. Patent No. 9,249,405 U.S. Patent No. 8,642,314 (B2)

Improved AAV Vectors Produced in Insect Cells U.S. Patent No. 9,260,724 (B2)
First Filing date: Oct. 19, 2006 Removal of contaminating viruses from AAV preparations
U.S. Patent No. 8,163,543 (B2) First Filing date: Sep. 07, 2012

Vectors with modified initiation cod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AAV-REP78 useful for 
production of AAV in insect cells U.S. Patent Application No. 14/343,884

First Filing date: Jun. 20, 2007 Mutated Rep encoding sequences for use in AAV production
U.S. Patent No. 8,512,981 (B2) First Filing date: Mar. 11, 2011
U.S. Patent No. 8,952,144 (B2) U.S. Patent No. 9,228,174 (B2)
U.S. Patent No. 9,708,627 (B2) U.S. Patent Application No. 14/952,303
U.S. Patent Application No. 15/424,560 (pending) DNA Impurities in a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Parvoviral Virion

Baculoviral vectors comprising repeated coding sequences with differential codon biases First Filing date: Nov. 27, 2015
First Filing date: July 25, 2008 U.S. Patent Application No. 15/531,095 (WO2016083560)
U.S. Patent No. 8,697,417(B2) Further improved AAV vectors produced in insect cells
U.S. Patent No. 9,580,691 (B2) First Filing date: Mar. 10, 2015
U.S. Patent Application No. 14/870,614 (pending) U.S. Patent Application No. 15/124,139 (WO2015137802)

• 以uniQure⽬前公开披露的AAV基因治疗专利为例：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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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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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genic disease

Cancer

Infectious disease

Others

55%

25%

15%

5%

中国在研基因治疗药物适应症 30

4.1 适应症：集中于单基因遗传病和肿瘤
• 基因治疗作⽤于中⼼法则的上游（DNA或mRNA），理论上只要是蛋⽩质异常导致的疾病都可通过基因治疗的途径获益，但⽬前阶段
来看，基因治疗主要还是适应于以下疾病：

获批基因治疗药物适应症

• 遗传性疾病：对多基因进⾏同步编辑的技术尚未发展成熟，所以基
因治疗药物的主要应⽤领域还是单基因遗传病，镰⼑状贫⾎、⾎友
病、地中海贫⾎、脊肌萎缩症等⾎液病和罕见病。在获批药物中有
36.36%的药物⽤于治疗单基因遗传病。⽐如FDA于2019年5⽉批准
的Zolgensma，⽣物本质为搭载正常SMN基因的腺相关病毒，通过
静脉注射给药，即可使患⼉的运动神经元SMN蛋⽩表达增强，从⽽
提⾼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的⽣存率。

• 恶性肿瘤：治疗原理包括基因失活、免疫调节、导⼊⾃杀基因，使
肿瘤细胞裂解或凋亡。例如2003年由CFDA批准上市的
（Gendicine®/今⼜⽣®），其⽣物本质就是携带有野⽣型p53基因的
重组复制缺陷型⼈5型腺病毒，通过瘤内注射到达肿瘤细胞，可表达
抑癌基因p53，刺激机体产⽣特异性抗肿瘤免疫反应，上调多种抗癌
基因和下调多种癌基因活性，特异地引起肿瘤细胞程序性死亡，从
⽽杀伤肿瘤。

• ⼼⾎管疾病：通过引⼊促⾎管⽣成因⼦的基因，提⾼促⽣成因⼦表
达，促进新⽣⾎管形成，以增加缺⾎组织的⾎流量。其中2011年在
俄罗斯获批的Neovasculgen便是质粒包裹的VEGF基因，在外周神经
内注射以治疗肢体缺⾎。

• 其他疾病：基因治疗也被尝试⽤于传染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炎
症性疾病的治疗。

单基因遗传病，36.36%
肿瘤，27.27%
⼼⾎管疾病，18.18%
传染病，4.55%
退⾏性关节炎，4..55%
眼科疾病，4.55%
其他， 4.55%
总计共22个

单基因遗传病，55%

肿瘤，25%

传染病，15%

其他， 5%

资料来源：An overview of development in gene therapeutics in China，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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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上市重点产品分析

资料来源：An overview of development in gene therapeutics in China，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Glybera Strimvelis Luxturna Zolgensma LentiGlobin

适应症 脂蛋⽩脂肪酶缺乏症
腺苷脱氨酶突变导致的重度
联合免疫缺陷症

双等位RPE65基因突变导致的II型先
天性⿊蒙症

脊髓性肌⾁萎缩症 12岁及以上的输⾎依赖
型β地中海贫⾎

递送⽚段 LPLD ADA RPE65 SMN1 βA-T87Q-Globin
载体 AAV1 逆转录病毒 AAV2 AAV9 慢病毒

注射⽅式 单次腿部肌⾁注射 输液⽤分散剂 眼部注射 静脉输液 静脉输液

注射剂量

最⼤的给药总剂量为
1*1012gc/每kg体重；每
个注射部位的剂量为
1.5*1012gc

每批产品标签中含有浓度及
总细胞定量信息。浓度为
100-1000万CD34+ cells/ml

每只眼睛的LUXTURNA推荐剂量为
1.5×1011个载体基因组（vg），通
过视⽹膜下注射给药，总体积为0.3
毫升

每公⽄体重 1.1*1014个基因组（vg/kg）；
以试剂盒的形式提供，包含2-9个⼩瓶，
⼩瓶的容量为5.5ml或8.3ml，所有⼩瓶的
标准浓度为2.0*1013个载体基因组每毫升

根据患者⾃体细胞改造
情况

不良反应 头痛；四肢疼痛；疲劳；
发烧；转氨酶升⾼

贫⾎；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压；
哮喘；⽪炎；湿疹；厌⾷症；
肝酶增加；ANA抗体阳性

结膜⾼⾎症、⽩内障、眼压增⾼、
视⽹膜泪液、德伦(⾓膜基质变薄)、
黄斑孔、视⽹膜下沉积物、眼部炎
症、眼刺激、眼痛和黄斑病变

呕吐、转氨酶升⾼（发⽣率⼤于5%）；
急性肝损伤，转氨酶升⾼；对肝损害者
有更⾼的风险

潮热，呼吸困难，腹痛，
四肢疼痛，⾮⼼脏性胸
痛

价格 100万美⾦/次 64,800美⾦/次 85万美⾦⼀次；
42.5万美⾦每只眼睛

212.5万美⾦，对保险者提供五年每年⽀
付42.5万美⾦的服务

177万美元，参考治疗结
果，为期5年

http://ipoipo.cn/


4.3 已上市产品：uniQure的Glybera与GSK的Strimvelis

uniQure的Glybera：

• Glybera于2012.11⽉获欧盟批准上市，⽤于治疗脂蛋⽩脂
肪酶缺乏症（LPLD，发病率在1/100万⼈），这也是⾸款
获批上市的基因治疗产品。

• Glybera采⽤了AAV1载体递送LPLD基因，从⽽缓解病情。

• Glybera的定价为120万欧元。由于Glybera在欧盟的市场
⼤约只有150到200⼈，且价格较贵，保险尚未完善，在
上市后仅有⼀名患者接受了该药治疗，Glybera也在2017
年黯然退市。

GSK的Strimvelis ：

• Strimvelis于2016.5⽉获欧盟批准上市，⽤于治疗腺苷脱氨
酶（adenosinedeaminase，ADA）突变导致的重度联合免
疫缺陷症（ADA-SCID）。

• Strimvelis是⼀款体外基因疗法，⾸先分离患者的造⾎⼲
细胞，将正常ADA基因导⼊造⾎⼲细胞；再将改造过的
造⾎⼲细胞静脉回输到患者体内，从⽽在体内产⽣ADA
酶，正常分化成 T淋巴细胞。

• Strimvelis的定价为65万美元，其商业化并不顺利，直到
上市⼀年后才迎来第⼀位患者。

Glybera和Strimvelis的商业化并不成功，⾸先因为患者数少，欧洲每年仅新增15个ADA-SCID患者；其次基因治疗
的单价较贵，⽀付模式也正在探索中。但是Glybera和Strimvelis为之后基因治疗产品的商业化做了很好的探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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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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已上市产品： Spark/罗⽒的眼科基因疗法Luxturna
• 2017年12⽉，FDA批准了Spark公司的voretigene neparvovec-rzyl（商
品名Luxturna）上市，⽤于治疗双等位RPE65基因突变导致的II型先天
性⿊蒙症（LCA）。

• 已有研究发现了19个与LCA相关的致病基因，其中由RPE65基因纯合
⼦突变导致的LCA称为LCA II型，约占LCA的16％。RPE65基因突变
导致RPE65蛋⽩失去异构酶活性，从⽽造成光感受器细胞不能对光发
⽣反应，最终导致视⼒丧失。

• Luxturna采⽤了AAV2载体，递送RPE65基因，直接注射到视⽹膜⾊素
上⽪（RPE）细胞中。在患者细胞表达RPE65蛋⽩后，细胞内的视黄
醛循环得以继续，从⽽渐渐获得感光的视觉能⼒。

• Luxturna的定价为42.5万美元/只眼睛，其2018年共销售了75份，销售
额达2700万美元。

RPE65基因递送

RPE65正常蛋⽩⽣成

恢复正常功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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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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已上市产品：诺华/AveXis的SMA基因疗法Zolgensma -1
• 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为常染⾊体隐性遗传疾病，表现为运动神经元缺失和渐进地肌⾁萎缩，呼吸衰竭，
通常导致婴⼉早逝。SMA的发⽣是由SMN1基因的突变导致的。

• 新⽣⼉SMA的发病率在1/6000-1/10000，按照我国每年1500万的新⽣⼈⼝计算，国内的I型SMA患者约在1200-2000⼈。
• FDA于2019年5⽉批准诺华/AveXis的Zolgensma上市，⽤于2岁以下的SMA患者（I型SMA）。
• Zolgensma定Zolgensma采⽤了AAV9载体，能够透过⾎脑屏障，将SMN1基因递送到中枢神经系统从⽽发挥功能。
• 价为212.5万美元，其2019年的销售额达到了3.61亿美元。

34

分型 ⾮成⼈类占⽐ 发病阶段 症状 寿命影响

I型 45% 婴⼉
也称Werdnig-Hoffman病，患⼉出⽣后6个⽉内起病，出现迅速发展的
进⾏性、对称性四肢无⼒，最⼤运动能⼒不能达到独坐。呼吸肌无⼒
突出。

多数患⼉在2岁内死于呼吸衰
竭

II型 30-40%
⽣后6∼18个⽉发
病

也称Dubowitz病，即中间型，进展较1型慢，最⼤运动能⼒可达到独
坐，但独坐年龄可能落后于正常同龄⼉，不能独站或独⾛。

寿命缩短，多数可以活到成年
期

III型 20%
出⽣后18个⽉后发
病

也称Kugelberg-Welander病，早期运动发育正常，可独⾛，部分独⾛
时间延迟。随年龄增长出现以近端为主的肌无⼒，下肢重于上肢，最
终部分丧失独⾛能⼒，逐渐依赖轮椅。随病情进展，可出现肢体肌束
颤、⾜部畸形，部分患者因脊柱侧弯、呼吸功能不全等影响⽇常⽣活。

预期寿命不缩短或轻度下降

IV型 - 成⼈
晚发型，早期运动发育正常，成⼈起病，出现肢体近端无⼒，进展缓
慢。 预期寿命不缩短

SMA临床表现差异较⼤，根据患者起病年龄和临床病程，将SMA由重到轻分为四种类型：

资料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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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已上市产品：诺华/AveXis的SMA基因疗法Zolgensma -2

• Zolgensma与已有疗法（反义核苷酸（ASO）药物Spinraza）相⽐较，存在⼀定优势：

Zolgensma Spinraza

作⽤机理 利⽤AAV9载体递送完整的SMN1基因 调控SMN2基因的可变剪接，使其产⽣有
功能的SMN蛋⽩

给药⽅式 静脉给药 鞘内给药

给药频次 仅⼀次给药
4个剂量的Spinraza初始治疗at Day 0，14，
28，58，随后需要每4个⽉注射⼀次进⾏

剂量维持。

费⽤ 212.5万美元，可以分5年付清 第⼀年治疗花费⾼达75万美元，随后37.5
万美元/年

2019销售额 3.61亿美元 20.97亿美元（+22%）

但是基因疗法Zolgensma仍需要
⾯对其它⼩分⼦药物的竞争：

罗⽒的⼩分⼦Risdiplam已于
2019.11⽉向FDA递交了上市申请
（治疗I型、II型、III型SMA）

35

美国：诺华表⽰⼀直与医保⽀付⽅沟通，迄今为⽌，覆盖了90%的商业医保的患者和30%的Medicaid计划的患者
⽇本：Zolgensma此前在美国定价超过2亿⽇币，被称为“全球最贵的药物”，在⽇本地区定价为1亿6700万⽇元
（约合1110万⼈民币），是⽬前⽇本国内医保药物⽬录中价格最⾼的药品。 2020年5⽉，⽇本厚⽣劳动省决定，将
“Zolgensma”列为公共医疗保险适⽤对象， “Zolgensma⽤药对象为未满2岁的患者，虽然只需使⽤⼀次即可完成治
疗，但是这样的药价还是让很多家庭望尘莫及，现在纳⼊医保后，根据⽇本⾼额医疗费的减免制度，患者只需⽀
付⼏万⽇币即可，极⼤程度的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医

保

情

况

资料来源：公司官⽹，政府⽹站，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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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已上市产品：Bluebird的体外基因疗法LentiGlobin

• 镰状红细胞贫⾎症（sickle cell disease，SCD）和β-地中海贫⾎症（β-thalassemia，β-thal）均是由⾎红蛋⽩β链
中的基因突变引起的终⾝遗传性⾎液疾病。全球每年新发患者约在30万（SCD）和6万⼈（β-thal）。

• EMA于2019年6⽉批准Bluebird的LentiGlobin上市，⽤于治疗12岁以上输⾎依赖型β-地中海贫⾎(TDT)患者。
• LentiGlobin是⼀款体外基因疗法，利⽤慢病毒将修饰形式的β-球蛋⽩基因（βA-T87Q-球蛋⽩基因）的功能性拷
贝，在体外转导⼊患者⾃⾝的造⾎⼲细胞（HSC）中，经过扩增后回输到患者体内。

• 除了输⾎依赖型β-地中海贫⾎外，LentiGlobin在SCD患者中也展现出了优异的疗效，有望于2021年提交新适应
症的上市申请。

• LentiGlobin的定价为177万美元，⽀付模式是为期5年、以结果为导向的分期付款。

36
资料来源：公司官⽹，兴业证券经济与⾦融研究院整理

β球蛋⽩变异

摆脱输⾎依赖患者⽐例

I/II期临床（已完成） III期临床（进⾏中）

http://ipoipo.cn/


风险提⽰

37

• 病毒载体整合后潜在致癌风险；
• 研发失败风险；
• 新产品研发及注册风险；
• ⾏业政策变动风险；
• 市场竞争格局变动风险；
• 专利变动风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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