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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送系统助力基因疗法重回C位 

报告日期：2019年4月15日 

 

近些年， 制药界、学术界、资本领域、都对基因疗法产生

了超乎以往的兴趣和热情。像很多新技术发展的轨迹一样，基因

疗法也同样经历初期探索（1963~1990），狂热发展（1990~1999），

曲折前行（1999~2012），到再度繁荣（2012~）。在经历了一轮过

山车后，如今的基因治疗领域可以比喻为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其实却暗流涌动，积蓄着极大的能量。 

 

 
图：基因治疗的发展历程（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和小分子或生物药最大的不同在于，制衡基因疗法的，不是

靶点，还是递送、递送、还是递送。如何将精心设计的基因，送

向指定的组织，才是制约基因疗法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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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4 年逆转录病毒载体发现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科研工

作者们的努力，基因疗法的递送系统已经焕然一新。本文重点梳

理临床上相关的基因疗法的相关企业以及其平台技术 

 

1. 病毒载体：纯天然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天然的病毒对人体细胞有很强的感染性，能把病毒自身的基

因组导入到人体细胞中，但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致病性。以逆转录

病毒感染细胞为例， 病毒先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 通过内吞

进入细胞中，然后病毒携带的逆转录酶会将病毒 RNA 逆转录

成为 DNA 并插入宿主基因组中，这使得病毒的遗传信息可以

永久性地存在于宿主细胞中并随细胞的复制增殖传递给子代细

胞。 

 

1.1 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 RV）和慢病毒（ lentivirus, LV）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γ-逆转录病毒（γ-retrovirus）及 C 型

逆转录病毒（C-type retrovirus）被用于第一代基因治疗临床试验，

旨在将缺陷基因的正常拷贝传递到患者的造血干细胞（HSC）或

T 细胞中。 

这是是临床上最早使用的逆转录病毒类型，也是通常所说的

第一代逆转录病毒。与病毒载体出现之前的常规转基因方法相比， 

逆转录病毒的优势主要表现为感染效率高、感染细胞谱系广、基

因稳定表达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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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一代逆转录病毒有重要的缺陷，会可能造成插入性突变，

导致癌症的发生。 

2000 年，法国内克尔医院研究组利用逆转录病毒感染 HSC

成功治愈 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X-SCID）。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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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第一代逆转录病毒的局限性，科学家又做了改进，于

2006 年发明了第二代逆转录病毒，主要代表是慢病毒

（Lentivirus）。以慢病毒为例， 第二代逆转录病毒主要在感染细

胞类型、 装载容量、基因组插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诱发癌变的风险降低： 慢病毒的基因组通常整合到宿主

细胞基因组的编码区，是随机插入、专一性不强，因此大大降低

了慢病毒基因组集中插入到一个癌症相关基因的附近、激活原癌

基因的可能性， 从而降低了诱发细胞癌变的风险。 

 此外，慢病毒对分裂和非分裂细胞的感染效率能达到

30%，而 γ-逆转录病毒对大多数细胞的感染效率<30%并且依赖

细胞的分裂。 

 

因此，慢病毒载体是目前大多数造血干细胞编辑的首选工具，

代表制药企业有 bluebird bio、Oxford BioMedica、Mustang Bio、

AVROBIO、Axovant Sciences、Rocket Pharmaceuticals、or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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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s。我们统计了其产品线，如下： 

 

我们的观点： 

1、自 2016 年 Strimvelis 被批上市后，将人体细胞在体外用

病毒载体进行基因改造的技术越发成熟。病毒载体也从第一代的

逆转录病毒改进到目前的三代慢病毒，具有感染效率高、感染细

胞谱系广、基因稳定表达、无癌变风险等优势。 

2、目前临床试验中，慢病毒载体是目前大多数造血干细胞

编辑的首选工具。除了大多为体外改造外，还有部分局部给药，

如视网膜注射和纹状体注射等。 

  

1.2 腺相关病毒载体(adenovirus associated virus，AAV) 

今年 2 月份，Nature 子刊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发表了高光坪教授题为：Adeno-associated virus vector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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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for gene therapy delivery 的综述长文。 

腺病毒相关病毒(AAV)最早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从实验

室腺病毒(AdV)制剂中发现，并且很快就在人体组织中发现。腺

相关病毒是一类单链线状 DNA 缺陷型病毒，其基因组 DNA 

小于 5Kb，无包膜，外形为裸露的 20 面体颗粒。腺相关病毒不

能独立复制，只有在辅助病毒，如腺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等存在

时才能进行复制、 感染并裂解宿主细胞，否则只能建立溶源性

潜伏感染（感染宿主细胞并潜伏，但不会裂解宿主细胞）。 

 

图：rAAV 转导途径（图片来源：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 

AAV 的两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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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因组非整合性： 腺相关病毒与慢病毒相似，均可感染

分裂和非分裂的细胞。但因为 AAV 缺乏 rep 基因，携带目的基

因的腺相关病毒基因组进入宿主细胞后并不会插入宿主细胞的

基因组中，而是以游离 DNA 的形式稳定存在于宿主细胞中（部

分类型的野生型腺相关病毒基因组会插入宿主基因组），并长时

间地合成正常的蛋白质，实现疾病的治疗。由于“基因组非整合”

的特性，腺相关病毒载体不会引起宿主细胞基因组的插入突变，

从而提高基因治疗的安全性。 

2. 靶向性：AAV 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衣壳和靶细

胞表面受体之间的分子相互作用，以及随后颗粒内化后的下游事

件。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十几种腺相关病毒亚型，不同亚型的

病毒对不同组织细胞有不同的亲和性，从而部分解决了病毒载体

组织细胞靶向性的问题。例如，最常用的血清 2 型腺相关病毒

（AAV2）对骨骼肌细胞、神经元、细胞平滑肌细胞和肝细胞具

有高亲和性。 

 
图：AAV 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概况（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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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V 作为基因载体的临床进展：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145 例涉及 AAV 临床试验已经在

ClinicalTrials.gov注册。如前所述，迄今为止有两种载体化的AAV

血清型获得了用于患者商业用途的监管批准：AAV1(Glybera; 

uniQure)和 AAV2(Luxturna; Spark Therapeutics)。 

目前在临床试验中使用的 AAV 载体少于 12 种血清型，其

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AAV2。值得注意的是，更新和更有效的衣

壳，如 AAV8、AAV9 和 AAVrh.10 正在用于越来越多的试验。 

AAV 基因治疗的研发企业名单及其在研管线 : Spark 

Therapeutics 、 Solid Biosciences 、 4D Molecular Therapeutics

（4DMT）、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Adverum Biotechnologies、

Akouos、AveXis、UniQure、REGENXBIO、Vivet Therapeutics、

Lysogene、Abeona Therapeutics、Homology Medicines、Voyager 

Therapeutics 等。我们统计了其产品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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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总结： 

 考虑到 AAV 目前的靶向性问题，大多数 rAAV 基因治疗

计划集中于肝脏、横纹肌和中枢神经系统(CNS)的单基因遗传病。 

 几乎所有天然 AAV 衣壳都可以在全身给药后有效地转

导肝脏。因此，rAAVs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肝靶向平台来治疗各种

疾病，如 A 型血友病和 B 型血友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鸟

氨酸转氨甲酰酶缺乏症和 Crigler-Najjar 综合征。 

 AAV8 和 AAV9 的衣壳，可以靶向全身的多种肌肉类型，

使得能够针对多种肌肉疾病开发 rAAV 基因疗法，特别是那些影

响全身肌肉的疾病，例如 DMD。值得注意的是，转导的肌肉可

以作为生物工厂来产生用于治疗非肌肉疾病的分泌治疗性蛋白

质。 

 眼睛是一种封闭的和分隔的器官，这促使 rAAV 基因的

局部递送。FDA 批准的第一种 rAAV 基因治疗药物 Luxturna，用

于治疗患有由 RPE65 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性视力丧失的患者。 

 相比之下，大脑更复杂，更大。直接脑实质内 rAAV 注射

可以促使 rAAV 的局部分布，并且理想地用于治疗影响脑部限定

区域的 CNS 疾病，例如帕金森病中的壳核。另一方面，通过鞘

内注射递送到脑脊液空间可以实现更广泛的 CNS 分布。然而，

这些给药途径可能是侵入性的并且带来潜在的风险。或者，静脉

内递送某些血清型载体，例如 AAV9 和 AAVrh.10，使载体穿过

血脑屏障(BBB)以转导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这一具有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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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发现促成了一系列研究，证明了全身性 rAAV 给药的治疗

效果，其目标是影响 CNS 广泛区域的疾病，包括脊髓性肌萎缩

症(SMA)、肌萎缩侧索硬化、Canavan 病、GM1 ganglio-sidosis 和

粘多糖贮积症 III 型。 

 

除了上述介绍的 两 类在基因治疗中受到广泛应用的病毒

载体之外，腺病毒（Adenovirus）、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es）、柯萨基病毒（coxsackie virus）、新城病毒（newcastle 

disease viruses）等载体也有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基因治疗药物，

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2. 非病毒载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病毒载体无论如何改进，终究会存在病毒毒性、免疫原性等

潜在风险，因此近年来科学家尝试利用非病毒载体的方式将目的

基因运送至患者细胞中，大致可分为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两大类， 

 物理方法的代表是显微注射、基因枪、电转导等； 

 化学方法的代表是脂质体法、纳米颗粒等。 

与病毒载体相比，非病毒载体具有低细胞毒性、弱免疫原性

的优势；同时，非病毒载体的生产流程比病毒载体更标准化， 因

此大规模量产要容易得多。然而，非病毒载体比较大的弊端还是

低转染效率，即利用非病毒载体把目的基因导入细胞要做到和病

毒载体一样高效仍比较困难，以及适用的细胞类型有限，不像病

毒载体那样的广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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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药物多呈电负性，相对分子质量较大，且极易被核酸酶

降解。这些性质导致基因药物进入体内后易被清除，体内半衰期

较短，难以到达靶部位。此外，基因药物所带的负电荷造成其入

胞效率极低，直接影响了治疗效果。在被摄入细胞后，核酸药物

将进入内涵体转运，能否及时从内涵体中逃逸至细胞质从而避免

降解也是影响基因药物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 

 

图：使用非病毒载体在体内递送核酸的障碍 

 

因为非病毒载体的方法多样，很多也是一家的独创，因此我

们就按照药企自家的技术平台罗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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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nylam PharmaceuticalsAlnylam—当之无愧的 RNAi 强

者 

 脂质纳米粒子递送平台(Lipid Nanoparticle，LNP) 

 

脂质纳米粒子递送系统是目前已证实最有效的 siRNA 递送

方法之一，主要用于静脉给药。 

LNP 递送系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聚乙二醇-脂质缀合物 

(PEG-lipid，如 PEG-DMG)；可电离的氨基脂质 (Ionizable amino-

lipid，如 DLin-MC3-DMA)；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 (DSPC)和胆

固醇 (Cholesterol)。中性 LNP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易于通过载脂

蛋白 E (Apo E)介导的内吞途径富集在肝细胞中 (即所谓“内源性

靶向”)，因此 LNP 更适用于治疗肝细胞相关的疾病。 

 

 N-乙酰半乳糖胺-siRNA 递送平台（ESC+ GalNAc-si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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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nylam 将 siRNA 缀 合 至 N- 乙 酰 半 乳 糖 胺  (N-

Acetylgalactosamine，GalNAc)形成 GalNAc-siRNA 缀合物，其中

GalNAc 配体可以结合肝细胞表达的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 

(Asialoglycoprotein receptor，ASGPR)，并将 siRNA 靶向递送至

肝细胞。因此，GalNAc-siRNA 可用于开发多种肝靶向递送核酸

药物，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GalNAc-siRNA 更适合用于皮下给药。 

为了提高基因沉默效率，Alnylam 还使用增强的稳定化化学

(Enhanced stabilization chemistry，ESC) 技术对 RNA 链进行了一

些修饰，并据此开发了 ESC+ GalNAc-siRNA 平台技术。 

 

2、Arrowhead Pharmaceuticals 的 TRiMTM 平台—配体介

导 

Arrowhead 靶向 RNAi 分子平台或 TRiM TM 使用的是配体

介导递送策略，此设计是为确保多组织靶向的能力，且具备结构

简单性。主动靶向现在已经成为 Arrowhead 的核心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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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 TM 平台是建立在十多年的积极有针对性的药物输送工具

工作基础上的。 

TRiM TM 平台由如下组件构成：高亲和力靶向配体; 各种接

头化学物质; 增强药代动力学的结构; 具有序列特异性稳定化

学物质的高效 RNAi 触发。 该平台提供了几个竞争优势，包括： 

 简化制造工艺降低成本 

 多种给药途径（皮下，静脉内和吸入） 

 更大的安全窗 

 同时具备将 RNAi 送到肝脏以外的组织能力 

 

 

划重点：肝外靶向 

Arrowhead 正在使用 TRiM TM 平台引领着这一拓展并建立

了达到多组织的承诺，到达的组织包括肺脏和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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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ENaC，第一款能对抗肺脏中靶点的候选产品，在啮齿

动物吸入后达到近 90％的靶基因敲低。此外，靶向肾细胞癌的 

ARO-HIF2 候选产品在啮齿动物模型中达到 85％的靶基因敲低。 

 

3、Dyne Therapeutics 抗体核酸偶联（ARC）技术—

FORCE™ 

 

 

 

Dyne 的 FORCE™平台专门针对肌肉，最大限度地减少全身

暴露。该公司已经完成的临床前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提供降

解致病 RNA 的寡核苷酸，可能恢复肌肉健康。Dyne 通过将抗体

与寡核苷酸连接来设计治疗分子。受体在肌肉细胞上高度表达。 

通过接合受体，抗体将寡核苷酸带到疾病的主要部位并促进递送

到肌肉细胞中。一旦进入细胞内，寡核苷酸与驱动疾病进展的

mRNA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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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ureTech Health—外泌体平台开发核酸新药 

2018 年罗氏集团（Roche）与总部位于美国麻省波士顿的

PureTech Health 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合作协议，计划利用

PureTech 的乳源外泌体（milk-derived exosome）平台技术，为罗

氏的反义寡核苷酸（AON）平台开发口服配方的核酸类药物。 

PureTech 公司的内部技术就是基于乳源外泌体之上，他们的

专有技术可允许这类载体运送复杂的荷载物，比如核酸、多肽和

小分子。用于该平台的外泌体被认为是通过淋巴循环移动，这开

辟了以新方式靶向免疫细胞的可能性。临床前研究显示，本身口

服无效的药物利用乳源外泌体递送后变得口服有效。此外，口服

药物在方便性和时间等方面都比注射或输注药物具有优势。 

 

5、Sirnaomics（圣诺）——多肽纳米粒平台（proprietary 

Polypeptide Nano-Particle） 

 

6、Silenseed—LODER™（ Local and Prolonged Delivery 

System） 

Silenseed 自诩 LODER™是第一个癌症药物输送平台，能够

将 RNAi 治疗药物直接插入实体肿瘤的核心，持续数月或更长时

间。该方法不仅仅涉及将药物注射到肿瘤中，而是将含有药物的

专用生物聚合物“支架”插入实体肿瘤核心中。 

其主打产品为 siG12D‑LODER（包含可生物降解的肿瘤内

植入物（LODER）含有并且释放 siRNA（siG12D）靶向 K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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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质由高分子量> 50 kD 的聚（乳酸 - 共 - 乙醇酸）（PLGA）

共聚物组成 

除此上述的平台技术之外，脂质体 DOTAP、Lipofectine、

pH 敏感脂质体等）、阳离子多聚复合物 [ 如聚乙烯亚胺（PEI）、

聚酰胺 - 胺（PAMAM）等 ]、树枝状高聚物（DEN）和各类多

聚物的微粒体（如聚氰基丙烯酸酯纳米粒、聚乳酸纳米粒等）、

基于特异性受体的配体介导的核酸分子靶向递送系统和多肽蛋

白类递送载体。以及利用唾液酸蛋白、多糖、表皮生长因子、叶

酸、转铁蛋白、甾体激素、单克隆抗体等靶向分子修饰而具有主

动靶向作用的纳米粒， 都在递送系统有所运用。 

另外流式电穿孔技术： 2018 年 11 月，MaxCyte 授权 Kite

非独家使用流式电穿孔技术（flow electroporation）等更多创新的

物理方法也在不断涌现 

 

3. 全文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和各类基因递送系

统的更新换代， 

基因治疗逐渐在遗传学疾病、癌症的舞台上脱颖而出。 

现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将核酸药物递送到肝脏中去，将编码

的基因通过慢病毒递送到造血干细胞或者 T 细胞，再回输回去。 

然而，无论是非病毒载体还是病毒载体在临床应用上都面临

着许多挑战。譬如，病毒载体的免疫原性、基因毒性、生产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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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成本；非病毒载体的肝脏外靶向性、低转染、载容量有限

等局限。 

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基因疗法独一无二的治疗优势。它毫无疑

问代表着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正如15年nature的一篇文献标题：

Gene therapy returns to centre stage，你接受或者不接受，它终将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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