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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端卿，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 ：蛋白质在正常与癌细胞中的运送机制 ；EGFR 的信号转导机制
与肺癌 ；干细胞的全能性调控机制 ；体细胞重编程技术及机理。裴端卿博士长
期从事细胞命运调控的基础理论研究，在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 及其机理方面
做出了系统且具独创性的工作。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79 篇，
其中包括 2010 年后在 Nautre 子刊及 Cell 子刊发表的 13 篇论文和 5 篇评述文章、
Cell 综述 1 篇、Nature 综述 1 篇，受 Nautre 邀请与国际领域专家一起探讨干细
胞干性的量化定义及领域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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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因编辑虽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 CRISPR 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世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关注。

人类首次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任何物种的 DNA，包括人类本身。这一技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无穷的机
遇，但其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与监管方面的挑战。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组
织编写的报告《人类基因组编辑 ：科学、伦理和监管》试图为基因编辑临床应用相关的研究、伦理和监管
提供了一条明确的途径。作为参与这一报告的作者之一，现将分析基因编辑的科学问题，其可能的临床应用，
并在技术与伦理等层面讨论这一历史性机遇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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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 editing is not a completely new concept, but the CRISPR has changed the whole world and has
attracted the widest attention. For the first time, humans can modify the DNA of any species, including humans, as
they wish. This technology brings endless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ut its far-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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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ethical and regulatory challenges. The report "Human Genome Editing: Science,
Ethics, and Governance", which has been jointly completed by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U.S.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seeks to provide a clear path for science,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gene editing
clinical applications. 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is report, we will analyze the scientific issues of gene editing, its
possible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discuss this historic opportunity from the aspect of technology and ethics, and the
challenges it poses.
Key words: gene editing; human embryo; rare disease; base editing

自 DNA 双螺旋结构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克里

先前无法实现的知识，例如早期人类胚胎发育 [3]。

克和沃森发现，相继研究导致“中心法则”的诞生，

报告强调了体细胞基因组编辑作为一种治疗工具预

生命科学就开始了空前的高速发展。每隔三五年便

先存在监管框架的重要性，同时承认在治疗 ( 维持

有重大发现问世，由此重塑了人们对生命的认知。

或恢复特定的功能 ) 和改善 ( 超出个人最初预期的

在不足七十年的时间，这些发现和发明为人们探索

功能 ) 之间划清界限的困难。然而，超越了此前的

生命奥秘点亮了无数里程碑式的灯塔，也极大丰富

类似的论述，报告为处理可遗传的基因组编辑提供

了人类的智慧。基因编辑就是这些无数灯塔之一，

了一种宽容而非常谨慎的态度。该报告得出结论认

或许是最耀眼的。人们试图用最原始的办法，例如

为，在有限的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情况下，进行可遗

育种来改变作物的形状，以提供更好的食物。但基
[1]
于 CRISPR 的方法 改变了游戏规则，使这一过程

传的编辑在道德上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允许的。

极简单又精准。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基于 CRISPR

从事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国家都应该采用这一原则。

的基因编辑高效精准、简单易用、成本低廉，产生

除此之外，报告还强烈建议社会各界参与相关政策

了许多以前认为不可能的新应用，也让外科手术式

的讨论，以及就什么是符合伦理道德但超出了一个

的基因改造进入了可以普适性运用的年代。
在 CRISPR 发明之前，已经有 ZFN 技术可以

国家公共政策的限制范围的问题达成具有共识性的

用来做类似精准的基因编辑，但使用起来极其繁琐、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引用。本文将简要讨论基因编

昂贵。随后，TALEN 技 术 的 发 明 改 变 了 这 一 点，

辑的科学性、临床应用、伦理与监管。

使基因编辑变得简单和便利一些。但是，技术的快
速发展与迭代使得 CRISPR 已成为生物学中自重组

1

DNA 诞生以来最具突破性的工具之一，因此引发
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已经并不局限于学术界，

总体而言，这些准则是一套明确的原则，任何希望

一致。自报告公布以来，已经在科学和大众媒体上

修正遗传突变、罕见病治疗与人类胚胎学

发展的前景
基于其高度精准的特征，CRISPR 的运用从理

更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人们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论上讲，可以修正任何遗传疾病的病因 —— 突变，

开始议论它，并对它之于人类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

从而达到疾病治疗的效果。 其具体运用可以分为体

了无限的畅想。这其中有对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对

细胞基因编辑和胚胎基因编辑，前者是不可遗传的，

自身及世界更深入理解的工具的欢喜与兴奋，也包

[4]
后者如果能成功将会遗传给后代。Ma 等 报道了
在植入前人类胚胎中纠正了 MYBPC3 基因 ( 一种与

含了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突破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
的恐惧。尤其是使用 CRISPR/Cas9 操作人类胚胎的
第一份报道

[2]

发表后，更加深了各种情绪的碰撞，

显性肥厚型心肌病相关的基因之一 ) 中的四碱基
GAGT 缺失。与以前的报道不同，这项新研究不仅

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于该技术在编辑人类基因组中

使用了二倍体人类胚胎，而且还宣称提高了效率、

潜在的应用的争论。这些情绪最终化为了行动，促
成了由中、美、英三国 4 家最高级学术团体组织，

准确性和减少了嵌合，从而为这种方法的临床应用
开辟了新的基础。通过胞质内注射将 Cas9 蛋白和

并于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
峰会成功举行后，由 22 位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深

精子引入 M 期卵母细胞中，他们宣称嵌合体大幅

入研究了解人类基因组编辑的科学、伦理和监管。
由此产生的报告建议继续支持基础研究，通过基因

醒说，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明其对于其他类型
突变 ( 例如碱基替换和更大片段的 DNA 删除、复

组编辑的新颖应用来探索生物学的新视野，以产生

制和回复 ) 的可重复性和普遍性。尽管他们的研究

减少并获得更有效的同源定向修复。然而，作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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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成果，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对杂合突变的校
些差异也可能在它们衍生的干细胞中出现。更好地
正，因为修复显然依赖于同源的野生型拷贝，即母
了解早期人类胚胎的遗传回路将有助于寻找真正的
体等位基因，而不是合成的 DNA 模板。另一方面， “naïve”人类多能干细胞。此外，人类胚胎的基因
根据动物研究和人类胚胎的初步报道，CRISPR/Cas9
编辑可以帮助探索早期妊娠丢失和植入缺陷的遗传
直接注射到受精卵中时，很难避免嵌合现象。不是
基础，特别是如果结合最近改进的人类囊胚培养方
[8-9]
胚胎的每一个细胞都必然携带所需的遗传改变，而
法 。根据英国、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正式规则
且可能会在目标位点引入其他种类的突变 [5-6]。显
或非正式规范，科学家只允许培养人类胚胎至 14 d。
然，这一研究还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也备受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基因编辑也可以提供对植入
领域同行质疑。
后发育早期阶段 ( 包括最早阶段 ) 事件的深入了解。
胚胎水平的基因编辑临床应用，最大的受益方
然而，将该规则延伸至 14 d 以上将开辟人原肠胚形
便是潜在的遗传性罕见病患者。一个触目惊心的现
成、胚层形成和体外生殖细胞发育等方面的研究，
实是罕见病并不罕见，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 否则人类发育的各阶段是无法获得全面研究的。
据估计，我国每年有 90~100 万缺陷患儿出生，约
2 技术：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挑战
占出生总人口的 5.6%，已严重影响我国出生人口
2018 年 7 月，
英国 Sanger 研究所的 Kosicki 等 [10]
素质和儿童健康水平。胚胎基因编辑是治疗严重遗
传性疾病最有效、最直接、最根本的治疗策略。使
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组精确操作，
不仅可以让带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高危个体顺利出
生，使其自身终生摆脱该种遗传疾病，还可以将纠
正后的正确基因序列传递给后代，让后代也尽可能
地避免患上此种遗传病。与优生学目的不同，目前
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诸如地中海贫血症、亨廷顿舞
蹈症、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血友病等对人类健康
有重大威胁，并且尚无有效治疗方案的疾病。现在
大的趋势是乐观的，在涉足基因治疗领域的制药公
司、生物医药初创企业的研发投入上，除肿瘤癌症
类外，遗传病获得了最多的研究资源和经费。
虽然人类基因组编辑报告中规定了严格的许可
前置条件，但从技术上讲，目前显然还没有准备好
对人类疾病进行可遗传基因编辑。当然为了达到有
效和无风险的目标，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和技
术开发来填补知识的空白。自该报告发布以来，脱
靶效应和嵌合现象再次引起关注。鉴于人们对该系
统的理解以及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应用都取得了显著
进展，前者应该在短期内可以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尽管人类胚胎的突变校正可能会继
续占据媒体的头条，但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也为理
解早期人类发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正如报告中
所预期的那样。英国和瑞典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
作 ( 如 NPR 和卫报的报道 )。生物学中最令人着迷
的问题之一是受精卵如何形成构成人类的不同细胞

发表了他们使用第三代测序技术获得的最新研究结
果，显示 sgRNA 作用的靶点附近会产生基因组大段
的缺失。由于第三代测序技术读长更长，因此可以
捕获到基因组的大段缺失以及染色体易位，而这类
基因组事件的检测是第二代测序技术不能胜任的。
他们的结果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于已有研究由于没
有采取恰当的检测技术而得出了不恰当结论的怀疑。
正如人类基因编辑报告所预期的，无论目前已
有研究的结论是否恰当，这些研究可能会在未来几
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并激发
研究人员针对具体的问题寻求恰当的检测方法。与
通常的科学进展一致，目前已有一些建议提出对近
几年中关键性的某些研究进行额外的实验，以证实
或澄清观察结果及其背后的机制，并最终进一步促
进对报告中列出的原则进行改进。
此外，CRISPR 系统来源于细菌，包括人在内
的哺乳动物体内并没有 CRISPR 系统及相似蛋白的
存在，但人体内却存在针对 Cas9 蛋白的免疫应答
[11-12]

。因此，在确保向人体或人类胚胎中引入
外源 CRISPR 系统有效的同时，又不引起机体的强
机制

烈免疫应答，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外
源 CRISPR 是否会对细胞或组织器官造成基因组之
外的影响仍然缺少研究，特别是 2018 年 CRISPR/
Cas9 与 p53 基因互有促进 [13] 及抑制 [14] 的报道，也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类型。在小鼠和其他物种中进行的工作为胚胎发育

目前来看，并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可以将所有
sgRNA 靶点区域出现的事件清晰地描绘出来，而对

和多能性起源提供了概念性框架 [7]。然而，小鼠和

于更高维度的细胞、组织，甚至个体本身的影响依

人类胚胎发育的分子细节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

然缺乏有效的评估。因此，基于现有技术的“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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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规上存在着分歧，尽管在人类胚胎中进行体外

在所有社会中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根源。
应该听取和考虑这些合理的关切，并且必须进行公
开讨论。
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国际讨论应该审视各司
法管辖区不断发展的监管框架，以期在科学发展的
过程中保持一些共同的原则。合作开发合适的公共
讨论的参与方式，以帮助在可接受的基因编辑的伦
理界限上作出决策，以此为主要目标，使社会、文
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跨国多样性成为一种推动力，而
不是成为达成进一步共识的障碍。此外，国际协议
应该在这一重要领域促进开放科学，并解决与国籍、
知识产权和商业利益有关的任何障碍。
国际峰会组织者呼吁建立一个持续的国际论
坛，继续讨论基因编辑的人类临床应用。跨国合作
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建议的七项原则之一。需
要高层次和持久的合作，以解决报告中确认的关键
问题。例如，在可遗传基因编辑被考虑进行临床试
验之前，国际合作可以通过使用人类和非人灵长类
动物模型帮助解决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不同的
国家有不同的机会获取人类或非人灵长类胚胎，这
取决于当地的监管和成本问题。因此，一项精心设
计和拟订的合作协议将使工作能够在法律允许的情
况下进行，在财务上可行，在后勤上可管理，并且
能够汇集最终的知识，以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以
及形成满足各个国家监管机构要求的证据。
人类基础生物学的跨国合作可能是最紧迫的问

基因组编辑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发现有关人类发育的

题。正如报告中指出的，人类胚胎的编辑代表了一

宝贵知识。人类基因组编辑报告认为，可遗传的编

个更好地了解早期人类发育的独特机会。虽然现在

辑是合乎道德的，但前提是必须符合严格的前置条

已经有几个实验室已经开始或计划开始研究人类胚

件。这些前置条件包括在现有条件下没有合理的替

胎编辑的方法，但仍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首先，

代方案来预防严重的发育、生理缺陷，且存在强有

个别研究者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完成所需的所有

力的监管力量以监督实施方案设计、执行以及长期

工作尚不清楚。其次，鉴于人类胚胎作为研究材料

的后续行动。

的政策分歧，特别是专门为研究而创造的胚胎，许

立基因编辑安全性与有效性的“金标准”，在未来
研究的日程表上显得尤其突出。
另一种提高安全性的策略是针对特定问题提出
替代解决方案。单碱基编辑技术便属于此种情形。
众所周知，大部分的致病性 DNA 异样为单碱基突
变，而采用切割 DNA 双链纠正单碱基的策略，不
但会导致纠正的效率不可控，而且位于被切割区域
的染色体易位、碱基的丢失与插入、大片段 DNA
的丢失与插入等诸多意想不到事件的发生也是不可
控的。而单碱基编辑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仅使用
Cas9 或 Cpf1 蛋白的定位功能 ( 或伴随使用 DNA 单
链切割功能 )，将融合表达的碱基作用结构域引导
到基因组特定的位点，并对该区域内的特定碱基进
[15]
行突变。目前已经可以编辑的碱基包括 C>T 和
A>G[16]，而采用将碱基作用结构域与具有更广泛识
别 PAM 的 xCas9[17] 或 SpCas9-NG[18] 结 合 的 策 略，
更可以将可执行纠正操作的致病型单碱基突变扩大
至数千个。单碱基编辑的策略极大地扩展了对致病
型突变的干预能力，而且因其不会主动切断双链
DNA 而具备较高的安全性，因此，这项技术在基
因治疗领域引起了极大的乐观情绪。

3

伦理与监管挑战
目前在使用人类胚胎作为研究对象的国际规则

在衡量一项可遗传编辑的应用时，应当采纳适

多合格的科学家可能不被允许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当的原则在风险与收益方面进行合适的评估。因此，

第三，人类卵母细胞和胚胎是稀缺的，许多研究人

即使某项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编辑在特定管辖区域内

员可能无法获得。最后，几个实验室可能正在研究

获得了许可并合法开展，也希望该区域的监管部门

相同或非常相似的问题，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重复，

在批准之前采用这些准则。现在的问题是，监管机

浪费宝贵的资源，造成不健康的竞争。一个国际合

构是否准备好接受这样的申请、审查及批准。因为，

作机构，例如一个大学联合体或科研联盟，可允许

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可遗传的编辑是合乎伦理的，但

共同处理一些有趣的问题，并且可以生成、分析和

这是否是一项基本权利似乎是不明确的。

共享数据。关键的是，一个联合体将能够制定详细

就像所有的新科学一样，公众对人类基因组编
辑前景的期望和焦虑程度都很高。人们对优生学的
恐惧和对“扮演上帝”的担忧加剧了这些反应，这

的指导方针，使科学界能够在各自的国家中遵循和
实施。一个高效合作的联盟将能够专注于 4 个目标：
利用特定调控网络标注的细胞谱系生成一个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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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类胚胎发育地图 ；从受精卵到原肠胚生成一

[5]

个详细的单细胞人类细胞图谱 ( 基因表达、染色质
结构等 ) ；建立与特定发育或临床异常相关的人类
基因组变异的相关数据库 ；并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

[6]

强大的工具和资源平台，以从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
角度来理解人类发展。在这些资源可用的国家，这
些研究应该与非人灵长类胚胎的研究相辅相成，扩
充灵长类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的知识基础。
人类基因组编辑工作进展迅速，在第一届峰会

[7]

[8]

成功召开之后，有大量学术研究论文发表，人类基
因编辑在各方面所呈现出的问题均需要与时俱进的

[9]

讨论，因此，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顺势而
生。第二届国际峰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于香港召开，

[10]

本次峰会将继续讨论医学应用的相关问题，以及针
对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的学术讨论，并将就第一届峰
会后发表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详尽的探讨。
基因编辑技术为人类健康带来了全新的图景，

[11]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项技术能为生物学的
基本理解带来巨大机遇，特别是早期人类胚胎的发
育。我们由衷地期望通过利用峰会发布的原则和建

[12]

议，设计并建立一个包括全球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国
际合作环境与机制，从而使基因组编辑可以在医学

[13]

和生物学上透明、高效，以及具有人文关怀地实现
最大效能，以此服务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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