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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RISPR/Cas9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 associated protein 9) 系
统具有高效、精确、操作难度较低等特点，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9 在构建模

式动物突变体研究基因功能和构建人类疾病模型中有大量使用，但是由于相关伦理限制，在人类胚胎中进

行基因编辑来探索治疗性胚胎编辑和研究人早期胚胎发育机制的研究发展较慢。人类胚胎发育机制与小鼠

等模式动物的早期胚胎发育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过往在模式动物上研究的早期胚胎发育机制要在人类胚胎

水平进行验证，对人类胚胎利用基因编辑工具进行直接研究越发必要，探索人类早期胚胎发育机制有助于

相关发育疾病的研究与治疗。胚胎治疗性基因编辑可以实现对遗传疾病的彻底阻断，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

时期，但是主要存在潜在脱靶和编辑后形成嵌合体两方面问题。相较而言，出生后个体水平的基因治疗目

前发展较为快速，对遗传疾病和艾滋病等血液疾病有应用价值。现对 CRISPR/Cas9 近年来应用于人类胚胎

编辑和基因治疗的内容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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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研究组长 (PI)、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3 
年在江西农业大学获学士学位，1996 年在扬州大学获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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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篇研究论文，论文多次被 Nature、Cell、Nat Rev Genet、

Cell Stem Cell、F1000 Prime 等作为研究亮点点评。实验室围绕细胞重编程与胚胎发育开展系统研究，建立

了小鼠孤雄单倍体胚胎干细胞 ( 即“人造精子”)，证明其能代替精子使卵母细胞受精产生健康小鼠 ( 即“半

克隆技术”)，并利用“人造精子”携带 CRIPSR-Cas9 文库实现了小鼠个体水平的遗传筛选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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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以“人造精子”为代表的细胞重编程的相关系统性研究荣获 2017 年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

为中国科学家主导开展的小鼠基因组标签计划 (Genomic Tagging Project) 奠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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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Cas9 基因编辑系统是近几年兴起的新

的基因编辑工具，该技术从原核生物抵抗病毒入侵、

清除病毒基因组的系统中优化而来 [1-2]，成为继锌

指核酸酶技术和 TALENS 技术后的第三代基因编辑

工具，并凭借其高效性和低的操作难度，在绝大多

数应用方面迅速超越、替代前两个技术，成为现今

主流的基因编辑工具。Cas9 蛋白在 sgRNA 引导下

对基因组引入双链断裂损伤，结合细胞内相关修复

机制可以实现敲除、敲入等基因组编辑方式 [3]。

其后的多种衍生工具，如单碱基编辑工具，丰富了

CRISPR/Cas9 在各方面的用途 [4-5]。CRISPR/Cas9
在小鼠和非人灵长类等模式动物上有较多研究和大

量应用，推进了相关突变体模式动物的构建。早期

CRISPR/Cas9 系统主要应用于人类相关细胞系水平

上的研究。由于伦理限制和研究材料获取难度大等

问题，人类胚胎水平基因编辑发展较慢。2015 年，

由中国科学家率先在人类三原核胚胎进行了基因编

辑 [6]，尔后 2017 年，国外科学家又对人类正常受

精来源的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人早期胚胎发育

机制和治疗性胚胎编辑 [7-8]。由于多方面的优势，

早期胚胎发育相关机制和过程多利用小鼠等模式生

物研究，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和小鼠的早

期胚胎发育过程存在较大差异，相关机制也越发需

要在人类胚胎上进行验证和研究。嵌合体问题和潜

在的脱靶是 CRISPR/Cas9 在人早期胚胎基因编辑中

遇到的技术瓶颈，通过优化基因编辑组分和胞浆注

射时间可以降低嵌合体问题，通过较早引入双链断

裂损伤，同时依赖母源基因组作为同源重组修复模

板的方式，可以构建父源遗传突变被修复的非嵌合

体胚胎 [8]，而通过优化 sgRNA 的设计和验证过程

可以尽可能降低基因编辑脱靶概率。胚胎水平的基

因治疗目前还只迈出了第一步，距离应用还有相当

长距离，而 CRISPR/Cas9 应用于成体水平对体细胞

或者干细胞基因编辑伦理压力较小，同时也是从根

本上治疗相关遗传疾病的有效途径。成体水平的基

因治疗为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9]、遗传性耳

聋等疾病 [10] 的治愈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希望。CRISPR/ 
Cas9 系统作为新型高效基因编辑工具在模式动物人

类疾病模型中已有优异的表现，今后有望在出生后

个体水平基因治疗领域发挥威力。

1　CRISPR技术背景简介

CRISPR/Cas9 基因编辑系统是由原核生物 II 型
CRISPR/Cas 系统改进而来，Cas9 蛋白可以结合人

工设计的 sgRNA 形成核糖核蛋白，在 sgRNA 的引

导下靶向基因组的目标序列。传统的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开发来的 spCas9 蛋白需要基因组靶序

列上游存在 NGG 的 PAM 结构基序 [11]。Cas9-sgRNA
与基因组目标序列形成三元复合物之后，Cas9 的两

个 DNA 酶结构域可以切割 DNA 的磷酸酯键，最

终形成双链断裂损伤 (DSBs)，DSBs 会激发细胞本

身的两种 DNA 损伤修复机制，同源重组修复 (HDR)
机制和非同源重组末端直接连接 (NHEJ) 修复机

制 [12]。HDR 修复主要是在内源或者外源同源供体

DNA 存在的情况下对 DSB 进行修复，使用人工设

计的外源的单链或者双链供体 DNA 可以对目标靶

序列进行 DNA 序列的敲入 [3] 和辅助大片段敲除 [13]，

或者构建点突变 [14]。NHEJ 修复途径不依赖同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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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SPR/Cas9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 associated prote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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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the human embryo genome editing and gene therapy achievemen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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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方式，而是在相关蛋白的介导下双链断裂直接连

接修复，但是在修复过程中会产生插入缺失突变，

在基因 CDS 序列中进行 NHEJ 修复很大概率产生

移码突变 [15]。NHEJ 途径是常用的对蛋白质编码基

因进行敲除的策略。CRISPR 技术出现之后很快就

被应用于多种细胞水平和模式生物个体水平的基因

编辑，利用 CRISPR/Cas9 系统结合大规模库筛策略

可以实现对基因功能的快速筛查和研究 [16]。

通过技术创新 CRISPR/Cas9 系统衍生出了多

种基因组靶向工具，通过突变 Cas9 蛋白 DNA 酶活

结构域，可以构建仅保留一个 DNA 切割活性结构

域，即切口活性的 nCas9 (Cas9 nickase)[17]，或者将

两个酶活结构域全部突变形成只具有结合基因组能

力的 dCas9 (catalytically dead Cas9)[18]，dCas9 蛋白

可以融合表达转录激活元件，实现对特定基因的原

位激活表达 [19]，在大规模基因筛选策略和基因表达

剂量不足相关疾病中有较大应用前景。dCas9 蛋白

可以与胞嘧啶脱氨酶融合表达，实现胞嘧啶 C 转换

为尿嘧啶 U，在复制过程中被 DNA 聚合酶识别为

胸腺嘧啶 T，再结合 DNA 损伤修复最终实现胞嘧

啶 C 转换为胸腺嘧啶 T [4-5]，如果将 dCas9 换为保

留对侧 DNA 链切割活性结构域的 nCas9，则可以

激发细胞 DNA 损伤修复，促进以单碱基编辑后的

DNA 单链为正确参考模板来修复对侧链，从而提

高单碱基编辑效率 [20]。细胞内的尿嘧啶 DNA 糖苷

酶 (UDG) 会移除 DNA 链中的 U，从而使得编辑后

的 U 又被修复为 C，通过融合尿嘧啶 DNA 糖苷

酶抑制结构域 (UGI) 可以进一步提高单碱基编辑效

率 [21]。nCas9 也可以与腺嘌呤脱氨酶融合表达，腺

嘌呤脱氨酶可以使腺嘌呤 A 脱氨基转变为次黄嘌呤

I，在 DNA 复制过程中被识别为鸟嘌呤 G，从而以

类似机制完成腺嘌呤到鸟嘌呤的转换 [20]。人类遗传

疾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蛋白质编码基因产生点

突变，造成蛋白质的重要活性中心氨基酸突变 [10]，

或者由于点突变引起翻译提前终止 [22]，或者影响

mRNA 的正常剪切 [23]，造成遗传疾病发生。使用

单碱基编辑工具可以对部分点突变位点进行编辑修

复，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通过对 Cas9 蛋白

进行人工条件下的模拟进化过程可以筛选出具有更

广泛 PAM 识别能力和低脱靶概率的 Cas9 变体蛋

白 [24]。目前已经开发出了可以利用 NG 作为 PAM
基序的 Cas9 突变体 xCas9，实现了对全基因组更广

范围的覆盖。大约有 4 000 多种的 AT 突变为 CG
的致病点突变位点和大约 15 000 种的 CG 突变为

AT 的致病点突变可以使用现有的 spCas9 和 xCas9
融合表达剪辑编辑器来修复，为将来的临床应用提

供更多选择 [24]。

2　CRISPR/Cas9在模式生物中的胚胎基因编辑

在以小鼠为模式生物的人类遗传疾病模型中的

治疗性胚胎基因编辑开展较早，发展较快。在白内

障小鼠模型中，Crygc 基因的点突变会造成翻译提

前终止，形成显性遗传的渐进性的白内障表型，通

过在杂合点突变小鼠细胞原核期胚胎中注射 Cas9 
mRNA 和 sgRNA，以及在外源供体 DNA 或者同源

染色体上的野生型 Crygc 等位基因存在的情况下，

可以对 Crygc 上的致病点突变进行修复，从而实现

阻断白内障的发生发展 [25]。此外，CRISPR/Cas9 系

统还在酪氨酸血症 [26]、肌营养不良等小鼠模型 [27]

中成功实现了治疗性基因编辑。在小鼠的胚胎的基

因编辑过程中也发现了几乎所有基因编辑的胚胎均

为嵌合体 [25,28-29]，同时也存在一定概率的脱靶现

象 [25]，脱靶和嵌合体问题是 CRISPR/Cas9 系统应

用于临床中的两大障碍。

相比较小鼠的早期胚胎发育，非人灵长类的胚

胎的发育进程和表观遗传修饰模式与人类更加接

近，是理想的研究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以及疾病的模

式生物。受限于材料来源以及伦理限制，人类正常

受精来源的胚胎基因编辑近年才有零星报道，而非

人灵长类的胚胎编辑则开展较早 [29]。非人灵长类的

胚胎基因编辑中嵌合体率和脱靶率是重要的关注指

标，无论进行单基因敲除还是多基因同时敲除或者

报告基因敲入，都会产生嵌合体，且嵌合比例较高，

原因在于早期胚胎发育各个卵裂球的细胞周期存在

一定差异，加之 Cas9-sgRNA 复合体表达与发挥作

用的时间因素与切割后细胞修复机制，使得基因编

辑在胚胎发育的不同时期多次出现 [30]。野生型嵌合

体的产生主要是因为 Cas9-sgRNA 在部分卵裂球中

未发挥作用，这可能是由于 Cas9 的切割活性或者

sgRNA 的结合效率较低，通过使用多条 sgRNA 靶

向同一个基因的同一个外显子可以降低嵌合率，避

免野生型嵌合体 [29]。

在非人灵长类的几项研究中均未发现 sgRNA
的脱靶，这与此前一步法获得多基因编辑小鼠的工

作一致，未发现 sgRNA 脱靶也可能受限于研究人

员使用的检测手段为预测潜在脱靶位点逐个 PCR
检测的方法来检测脱靶，更精确的检测有赖于深度

全基因组的测序。同时也有研究认为 sgRNA 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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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脱靶问题 [31]，这可能与这些研究中选用的本

身为低评分的 sgRNA 有关，同时这些突变也可能

不是由 Cas9 编辑造成 [32]。尽管如此，作为潜在的

人类疾病基因治疗的工具，sgRNA 的脱靶问题仍应

严谨评定。CRISPR/Cas9 系统在不同的细胞背景下

脱靶率存在不同，在正常人胚胎干细胞和胚胎中脱

靶现象较为少见 [33-35]，在小鼠胚胎中的工作也发现

CRISPR/Cas9 具有高的保真性 [28]，而在癌细胞系中

则相反 [36]。sgRNA 似乎在癌细胞系中更容易发生

脱靶，在EGFP基因单拷贝的人骨肉瘤细胞系 (U2OS. 
EGFP) 中，利用携带不同碱基错配数目的针对

EGFP 的 sgRNA 对 EGFP 进行编辑，发现在 sgRNA
与基因组识别过程中对错配的容错可以达到 5 个

碱基 [36]。总体上讲，CRISPR/Cas9 系统在正常胚胎

干细胞和模式动物正常胚胎中脱靶率较低，而在癌

细胞系统较高。

3　CRISPR与人早期胚胎发育机制研究

由于受限于研究材料和研究手段以及伦理限制

等多方面因素，对人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人早期胚胎

发育相关的机制一直停滞，对于人的早期胚胎大多

数研究主要还是依托分子生化手段或者高通量测序

技术来对人早期胚胎发育过程进行描述并与小鼠或

者灵长类早期胚胎发育模式进行对比 [37]。人早期胚

胎发育模式与小鼠的早期胚胎发育存在较大不

同 [38]，例如重要转录因子在两种生物早期胚胎发育

中的调控机制差异以及合子基因组激活等重要胚胎

发育事件发生时期存在重大不同 [39]。利用基因编辑

工具对人胚胎进行基因编辑，采用传统的敲除研究

表型的手段来研究人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存在的与

其他生物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人与其他生物早期胚胎

发育过程中的差异的生物学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

人类自身。直到近两年，随着 CRISPR/Cas9 系统的

兴起和完善，被开始应用于人胚胎的基因编辑，除

了以治疗性胚胎编辑为主的工作，通过对一细胞原

核期的人早期胚胎进行编辑，敲除发育过程中关键

的转录因子，也发现了人早期胚胎发育与小鼠早期

胚胎发育机制上的不同 [7]。

OCT4 是发育过程中的重要转录因子，参与到

早期胚胎发育及胚层分化，对于细胞干性处于核心

调控位置，OCT4 和 NANOG 以及 SOX2 相互调控，

共同形成胚胎干细胞多能性维持的三个重要转录因

子 [40-41]。OCT4 在合子基因组激活或者胚胎基因组

激活后启动表达，并迅速发挥作用。OCT4 基因的

敲除在胚胎干细胞中会造成原始态和始发态胚胎干

细胞多能性丧失，而在小鼠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

OCT4 基因敲除后虽然可以发育到囊胚，但是内细

胞团的多能性丧失，而且滋养外胚层的增殖也受到

了限制 [41]，说明在小鼠的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

OCT4 在内细胞团和滋养外胚层的发育调控过程起

关键作用。利用 Cas9-sgRNA 核糖核蛋白对人和小

鼠的 PN 期的合子进行胞浆注射可以实现在早期胚

胎中高效敲除 OCT4，虽然由于方法限制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不同突变方式的嵌合体或者存在个别未编

辑的卵裂球，但是仍然有明显的表型，揭示了小鼠

和人的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 OCT4 的作用机制差

异 [7]。在人早期胚胎中敲除 OCT4 会造成多方面的

发育异常。首先，在人早期胚胎中敲除 OCT4 会显

著降低胚胎基因组激活之后的胚胎发育效率，同时

各个卵裂球的基因表达谱也出现异常，即使是在同

一个嵌合体胚胎中的杂合敲除或者野生型的卵裂

球，其表达谱也处于异常状态。这一方面说明

OCT4 在胚胎基因组激活之后迅速发挥作用；另一

方面说明早期胚胎发育中各个卵裂球虽各自分裂，

但是其间仍有复杂的交互效应，导致存在重大缺陷

的卵裂球会拖累其他正常卵裂球的发育。其次，敲

除 OCT4 之后，人早期胚胎的 NANOG 信号消失，

但是小鼠胚胎敲除 OCT4 之后可以发育成为囊胚，

且 NANOG 的染色信号正常，这就说明了 OCT4 与

NANOG 之间的调控作用机制在人与小鼠早期胚胎

发育过程中存在重大不同。此外，OCT4 敲除也会

造成滋养外胚层相关基因 GATA2、CDX2 等下调 [7]。

总的来说，在人类胚胎中敲除 OCT4 表现出了与小

鼠胚胎发育的较大差异，人胚胎中敲除 OCT4 后会

更早地停止发育，并出现更为严重的异常，这从一

个侧面也反映了模式生物本身在研究人类自身遗传

发育机制上的局限性。而 CRISPR/Cas9 系统在今后

会更多地利用人类胚胎编辑进行早期胚胎发育机制

研究，从而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人类自身，同时也会

对探索辅助生殖存在的 IVF 较低的囊胚发育率的原

因和解决由于胚外组织发育异常导致的流产等问题

提供帮助。

4　CRISPR/Cas9应用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

利用 CRISPR/Cas9 对人三原核胚胎进行基因

编辑与对非人灵长类胚胎基因编辑在同一时期开

展。人三原核胚胎在体外受精 (IVF) 和胞浆内精子

注射 (ICSI) 过程中均会形成，IVF 中常由多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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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导致，而在 ICSI 中有 4% 的受精卵会形成三原

核 [46-47]，三原核胚胎在临床上为废弃胚胎，但是为

研究人类早期胚胎发育基因编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和较低的伦理压力。由于受精卵的中心体由精子提

供，ICSI 来源的单精双雌三原核胚胎具有正常

中心体数目 [48]，在去除一个原核之后可以将胚胎

恢复为正常二倍体核型，并有一定几率可以发育成

为囊胚 [4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正常 IVF 和 ICSI
来源的受精卵来进行早期胚胎发育的机制研究。

针对人类胚胎进行的基因编辑主要集中两个方

向的用途，一方面是通过基因编辑结合细胞同源重

组修复 (HDR) 对潜在的遗传疾病位点进行修复，另

一方面是通过敲除早期胚胎发育相关的重要基因来

研究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相关机制。在几项对人类三

原核胚胎基因编辑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大多选择了

β 型地中海贫血症的缺陷基因 HBB 作为基因修复的

对象 [6,43]( 表 1)。地中海贫血症是一种严重的遗传

疾病，主要成因是珠蛋白编码基因的缺失或者点突

变导致无法形成有功能的血红蛋白。根据发生突变

的基因不同分为 α 型和 β 型，β 型地中海贫血症由

于不能形成有正常功能的血红蛋白 β 链同时 α 链过

量形成，造成血红素运送氧能力的下降，出现不同

程度的贫血症状 [49]。

三原核胚胎的细胞周期属于 S 期，一般认为

Cas9-sgRNA 发挥作用的阶段为 S 期到 G2 期
[50]。

通过向 3PN 胚胎中注射 sgRNA、Cas9 mRNA 以及

为用于同源重组修复提供模板的 ssDNA 来实现对

由于突变提前终止的 HBB 基因的修复，但是最终

发现这一修复方式只能修复大约 14.3% 的胚胎，而

有 25% 的胚胎同源重组修复采用基因组上与 HBB
相似度很高的同源基因 HBD 作为模板修复，这暗

示了在一细胞胚胎中 DNA 损伤修复更倾向于利用

内源同源序列来进行 HDR 修复 [6]。这一结果与在

M 期对携带致病突变的父源基因组进行基因编辑，

利用母源正确的基因序列对其进行修复中的发现一

致，即受精卵母本基因组的 DSB 损伤后，相比较

外源引入的 DNA 供体，更倾向于利用内部的同源

序列进行修复 [8]。这与之前在小鼠中的报道也吻合，

在不使用外源的 DNA 供体的情况下，依然有相近

效率的携带致病突变的胚胎会被修复为正常野生

型 [25]，这个可能是早期胚胎或者高等哺乳动物生殖

细胞系维护自身基因组稳定性的策略 [8]。

在利用 3PN 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之后很快就有

科研团队利用 2PN 胚胎进行基因编辑 [43]。双原核

胚胎可以通过对体外成熟的卵子通过细胞内精子注

射 (ICSI) 再激活后获得。相比较 3PN 胚胎，体外

成熟卵子来源的 2PN 胚胎有正常的二倍体基因组，

同时早期胚胎发育模式也趋于正常，但是也具有一

定的可移植和母体内发育的潜能，因此使用 2PN 胚

胎进行基因编辑就具有更多的伦理压力 [51]。针对

HBB 的利用外源双链 DNA 作为修复供体进行同源

重组修复，在 2PN 胚胎中的 HDR 效率可达 50%，

远高于 3PN 胚胎中 HDR 效率 (10%)[43]，这可能是

正常胚胎本身相对于核型异常胚胎的特点。三原核

胚胎本身的三倍体核型以及不正常的中心体个数导

致的基因组稳定性下降和早期胚胎发育模式的异

常 [46] 与双链断裂后较低的同源重组修复效率可能

存在内在的联系。使用 Cas9 蛋白代替原有的 Cas9 
mRNA 用于一细胞 S 期胚胎进行胞浆注射，可以提

高基因编辑效率，同时也能增强 HDR 修复 [8, 43]。

与之前在灵长类模式生物胚胎编辑中遇到的

问题一样，大多数的无论对 3PN 胚胎还是 2PN 胚

表1  人胚胎中利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编辑汇总

基因 编辑方式 胚胎类型 注射Cas9形式 胞浆注 脱靶及检测方式 嵌合体 参考文献

    射时期

HBB HDR 3PN mRNA S期 显著T7E1&WES WT&Indel [6]
CCR5 HDR 3PN mRNA S期 未发现PCR WT&Indel [42]
HBB&G6PD NHEJ/HDR 2PN&3PN Protein S期 未发现T7E1&WGS 非嵌合体&Indel [43]
OCT4 NHEJ 2PN mRNA/Protein S期 未发现Digenome-seq  WT&Indel [7]
MYBPC3 HDR MII (IVF) Protein M期 未发现Digenome-seq  非嵌合体 [8]
RNF2 BE 3PN BE3mRNA S期 未发现GUIDE-seq WT&Point mutation [44]
HBB BE MII (IVM) BE3mRNA S期 未发现PCR WT&Point mutation [45]
HBB/FANCF/ BE 3PN BE3mRNA S期 未发现PCR Indel&G to A [29]
  DNMT3B
注：BE：单碱基编辑；2PN：两原核时期胚胎；3PN：三原核胚胎；MII (IVF)：可用于体外受精的自发成熟的减数第二次分

裂中期卵母细胞；MII (IVM)：体外诱导成熟的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卵母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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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进行的基因编辑都会存在较为严重的嵌合体现

象 [6,42-43]，这也是将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手段运

用于遗传疾病治疗的技术瓶颈之一。仅仅通过 Cas9
蛋白替换 Cas9 mRNA 用于一细胞期胚胎基因编辑

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嵌合体的形成 [43]。通常对一细胞

期胚胎注射 sgRNA 和 DNA 供体以及 Cas9 蛋白或

者 Cas9 mRNA 是在受精 16~18 h 之后，这一时期

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雌雄原核，但是原核并未融合 [46]，

同时胚胎处于有丝分裂的 S 期，符合 Cas9 理论上

发挥作用的时期 [50]，注入的 CRISPR/Cas9 相关物

质可以尽快发挥作用。但是，由于此时的雌雄原核

正在进行 DNA 复制，如果所编辑区域正好已经是

复制过的区域，那么 Cas9 在切割目标靶序列之后，

两条新合成的 DNA 链就有可能以不同的修复方式

进行。同时，Cas9 mRNA 或者蛋白质由于自身半

衰期的因素可能在第一次编辑之后由于并未彻底降

解，依然存在一定量的有编辑能力的 Cas9-sgRNA
蛋白复合体，而导致嵌合体比例提高 [52]。Cas9 mRNA
自身存在一定的半衰期，翻译出的 Cas9 蛋白也有

一定的半衰期，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注射 Cas9 
mRNA 总体上的发挥作用的时间可能长于注射

Cas9 蛋白，这就使得在相应的时间窗口内，Cas9-
sgRNA 复合体并不能被有效彻底降解，引起后期多

次编辑，造成嵌合体率提升 [52]。另一方面，mRNA
本身翻译成为蛋白质需要一定的时间，而 Cas9 蛋

白与 sgRNA 组装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因素结

合起来可能使得错过 S 期靶序列区域尚未发生复制

的这一较小时间窗口，从而在合成两条 DNA 链之

后再进行基因编辑，产生不同的修复方式。通过在

受精过程中引入 CRISPR/Cas9 可以更好地克服基因

编辑之后产生的嵌合体现象 [8]。在进行 ICSI 时，将

精子与 Cas9-sgRNA 核糖核蛋白一同注射进入 MII
时期的卵子，在原核尚未形成的时期，Cas9-sgRNA
蛋白复合体就可以对父源 MYBPC3 缺陷基因进行

切割引入双链断裂，同时在早期胚胎更倾向于使用

另一方即母源 MYBPC3 基因作为供体对父源双链

断裂进行修复，从而可以更高效地得到修复的非嵌

合体的胚胎。这一时期，父源和母源基因组均处于

G0 期，尚未进行 DNA 复制，只有一条待编辑链，

如编辑后发生 HDR 修复则可形成一个完全修复的

非嵌合体的胚胎。相比较在 S 期进行注射，在 M
期注射可以显著提高 HDR 的效率，同时消除嵌合

体的形成，不过也依然会有一定比例的 NHEJ 修复

的胚胎形成，但是 NHEJ 方式修复的胚胎也不是嵌

合体 [8]。存在争议的是，人受精卵中这种特殊的修

复方式与已有的 Cas9 在 S~G2 期发挥作用同时

HDR在M期 ~早期G1 期会被下调的研究存在冲突，

而且和雌雄原核形成、靠近和融合的传统认知过程

有出入 [52]，相关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 图 1)。
对于父源携带的遗传疾病，在精原干细胞

(spermatogonial stem cells, SSCs) 上进行基因编辑修

复遗传疾病是一个新的策略，属于生殖细胞介导治

疗的范畴。在小鼠 SSCs 上进行的基因编辑工作 [53]，

为阻断遗传疾病的传递提供了新的方向，SSCs 在
体外培养的过程中印迹基因的甲基化修饰模式维持

稳定，移植到小鼠睾丸内可以定植并向后发育产生

具有功能的精子。如果可以建立患者来源的 SSCs，
利用基因编辑修复突变，再通过移植回睾丸或者体

外培养得到具有功能的精子，就实现了在生殖细胞

水平上阻断遗传疾病的目标。在 SSCs 进行基因治

疗的优势还体现在首先可以结合全基因组测序彻底

排除基因编辑带来的潜在脱靶，其次可以避免在对

二倍体合子修复父源突变的过程中意外地导致母源

产生新的突变，最后是不会产生嵌合体胚胎，相较

于对后代胚胎进行的胚胎治疗性基因编辑安全性更高。

胚胎基因编辑之后的嵌合体存在部分以 NHEJ
方式修复的细胞，这样的修复方式相比较引入点突

变可能会有更坏的影响，通过对 NHEJ 修复过程中

关键的蛋白 DNA 连接酶 IV 进行抑制可以提高

HDR 修复的效率 [54]，但是相关抑制剂对胚胎发育

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相关方法仍需要深入研究和

严谨确认。嵌合体产生的另一个因素就是 Cas9 的

半衰期超过了适合进行修复性基因编辑的窗口期，

导致在胚胎发育后期仍具有切割活性引起多次编

辑。在非人灵长类的研究中发现，通过在 Cas9 蛋

白中添加促进泛素化蛋白降解的序列可以缩短 Cas9
蛋白的半衰期，但不影响其编辑活性，最终降低嵌

合体突变的形成 [52]。

5　单碱基编辑工具应用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

在人类早期胚胎中，可以使用单碱基编辑工具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实现对 T→C 和 A→G 突变

的遗传疾病进行修复 [44,55]。在人三原核胚胎中使

用第三代单碱基编辑工具 (BE3) APOBEC–XTEN–
dCas9 (A840H)–UGI 可以对 RNF2 实现 C→T 的单

碱基编辑，使用 GUIDE-seq 也未发现脱靶存在，但

是，在编辑过程中除了主要的 C→T 的突变模式，

还存在 C→G 和 C→A 的突变模式 [44,55]。β 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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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症存在 HBB-28 A→G 的致病突变，该致病突

变导致 HBB 基因表达量下降，是中国地中海贫血

症主要突变类型之一。通过在体细胞核移植构建的

纯合 HBB-28 A→G 突变胚胎中利用 BE3 进行单碱

基编辑，可以部分修复致病突变，但是最终的胚胎

会形成嵌合体，同时也发现存在意外的 G → C 的

突变。在该研究中，使用潜在脱靶位点 PCR 检测

未发现有脱靶现象的存在 [45,55]。另一项研究中，对

HBB 基因在 3PN 胚胎中使用 BE3 进行编辑，大约

有 42% 的胚胎发生突变，单个胚胎内的突变率为

6%~52%，差异较大 [44]，同时使用改进 PAM 的 Cas9
同源蛋白可以对更广泛区域的靶序列进行编辑 [24]。

对不同靶位点的编辑的效率差异与序列本身和设计

的 sgRNA 效率有关 [56]。

融合的 APOBEC1 倾向于对第五位的胞嘧啶 C
进行编辑，但是同时对于临近的 C 也存在编辑活性，

因此对于 C 含量较高的靶目标区域进行编辑可能会

造成额外的突变 [4,20]。由于密码子的简并性，不同

位置的 C 突变为 T 对翻译后蛋白的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部分额外的 C→T 突变可能会产生同义突变，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额外编辑的不利影响。在人源细

胞系中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并未发现单碱基编辑工具

融合蛋白会对基因组引入随机的 C → T 突变 [44-45,55]，

这仍需要进行更高深度的全基因组测序检测以彻底

排除潜在的随机突变，单碱基编辑产生的脱靶主要

是由 sgRNA 的脱靶导致，因此应该以更严谨的方

式设计和验证 sgRNA。总的来讲，单碱基编辑技术

应用于人胚胎治疗性基因编辑还处在摸索验证时

期，距离真正的临床应用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6　CRISPR/Cas9系统与成体基因治疗

在胚胎水平的基因治疗，由于目前手段并不成

熟，还存在较高的嵌合体率和不可预知的脱靶问

题 [57]。而成体基因治疗则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就是

避免了对人类胚胎操作的伦理学限制；其次是已有

的基因治疗病例表明 [58]，成体水平的基因治疗已有

明朗的临床应用前景。虽然 CRISPR/Cas9 技术尚没

有进行深入的临床试验，但是可以预见其未来会在

基因治疗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I 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目前世界上分布最广

泛，感染人数最多的艾滋病病毒亚型，其特异性侵

染 CD4+ 的细胞，破坏人体免疫系统，造成免疫缺

陷综合征 [59]。趋化性细胞因子受体 5 (CCR5) 是
HIV-I 侵染 CD4+ 细胞过程中的关键蛋白，参与到

HIV-1 包膜表面蛋白与 CD4 受体相互作用从而促进

侵染 [59]。缺陷的 CCR5 蛋白可以抵抗 HIV-1 部分亚

型对 CD4+ 细胞的侵染，最早在 2009 年对一例急性

髓性白血病并发 HIV-1 型病毒感染患者，利用配型

的，具有纯合 CCR5 32 bp 缺失突变体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使得患者体内极低的 CD4+ T 淋巴细胞密

图1  两种人早期胚胎编辑策略



张晓宇，等：CRISPR/Cas9系统应用于早期胚胎编辑和基因治疗第9期 923

度重新获得增长，并消除了 HIV-1 病毒，最终结果

呈 HIV-1 阴性，同时还治愈了急性髓性白血病 [59]。

异体移植造血干细胞的主要困难在于配型困难，

利用 CRISPR/Cas9 系统可以对人类淋巴细胞抗原

(HLA) 进行编辑来避免免疫排斥，或者采用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策略 [60]。通过分离 HIV-1 型感染患者

的 CD34+ 造血干细胞，可以在体外进行有限时间的

培养和扩增，结合 CRIPSR/Cas9 系统对 CCR5 基因

进行编辑，构建 CCR5 缺失突变的造血干细胞，再

通过回输回患者体内，定植归巢的造血干细胞会

产生可以抵抗 HIV-1 侵染的带有 CCR5 突变型的

CD4+ T 淋巴细胞，从而实现对患者的免疫系统进行

重建，实现对 HIV-1 型病毒的清除 [9,61]。在小鼠水

平的研究表明，基因编辑敲除 CCR5 之后的造血干

细胞可以在联合免疫缺陷小鼠体内定植，并产生携

带 CCR5 基因缺陷的 CD4+ T 淋巴细胞，实现对依

赖 CCR5 介导途径感染的 HIV-1 型病毒的抵抗。虽

然在以前的研究中使用锌指核酸酶和 TALENS 技术

均可以在造血干细胞 / 祖细胞中实现对 CCR5 的敲

除，但是相对于另外两种技术，CRISPR/Cas9 有更

高的编辑效率和更小的运载负荷 [9,61]。

遗传性耳聋是一种常见的遗传疾病，在新生儿

中的发病率大约为 0.1%[62]。耳聋导致交流困难，同

时影响运动能力，严重降低病患的生活质量。遗传

性耳聋有多成因，主要由于单基因或多基因突变 [62]，

也有线粒体疾病引起的遗传性耳聋 [63]。大多数的遗

传性耳聋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了耳蜗感觉毛细胞发

育异常和功能缺失，破坏了感觉毛细胞将声波机械

振动转化为神经兴奋电信号的能力。常染色体遗传

病例中大约 80% 的患儿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

余 20% 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64]。跨膜通道样蛋

白 1 (TMC1) 突变会造成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遗传

性耳聋 [65]。基因治疗手段应用于治疗遗传性耳聋早

先已有人提出与尝试，CRISPR/Cas9 系统开发后为

治疗遗传性耳聋提供了新的工具。在“贝多芬小鼠

模型”中，Tmc1 基因存在一个 1235 位的 T 突变成

A，形成显性致病突变，小鼠出生后耳蜗中的内毛

细胞和外毛细胞相继死亡，造成杂合突变小鼠在出

生后渐进性地听力丧失。利用脂质体包装 Cas9-
sgRNA 核糖核蛋白结合内耳注射的手段可以将其运

载到新生幼鼠耳蜗处，转染进入耳蜗处的毛细胞，

通过切割具有显性致病突变的 Tmc1 基因引入双链

断裂损伤，再通过 NHEJ 修复形成移码突变，最终

总体上降低了突变型 Tmc1 表达，终止了渐进性听

觉丧失，一部分修复的感觉毛细胞可以承担小鼠的

听觉系统的功能维持 [10]。与传统的 AAV 病毒运载

工具相比，脂质体运载可以避免刺激机体免疫系统，

安全性更高 [66]。该方法较为适用于治疗遗传性耳聋

这类显性遗传突变，即通过敲除掉具有显性遗传突

变的等位基因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实现功能恢复。

对于一些功能缺失型突变体，修复较为困难，

往往需要通过外源的 DNA 替换掉携带缺失型突变

的位点或者片段，通常在分裂期的细胞中可以通过

提供外源供体 DNA 的方法，利用双链断裂损伤之

后的 HDR 修复来实现致病突变修复，但是对于像

神经细胞这种终末分化细胞，同源重组修复活性很

低，双链断裂损伤常常通过 NHEJ 途径修复。已有

研究也开发出了以 NHEJ 为基础的同源重组非依赖

型 (HITI) 的靶位点整合策略，通过 Cas9-sgRNA 对

基因组靶位点区域切割，同时切割供体质粒或者

AAV 病毒载体将其线性化，线性化后的 DNA 片段

有很大概率被双链断裂处捕捉并插入整合进入

基因组 [67]。AAV 病毒载体的单链基因组和反向末

端重复序列也可能本身就具有激发非分裂细胞同源

重组修复的能力 [68]。利用 HITI 方法在小鼠模型上

可以部分恢复失明小鼠的视觉反应 [69]，这就暗示了

结合 CRISPR/Cas9 系统和 HITI 策略对未来成体水

平成熟体细胞功能缺失型遗传疾病的治疗有巨大应

用前景。总的来说，CRISPR/Cas9 应用于成体基因

治疗已取得一定的临床尝试和较多的动物模型试

验，相关的创新方法具有潜在开发利用价值。

7　结语

对于治疗性胚胎编辑而言，脱靶和嵌合体会造

成不可预知的未来风险，同时承担巨大的伦理压力。

对于细胞系而言，形成的脱靶或其他形式的突变可

以通过克隆挑取和高深度的全基因组测序来排除，

而对于早期胚胎而言，脱靶和嵌合体的检测与移植

胚胎的完整性要求本身就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我

们不能对整个胚胎全部细胞进行脱靶和基因型检

测，同时类似第三代辅助生殖的，利用少量滋养外

胚层 (TE) 细胞进行基因组完整性的检测方式进行

基因编辑胚胎的检测又无法反映整个胚胎是否为嵌

合体。因此治疗性胚胎编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

要提高到近乎绝对的精准与极高的编辑效率，虽然

现阶段的各类 CRISPR/Cas9 基因编辑工具有高的效

率和精准度，但是运用于治疗性胚胎编辑还是远远

不够的。相比较治疗性胚胎编辑，成体的基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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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大的容错性，同时一些疾病部分功能细胞实

现修复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功能改善，因此中短期内

成体基因治疗仍然是首选，也会是 CRISPR/Cas9 真

正发挥医学治疗威力的领域。对于人类胚胎编辑，

基础研究仍为主要的方向，利用 CRISPR/Cas9 系统

可以对人类早期胚胎发育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将其

他模式生物的研究成果上升为对人类自身的研究，

实现更深的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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