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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因编辑技术是当今生物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颠覆性技术之一，以 CRISPR/Cas9 系统为核心的

基因编辑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包括人类体细胞、生殖细胞编辑相关的医学研究领域。虽然 CRISPR/Cas9 系统

可以高效编辑靶基因，但其精准编辑能力依赖于效率极低的同源重组方式，这极大限制了其定点编辑的能

力与应用范围，所以寻找一种能高效引入点突变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以 CRISPR/
Cas9 系统为基础的单碱基编辑系统可以在基因组靶位点实现精准、高效的 C/G 和 T/A 碱基间的转换，其编

辑能力已经在动植物、人体细胞以及人类胚胎中得到证实。利用单碱基编辑技术，有望对人类超过 70% 的

相关遗传性致病位点进行修复。现就人类胚胎单碱基编辑治疗遗传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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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军就，男，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中山大学双一

流建设“细胞基因编辑研究和应用”方向的团队负责人 ；生命科学学院基因编

辑动物平台负责人。研究方向为细胞衰老和再生的调控机制 ；细胞基因编辑技

术研究与应用。

在 Molecular Cell、Cell Research、Stem Cells、Protein Cell 等国际专业杂

志上发表论文 50 篇，总引用超 1500 次。世界上首次在人类胚胎通过 CRISPR/
Cas9 技术和单碱基编辑技术修正地中海贫血症的突变基因，被 Nature、Science
等科技媒体热点报道，工作入选 2015 年 Science 杂志年度十大突破介绍和 2017
年 Nature 杂志年度科学事件盘点。2014 年入选广东特支计划百千万青年拔尖

人才；2015 年，Nature 杂志评选黄军就为年度全球十大科学人物 ；2016 年，

获得中国干细胞协会评“干细胞青年研究员奖”；2017 年，中国遗传学会基因

编辑分会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2018 年，广东省地中海贫血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2018 年，获邀为中国工程院全球工程前沿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医药卫生领域

专家。科研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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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palin-
dromic repeats)/Cas (CRISPR-associated protein) 系统

是细菌和古细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获得

性免疫防御机制，在防止病毒的入侵与整合过程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2]。经改造的 CRISPR/Cas9
系统具有简便、高效、适用性广泛等特点，被广泛

地用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组编辑。该系统主要通过单

链向导 RNA (single guide RNA, sgRNA) 与基因组靶

位点形成碱基互补配对而引导 Cas9 核酸酶定向切

割靶位点。该技术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包括动植物和人的基因编辑研究 [3-5]。CRISPR/ 
Cas9 技术也为科学家在人类早期胚胎对遗传突变进

行修复的研究和对关键的人类特异发育调控机制研

究提供了变革性的工具 [6-10]。                                                        
基于 CRISPR/Cas9 系统，2016 年哈佛大学的

David R. Liu 课题组首次报道了可作用于单个碱基

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 —— 胞嘧啶脱氨酶单碱基编

辑技术 (cytidine base editor, CBE 或 BE)[11]。该系统

的原理是将可催化胞嘧啶 (cytosine, C) 脱氨基的胞

嘧啶脱氨酶 (cytidine deaminase) 与 Cas9 蛋白变体

融合，在 sgRNA 的引导下，靶向结合到基因组特定

位点后将互补链上的C脱氨基形成尿嘧啶 (uracil, U)，
再通过 DNA 的复制过程形成胸腺嘧啶 (thymine, T)。
因此，BE 系统可以在靶位点实现高效的 C 到 T 的

转换，而互补链实现鸟嘌呤 (guanine, G) 到腺嘌呤

(adenine, A) 的转换。2017 年，David R. Liu 课题组

经过了 7 轮蛋白质分子进化，再次突破性地开发新

型腺嘌呤单碱基编辑工具 ——ABE 系统 (adenine 
base editor, ABE)[12]。ABE 可以在靶位点实现高效的

A/T 到 G/C 的转换。以 CBE 和 ABE 系统为核心的单

碱基编辑技术实现了 C/G 和 T/A 间的转换，为后续

以单碱基编辑系统为基础的基因治疗奠定了基础。

CRISPR/Cas9 系统介导精准的点修复依赖于细

胞内部的同源重组机制，但同源重组发生的概率极

低，极大地限制了该系统在遗传疾病精准修复领域

的应用 [13]。与 CRISPR/Cas9 系统相比，CBE 和 ABE
系统由于不引发 DNA 双链损伤 (double strand breaks, 
DSB)，不会显著地激活非同源重组的修复机制从而

造成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失 (insertions and deletions, 
indels)，因此具有更加精准修复的特点。目前 CBE
系统已经在细胞模型、小鼠胚胎以及人类胚胎等模

型中证明了其精准、高效的编辑能力 [11,14-18]。2017年，

中山大学黄军就教授科研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证明了

在人胚胎中利用 CBE 系统可以阻断和治疗特定遗

传点突变疾病的代际间传递 [19]。

本文将着重介绍单碱基编辑技术在人类胚胎治

疗遗传疾病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存在的技术障碍和

未来发展方向。

1　单碱基编辑技术

1.1　胞嘧啶单碱基编辑技术(cytidine base editor, 
CBE或BE)

胞嘧啶脱氨酶单碱基编辑技术是依赖于 CRISPR/ 
Cas9 系统和胞嘧啶脱氨酶组合的新型基因组编辑技

术，最早由 David R. Liu 团队报道，主要由具有催

化功能的蛋白复合物和 sgRNA 两部分组成，其中

蛋白复合物由大鼠的胞嘧啶脱氨酶 (rAPOBEC1)、
无核酸酶活性的 Cas9 (nuclease dead Cas9, dCas9)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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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University &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tat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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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 editing technique is one of the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in biological research today. The gene 
editing tools based on the CRISPR/Cas9 system are widely used in the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the editing of 
human somatic cells and germ cells. Although CRISPR/Cas9 system can target the gene efficiently, its ability to 
precisely editing the target site depends on the low-efficiency homologous directed repair (HDR) manner, which 
limits its application. It will be valuable to develop a novel gene editing technique which could efficiently introduce 
the point mutation. The base editing technique based on the CRISPR/Cas9 system enables precise and efficient 
conversion between C/G and T/A bases at the genomic target sites, and the editing capabilities have been widely 
confirmed in animals, plants, human cells and human embryos. It’s expected more than 70% of related genetic 
pathogenic sites in human could be corrected using the base editing system. This review focu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outlook about the base editing technique in correcting the genetic diseases in human embryos. 
Key words: human embryos; CRSISPR/Cas9; base editing; genet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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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9 切口酶 (Cas9 nickase, Cas9n) 和尿嘧啶糖基化

酶抑制子 (uracil DNA glycosylase inhibitor, UGI) 三
部分构成。根据蛋白复合物的组成不同，CBE 系统

主要分为 ：BE1，rAPOBEC1-XTEN-dCas9 ；BE2，
rAPOBEC1- XTEN-dCas9-UGI 和 BE3，rAPOBEC1-
XTEN-Cas9n-UGI 三种 [11]。

CBE 系统的编辑功能首先依赖于 sgRNA 对于

靶序列的识别以及 Cas9 变体蛋白的 DNA 双链解聚

能力，其次在胞嘧啶脱氨酶的催化下对靶位点胞嘧

啶进行脱氨基作用。胞嘧啶脱氨酶的酶活窗口有 5
个核苷酸，一般为距离 PAM 序列最远端起的第 4~8
位 [11]。由于脱氨酶的活性窗口较大，使得窗口内的

C/G 位点都可能被编辑，因此后续的许多研究都在

致力于通过对脱氨酶进行蛋白质结构的改造，以降

低其脱氨酶活性并缩小酶活窗口。其中，David R. 
Liu 团队就通过在胞嘧啶脱氨酶关键酶活位点上引

入点突变的方法改造获得编辑窗口更小的 CBE 系

统，如通过在脱氨酶的结合位点和催化位点上引入

W90Y、W126E 和 W132E 的 3 个位点突变，可以

在满足脱氨基效率的前提下，将其酶活窗口缩小至

1~2 个核苷酸 [20]。

CRISPR 系统中 PAM (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
序列识别的特异性限制了单碱基编辑系统靶位点选

取的范围，David R. Liu 团队通过对化脓链球菌来

源的 Streptococcus pyogenes Cas9 (SpCas9) 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来源的 Staphylococcus aureus Cas9 (SaCas9)
蛋白进行突变，改变了单碱基编辑系统识别的 PAM
序列，拓展其应用范围 [20]。

除了将大鼠来源的胞嘧啶脱氨酶与变体 Cas9
核酸酶融合对基因组进行编辑之外，将其他物种来

源的胞嘧啶脱氨酶与变体 Cas9 核酸酶融合也可以

获得新的单碱基编辑工具，如日本的 Akihiko Kondo
实验室基于七鳃鳗的胞嘧啶脱氨酶 (activation-induced 
cytidine deaminase, AID)类似物 PmCDA1开发了 dCas9- 
PmCDA1-UGI 和 Cas9n-PmCDA1-UGI 单碱基编辑

系统 [21]。常兴实验室则利用人源 AID 开发了 dCas9-
AIDx 单碱基编辑系统 [22]。这两个系统都在细胞中

验证了其高效的编辑活性。 
1.2　腺嘌呤单碱基编辑技术(adenine base editor, 
ABE)

腺嘌呤单碱基编辑系统是 David R. Liu 团队通

过蛋白质进化和蛋白质工程的手段筛选得到的，可

在基因组靶位点实现 A 到 G 高效转换的突破性碱

基编辑工具。与 CBE 系统类似，ABE 系统同样由

具有催化功能的蛋白质复合物和 sgRNA 组成。其中

应用最广、编辑效率最高的 ABE 系统蛋白质复合物

由两个串联的大肠杆菌来源的转运 RNA (transport 
RNA, tRNA)特异的腺苷脱氨酶 (E. coli TadA, ecTadA)
和 dCas9 组成的单碱基编辑器 ecTadA-dCas9 [12]。单

碱基编辑器 ecTadA-dCas9 在 sgRNA 的引导下，靶

向结合到基因组特定位置，并将与 sgRNA 靶向结

合链的互补链上的 A 进行脱氨基作用，形成肌苷

(inosine, I)。在 DNA 复制过程中，I 会被 DNA 聚合

酶识别为 G 进行复制，因此，ABE 系统可以实现靶

位点的A到G的转换以及互补链的T到C的转换 [12]。

与 CBE 系统相比，ABE 系统得到的编辑产物

纯度非常高 (≥99.9%)，且基本不会出现碱基的随机

插入 / 缺失 (≤0.1%)。这些优势使得 ABE 系统有望

被广泛应用于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等方面，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2　单碱基编辑技术在小鼠胚胎基因编辑的应用

单碱基编辑系统的编辑能力已经在体细胞中得

到充分证明 [11]，但单碱基编辑系统是否可以在生殖

细胞中进行有效的编辑仍有待验证。2017 年 2 月，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 Jin-Soo Kim 课题组利用 BE3
系统在世界上率先证明了 CBE 系统可用于小鼠受

精卵基因组的高效编辑。他们选取了控制小鼠皮毛

黑色素合成的酪氨酸激酶基因 Tyr (tyrosine kinase)
和与疾病相关的杜氏肌营养不良蛋白编码基因 DMD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通过在蛋白质编码区

突变特定位点上的碱基 C 提前形成终止密码子的方

式使蛋白质功能丧失，以达到基因敲除的目的 [14]。 
2017 年 4 月，中山大学松阳洲教授和黄军就

教授科研团队通过蛋白质改造的方法引入保真性更

高，且无核酸酶活性的 Cas9 突变体 dCas9-HF2 (D10A/ 
N497A/R661A/H840A/Q926A/D1135E)，构建保真性

更高的单碱基编辑器 rAPOBEC1-XTEN-dCas9-HF2- 
UGI (HF2-BE2)，希望改进 CBE 系统存在的特异性

不高和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失等不足 [15]。通过靶向

编辑 Tyr 基因，证明 HF2-BE2 系统可以在小鼠胚胎

和 F0 代小鼠中产生高效的靶位点编辑，并且能获

得 100% 纯合的编辑小鼠模型。该研究发现 HF2-
BE2 系统编辑的小鼠仍然存在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
失现象，这与 Jin-Soo Kim 课题组利用 BE3 系统编

辑小鼠胚胎得到的结果相同。由于 HF2-BE2 系统

不切割基因组 DNA，所以中山大学的课题组提出

了有别于 Jin-Soo Kim 团队的观点，他们认为 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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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引起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失是由于系统中的

UGI 活性不强，导致编辑得到的 U 被糖基化修饰切

除后引起 DNA 损伤，激活细胞损伤修复造成的 [15]。

紧随其后，David R. Liu 团队在 2017 年 6 月证

明了 BE3 系统在小鼠胚胎基因组中也有高效编辑活

性 [16]。三篇文章共同证明了 CBE 系统可以在小鼠

受精卵基因组中进行精准、高效的基因编辑，也暗

示了其在人类早期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中的可行性。

3　单碱基编辑技术在人类胚胎中治疗遗传突

变的研究

目前已知约 2/3 的人类遗传性疾病是由单碱基

的突变引起的，在这些单碱基突变引起的遗传疾病

中，有大约 900 种是可以利用 CBE 系统修复的 [11]。

利用单碱基编辑技术治疗人类遗传性疾病必将是未

来该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

2017 年 9 月，Protein Cell 杂志报道了中山大学

黄军就教授科研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利用 CBE 系统

在人胚胎中尝试阻断和治疗 β- 地中海贫血的研究

成果 [19]。β- 地中海贫血是我国华南地区常见的一种

遗传性血液疾病，在广东省的人群携带率接近 10%，

而广西可达到 20%[23]。β- 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有非常

大一部分人是由于单个碱基突变导致疾病发生。β-
地中海贫血症致病基因 HBB 在 -28(A>G) 的突变是

最为高发的点突变类型 [24]。中山大学团队利用 BE3
系统针对 HBB -28 A>G 致病点突变首次在人类体细

胞和胚胎中进行了编辑修复的研究工作 [19]。

他们首先通过建立疾病细胞系模型筛选出能高

效编辑疾病突变位点的 sgRNAs，随后在 HBB-28 
(A>G) 纯合突变患者来源的皮肤原代细胞中验证了

编辑活性。实验结果显示，在构建的细胞系和患者

原代皮肤成纤维细胞中，CBE 的修复效率约为 20%，

虽然部分编辑细胞存在杂合子的现象，但杂合子的

HBB-28(A>G)β- 地中海贫血患者没有临床病症 [25]。

为了进一步了解 CBE 系统在人类早期胚胎中

对致病点突变的编辑修复效果，团队结合体细胞核

移植技术将 HBB -28(A>G) 纯合子患者来源的体细

胞与去核的体外培养成熟卵子融合重构了含有纯合

突变的核移植胚胎模型。通过显微操作技术将 BE3
系统或优化后的 YEE-BE3 系统分别注射到核移植

胚胎模型中检测它们对疾病突变位点的修复效率。

结果显示，BE3 系统在 40.9%(9/22) 的的胚胎中实

现了 G>A 的精准修改，但 4.5%(1/22) 中胚胎发现

G>C 的转换。而编辑窗口更小的 YEE-BE3 可在

40%(8/20) 的胚胎中精确地在 -28 位点实现 G>A 的

正确修复而没有 G>C 的产生，在 16.7%(8/48) 的卵

裂球细胞中实现双等位基因的 100% 正确修复。

尽管目前还不能实现 100% 的修复，但 Nature
杂志评论认为该系统在人类胚胎中的修复效率还是

相当不错，有治疗应用前景 [26]。文章中也指出在修

复后的人胚胎中没有发现编辑位点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失以及位点外的脱靶效应 [19]，说明对于该疾病

突变位点，CBE 系统具有非常高效、精准的优势。

此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刘见桥课

题组和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的陈子江课题组也分

别利用 BE3 系统对人类三原核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

效率研究。人类三原核胚胎与正常胚胎接近，是研

究基因编辑效率的理想材料 [6]。刘见桥课题组证明

在人的三原核胚胎中利用 BE3 系统可以对两个已经

报道的基因位点 HEK293 site 4 和 RNF2 进行高效

编辑，但在 HEK293 site 4 靶位点的编辑过程中出

现了明显的脱靶效应，而且在胚胎中发现了碱基的

随机插入 / 缺失 [17]。陈子江课题组则利用 BE3 系统

和优化的 SaKKH-BE3 (PAM 序列为 NNNRRT) 系统

对包括 HBB、FANCF 和 DNMT3 基因靶位点进行编

辑，发现 BE3 系统和优化后的 SaKKH-BE3 系统都

有较高的编辑效率。该课题组也发现了 FANCF 的

某些靶位点存在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失以及较低概

率的脱靶 [18]。

国内三篇利用 CBE 系统成功修复或编辑人类

胚胎基因组的实验充分证明了单碱基编辑技术在人

类胚胎中治疗特定位点遗传性疾病的巨大优势和应

用价值。中山大学团队报道的世界首例利用 CBE 系

统治疗 β- 地中海贫血的研究成果，为后续以 CBE 系

统为基础治疗近千种 T/A→C/G 的遗传性致病点突变

代际间传递提供重要的研究数据，该研究也入选

Nature杂志的2017年全球最重要的科学事件盘点 [27]。 

4　单碱基编辑在人类胚胎编辑的研究展望

4.1　CBE编辑系统在治疗人类疾病中的不足与改

进方向  
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因组修饰工具，CBE 系统

在发挥其编辑作用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其需要改进的

地方。

基因编辑产物不纯。在部分靶位点的编辑中出

现 C→G/A 碱基的转换以及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失。

这种编辑产物的出现可能是由于 CBE 系统中 UGI
活性不强造成的，可以通过替换成胞嘧啶脱氨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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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系物或串联多个 UGI 的方式提高靶位点的编辑效

率和产物纯度，减少碱基的随机插入 / 缺失 [28]。

胞嘧啶脱氨酶活性窗口过大。编辑窗口过大容

易造成活性窗口内非靶位点的脱氨基作用。David R. 
Liu 课题组通过突变胞嘧啶脱氨酶关键酶活位点的

方式获得了一系列减小酶活窗口的变体酶，有望解

决该问题 [20]。

CBE 系统存在靶位点依赖性的脱靶效应。这

种现象主要是 CRISPR/Cas9 系统本身的问题，所以

通过对 Cas9 蛋白进行突变修饰构建高保真性的

CBE 系统，同时利用 RNA- 蛋白质复合物进行编辑

这两种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脱靶效应的产生 [16]。

靶位点受限。由于 Cas9 蛋白对 PAM 序列的特

异性识别，导致目前 CBE 系统只能用于编辑不足

1/3 的 C/G→T/A 致病突变位点。通过对 Cas9 蛋白

进行改造扩大 PAM 序列识别范围则有望使 CBE 系

统对 2/3 的相关致病突变位点进行有效编辑 [20]。最

近，David R. Liu 课题组再次发表重要的成果，构

建了识别位点更为广泛的 xCas9 蛋白。通过将 CBE
或者 ABE 系统与最新发现的 xCas9 蛋白连用构建

的新型基因编辑系统将覆盖超过 70% 的 C/G→T/A
和 A/T→G/C 致病突变位点 [29]。

CBE 系统可能具有胚胎毒性。CBE 系统的低

毒活性已经在细胞系和小鼠胚胎中得到证明 [15,30]。

在临床治疗中，CBE 系统是否对人类胚胎具有毒性

仍需实验验证。

4.2　ABE编辑系统在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应用

作为新一代单碱基编辑系统，ABE 自开发之

日起就备受科学界关注，而围绕 ABE 系统在动物

模型制备和治疗单碱基遗传疾病的潜力和风险成

了国际研究的竞争热点。在动物胚胎基因编辑领

域，来自中山大学松阳洲和黄军就课题组与华东

师范大学李大力课题组等 4 个独立的研究组以及

韩国科学家都分别报道了 ABE 系统可以在小鼠

和大鼠受精卵中高效编辑靶位点，同时研究发现

ABE 系统较 CBE 系统编辑更加精准，在成功编

辑后的胚胎和 F0 代小鼠中尚未发现碱基的插入

或缺失突变 [31-35]。在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ABE
系统的编辑效果也得到了进一步证明 [36-38]。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科学家使用腺相关病毒

载体将 ABE 系统成功递送到含有 DMD 基因致病

性点突变的成年小鼠中，并在靶位点处修复了该

突变 [35]，这项研究表明 ABE 有望用于治疗人类

遗传性致病点突变，而在已知的人类致病单碱基

突变中，有超过 15 000 种可以通过 A/T→G/C 的

碱基修复来治愈和缓解 [12]。可以想象，随着系统

的进一步优化，ABE 系统必将在精准的动物模型

制备和人类胚胎的特定遗传突变位点的修复中发挥

巨大的潜能。

4.3　单碱基编辑的发展前景

基因组编辑是当今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也

是生物学研究中最贴近于临床治疗转化的关键技

术。随着单碱基编辑技术的开发、完善与应用，以

CBE 和 ABE 系统为核心的单碱基编辑技术未来将

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遗传性疾病等方面发挥

巨大的优势和展现无与伦比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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