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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生命奥秘》专题是《乳腺癌》。乳腺癌可能是世界上研究得最多的恶性肿瘤。2012年，全球有170
万名女性被诊断患上乳腺癌，这使得抗击乳腺癌成为头等大事。尽管现在在全球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乳腺癌
的治疗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对于患病女性来说，这还不够。目前，科学家们正在联合流行病学、基因
组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个生命科学领域共同寻找能挽救更多患病人群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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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Worthy Issues

精准医学是将研究学科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从而指导个性化病人护理工作的科

学。这篇专题介绍了：将研究人员、临床实验室、临床医生和病人整合成的一个

精准的医学‘生态系统’；在实现个性化治疗的道路上，人们在药物基因组学和

基因疗法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重新设计临床试验以给予病人最优治疗方面的需

求。

前 言

精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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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组学生态系统

医疗并不是一门精准的科学。医生对患者

的症状进行评估，并决定需要进行哪些检测项

目来收集更多的数据。他们必须确定症状的原

因、病人的预后、是否需要临床干预以及需要

采取哪种临床干预等。为了有效地实现治疗，

医生需要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评估各种治疗

手段的优劣，最后做出医疗决策。人体是最复

杂的系统。在某些情况下，病人的病因无法确

定。而有些情况下，医生无法收集到足够的数

据，难以做出合理的决策。这种不确定性导致

了部分情况下医疗干预的失效。

基因是人体复杂性的来源之一。不同的遗

传突变可能造成同一种病症，并且对不同的治

疗产生响应。如果无法确定疾病的突变根源，

医生很难确定哪种治疗最可能有效。例如，虽

然肺癌相关的突变有很多，但是只有那些携带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的患者会对酪氨酸激

酶抑制剂治疗产生响应。同样，许多基因突变

导致心脏肥厚，从而增加心脏性猝死的风险，

但只有携带GLA基因突变的患者对酶替代疗

法产生响应。即使在疾病的原因是已知的情况

下，不相关的基因突变也可能通过改变药物代

谢或增加不良事件的发生来影响治疗效果。例

如，一些患者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使用正常剂

量的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可能会出现危及生

命的骨髓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它们携带了某种

能阻断该药物的正常代谢的突变。大约6%的

欧洲人口在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阿巴卡韦

时，可能发生致命的过敏反应，这是因为他们

携带了HLA-B等位基因。

了解病人的遗传构成对许多疾病的治疗具

有重要意义。现在，医生们可以采用多种手段

来确定患者携带的基因突变。这些手段包括：

基因分型测试，检测病人是否携带会造成临床

疗效差异的突变；测序芯片，检测与同一疾病

相关的已知的或新的突变；外显子组测序，

检测所有已知的蛋白质编码序列；全基因组分

析，分析病人所有基因的序列。然而，简单地

确定突变是不够的，必须把突变和临床表征联

系在一起。最后把基因信息和其它临床数据联

系在一起，从而确定最佳治疗方法。

精准医疗生态系统

精准医疗的目标是使临床医生能够快速、

高效、准确地预测病人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临床医生需要使用特定的

工具——一些测试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这些

工具必须与临床工作流程兼容、成本适宜，并

且适用于现代医疗机构。这些工具有助于简化

人类疾病的极端生物复杂性。为了支持这些

工具的创建和完善，一个精准医疗“生态系

精准医疗将会给人类健康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然而，精准医疗的实现仍需较长时间。基因

组学已被用于指导临床决策，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实用。为了加快精准医疗实现的脚

步，数据收集、存储和共享的机制设施需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病人、医生和研究者们必须共

同创造一个不断学习的医疗保健系统，实现临床护理和研究无缝对接。医生和研究者们还必须

向患者普及分享数据的好处。如今这样的系统已在搭建中，这一举措将加快精准医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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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中。这一生态系统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临

床医生、实验室、科研企业和临床信息系统联

系起来，有望创造一个不断学习的、能从根本

上加快推进精准医疗技术的医疗保健系统。

解读是精准医疗生态系统的关键。它包括

几个级别：个体的突变可以被解读成与某病

症的关联；多个突变可以用对患者的整体影响

来解读。医生需要将遗传和临床数据结合起

来，确定一个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这些解读

的质量高度依赖于获取的数据的质量。因此，

研究和临床数据库是精准医疗的基础。这些资

源的内容和结构的改善以多种方式促进医疗保

健的持续发展。例如，高度协作的CFTR临床

和功能翻译（CFTR2）项目汇聚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研究人员分享携带CFTR突变的病人的

数据，它可帮助人们区分恶性和良性肿瘤。这

项工作提高了囊性纤维瘤的治疗效果。同样，

胚系突变等位基因解读实证联盟（Evidence-
based Network Interpretation of Germline 
Mutant Alleles, ENIGMA）联合了多名医生和

研究者，共享BRCA1和BRCA2基因（与乳腺

癌和卵巢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数据。得益于

这项研究，携带这些基因致病突变的患者现

在可以预先采取检测和预防措施，而乳腺癌

的患者则可以据此选择合适的治疗。此外，

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大型合

作项目Clingen临床基因组（Clinical Genome 
R e s o u r c e）和全球基因组学与卫生联盟

（Global Alliance for Genomics & Health, 
GA4GH ）已经开始着手开发可靠的、系统性

确定基因突变的致病性的资源。

当这一体系实现优化后，精准医疗生态系

统能有效地管理和整合材料，包括知识和数

据的产生、验证、存储、细化和临床解读（图

1）。生物库提供病人样本和病人数据，助力

研发；研究数据库记录能为临床解读提供证据

的数据、计算和结果；临床知识共享网络能不

断优化解读；临床实验室及其信息系统有助于

以报告和警告的形式巩固解读结果；电子病历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和相关的

系统帮助医生应用这些解读结果，做出更合理

的临床决策；面向病人的设施或“门户端口”

方便个人访问自己的基因数据，以及决定如何

使用这些数据，例如是否参加研究。目前，这

些设施都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研发阶段。然

而，精准医疗的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出现。在这

篇综述中，我们探讨了精准医疗生态系统的上

述重要组成部分。

病人视角

病人对精准医疗的支持越来越重要。病人

在治疗过程中，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基因结果。

通常情况下，临床医生会要求病人进行一些检

验。然而，患者现在能够购买直接面向消费者

的测试服务。为了确保精准医疗是针对每个病

人独特的遗传构成量身定制的，我们必须尽可

能多地收集病人信息。然而，广泛共享患者数

据也有很大风险。要获得这些数据，研究人员

必须积极与患者互动，宣传数据共享的好处，

并帮助他们权衡风险和利益。提高获得授权手

续的效率也能帮助达到这一目的。

授权的主要形式有：同意接受治疗或手

术，并同意将数据或样本用于研究。在这两种

情况下，医生必须告知患者相关的风险和利

益。传统的授权书，着重于同意接受治疗，关

注的是个人利益，而精准医疗的授权则还包括

同意参与研究，关注的是大众的利益。临床和

研究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参与研究能直接提

高治疗效果，并且有证据显示，临床数据的不

断积累的确有助于疾病的解读。也正因为此，

各界都在努力，要求病人签署一份授权书，允

许个人数据被用于研究。此外，那些基因测序

服务公司的授权书也包括同意数据分享。尽管

如此，病人样本和数据用于研究的授权书的格

式和措辞仍然需要统一。拟一份简单易懂的、

同时充分说明基因测序相关问题的授权书并不

容易。各机构使用这种统一的授权书对精准医

疗生态系统的构建非常有利。不同供应商、实

验室和生物银行使用一致的授权语言，也会有

助于各机构管理和遵守这些授权书。最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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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正球基因组学与卫生联盟伦理与法规审

查小组发表了基因组与健康相关数据共享的

框架。该小组还制定了支持全球数据共享的

授权工具和政策，以帮助制定获得授权的标

准流程。无独有偶，ClinGen也开发了标准化

的授权方法（http://clinicalgenome.org/data-
sharing/），以促进在无研究机构参与情况下

基因测序和表型数据的分享。

一些患者非常支持研究，并且愿意采取积

极措施促进遗传信息的共享。个人基因组计划

正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准备分享个人基因组数据

和医疗记录的志愿者。ClinGen有一个病人端

口网站GenomeConnect，该网站允许个人分

享健康和遗传信息，形成网络群体。Genetic 
Alliance的Platform for Engaging Everyone 
Responsibly（PEER）则允许个人高权限地

控制个人健康和基因数据的分享、隐私和访问

权限。

图1 精准医疗生态系统包含了连接患者、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临床实验室的各个部分。患者和医生都可

以访问门户网站或电子健康档案。生态系统可包含不同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临床决策支持工具，促进知识分

享；病例数据库和生物库从医生和研究者那里接收数据；研究人员从这些信息中受益，同时自己也提供信

息；临床实验室利用数据，当他们评估基因突变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时，也会通知医生群体。

病人 医生

病人端口
临床决策
支持工具

电子病历 知识库

临床实验室研究人员

生物银行

病人样本

病例数据库

基因型
表型和治疗结果
家族病史
环境及诱发因素

研究数据库

研究得出的数据

数据分享

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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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视角

医生通过测试获得患者的遗传信息。测试

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技术组件，专注于识

别病人体内存在的突变；一个部分是解读组

件，解读各个突变对应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

下，基因测试用于确定发病的原因，或选择最

合适的治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显子

组和基因组数据还可用于多个评估。这意味

着，发病前就可以把基因组和外显子组的信息

存储起来，一旦出现病症，可以重新解读。无

论何时得到的序列，解读都至关重要。

临床解读是个多步骤过程（图2）。当突

变已确定时，步骤1确定哪些突变需要进一步

评估；步骤2对那些变异的临床影响进行评

估；在步骤3中，步骤2中确定的突变对身体产

生的影响被认为与病人疾病有关；最后，在步

骤4中，根据病人的测试结果以及其它信息，

确定合适的治疗手段。许多实验室的报告都是

在步骤1、3的基础上生成的，一些报告只是

简单地报告了他们已经确定的突变。临床医生

会阅读这些分析报告，并完成剩余的步骤。这

些过程可能很耗时，因此很烧钱。这个过程还

涉及大量的专业判断，因此人为错误和意见分

歧非常常见。另外，它的质量和效率高度依赖

于临床和研究数据库中已有的数据。正因为如

此，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数据库是生态系统

的核心。此外，如何规范化地评估数据的真实

性，对一致地解读人类基因突变非常关键。最

后，开放共享的临床解读、分配突变检测、确

定和解决解读上存在的分歧，以及为研究编录

突变，对于改善基因相关疾病的诊疗非常必

要。

确定基因突变

步骤1

筛选突变

步骤2
检索数据库，寻找各突变相关的证据，

确定各突变对健康的影响

步骤3
评估与病人所患疾病相关的突变

综合各类数据，给出治疗建议

步骤4

基因解读

图2 一旦确定了遗传变异，研究者们会筛选出那些感兴趣的突变（步骤1）。接下来，基于数据库，评估每

一个突变对健康的影响（步骤2）。解读哪个或哪几个突变与该患者所患疾病的关联（步骤3）。最后，整

体遗传评估与病人的其它情况结合起来，帮助临床决策（步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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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是基因信息技术发展的巅峰。医生通

过电子病历，能够了解病人所有的信息，包括

全部遗传数据。EHR中的信息，需要有序地

存储和展示，并有助于诊断和制定治疗决策。

电子病历及相关的系统还可以提供电子版的临

床决策支持系统（clinical-decision support, 
CDS），提供额外的基因测试等信息，例如

网站或数据库的链接。他们也可以发布测试前

期和测试后期的基因药理学警告，重点突出药

物和特定基因变异之间的潜在的不良相互作

用。当临床医生准备实施治疗时，需要基因测

试，但当EHR中没有相关数据时，应启动测

试前期警告。当基因测试表明，采用的治疗手

段可能会对病人产生不良作用时，会诱发测试

后期警告。例如，巯基嘌呤甲基转移酶缺乏的

患者接受高剂量硫唑嘌呤治疗时可能会引起不

良反应，测试后期警告会提醒医生这一点。同

时，当病人的基因型出现重大研究进展时，

CDS系统也会提醒医生。在未来，CDS可能

能够引导临床医生综合考虑病人的各种情况来

给出治疗决策。研发这样的CDS对形成不断

学习、不断更新的健康医疗系统必不可少。

遗传信息和CDS不一定要直接嵌入到电

子病历中，它可以将外部系统与电子病历整合

在一起。这种整合必须无缝到连医生都不知道

自己在使用多个系统。通过电子病历提供基因

支持非常复杂，目前还不清楚EHR提供商会

在系统中整合多少基因功能信息。一些提供商

表示，他们不太可能把所有的基因测序信息都

存储在电子病历里，可能会链接到外部基因组

数据库，并且着重管理那些研究比较充分的基

因信息。无论病人的基因图谱是否都存储在电

子病历里，EHR系统都必须和基因数据库结

合起来，才能为医生提供最佳的决策支持。

只有在访问和使用病人的基因信息和报告

简单而快捷时，CDS系统才能充分利用这些

信息。电子病历和相关的面向医生的系统必须

纳入实验室的基因测试结果。这就要求电子病

历供应商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接口。创建这些接

口往往涉及建立跨多个组织的电子联系，以及

集成不同提供商的系统。目前这样的接口相对

较少，主要是因为成本较高。一般来说，结果

是通过传真从实验室传递给供应商，这使得它

很难被录入到电子病历中。CDS通常依赖于

访问结构化的电子数据，无法可靠地从传真中

提取信息。即使基因报告以格式化的结构记

录，当数据传输到不同机构的医生手中时，这

种格式也会丢失。而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测

试结果也不太可能以结构化格式存储。

几个团队目前正在推进各系统之间的互

联性，提升CDS对遗传信息的存储、管理能

力。美国国家医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基因组研究转化会议（R o u n d t a b l e  o n 
Translating Genomic-Based Research for 
Health）发起了显示和整合基因信息的HER
合作（DIGITizE AC）。DIGITizE AC汇集了

临床医生、实验室、提供商、监管机构、政府

机构和病人代表，以加大对把遗传学纳入电子

病历的支持。该团体已经定义了一套基于基因

的、普遍适用的CDS规则。这将涉及使用标

准的主体框架，例如国际健康水平七（HL7）
框架，观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与编码系统

（Logical Observation Identifiers Names and 
Codes, LOINC）数据库，以及本体论和规则

创造者临床药物遗传学实施协作组（Clinical 
P h a r m a c o g e n o m i c s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Consortium, CPIC）。国家人类基因组研

究所（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HGRI）也与几个EHR工作组建立

了联盟，研究EHR如何支持基因学信息。这

些联盟包括：eMERGE、CSER和ClinGen。
然而，这些组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困

难的。标准化的信息格式和本体论是降低建

立实验室—提供者和提供者–提供者接口成本

的最佳途径。然而，只有当这些标准高度符

合真实情况，得到各大供应商的支持和实行

时，才有用（图3）。制定这样的标准，需要

临床、实验室、供应商和IT专家的大量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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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E AC发现即使是建立初始的、小范围

使用的标准都需要大量的跨学科的努力。建立

真正强大的通用标准则需要更多的努力。

临床实验室视角

临床实验室是解读过程的核心。理想的情

况下，他们为基因变型提供证据，同时也为别

人提供基因报告，指出与病人疾病相关的各个

基因突变。进行基因组测序的实验室通常发现

从未见过的变异，然后对其进行评估。同样，

随着新知识的发现，已知的变种可能需要重新

评估。突变评估是影响基因检测成本的重要因

素。突变评估必须由熟练的专家进行，因为评

估错误可能会导致不恰当的病人护理。然而，

同一突变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截至2015年9月
11日，369个组织共计向ClinVar（一个国家级

生物信息技术数据库，各机构可以向其提交新

发现的突变的解读，或获取其他人的数据）提

交了158668个突变。其中至少有2000个突变

有不同的解读。

有两种方式可以帮助实验室和临床医生更

方便、快捷地访问其它机构使用一致的评估方

法得到的结果，以及提供改善和规范突变评估

过程的工具。

医生 计算机科学家 实验室工作者

强有力的标准

提供商

 临床实施 由接口连接的
多重执行

图3 为实验室数据处理和病人护理系统建立和执行强有效的、描述和数据结构的标准。

各领域专家和实验室信息系统、ERH系统供应商互动，设计和执行方便临床使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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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临床基因组知识

实验室和临床医生共享突变和基因评估，

可以提高突变评估过程的质量和效率。各界

也在增强这两者之间的沟通上付出了诸多努

力。ClinGen目前正致力于建立权威的核心资

源库，以帮助定义各个基因突变的临床意义。

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专家参与，增加ClinVar
突变提交的速率，提高ClinVar的内容质量。

ClinGen也与ClinVar展开了合作，旨在提高

ClinVar对各个变异的审查水平。Clingen还在

多个临床领域建立了工作组，研究基因-疾病

的关系，通过专家共识来解读变异。

集中的知识库可通过连接不同实验室的

基础设施来创建。例如，使用GeneInsight程
序的实验室能够使用该系统进行实时知识分

享和交流。此功能已被用来创建VariantWire
网络，也支持加拿大实验室使用的加拿大开

放基因库网络（Canadian Open Genetics 
Repository, COGR）。更重要的是，一个组

织可以参与知识共享网络，也能把自己的数据

上传到ClinVar。采用标准化的基础设施，有

助于把数据提交至ClinVar，公共数据共享的

成本因此降低，效率也因此提高，内容也更全

面。

案例库和生物银行

案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改善突变评估过

程的一大驱动。临床和研究实验室通常会建

立案例库。案例库包含的病人案例越多，库就

越有用。因此，跨机构共享案例非常有益。然

而，结合不同群体开发的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

据十分困难。该获取哪些数据和如何标准化数

据结构，这些问题都需要权衡。如果允许提交

不完整的或验证不一致的异质数据，案例库的

数据量将会大大增加，但下一步评估将会更难

处理。如果案例库开发人员坚持提交完整的、

验证一致的数据，又会排除掉很多案例。

几个包含多种疾病的案例库已经建成。

NCBI的基因型和表型数据库（database of 
Genotypes and Phenotypes, dbGaP）对提

交的案例限制非常小，因此被看作是一个广义

的案例库。然而，表型数据往往有限，因此

用途有限。与此同时，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

（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EBI）
运营欧洲基因组-表型档案系统（European 
Genome-phenome Archive）来存储基因组

数据。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International 
Cancer Genome Consortium, ICGC）和癌

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则建立了体细胞癌症测序数据存储

库。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 inical  Oncology, ASCO）计划在其

CancerLinQ平台上纳入患者预后跟踪信息。

这些案例库的开发，需要病人的直接参与、非

盈利学术机构和企业的积极参与。

充分地利用病人案例，需要的不仅是病人

相关的数据，还需要病人的样本。为研究收集

样本的费用是巨大的。然而，收集样本，然后

将其放入生物库，有助于样本的多次利用，反

过来也会降低成本。成功的关键之一是确保得

到病人的知情同意。生物银行正在从无识别、

未经同意的样本库，向充分获得知情同意的、

与病人纵向电子病历挂钩的样本库过渡。在此

阶段，通用的知情同意语言也有助于简化基础

设施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患者能充分了解情

况，从而权衡风险和利益。患者必须充分了解

他们能允许的权限，并且会收到研究最新进展

的通知。同时，把重要的科研进展告知患者，

也有助于患者从中获益，获得更好的治疗。

除了大力支持样本库和生物银行外，各界

也正在努力连接不同的数据库。于2015推出

的Matchmaker Exchange是一个帮助国际各

个案例库共享数据的集中网络。虽然每个数据

库都有自己的数据模式，但是共同的应用程序

接口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多个系统中查询基因组

和表型数据。这鼓励了各个数据库使用更通用

的、便于共享的数据存储模式。

毫 无 疑 问 ， 随 着 英 国 基 因 组 学

（Genomics England）的十万基因组计划和

精准医疗项目的开展，其他类似的努力只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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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此外，数据标准化有助于建立实验室

和供应商之间的接口，促进样本库的发展。负

责提供病人数据的机构必须以更统一的方式收

集和分享数据。同时如果数据库允许病人直接

提交自己的数据，那么表型数据的收集会大大

加快，规模也会更大。

知识资源和工具

除了临床知识和案例共享网络外，许多实

验室和临床医生还使用研究级知识资源和工

具。医生在日常的临床工作流程中会用到很多

资源和工具，即使这些工具和资源并不以直接

临床使用为目的。芯片评估工具使用计算算法

来评估DNA突变的可能影响；基因组浏览器

可以显示多类信息，包括物种保守基因数据、

基因转录和调控元件的位置，以及种群遗传变

异等。目前已有多个等位基因频率数据库，

如dbSNP Short Genetic Variations、美国心

肺与血液研究院（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NHLBI) Grand Opportunity 
Exome Sequencing Project的外显子突变服

务器（Exome Variant Server）、外显子组集

合联合（Exome Aggregation Consortium）

浏览器和千人基因组计划等。这些数据库把不

可能引起孟德尔疾病突变的相关数据传递给临

床实验室，临床实验室负责定义这些突变。

NCBI的PubMed数据库也可以发表生物医学

文献，而学界也正在努力鼓励论文的作者们使

用更实用的、规范的格式来展示数据，例如在

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 OMIM）和人类基因

突变数据库（The Human Gene Mutation 
Database）。如果想有效利用这些知识资

源，用户必须评估哪些资源是有用的，数据质

量控制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最好地把资源整

合到临床工作中。ClinGen列出了经验证有用

的在线工具（http://clinicalgenome.org/tools/
web-resources/）。这个资源也可以作为一个

可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访问的电子资源。

研究者视角

精准医疗计划及其基础设施的出现让研究

人员能直接影响医疗。创新的研究工具和新的

以数据库形式出现的知识则通过影响突变评估

的过程来第一时间影响病人护理。虽然医疗机

构获得的数据通常需要进一步的处理，但研究

获得的信息往往更灵活。这意味着，相比于临

床医生，研究人员对数据的不一致性和来源的

广泛性容忍度更高。因此，新的基础设施通常

先经研究者们试用，优化后再供医生使用。

临床知识共享系统和案例库，特别在与电

子病历结合的情况下，不仅让医生和临床实验

室以更方便快捷安全的方式获取数据，也让研

究人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此同时，多种促进

数据共享、加快研发的模型纷纷涌现。例如，

Dream Challenges使用众包的方式解决复杂

的生物问题，分析临床试验数据。最聪明的计

算机科学家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存取数

据，开发高度信息模型，预测患者的预后。在

这个开放数据的时代，适当的知情同意方法，

使医生和研究者们能有权限地使用病人的各种

数据。当测序成本下降，大数据处理能力增强

时，科学家们能有更多的发现。所有这些因素

都可能有助于形成一个不断发展的、纳入研究

者和医生的医疗保健系统，而这样一个系统对

于实现精准医疗是必不可少的。

实现不断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

理想情况下，不断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

需要及时捕获每位患者的数据、最新的知识和

经验。这些信息被实时获取，实时转化，用来

帮助提高现在和未来患者的治疗。随着治疗的

开展，医生也会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患者分

层，提取有效信息，然后决策最优化，这将是

精准医疗的最终表达。本篇综述最初谈到的基

础设施，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已有初

步证据表明，不断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是可实

现的。图4中，一个不断完善的系统通过分析

乳腺癌患者的数据，确定一个新的BRCA1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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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可能是良性突变。该突变之前被认为是“影

响不确定”。临床实验室经常根据历史临床病

例来对突变进行分类。因为每个实验室都只有

小部分患者的测试结果，最佳的方法是各个机

构之间实现数据共享。ClinGen通过ClinVar数

据库，促进了各临床实验室之间基因数据的共

享。如果有患者的更多信息，这些基因数据更

有可能改善临床，提高疗效。这需要将新兴的

遗传基础设施进行拓展，使它可以集成更多类

型的数据。

图4 不断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范例。各实验室的案例数据可以共享，支持突变评估。在图中所示模型中，D

病人携带的BRCA2p.Glu1593Asp突变最初被归类为“影响不确定”。经过分析病人A、B和C的基因和表型

数据后，他们发现BRCA2p.Glu1593Asp可能是良性突变。

乳腺癌诊断

致病突变

正在研究
的突变

     BRCA2
p.Glu1518*

     BRCA2
p.Gln1408*

      BRCA2
p.Ser1943fs

       BRCA2
p.Glu1593Asp

A B C D

解决精准医疗难题

充分发挥精准医疗的潜力，需要解决诸多

问题。尽管一些人怀疑，精准医疗是否会在常

见病中也发挥巨大作用，因为现在研究重点转

移到了罕见疾病和体细胞癌的遗传基础上，但

是这为精准医疗在常见疾病中起到的作用奠定

了基础。例如，对罕见疾病和癌症的机制解读

可能会加深我们对常见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

帮助我们提出降低风险的方法。然而，为了确

保不断积累各类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知识和经

验，必须建立广泛的数据分享系统和不断学习

的医疗保健系统。这类系统的缺乏可能是因为

目前个性化医疗的成功案例太少。不断完善的

医疗保健系统还能根据评估各亚型的病人对各

类疗法的反应，确定不同亚型的病人适合的疗

法。目前，改善医疗决策主要基于知识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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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则依赖于实时技术评估。同时，改善

医疗决策能减少由于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治疗带

来的浪费，从而降低精准医疗体系的成本。这

些改进也很可能改善公共健康福利。基础设施

改进之后，不仅能记录测试结果，还能记录分

析患者的治疗效果，从而评估各个疗法的实际

效果。

不断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还需克服一个

问题：存储在电子病历的病人数据的质量和类

型。根据我们的经验，只有当投资能很快收到

回报时，企业和政府才会在捕获更高质量、更

有医疗相关性的病人数据上投钱。改进的基础

设施重点强调了创新，从而促进了能证实这类

投资回报率的工具和分析方法的研发。

开放数据共享资源以及开放数据原则，可

以帮助降低遗传研究的成本。同时，开放数据

还能减少学界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虽然这个基

础设施并不能帮助解决广义的资金问题，但它

确实开创了数据共享的先例。同时，开放数据

减少了潜在冲突的范围和影响，并有助于确保

商业关系是建立在公开原则的基础上的。

展望

尽管使用基因组学来支持精准医疗有理可

循，但扩大精准医疗领域的核心部件仍处于

起步阶段。随着各界努力搭建这些部件，一些

变革随之而来。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实验室

和供应商纷纷联手研发拉近各利益相关者之间

距离的工具。届时移动、比较、应用和重复知

识、数据以及样本都会变得简单。支持不断完

善的卫生保健系统所需的基础设施，已开始在

多个不同领域自发性地发展起来。此外，随着

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患者逐步接受开放共享

数据来促进科学的进步，文化氛围的转变发生

了。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建立能充分支持基因

和健康数据的广泛传播和有效利用的系统需要

多长时间，但最终结果将是医疗领域的一大变

革。这一变革将推动医学界的持续性进步，降

低医疗对外部资金支持的研究项目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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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重点是发现会对药

物作用产生影响的遗传变异，这些遗传变异

往往都会对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的某个方面产生影响，比如可能会涉及药

物的吸收、体内分布、代谢、清除等药物

代谢环节。当然，也有可能会对药效学

（pharmacodynamics）带来影响，比如影响

药物作用的靶标，或者干扰用药者体内的某

条生理通路，影响该个体对药物作用的敏感

性等。除了涉及肿瘤或感染性疾病的药物之

外，这种药物基因组学里提到的遗传变异通常

指的都是生殖细胞DNA变异，即遗传自父母

的变异，或者是能够影响基因编码产物功能的

自发突变。对于肿瘤患者而言，遗传突变以及

后天出现的体细胞突变都会影响抗癌药物的疗

效。而对于抗感染药物而言，这种变异则有可

能会影响病原体对抗感染药物的反应。各种基

因组学研究技术以及分析手段的进步都促进了

药物基因组学的发展，这使过去对目标基因的

研究模式转变成了对具备某种特定药物反应表

型（比如毒性作用或某种特定药理作用）人群

的全基因组分析。实际上，当前的基因组学

研究技术已经非常强大，确定药物反应表型

（drug-response phenotype）才是药物基因

组学研究工作里最难的一部分。一旦确定了某

种药物遗传学关系，接下来就是如何将其运用

于临床了。不过这种转化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存

在针对这种高危基因型的药物或治疗手段，同

时整个医疗系统也能够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

能够进行床旁检测明确基因型信息，知道应该

如何根据药物基因型指导用药等。

十年前，我们曾经预计过不断取得突破的

基因组学技术将会如何促进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的发展。本文将继续延伸这个话题，探讨该如

何利用这个科学进步帮助我们更好地在临床工

作中选择并使用药物。

药物基因组学的发展

药物基因组学始于何时何处现在已经不可

考。公元前510年，古希腊哲人、数学家毕达

哥拉斯（Pythagoras）曾经说过，有一部分

人吃了蚕豆（Vicia faba）后会出现溶血性贫

血（haemolytic anaemia），甚至有可能会因

此丧命（图1）。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终于知

道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是因为有的人体内

缺少一种叫做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lucose-
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G6PD）的

物质。这种人不仅吃蚕豆之后会发生溶血，

服用尿酸降解酶（rasburicase）、伯氨喹

（primaquine）等药物之后同样也会发生溶

二、药物基因组学在临床上的应用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科研人员们已经在大约20个基因里发现了能够影响80多种药物的遗传

变异（inherited variations），并且这些变异在临床上也有很好的应用价值。还有一些后

天出现的体细胞突变，也会在选择个体化抗癌药物时给临床医生们提供很多有用的参考信

息。当前，临床上的研究重点已经不再是发现这些会对药物产生影响的变异，而开始转向

着重于准确了解药物基因组学变异性（pharmacogenomic variability），并对其作出相应

的反应。以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根据这些变异的具体信息对临床用药进行指导，

为精准化的个体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13131313131313

1959年，德国遗传学家Friedrich Vogel
受到当时著名的药理学家Ell iott  Vesel l  和
J o h n  G .  P a g e开展的里程碑式的试验

的 启 发 ， 第 一 个 提 出 了 “ 药 物 遗 传 学

（pharmacogenetics）”这个概念。Vesell和
Page在对镇痛药安替必灵（antipyrine）的药

物代谢特征开展研究时发现，与异卵双生子相

比，同卵双生子之间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更加

相似。针对不同种族的家族开展的研究也发

现，这些人对抗结核药异烟肼（isoniazid）的

代谢能力有所不同，而且异烟肼的副作用——

外周神经炎（peripheral neurit is）也以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方式继续遗传下去，这些

事实进一步表明了药物遗传学的重要意义。

几十年之后，我们终于知道，这种差异源自

NAT2基因的突变，该基因编码N乙酰转移酶2
（N-acetyltransferase 2）。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还进行过其他几

个家族研究项目，这些研究工作也都发现了

很多与药物作用相关的遗传现象，并最终发

现了它们背后的分子机制。1987年，CYP2D6
基因成为第一个被确定并成功克隆的与人体

药物代谢作用相关的多态性基因。到九十年

代，药物基因组学至少已经在几个方向上表

现出了临床应用潜力，其中就涉及硫嘌呤甲

基转移酶（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ase）
的编码基因TPMT基因。遗传有缺陷TPMT基

因的个体在使用了抗白血病药物及免疫抑制

剂巯基嘌呤类药物（thiopurine drugs），比

如6巯基嘌呤（mercaptopurine）或硫唑嘌呤

（azathioprine）之后会出现造血器官毒性反

应（haematopoietic toxicity），不过该发现

当时在临床上的普及速度并不快。

与其他遗传学研究领域一样，药物遗传

学研究也得益于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以及

GWAS等全基因组研究手段的进展。这些科

技进步极大地缩短了药物遗传学的研究时限，

同时也使在人群中（比如针对携带某种特定药

物作用表型的人群）开展全基因组研究成为可

能。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常发现很多意料之外

图1 遗传性G6PD缺乏症和溶血。体内缺乏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lucose-6-dehydrogenase, G6PD）的人群在食用蚕豆（左）

或服用拉布立酶（rasburicase）（右）后会患上溶血性贫血。第一种情况是化学基团异尿咪（isouramil）（R=OH）和蚕豆嘧啶

（divicine）（R=NH2）发生反应的结果，第二种情况则是由尿酸（uric acid）的分解产物过氧化氢（hydrogen-peroxide）引发

的。缺乏G6PD的个体的血红细胞（主要是那些携带G6PD  第II类‘地中海’（Mediterranean）等位基因的人群）无法产生足够

的NADPH来保护机体免受这些基团造成的氧化损伤，从而出现溶血。鉴于此，缺乏G6PD的个体应该禁用拉布立酶。

蚕豆

异尿咪/蚕豆嘧啶

正常的G6PD
（第IV类和第V类等位基因）

G6PD缺乏
（第I、II和III类等位基因）

尿酸

拉布立酶
尿囊素

过氧化氢

血。 1 9 0 9 年，丹麦药剂师 W i l h e l m 
J o h a n n s e n在研究了芸豆（P h a s e o l u s 
v u l g a r i s ） 之 后 提 出 了 “ 基 因 型

（genotype）”和“表型（phenotype）”的

概念，并且将基因型与不稳定有机体的作用联

系在了一起，这可谓是药物基因组学的前身。

一组与药物代谢相关的酶的活性只在某一组人

群中出现了异常，这种现象证明，在人群中存

在遗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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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药物作用有关的遗传变异。这些全基因

组研究策略也让药物基因组学进入了药理学的

“百科全书”。

不过这些基因组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在应用

于临床之前，还得经过试验的验证。如果能

够弄清楚这些变异是如何改变药物反应的背后

机制，就能够加快这个验证过程。可是遗传

变异往往与家族有关，这会让科研转化工作

变得复杂，因为根据一个人群获得的研究成

果可能并不能推广到其他人群当中。比如，

CYP2C9基因和VKORC1基因的多态性与抗凝

血药华法林（warfarin）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明

显的人群特异性的例子。而且，有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有很多药物作用会同时受到同

一个基因里多个变异位点（其中有一些是非常

罕见的变异）的影响，或者同一个个体内多个

不同基因的影响。十万英格兰人基因组项目

（The Genomics England 100,000 Genomes 
Project）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药物基因

组学研究网项目（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Pharmacogenomics Research 
Network）是目前众多加快基因组学研究进

展，同时促进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项目中的两

大项目。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将会帮助我们开

展个体化用药，优化药物选择和剂量调整工

作。发现并了解这些药物遗传学信息是此类研

究工作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诊断检测工作方面的价值

遗传学检测在应用于临床工作之前，还必

须先经历一系列的检测和验证，以确保其能

够符合相关标准，达到特定的分析水平，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针对CYP2D6等药物相关基

因开发这类遗传学检测项目不是一件容易的工

作，因为基因是DNA遗传的产物，拷贝数变

异、杂交融合等情况都会让基因的检测及解读

工作变得异常复杂。基因检测能否应用于临床

工作，需要考虑一些情况，比如开展该检测之

后是否能够改善患者的预后，以及对检测之后

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评估等。在考量是

哪一个检测结果具备临床应用价值时都会出

现各种差异极大的不同观点。这时，有一些

研究会扩大其观察面，评价遗传学检测对整

个医疗系统的影响作用和价值，包括从费用

方面去比较遗传学检测与其他的医学检测项

目，了解这些检测项目对医生行为的影响等作

用。比如，中国香港曾经要求在处方抗癫痫药

物之前对HLA-B*1502等位基因进行筛查，因

为携带该等位基因的个体在使用了卡马西平

（carbamazepine）之后发生严重皮肤反应的

风险极高。但是该政策推出之后，临床医生们

却不再处方卡马西平这种药物了，转而开始处

方苯妥英钠（phenytoin）。但是苯妥英钠也

会导致严重的皮肤副作用，只不过和卡马西平

不一样的是，现在还不太明确相关的危险因

素。所以该遗传学检测政策推出之后，香港因

为使用抗癫痫药物而发生严重皮肤作用的比例

并没有降低。在此，本文将重点讨论药物基因

组学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不涉及这类检测可

能会对医生的处方行为造成怎样的改变，也不

会讨论由此可能会带来哪种公共卫生结果。

随着遗传学检测成本的不断降低，很多人

估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拥

有一份自己的个人基因组图谱，伴随我们终

身。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们就不用再争

论是否应该就某一个药物相关基因进行检测

了，因为我们手里早就有了一份个人基因组解

读报告，知道我们应该使用哪种药物，不应

该使用哪种药物。这就是开放的国际非营利

组织——临床药物遗传学执行联盟（Clinical 
P h a r m a c o g e n e t i c s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Consortium, CPIC）的目标。他们致力于建

立一套标准化的指南，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利用

遗传学检测数据，指导临床用药。他们推出的

指南是一定以事实为根据，经过大量同行评

议，并且完全免费向公众提供的。

已经有一些指标被用来评价某个遗传学检

测项目是否具备足够的检测分析能力和临床

应用价值。比如首先是检测数据的质量，以及

衡量检测的各项指标，比如阳性预测值及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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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预测值。还有很多类型的数据都可以被用

来评价临床检测的价值，比如遗传变异对药

物作用的外显率（penetrance），该指标可

以通过回顾性研究（retrospective studies）
加以判断。遗传变异对药物作用或内表型

（endophenotype，即中间表型，比如药物代

谢酶的活力等）的影响作用机制也是可以利用

的指标。此外，还可以通过体内药代动力学研

究或其它功能研究、体外功能研究、临床前

研究及临床研究来获取数据，了解药物作用

或药物浓度与遗传变异的关系。在决定是否

开展遗传学检测的时候，病例报道、家族研

究、RCT研究等其它渠道也都是我们的数据

来源。其它需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药物的治疗

指数（即药物的毒性剂量与治疗剂量之比，越

高说明药物越安全）、药物毒性作用的严重程

度、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使用非最优药

物可能会带来的结果等。

在考虑药物与基因的关系时，有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那就是是否还有其它替代方案，

这也部分取决于药物与基因的相互作用关系。

如果基因能够影响某一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

性，比如CYP3A5基因就对免疫抑制剂他克莫

司（tacrolimus）的代谢具有影响作用，那么

就一定有文献会提出：像根据年龄、肝肾功能

等指标调整药物用法和用量那样，根据基因检

测的结果来调整药物的用法和用量。如果这种

药物的血药浓度可以很容易被监测到，那么这

种用量调整就是可实现的。如果遗传学检测结

果表明，某种药物不但不可能起效，而且还极

有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可接受的副作用，那么就

应该建议患者改用其它药物，当然，也需要考

虑其它备选方案的风险收益比。比如，纯合

型CYP2D6等位基因携带者就不能将止疼药可

待因（codeine）换为活性成分吗啡，但是这

并不妨碍他们使用其它鸦片类止疼药（opiate 
analgesics）。再如遗传学检测发现了某种高

风险的严重副作用，比如携带HLA-B*57:01等
位基因的个体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阿巴卡韦

（abacavir）就极度敏感（这是一种很危险的

副作用），而使用另外一种药物的效果也相

当，但是副作用风险要小很多。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够做出这

些清晰的判断和决定。比如，有证据表明，

两个CYP2D6等位基因全都有障碍的个体如果

不幸患上了乳腺癌，那么他们在接受它莫西

芬（tamoxifen）治疗之后复发的几率会比较

高。这是因为这些患者体内它莫西芬活性代谢

产物内昔芬（endoxifen）的生成水平较低。

不过我们还不清楚，是否就应该据此放弃它莫

西芬，而选用其它药物，比如另外一种高选择

性雌激素受体抑制剂，或者使用更高剂量的它

莫西芬，尤其针对绝经期前的妇女，而目前针

对这个人群还没有太多的数据表明可以选择其

它药物。这种情况是最棘手的，虽然药物基因

组学检测结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对于高危基

因型携带者而言，他们使用的药物剂量并非是

最佳的剂量，但是目前还缺乏临床证据表明，

他们应该选择其它药物。

CPIC在决定哪些基因检测结果会对临床

用药带来影响时，会综合考虑所有这些证据。

在重点考虑临床应用性的前提下，可选择的

基因数量会比较少，同时，给出的建议用药清

单也不会太长（表1）。当然，也会给出其它

用药建议，包括药物说明书里提到的药物基因

组学信息。不过，并非所有的药物与基因关系

都是具有临床应用可操作性的。有些时候，与

遗传变异信息相对应的药物作用并不会特别明

显，所以没有必要对用药或者药品说明书做出

调整。不过虽然这些作用比较弱，或者证据之

间还存在争议，但还是会有一些说明书会纳入

这些信息。

目前，只有两个基因被明确地标明与疾病

风险有关，它们是UGTIA1基因和Gilbert综合

症，以及G6PD基因和溶血性贫血。在考虑与

疾病相关的基因组学问题时我们经常会讨论到

伦理问题，但是在涉及药物遗传学问题时还不

太会碰到这类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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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突变 药物

TPMT
巯嘌呤（Me r c a p t o p u r i n e）、硫鸟嘌呤（th i o g u a n i n e）和硫唑嘌呤

（azathioprine）

CYP2D6
可待因（Codeine）、曲马多（tramadol）和三环类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CYP2C19
三环类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氯吡格雷（clopidogrel）和

伏立康唑（voriconazole） 

VKORC1 杀鼠灵（Warfarin）

CYP2C9 杀鼠灵（Warfarin）和苯妥英（phenytoin）

HLA-B
别嘌呤醇（allo p u r i n o l）、卡马西平（carb a m a z e p i n e）、阿巴卡韦

（abacavir）和苯妥英（phenytoin）

CFTR Ivacaftor

DPYD 氟尿嘧啶（Fluorouracil）、卡培他滨（Capecitabine）和喃氟啶（tegafur）   

G6PD 拉布立酶（rasburicase）

UGT1A1 依立替康（Irinotecan）和阿扎那韦（atazanavir）

SLCO1B1 辛伐他汀（Simvastatin）

IFNL3(IL28B) 干扰素（Interferon）

CYP3A5 他克莫司（Tacrolimus）

表1  临床上可操控的生殖细胞系遗传突变和相应药物

药物基因组学的临床应用情况

现在，在临床工作中已经能够很容易检测

到能够影响药物疗效的遗传变异。这些检测结

果也会对医生的处方行为造成影响。

药物与基因

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欧洲医药管理局（European Med ic ines 
Agency, EMA）以及日本药品及医疗设备管理

局（Japan’s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Agency, PMDA）已经批准了超过

1200多个分子在临床上的应用。虽然在FDA
和EMA批准的药品中，有将近15%的药品说

明书里已经包含了药物基因组学相关信息，但

只有很少一部分药物的遗传学信息是可以利

用，有实际操作性的。正如图2所示，只有7%
的药品拥有相对应的、可实际操作的遗传学

信息。这些在CPIC的指南体系里属于A类和B
类基因——药品组合（gene–drug pairs），

即应当根据遗传学信息指导临床用药。在美

国，全部临床处方中有18%属于此类情况，这

个比例已经略微偏高了，即美国临床处方中使

用药物遗传学风险较高的药品比例已经有一点

高了。到目前为止，在1.9万个人类基因里，

只有16个基因被认为在药物基因组学方面具

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类遗传变

异对于临床处方工作而言都不具备可操作性；

对于大部分药物而言，临床医生们也不太可能

根据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成果来改进这些药物

的使用情况。不过，对于少数一些药品，药物

基因组学还是有帮助的，如果在临床工作中进

一步开展遗传学检测，将会对处方起到优化作

用。与此同时，这种基因——药物组合的数量

还在不断增加，尽管增长的速度并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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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获得的体细胞突变

肿瘤组织特异性的遗传变异在药物基因组

学领域里属于一个特例。通过体细胞突变，

我们可以确定恶变的类型，找到与此相对应

的、最有效的抗癌药物。早在人类基因组项

目时代我们就知道，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

区别就在于肿瘤组织里含有特殊的基因组异

常。比如，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神经母细胞瘤

（neuroblastoma）的倍性（ploidy）特征以

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的染色体异常情况

就已经被用于制定病人的化疗方案了。随着靶

向抗癌药物的不断出现，对肿瘤患者进行遗传

学检测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表2）。虽然FDA
要求，开发靶向抗癌药物的同时还需要开发配

套的遗传学检测手段，但是EMA还没有做出

这么严格的要求。对欧盟框架工作的修改建议

可能会让欧洲与美国更加同步。

已获得FDA批准的药物
（n = 1,200）

美国处方
（n = 40亿）

受到可操控的药物
基因的影响

没有受可操控的药物
基因的影响

图2 受到临床上可操控的药物基因影响的药物。大约7%的已获得FDA批准的药物受到可操控

的遗传性药物基因的影响（左），大概18%的美国门诊处方受到生殖细胞系药物基因组学的影

响（右），这表明几种药物基因组学高风险药物都是常用的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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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异常 HGVS命名* 靶点† 药物 疾病 

AKT mut (act) p.Glu17Lys mTOR 西罗莫司（Sirolimus）、

依维莫司（everolimus）

RCC 

BCR–ABL (SV) t(9;22) (q34.1;q11.21) ABL 伊马替尼（Imatinib）、

达沙替尼（dasatinib）

CML和Ph+ ALL

BCR–ABL (SV, mut) p.Val299Leu ABL 博舒替尼（Bosutinib）、

尼洛替尼（nilotinib）

抗-伊马替尼的CML 

BCR–ABL (T135I) p.Thr135Ile ABL 普纳替尼（Ponatinib） CML和Ph+ ALL

BCR–ABL (SV) t(9;22) (q34.1;q11.21) SRC 达沙替尼（Dasatinib） CML和Ph+ ALL 

BRCA1/2 突变体 不胜枚举 PARP 奥拉帕尼（Olaparib） 卵巢癌

BRAF SNVs 

(V600E/K) 

p.Val600Glu,

p.Val600Lys,

p.Val600Asp 

BRAF 达拉菲尼（Dabrafenib）、

维罗非尼（vemurafenib）

黑色素瘤

BRAF SNVs 

(V600) 

p.Val600Glu,

p.Val600Lys,

p.Val600Asp 

MEK 曲美替尼（Trametinib） 黑色素瘤 

EGFR (ex 19 del, 

SNV L858R) 

p.Glu746_Ala750del,

p.Leu858Arg 

EGFR 阿法替尼（Afatinib）、

厄洛替尼（erlotinib

NSCLC (EGFR+)

EGFR mut (act, amp) p.Glu746_Ala750del,

p.Leu858Arg 

EGFR 吉非替尼（Gefitinib） NSCLC (EGFR+)

EGFR+ 和 WT KRAS N/A EGFR 西妥昔单抗（Cetuximab）、

帕尼单抗（panitumumab）

EGFR+ 结肠癌 

(WT KRAS) 

EML–ALK (SV) inv(2)(p21p23) ALK 克唑替尼（Crizotinib） NSCLC 

FLT3 CNV (amp) p.D600_L601insFREYEYD,

p.Asp835Tyr 

FTL3 舒尼替尼（Sunitinib）、 

索拉非尼（sorafenib）

AML 

HER2 (amp) N/A ERBB2 拉帕替尼（Lapatinib）、

曲妥单抗（trastuzumab）

HER2+ 乳腺癌

KIT mut (act) p.Trp557_Lys558del,

p.Asp579del, 

p.Val559Asp 

KIT 伊马替尼（Imatinib）、

舒尼替尼（sunitinib） 

RCC和GIST

PDGFR (mut or SV) p.Asp842Val PDGFR 舒尼替尼（sunitinib）、

伊马替尼（Imatinib）

RCC、GIST和胰腺癌 

PI3K (mut or amp) PIK3CA p.Glu542Lys,

p.Glu545Lys;

p.His1047Arg,

p.His1047Leu 

PI3K 艾代拉里斯（Idelalisib） CLL、NHL 

RARA

(SV, gene fusion) 

t(15;17)(q24;q21) RARA 维A酸（Tretinoin）、

阿利维A酸（alitretinoin） 

APL、CTCL和卡波西肉瘤 

RARA 

(SV, gene fusion)

t(15;17)(q24;q21) RARA 三氧化二砷

（Arsenic trioxide）

APL

SMO mut (act) p.Trp535Leu,

p.Arg199Trp, 

p.Arg562Gln 

Smoothen 维莫德吉（Vismodegib） 基底细胞癌

VHL (mut) 不胜枚举 VEGFR 索拉非尼（Sorafenib） RCC、肝癌和甲状腺癌 

VEGF (mut) N/A VEGF ziv-阿柏西普

（Ziv-aflibercept） 

结肠癌

表2 临床上可操控的生殖细胞系遗传突变和相应药物

注：这份药物概要列出了针对体细胞遗传突变而导致的异常表达蛋白药物或功能异常蛋白药物，但没有列出针对某些在肿瘤细胞上表达的

正常细胞表面蛋白的药物。Act：激活；ALCL: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L：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ML：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p：（主

要被基因拷贝数变异）增强；APL：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CLL：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CML：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NV：拷贝数目

变异；CTCL：皮肤T细胞淋巴瘤；del：缺失；ER：雌激素受体；ex：外显子；GIST：胃肠道间质瘤；HGVS：人类基因组变异学会；

ins：插入；mut：突变；N/A：不适用；NHL：非霍奇金淋巴瘤；NSCLC：非小细胞肺癌；Ph：费城染色体；PR：孕酮受体；RCC：肾

细胞癌；SNV：单核苷酸突变；SV：结构变异；WT：野生型；gene fusion：基因融合。

*仅列出了已知突变的代表性例子；†总体来说，这些靶点都是被表格中所列基因编码的蛋白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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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检测和“先发制人”式提前检测

最开始，我们利用单基因药物遗传学检测

（single-gene pharmacogenetic tests）完成

临床检测。所谓单基因药物遗传学检测源自基

因分型技术不强时发现的很明确的单基因——

药物相关性。在这种模式里，一次只进行一种

遗传学检测，如果患者需要使用一种药物遗传

学风险非常高的药物，医生就应该给该患者进

行这种基因检测。不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一次对好

几个基因进行检测，所需要的费用甚至低于所

有这些单基因检测费用的总和。

包括肿瘤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类疾病都是多

种遗传变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绝大多

数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参数也是多种人

体基因（包括药物代谢酶、药物转运跨膜蛋

白、药物靶标、疾病修饰基因等）共同来决

定的。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的很多具有实际

操作性的药物相关基因都会对药物的代谢或

药效起到非常明显的影响作用，所以这些基

因被我们“轻而易举”地发现了。TPMT基因

与巯基嘌呤（thiopurine）的造血系统毒性的

关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向我们展示了如

何不费吹灰之力地摘到这枚“低垂的果实”。

后续的研究发现，如果根据TPMT基因的检测

结果来调整6巯基嘌呤的用量，ITPA等其它基

因的影响作用也会随之显现出来，而且，其他

基因也都影响了同一条药理学通路，但这些基

因对于不同族系来源的人群，意义各不相同。

NUDT15基因与巯基嘌呤毒性反应的关系也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洲和非洲人群当中很少

发现NUDT15基因变异的情况，但是在亚洲人

群中却比较常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对

巯基嘌呤不耐受的比例会那么高，尽管我们亚

洲人TPMT基因变异的比例并不高。有人曾经

对包含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等不

同人种的人群进行过巯基嘌呤不耐受相关的

GWAS研究，结果发现TPMT基因和NUDT15
基因双变异与巯基嘌呤不耐受的关系最为密

切。在欧洲和非洲人群中，TPMT基因变异似

乎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亚洲和美洲人群中，

NUDT15基因变异似乎起到了主要作用。此

外，包括巯基嘌呤在内的抗癌药物的代谢情况

和药效也都会受到变异的影响，这更进一步增

加了肿瘤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的复杂程度。

还有其它几个例子也能够说明这种复杂情

况，比如针对某一种药物，可能有好几种不

同的基因会起到影响作用，因此这些药物遗

传学信息在临床上也都是具备可操作性的。

比如CYP2C9基因和VKORC1基因都可以对

华法林产生影响，三环类抗抑郁药则会受到

CYP2C19和CYP2D6基因的影响等。如表1所
示，一个基因可能会影响多种药物，对于我们

每一个个体而言，在一生当中可能会接触到很

多种不同的药物，所以对多种不同的药物遗传

学变异位点进行检测肯定是有好处的。有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一次基因检测里针对多个

不同的基因进行基因分型检测是一种更划算的

选择。这种多基因检测模式能够将以往的“按

需”检测方式转变成提前检测方式，从而能够

为每一个人提供一生中都会用到的遗传检测报

告。现在已经有好几家机构开始提供这种多基

因检测的服务，但是目前还没有在临床上大范

围推广。

临床应用

无特定目的的预先多基因检测要在临床上

广泛开展，并以此来指导临床用药，还存在几

个问题。比如临床医生们缺乏动力去开展这些

有可能会减少用药副作用的检测项目，尽管到

目前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能够证明

这些基因检测具有成本效应优势。虽然多基因

检测的费用更加低廉，但没有数据能够表明，

在我们不需要进行遗传学检测时就做这些检查

给我们这一生带来哪些成本效应优势。很多医

疗系统也不会为这类检测提供保险报销支持，

这些都阻碍了药物基因检测进入临床。

对药物基因变异进行发现、分类整理、排

出优先顺序和功能解读，所有这些计算工作的

成本和复杂性都是阻碍药物基因组学进入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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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障碍。虽然各种软件层出不穷，但如图

3所示，在进行基因解读的时候，我们还是需

要大量的专业人士开展人工工作。运算CDS
的工具会根据每一个个体特有的遗传信息，在

医生需要处方相关药物的时候，帮助医生进行

临床处方。在临床工作中，与使用药物基因学

相关的成本和费用很快会从实验室转向遗传结

果解读方面。但是，该由谁来掏这笔钱，现在

还没人知道。

缺乏明确的临床应用指南，这也是阻碍药

物基因组学走进临床工作的一大障碍。学会

与其他指南制订机构也常常会就是否应该开展

相关遗传学检测持不同的意见。即便他们都同

意开展遗传学检测，但也不确定该用何种方

式进行临床实践。比如对华法林和氯吡格雷

（clopidogrel）就曾经有过争论。大家不赞成

开展遗传学检测的一个常见原因是缺少RCT
研究的证据，不能证明开展遗传学检测要比未

开展遗传学检测对临床处方行为更加有帮助。

不过很多学会和指南制订机构也会从临床医生

们是否必须开展遗传学检测这个角度，给出他

们各自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随着多基因

检测费用的不断降低，大家争论的焦点肯定会

从是否需要开展遗传学检测变成该如何利用患

者自己提供的遗传学检测报告，来指导临床用

药。CPIC已经针对先天的遗传变异启动了指

南制订工作，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利用遗传学检

测报告来指导临床用药。荷兰皇家药剂师学会

（Royal Dutch Pharmacists Association）也

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如表2所示，针对肿瘤患

者，已经有多种指导意见在指导临床医生们选

择抗癌药物，虽然也还是不断有新的临床证据

出现。

随着深度测序技术的普及，我们一定会发

现更多的药物相关基因变异。接下来的最大

困难一定是对这些新发现的解读和整理工作。

由于罕见变异对药物相关可遗传基因和肿瘤相

关基因都非常重要，所以诸如PharmGKB、

ClinGen和ClinVar这类公开数据库的意义也

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为医疗档案

系统提供最新鲜、最及时的CDS信息，以及

最全面的、以遗传学检测结果为基础的用药

指导和建议。目前，遗传变异数据库和医疗

档案系统之间还没有做到完全统一，还存在

各种各样的格式和架构，同时也缺乏通用的

本体（ontology），这就限制了各系统之间的

交互操作，也阻碍了药物遗传学检测结果在

患者肯定会去到的各医疗系统之间的纵向使

用。已经有几家机构开始建立标准化的药物

遗传学检测语言，他们希望打造一个药物遗

传学专用语言，以促进CDS在各医疗档案系

统之间的交流。基因组健康研究转化医学圆

桌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Roundtable 
on Translating Genomic-Based Research 
for Health）和CPIC等项目正在构建能够直接

上传到电子病历档案系统CDS里的词汇和语

言。不过，各系统之间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一定

的麻烦。

其它一些问题还包括：临床医生们缺少相

关的教育和培训，缺少以证据为基础的实施

系统；医疗系统对遗传学检测会带来的其它意

外发现或者二次发现不感兴趣等。所有这些问

题都不仅限于药物基因组学这一个领域，要克

服这些困难还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努力，既需

要推动病人，也需要“拉拢”法院。很多医生

对此持有抵触心理，而另外一些医生则又会让

病人去做这类遗传学检测，这种矛盾的情形也

会让患者感到摸不着头脑。比如有一位儿科患

者的辩护律师就曾经说过：“我不能理解，为

什么要抵制一项能够挽救孩子们生命的血液检

测。”随着公众对药物遗传学检测认识的不断

加深，包括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遗传学检测的不

断推广，这种质疑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大。在夏

威夷，首席检察官就曾经控告过氯吡格雷的制

造商，因为他们在夏威夷当地销售该药品时没

有明确提出警告，告诉夏威夷当地人，他们中

大部分人携带有功能低下的CYP2C19基因，

所以无法将氯吡格雷转化成活性代谢产物。该

检察官认为，研究早就发现，在东亚和太平洋

岛屿地区，当地人群携带CYP2C19低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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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基因的比例较高，而夏威夷当地有40%的人

属于东亚族裔，有10%的人属于太平洋岛国族

裔。而且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此类人群即便

服用氯吡格雷，也无法获得较好的抗血栓疗

效，所以会增加他们发生支架植入后血栓形成

的发病率，加大心血管事件的发病风险。从教

育的角度出发，多个授权机构都在积极地要求

将药物遗传学内容纳入到医学生、实习生和高

级执业医师的教育体系当中。相关的教学工具

也在不断开发之中。虽然较早接受药物遗传学

观念的医生已经在临床实践工作中开展了相应

的工作，但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扩大药物遗

传学在临床上的接受范围。

加快临床应用

纵观全球，很多团体都在尽各自的力量在

临床上推广药物遗传学检测。欧洲药物遗传

学推广协会（European Pharmacogenetics 
Implementation Consortium）是一个国际性

组织，其目标就是通过将药物遗传学信息与

临床整合，提高临床治疗水平。荷兰皇家药

剂师协会也正在努力推动药物遗传学在临床

上的应用和开展。在美国，NIH药物基因组

学研究网络的成员也组织了一个药物遗传学

转化项目（Translational Pharmacogenetics 
Project），旨在分享将CPIC药物基因组学指

南在临床上推广的最佳实践经验。电子医疗记

录及基因组学（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and Genomics, eMERGE）和基因组学实践

项目（Implementing Genomics in Practice, 
IGNITE）也正在测试各种药物遗传学实践方

案。在泰国和新加坡，HLA-B*15:02变异体的

携带比例非常高，所以当地的患者服用某些药

物之后往往会出现严重的皮肤毒性反应，所以

他们的药物遗传学检测开展得非常普遍。基因

组医学联盟（Genomic Medicine Alliance）
也在促进药物基因组学在临床上的应用，他们

甚至建立了一个药物与基因数据库。不过世界

人种大融合也是今后在临床上使用药物遗传学

技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未来的发展方向

临床医生们已经习惯于根据患者的年龄、

肝肾功能以及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个人

喜好等因素来进行临床处方。不过这些行为还

都没有包括最优的CDS信息。随着CDS的不

断推广和普及，以及更多的临床证据能够证明

药物遗传学检测的价值，相信药物遗传学一定

会快速进入临床实践。未来也肯定会有更多的

证据能够证明，药物遗传学是以证据为基础的

精准化医疗的组成部分。

确定目标基因或药物

临床指南的开发和应用

基因型与等位基因一一对应

二倍体与病人个体一一对应

二倍体被翻译成表型

表型与病人个体一一对应

根据药物疗法解析表型

为高风险药物和表型制定CDS

根据现行政策确定临床疗法

对临床医生和病人就现行政策开展培训

制定获得相关机构批准的处方策略

临床实施评估的影响

图3 将药物基因组学检测引入临床。若要将药物基

因组学检测应用于临床，那么必须要经过多个步

骤。首先，需要确认临床上可操控的基因或药物。

图中红色部分就是适用于所有临床上可操控的遗传

性药物基因的临床指南，例如由CPIC制定的临床

指南。然后，将基因型与等位基因一一对应，二倍

体与患者一一对应。紧接着，二倍体被翻译成表型

（描述基因功能），随后根据药物疗法解析表型。

相应的CDS可指导医生开药。而药物遗传学的相

关决策则会根据现行政策，包括治疗药物监控（如

果适用）来确定。同时，临床医生和病人也需要接

受培训，了解临床结论的意义、该期待哪种CDS类
型和信息，以后哪种药物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有需

要，机构监督委员会核准处方建议和相关政策。最

后，各种不同的团体会验核临床结论和处方，以评

估临床实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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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基因疗法具有从根源上医

治疾病的潜力，从而对科学家、临床医生乃

至公众都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基因疗法通过对

抗细胞内功能失常的基因，或者直接将其替换

而发挥治疗作用。尽管从理论上而言，其原理

十分简单，但在真正实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

种障碍，却让人十分气馁。事实上，基因转移

过程中，必须越过细胞及组织内复杂的重重壁

垒，才能将新的遗传信息成功导入目标细胞，

启动具有治疗功能的分子表达，而不干扰基本

调节机制。还要必须保证基因修复细胞具有足

够多的数量，逃过免疫识别，并且可以长期存

活，或者能够将其修复功能传递给后代细胞，

才能起到治疗作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科学

家们针对遗传性疾病、癌症及慢性感染进行了

若干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其中，只有少数结

果显示具有明确的临床疗效，而在其它一些试

验中，患者出现了与载体相关的严重副作用。

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让人们对基因疗法产生

了忧虑和怀疑的态度。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

生根本性的转变。最近，一批基因治疗I期和

II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在治疗许多严重的

血液、免疫、神经系统等遗传性疾病方面，基

因治疗是具有显著的疗效和可靠的安全性的。

这些疾病包括：原发性免疫缺陷疾病、脑白质

营养不良、地中海贫血、血友病及视网膜营养

不良性萎缩，此外包括B细胞恶性肿瘤等（表

1）。在所有这些试验中，都采用了改进后的

载体技术，将治疗性基因转移入细胞。在某些

试验中，遗传物质在体外被转移到造血干细胞

（HSC）或T淋巴细胞（T cell）；而另一些

试验则在体内将遗传物质靶向转移至肝脏内的

肝细胞或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本文将对相关

性最高的临床结果进行综述，重点介绍基因转

移技术领域内的新进展，及我们对与此相关的

生物学过程的深层次的理解，并就基因治疗的

挑战及前景进行讨论。

三、基因治疗重返舞台

最近，多项有关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数据都表明其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并具备卓越的安

全性。长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找到相应的途径，采用基因疗法，以帮助身患绝症

或者严重致残的患者重获健康，上述试验结果恰恰为此提供了数据支持。在这些进展背

后，最重要的是载体设计技术的提高与革新，保证了将治疗性基因安全植入特定细胞内的

安全性。此外，还有多种其它技术的发展，也对基因治疗的复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例

如，基因剪接及修复遗传性基因突变；采用干细胞制备各类组织，促进机体有效启动强有

力的免疫应答来对抗癌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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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治疗疾病 所用载体及治疗策略 入组患者人数
随访时间

（月）
患者状态以及临床和生物学结局 临床试验编号

以造血干细胞为基础的基因治疗

Wiskott–Aldrich综合症
慢病毒载体、CD34+细

胞体外基因转移策略
7 10~60

所有患者皆存活，且状态良好。

转基因细胞在体内非常稳定，临

床获益相当稳定，且安全性良好

NCT01515462

Wiskott–Aldrich综合症
慢病毒载体、CD34+细

胞体外基因转移策略
7 9~42

6名患者皆存活，且状态良好。

1名患者死于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感染，转基因细胞在体内非常稳

定，临床获益相当稳定且安全性

良好

NCT01347242
NCT01347346
NCT02333760

X染色体连锁重度联合

免疫缺陷症（X-linked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自我失活γ逆转录病毒

载体、CD34+细胞体外

基因转移策略

9 12~39

8名患者皆存活，且状态良好。1
名患者死于感染，转基因细胞在

体内非常稳定；7名患者临床获益

相当稳定，且安全性良好；1名患

者转基因细胞移植失败，转而接

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NCT01410019
NCT01175239
NCT01129544

重 型 β 地 中 海 贫 血

（β-Thalassaemia major）
慢病毒载体、CD34+细

胞体外基因转移策略

3（基因型为

β0/βE）
24~72

2名患者转基因细胞在体内非常稳

定。其中1名患者不再需要输血治

疗；1名患者转基因细胞移植失

败，需要输血治疗

不适用

重型β地中海贫血

（β-Thalassaemia major）
慢病毒载体、CD34+

细胞体外基因转移策略

2（基因型为

β0/βE）
15

转基因细胞在体内非常稳定；2名
患者不再需要输血治疗，且治疗

安全性良好

NCT02151526

重型β地中海贫血

（β-Thalassaemia major）
慢病毒载体、CD34+

细胞体外基因转移策略

5（2人基因型

为β0/βE，
2人基因型为

β0/β0，1人
基因型为β0/

β+）

1~6

转基因细胞在体内非常稳定。其

中2名最先接受疗效评估的患者不

再需要输血治疗，且治疗安全性

良好

NCT01745120

肾 上 腺 脑 白 质 营 养 不 良

（Adrenoleukodystrophy）
慢病毒载体、CD34+细

胞体外基因转移策略
4 54~101

转基因细胞在体内非常稳定。其

中3名患者获得稳定临床获益，且

所有患者治疗安全性良好

不适用

异 染 性 脑 白 质 营 养 不

良 （ M e t a c h r o m a t i c 
leukodystrophy）

慢病毒载体、CD34+细

胞体外基因转移策略
20 3~60

转基因细胞在体内非常稳定。所

有在婴儿期末，尚未表现出临床

症状时即接受治疗的患者均获得

稳定临床获益，且所有患者治疗

安全性良好

NCT01560182

肝脏定向基因治疗

乙型血友病

（Haemophilia B）
AAV8载体，静脉输注 10 16~48

没有抑制剂，凝血因子 IX持续表

达，在给药（外源基因）剂量较

高的6名患者中，平均凝血因子IX
水平为5.1±1.7%

NCT00979238

乙型血友病

（Haemophilia B）
AAV8载体，静脉输注 7 ≤12

没有抑制剂，其中1名患者持续表

达凝血因子IX
NCT01687608

表1 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一览表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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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治疗疾病 所用载体及治疗策略
入组患者

人数
随访时间（月） 患者状态以及临床及生物学结局 临床试验编号

T细胞免疫疗法治疗肿瘤

B细胞淋巴瘤或慢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

γ逆转录病毒载体、T
细胞体外基因转移策

略，嵌合抗原受体修饰

抗CD19细胞

15 1~23
其中8人完全起反应，4人部分起反

应，总体起效率达到80%
NCT00924326

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γ逆转录病毒载体、T
细胞体外基因转移策

略，嵌合抗原受体修饰

抗CD19细胞

5 1~4

5人均完全起反应，总体起效率达

到100%。其中4人根据临床试验设

计随即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1人
由于条件不适合，没有接受造血干

细胞移植，病情复发

NCT01044069

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慢病毒载体、T细胞体

外基因转移策略，嵌合

抗原受体修饰抗CD19
细胞

30
1~24（平均随访时

间为7个月）

其中27人完全起反应，总体起效率

达到90%。19人病情得到缓解，其

中有3人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

7人病情复发，其中有3人是在转基

因T细胞消失之后复发

NCT01626495
NCT01029366

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或淋巴瘤

γ逆转录病毒载体、T
细胞体外基因转移策

略，嵌合抗原受体修饰

抗CD19细胞

21
平均随访时间为10个
月，接受造血干细胞

移植平均时间为51天

其中14人完全起效（第28天时），

总体起效率达到67%，10人接受造

血干细胞移植

NCT01593696

视网膜基因治疗

2型伯氏先天性黑蒙（Leber 
congenital amaurosis）

AAV2载体，单侧视网

膜下注射
5 36 所有5名患者视敏度均有稳定改善 NCT00516477

2型伯氏先天性黑蒙（Leber 
congenital amaurosis）

AAV2载体，单侧视网

膜下注射
3 54~72

所有3名患者在6个月时视敏度均有

稳定改善，并且在1~3年内得到进

一步改善，随后开始下降

NCT00481546

2型伯氏先天性黑蒙（Leber 
congenital amaurosis

AAV2载体，单侧视网

膜下注射
12 36

6名患者视敏度均有稳定改善，最

佳效果出现在治疗后6~12个月，随

后开始下降

NCT00643747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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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基因治疗

HSC一直以来都是体外基因治疗技术中

的首选靶标。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多能干细胞

HSC内的遗传修饰，可以保证在体内稳定地

供给其基因已经得到矫正的后代细胞。这些细

胞可以在成熟造血细胞系停止发育，或者出现

功能障碍时，发挥纠错的功能。考虑到HSC
的自我更新性质，以及必须确保遗传修饰被传

递给它们的后代细胞，基因矫正必须采用载体

介导的转基因插入技术，或者体内基因剪接技

术引入到细胞内的染色质上。

已经进行的相关HSC基因治疗试验结果

表明，某些疾病的患者可以从此类疗法中获

益，证实基因疗法有发展潜力。但是，他们也

指出，采用基于γ逆转录病毒（γ-RV）的早

期载体，是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风险的。比如

说，这些技术在转导基因进入大部分原始祖细

胞的过程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这就导致

体内携带矫正基因的造血细胞的数目很少且持

续时间短暂。在长期跟踪研究中发现，有些患

者会出现原癌基因附近载体插入所导致的白血

病。因此，在临床前期模型中，寻找发展具有

更高疗效及安全性的载体，例如慢病毒载体，

使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基因治疗。

采用新载体的 H S C 基因疗法，已经

在多个遗传性疾病中进行了试验，这些疾

病包括免疫系统疾病Wiskott–Aldr ich综合

症（WAS）、X连锁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

（SCID-X1）、血液病（β地中海贫血）、神

经退行性疾病（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症及

异染色体脑白质营养不良症）（表1）。患有

SCID-X1的儿童，其免疫系统发育迟缓且功能

受损，这是由于患儿体内缺少某些免疫细胞发

育所必需的细胞因子受体。而那些WAS患者

则缺少细胞骨架接头，无法组装免疫突触。患

上述两种疾病的孩子，都非常容易发生感染，

而WAS患儿还由于血小板数目减低，易出现

大出血。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体内无法表达

血红蛋白β链，从而导致有缺陷的红细胞生

成，易发生溶血，进而导致严重贫血，需要频

繁输血治疗及服用铁螯合剂。肾上腺脑白质营

养不良症或异染色质脑白质营养不良症患儿在

早期会出现髓鞘发育异常，累积中枢及外周神

经系统的神经胶质及神经细胞随之退化。他们

无法分解髓鞘质的某些代谢产物，对肾上腺脑

白质营养不良症患者来说，这是因为过氧化物

酶ATP结合级联转运因子出现缺陷造成的；至

于异染色质脑白质营养不良症，则是因为溶酶

体酶芳基硫酸酯酶A的缺陷所导致。此类患者

的运动、感觉及认知功能会出现快速且不可

逆转的退化，随后在数年内死亡。HSC移植

中，HSC被从健康捐献者转移到患有某种疾

病的接受者，基本可以使SCID-X1、WAS及

β地中海贫血患者获得治愈。如果HSC移植

在脑白质营养不良症发病之前，或者在刚刚开

始发病时就实施，是可以终止疾病进展的。不

过，相较而言，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症患者

的治疗效果更加令人满意。异体HSC移植可

能会有相当大的风险使接受移植者患病甚至死

亡，尤其是当捐献方和接受方的人白细胞抗原

（HLA）不匹配时。在极少数情况下，即使双

方均是来自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HLA也相互

匹配，患病风险仍然很高。HSC基因治疗可

以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当无法寻找到相互匹

配的HSC捐献方时。

在HSC基因治疗中，先在体外将基因转

移至造血祖细胞内。首先，采用CD34表面标

记物对细胞进行纯化，将其和来自患者骨髓或

者流动的外周血的白细胞分开。接下来，将纯

化所得细胞在生长刺激性细胞因子环境内培养

2-4天，在此过程中，暴露于具有矫正转基因

表达功能的载体。在接受矫正细胞转移至体内

之前，患者应预先接受相应的化学药物治疗。

如此可以减少骨髓内内源性祖细胞及分化细胞

的数目，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减少淋巴器官

内上述细胞的数目，从而有利于来自体外的、

携带矫正转基因细胞的成功植入。患者预先接

受化学药物治疗，会导致相当比例的患者提

早患病，这主要是由于暂时的血细胞数目减

少、免疫缺陷及粘膜损伤等，提高了患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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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严重感染的风险。此外，化学药物治疗也可

导致迟发的疾病，例如继发性肿瘤、不孕不育

症等。已经有一些HSC基因治疗试验，致力于

降低由于患者接受预先治疗所导致的患病率，

研究者尝试通过降低用药剂量，以及联合用药

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化疗药物，

会减少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内小胶质细胞祖细胞

的数目。对于接受了HSC基因治疗的脑白质

营养不良症患者，上述细胞会被基因矫正细胞

所取代，当基因矫正细胞到达中枢神经系统组

织时，产生正常功能的后代细胞，会清除累积

的髓鞘质代谢产物。在异染色质脑白质营养不

良症患者体内，这些携带矫正基因的细胞也会

释放功能性溶酶体酶对其它组织内细胞进行矫

正。

所有采用慢病毒载体所进行的HSC基因治

疗试验结果都表明，在大部分患者体内，都可

见到稳定、高水平的造血细胞的再生。所有被

检测的造血系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红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B淋巴细胞和T细胞）

都含有基因矫正细胞，并稳定地接受新形成的

矫正细胞的输入——在寿命较短的髓系细胞内

最为明显——可见，基因移植一定发生在可以

自我更新、具有多潜能的祖细胞内，这些细胞

有效地被移入患者体内。含有基因矫正细胞的

造血细胞系统的重建情况，随患者和试验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这反映了疾病及其矫正对不同

造血系细胞的不同影响，此外，载体批次不

同，患者所接受的预先药物治疗等因素也会带

来相应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大部分患者在

成功接受了异体基因捐献者的HSC移植后，可

以获得超过想象的益处。这在异基因型脑白质

营养不良症的临床试验中尤其突出。该试验的

原理是，基因转移可以驱动造血细胞相较正常

细胞有更高水平的溶酶体酶的表达，从而使这

些细胞能够提供更多的酶类，进而影响组织。

这一方法克服了HSC在治疗上述疾病时所遇到

的困境，从而获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结果。尽

管越来越多的患者参与到此类HSC基因治疗的

试验中（表1），却还未见到有研究者报告与

慢病毒载体相关的副作用。在最近的一项针对

参与试验者的跟踪研究中发现，那些成功获得

矫正细胞的患者，目前都处于良好的状况——

也就是说，在接受治疗后，这些患者要么已经

康复，要么症状有所缓解——几乎过着成常人

的生活，其中首个接受此类治疗的患者，在大

约七年前就参加了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症的

临床试验。如果未曾接受基因治疗，这些患者

可能已经死于该疾病了。

肝脏导向的基因治疗

肝脏一直以来都是体内基因治疗的首选靶

标。作为主要内脏和体内的核心代谢器官，肝

脏通过含有高通透性管壁的血窦结构接收大

量的血供，这一结构有利于吸收来自血液的各

类微粒，例如病毒等进入肝细胞。肝细胞寿命

长，并且是高效的蛋白工厂，可以有效地将其

“产品”释放到血液循环中去。因此，稳定地

将转基因传递至肝脏，不失为一种有效策略，

可用于治疗若干遗传性代谢疾病、血浆蛋白功

能缺陷，尤其是那些与凝血因子有关的疾病。

肝脏导向基因治疗的主要障碍是，向患者血液

内注入病毒颗粒后，可能会由于严重的炎症反

应而导致毒性；也有可能在患者血液内已经存

在病毒特异性抗体，使注入的病毒颗粒失活；

此外，病毒也可能被存在于肝脏和脾脏的巨噬

细胞清除掉。如果体液或细胞免疫被转基因产

物激活，那么，基因治疗的效果就会在血液循

环中被遏制，矫正细胞也有可能会被细胞毒性

T细胞杀死。

肝脏导向基因治疗主要被用于严重的B型

血友病方面的研究，其中，通常采用来源于

人的细小病毒和腺相关病毒（AAV）。经血管

注射入体内后，部分AAV载体血清型可以有效

靶向到达肝细胞，并与矫正细胞保持稳定的

关联，大部分在细胞核内以非整合的游离体

形式存在。在动物模型中，这种基因转移策

略没有使机体启动针对转基因产物的免疫应

答，相反，还建立了转基因特异性耐受。在

非增殖性肝细胞内，包含凝血因子IX（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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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AV载体基因组持续存在，可以保证正常功

能的FIX向血液循环中稳定供应，FIX是一种

在B型血友病患者体内缺失或存在缺陷的蛋白

质。只要患者体内的FIX表达水平达到正常水

平的1%，就足以将严重B型血友病转变成轻

型。这种功能上的部分重建，有利于减少自发

性出血的风险，因为出血对关节是不利的，

如果发生在大脑，还可能致命。此外，上述治

疗还可以减少通过静脉输入预防疾病因子替换

性治疗的需要，这类输注治疗对于患者而言是

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费用高昂，而且只有在

卫生体系非常健全的发达国家才能获得。尽管

早期的临床试验就报告了向血液内输注AAV载

体的安全性，但其FIX表达十分有限且短暂。

这可能是由于肝脏内基因转导的水平很低，

也可能是持续存在于矫正性肝细胞内的AAV组

分，启动了延迟的细胞内免疫应答，从而被消

除。最近，有研究者采用了一种新的AAV血清

型（AAV8），并且改进了蛋白表达策略，从

而克服了上述局限性。结果显示，在单一一次

耐受量好的外周静脉输注后，载体剂量依赖

性FIX表达可以达到正常水平的6%。三年后，

FIX表达在大部分患者体内依然稳定，尽管有

些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的4-8周内会出现肝细

胞损伤，但可通过给予短暂的皮质激素类治疗

来缓解。大部分接受治疗的患者，都可以减少

或者不再需要预防疾病因子替换性治疗，生活

质量得以大大提高。

T细胞免疫疗法治疗肿瘤

T细胞也是在体外基因治疗中首选的热门

改造细胞。T细胞免疫疗法主要用于激活后天

免疫反应，可以治疗肿瘤或HIV病毒感染等慢

性感染性疾病。从患者的外周血中就能很容易

地获得自体T细胞，并且在体外就能够进行培

养和扩增。培养扩增以后用能够表达外源T细
胞抗原受体（T-cell antigen receptor, TCR）

的γ逆转录病毒或慢病毒等载体转染进T细

胞，完成基因改造，最后将改造好的T细胞再

回输给患者，这些TCR就能够特异性识别肿

瘤抗原或抗病毒分子了。之所以会选择T细胞

作为改造目标是因为在用自体淋巴细胞回输技

术对晚期黑色素瘤患者进行治疗时观察到了意

义重大的、特定的肿瘤反应，这种肿瘤反应有

时甚至会让肿瘤彻底消退。这种治疗作用可能

与细胞在体外被激活和扩增有关，因为体内

原本也存在少量肿瘤细胞特异性的细胞毒性T
细胞，只不过被体内的微环境抑制住了。这

些现象表明，后天免疫反应在肿瘤治疗中的

应用潜力还是相当大的，只需要使其脱离抑制

信号，并且回输大量的反应性T细胞就能够达

到一个比较好的效应靶标比（effector–target 
rat io）。先用去淋巴细胞药物（ lymphoid-
depleting regimen）对患者进行预处理，然后

再回输经改造的T细胞，这样也有助于提高T细
胞的植入效率及活性。

将外源性TCR转移至T细胞就能够免掉在

患者自身T细胞中寻找已经存在的肿瘤特异性T
细胞的步骤，还可以好好利用人工合成技术，

合成出高亲和力的TCR，而在体内必须经由胸

腺的选择作用才能最终筛选出合格的TCR，

决定自体细胞的免疫特异性。理想状态下，这

种TCR会锁定自体蛋白中的肿瘤相关抗原，

比如癌胚抗原或睾丸抗原等，正常组织此时不

会表达，或者即便表达也检测不到自体蛋白。

此外，它们还可以瞄准通常只见于某种特定肿

瘤的致癌突变（“司机”突变），这些突变即

便能够躲过免疫攻击，也是不会丧失的。不过

最近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天然免疫反应或后天

的、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针对的都是继发的

“乘客”突变抗原，这种突变是肿瘤细胞内的

随机突变不断积累而来的。因此，这种免疫疗

法必须是高度个性化的治疗策略，既需要根据

肿瘤的外显子组或蛋白质组信息来确定可能的

“乘客”突变抗原，同时还需要利用专门的T
细胞遗传工程学改造技术获得同源TCR识别序

列。

有关T细胞免疫疗法治疗肿瘤的早期临床

试验发现，虽然使用了针对肿瘤相关抗原的

TCR，但也只针对部分肿瘤有反应，甚至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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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时候还会出现脱靶的现象，甚至导致组织

损伤等严重的副作用。最近，研究人员又开

始利用基因转移技术给T细胞导入人工合成的

嵌合抗原受体（chimaeric antigen receptors, 
CAR）。CAR能够同时兼具肿瘤相关表面分

子结合抗体的作用，以及一个或多个TCR和

共刺激受体复合体（costimulatory receptor 
complexes）胞内信号结构域的作用。这种

CAR策略与传统的TCR策略相比有诸多优

势。比如，在抗原识别方面不再限于HLA抗

原，之前已经被证明是安全、而且特异性很高

的体内识别抗体也可以通过单链抗体衍生物

（single chain antibody derivatives）的形式

被加入到CAR当中。而且，这些经过改造的T
细胞在遭遇靶标之后都能够被充分激活。在使

用了特异性针对B细胞表面分子CD19的CAR
外源基因的临床试验中发现，B细胞肿瘤患者

获得了明显的临床获益，甚至有患者的病情达

到完全临床缓解，而且耐受良好，毒副作用都

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些结果都激起了大家强烈

的兴趣，为后续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什么最近开展的临床试验能够取得成功？

本文介绍的临床试验都取得了不错的研究

结果，大部分都获得了较长期的证据能够表

明，基因治疗可以为患者提供持久的治疗获

益，有些甚至能够“治愈”疾病，当然，也有

一些单次基因治疗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些正向

的临床试验结果主要得益于所用载体的合理改

进，比如我们在背景知识框1和2中介绍的慢

病毒载体和腺相关病毒载体。载体制备和鉴定

技术的发展使载体的纯度和效力都有了较大幅

度的提升，这也提高了细胞转染的成功率，同

时也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尽管与之前试

验中使用了同样的载体设计方案。对靶标细胞

生物学特性的进一步了解也是决定基因治疗成

败的关键，因为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对细胞进

行体外处理，也可以对病人的状况进行更好、

更有效的监测和管理。实际上，最近这些临床

试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得益于更细致的

临床观察，以及更有效的分子监测，这些让我

们能够用更确切的证据去把握基因治疗的疗效

和安全性。

在最近开展的以慢病毒载体为基础的造血

干细胞基因治疗临床试验里，就用到了载体插

入式分析（vector insertional analysis）来跟

踪每一个重组造血干细胞克隆，结果发现，被

转染的干细胞发生了多克隆重组（polyclonal 
reconstitution），但是并没有出现因为发生

了获得功能的载体插入突变而形成的占据绝

对优势的克隆。目前正在对涉及多种疾病的重

组造血干细胞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其中就包

括在之前使用了其它几种载体的疾病，这也是

我们第一次开展这种针对不同载体的对比研

究。现有的证据表明，最近几次临床试验之所

以没有发生不良的反应和结果，是因为患者体

内载体插入的形式有所不同。在以前的临床试

验当中，主要使用长终末重复（long terminal 
repeat, LTR）γ逆转录病毒载体，经常会在

很早就形成优势克隆，而这恰恰是因为载体插

入的靶标肿瘤基因的表达发生了改变造成的。

但是，在引入了慢病毒等具有自我失活

LTR，以及不同插入位点的新型载体之后，

就很难再观察到这种情况了。同样，在以前

的实验中发现的逆转录病毒重组会导致白血

病的证据表明，载体插入就是导致基因治疗

后白血病发病的潜在原因。在扩增克隆中不

断积累的、与载体无关的突变也会导致疾病

的进展，同时发生的寡克隆重建（oligoclonal 
reconstitution）、选择压力、转基因毒性作

用或疾病导致的异常造血作用也都有利于疾病

的进展。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提

高造血干细胞转染及移植的效率，采用更好的

载体设计策略都会极大地降低基因毒性作用

（genotoxicity），但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这种

作用。一旦发现，载体插入作用对细胞的行为

基本上只会带来中性作用，那么在重组造血作

用中跟踪克隆活性就能够极大地突出造血再生

功能的重要生理学意义。这包括转染造血干细

胞的作用模式及稳定性，因为它是预测长期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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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基础。克隆跟踪还有助于证实谱系关系

（lineage relationship）与造血系统疾病模型

的可靠性，因为目前这种模型都是以异种移植

（xenotransplantation）研究为基础的。

有一群T记忆干细胞（T memory stem 
cell）对适应性T细胞治疗（adoptive T-cell 
therapy）的远期疗效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

用。我们是通过对T细胞分化通路的进一步了

解，对相关表型的深入认识，以及对在体内持

续产生效应子的细胞的发现，才发现这种重要

作用的。优化体外细胞培养技术和体内基因标

记T细胞跟踪技术也帮了大忙，这些进步都有

利于设计出更高效的实验。对接受了适应性T
细胞治疗及细胞周期阻滞治疗的癌症患者进行

抗原表位作图和肿瘤特异性T细胞跟踪也能够

帮助我们找到一些直接的证据，证明有可能在

患有某些肿瘤的患者体内激发肿瘤特异性的效

应T细胞，继而通过体外扩增或遗传编辑等操

作来清除他们体内的晚期肿瘤转移灶。

在肝定向基因治疗当中，对针对进入体内

的AAV病毒载体的抗病毒T细胞反应进行仔细

的抗原表位特异性免疫监测，也可以帮助我

们预测凝血因子IX是否能够长期、稳定的表

达。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开发用于控制针对病

毒载体的延迟细胞毒后天免疫反应（delayed 
cytotoxic adaptive response）的新策略，比

如可以在出现免疫反应之后立即短期使用免疫

抑制剂，或者对病毒载体的衣壳蛋白进行改

造，使其躲过免疫反应的攻击等等。

在最近开展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中观察到

的不错结果还反映出在实验设计方案上的改

进。这可能是因为对病毒载体与人体的相互作

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可能是因为采用了

更加合理的患者入组标准，在验证了载体在人

体中的安全性之后，再进行临床试验比较容易

达到预期效果。更好的试验设计可以从多个方

面提高试验效果。比如，招募只表现出早期症

状（甚至是尚未表现出症状）的患者参加试

验，而不是进展至疾病晚期的患者参加试验，

也就是说在疾病尚未对人体组织造成不可逆损

伤之前对疾病进行干预，更加有可能获得更好

的治疗效果。在治疗时使用载体的剂量也可以

设定到治疗剂量，而不是像以往在1期或2期
临床试验时为了尽可能降低试验风险，使用的

最小生物学活性剂量。这种谨慎的策略往往会

让受试者无法立即获得治疗获益，可能也无法

获得远期获益（因为他们可能会对病毒载体产

生免疫反应）。如果使用更加大胆的预处理方

案，则可以为基因改造细胞留出更多的空间。

载体导致的副作用也可以用药物进行处置，比

如使用抗炎药物或类固醇类药物来分别抑制先

天或后天免疫反应等。

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往往是用于治疗罕见疾

病，而我们对这些疾病的自然病程或基因型与

表型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更多地了解相关的

知识有助于我们设计出更好的试验方案，这样

我们可以据此找出更多、更有可能通过基因治

疗获得帮助的患者来参加临床试验。还可以根

据在一段时间之内达到的有效终点来评价试验

疗效，这些都有助于开发后续的治疗策略。

未来面临的挑战及潜在发展机遇

在造血干细胞治疗中，尽管在载体设计等

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未来的发展当

中，如何判断载体插入风险，如何解决每一个

病人的相应风险，如何通过更好的载体设计来

避免这种风险依旧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目

前已经建立了多种实验模型，用来评价不同载

体，以及不同载体设计方案的相对遗传毒性，

还可以根据遗传毒性进行分级。尽管这些工作

为推动载体进入临床实验提供了更可靠的依

据，但还是无法为基因治疗的实际致癌风险提

供一个量化的评价指标，也很难对某一个临床

实验中用到的某一种载体提供一个实际的遗传

毒性风险评价结果，这些问题在参加临床实验

患者人数较少时显得尤为明显。因为这种临床

实验往往需要更长的随访观察期，而这些患者

所患的疾病也同样会增加肿瘤的发生风险。只

要我们使用的载体能够插入并整合进人体的基

因组，在插入位点处就有可能会发生基因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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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失活，因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

可能性，但是无法彻底消除这种可能性。虽然

更好的载体，以及更好的设计有可能会降低这

方面的风险，但显性突变这种较高的风险，

还是会存在使抑癌基因失活的可能性。这些发

生几率较低的隐性突变只有经过大规模的临床

实验，或者更长时间的临床观察才有可能被发

现。

如果大型临床实验和长时间的临床观察都

证实了基因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那么造血

干细胞基因治疗就有望取代目前在单基因疾病

（monogenic diseases）治疗领域占主导地

位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实际上，使用自体

造血干细胞才是让所有患者都有可能获益的一

种途径。而且，造血干细胞移植只能帮助那些

能够找到配型合适捐赠者的患者。与此同时，

造血干细胞基因治疗还能够极大地降低死亡

率，因为它能够避免移植免疫排斥的问题，同

时也不需要像造血干细胞移植那样，在术后使

用免疫抑制药物。另外，有了基因治疗之后，

还可以使用更加温和的预处理方式，因为在

基因修饰细胞存在的时间里，部分的嵌合体

（partial chimaerism）也足够治疗疾病了，

因此患者就不再需要承受骨髓细胞或淋巴细胞

去除预处理的风险了。如果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效果还不够满意，经过遗传修饰的造血干细胞

还可能开发出新的治疗手段。比如可以增加治

疗基因的剂量（正如前面在介绍异染色质脑白

质营养不良治疗时提到的那样），或者进行定

向转基因治疗（比如在治疗异染色质脑白质营

养不良时对中枢神经系统进行定向给药）。外

源遗传信息也能用于造血干细胞及其应用范

围，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肿瘤或慢性感染等疾

病。随着对越来越多不治之症处置手段的增

加，对新出生婴儿进行基因组筛查也有助于我

们对这些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处置。为了试验

这一美好的设想，体外遗传修饰和造血干细胞

及其祖细胞体外培养技术必须变得更加可靠和

有效，细胞体外培养和扩增技术也必须更加完

善，这样才有助于细胞在患者体内更快地恢复

造血功能，提高其克隆数、适应力和稳定性，

从而提高基因治疗长期和短期的安全性。如果

达到了预期的治疗获益，就可以使用毒性更低

的药物。这样才能够让患者不再需要承受目前

使用化疗药物时需要承受的长期和短期毒性作

用。

至于用T细胞免疫疗法治疗肿瘤，虽然有

越来越多的CAR在开展临床试验进行测试，

但是大部分临床试验主要针对的都是用B细胞

表面抗原的CAR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值得注

意的是，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会清除癌变的B细
胞，同样也会清除患者体内其它的B细胞。虽

然也可以用注射免疫球蛋白等方法处置缺少B
细胞带来的不良后果，但是如果还误伤了其它

细胞，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会限制

CAR的应用，比如其它特异性的抗原也可能

无法用作CAR的识别靶标。此外，在临床试

验中观察到在清除大量肿瘤组织的同时，还会

伴有急性、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症状，这主要是

因为活化的T细胞释放出大量细胞因子所致，

所以患者往往需要到ICU病房接受治疗。

由于CAR治疗对某些患者起到了非常好

的治疗效果，所以未来还将继续开展CAR相

关的研究和临床试验工作。但是，依旧存在

很多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解决。比如，哪种

CAR设计策略会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

进一步降低临床毒性？如何及时、有效地控制

CAR介导的对健康组织的识别作用，以减少

毒副作用？在实体瘤的治疗工作中，适应性T
细胞治疗是否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能否起到和

治疗血液系统肿瘤同样好的治疗效果？或者

是否可以抑制肿瘤间质的作用？虽然CAR基

因转移的难度更大，但是从远期效果来看，

CAR基因转移的作用可能会更好。对于那些

不太容易积累乘客突变，或者对细胞周期抑

制药物不太敏感的肿瘤而言，TCR基因转移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TCR基因能够特异性

针对司机突变，所以与CAR基因转移治疗

（CAR针对的都是细胞表面抗原，这些都不

会是司机突变的编码产物）相比，产生耐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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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会更低。利用TCR基因编辑技术，破

坏T细胞原本的TCR编码基因，引入另外一个

TCR或CAR基因，能够改变T细胞的识别特异

性，使其识别新的抗原。所以该技术能够很好

地避免同种细胞表达两种不同TCR时经常发

生的TCR错配问题。此外，在促进转基因T细
胞进行生物反应的同时，也能够抑制复杂的内

源TCR信号转导作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免疫细胞周期检查点抑制药物具有良好抗癌

作用的同时，最近取得的CAR T细胞基因治疗

结果也表明，免疫治疗有可能成为一种能够彻

底根治癌症的新方法。

在本文介绍的一些使用AAV病毒载体，针

对肝脏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中，针对转染肝细

胞的延迟的细胞介导免疫反应带来的结果是

可控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需要密切注意

的研究领域，因为我们现在对同时出现的能够

触发免疫反应，同时对其进行时间调控的因素

还不太了解。比如，与载体使用剂量相关的延

迟肝细胞毒性作用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危害有

多大？属于哪种类型的毒性作用？这也与同时

发生的诱发因素有关，比如短暂的亚临床肝损

伤，或转基因肝细胞因为持续表达病毒抗原，

进而招募记忆T细胞诱发的炎症反应。其它尚

未解决的问题还包括转基因表达能够维持多

长时间等。虽然在狗动物实验中观察到，AAV
载体介导的凝血因子IX表达能够维持很长的时

间，几乎能够终身表达，但我们还是很难据此

推测其在人体内的表达情况。如果能够清楚地

了解AAV病毒DNA与肝细胞核之间长期关系

的分子作用机制，以及这种关系对基因表达的

影响作用，那么可能会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一

定的帮助。在临床前研究当中发现，有一部

分AAV病毒基因组会与肝细胞染色质整合到一

起，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这种整合作用与凝血

因子长期表达有什么关系。尽管这种整合对于

外源基因的长期表达有好处，但是又会带来安

全性方面的担心。我们必须开发出新的方法，

让体内含有大量AAV病毒中和抗体的患者也能

够享受AAV基因治疗，或者多次接受AAV基因

治疗。也许对AAV病毒载体的衣壳蛋白进行改

造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随着对载体种类和使用剂量的信任度越来

越高，不适合用AAV载体的患者们也可以根据

指南选择其它方案。新的血清型载体能够让

以AAV病毒为载体的基因治疗拥有更大的应用

范围。比如，有可能解决最常见、也最难治的

甲型血友病问题，还有其它严重的代谢异常疾

病，比如影响肝脏、心脏和肌肉的代谢疾病。

AAV基因治疗的强大功效通过简单的静脉注

射，就能获得长期的临床获益，而且还很容易

制备，不像体外细胞培养那么麻烦，所以很容

易实现商业化生产，也容易大面积推广。AAV
基因治疗也很适合解决那些目前还没有得到满

足的医疗需要，比如在医疗保健水平不发达的

国家。因为一次治疗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

题，这样就不再需要终身使用麻烦且昂贵的替

代治疗了。其它载体平台，比如慢病毒载体平

台等也都在开发肝脏基因治疗项目，它们将弥

补AAV载体平台的不足，让更多的人用上这种

新技术，让更多的疾病得到妥善的处置。

靶向基因编辑（Targeted gene editing）
在基因治疗领域，另外一项重要的进展是

靶向基因编辑（Targeted gene editing）技术

的重大突破。这项技术已经能够人工构建能与

特定DNA序列相结合的DNA内切酶，借助这

种酶可以在DNA链上的特定部位形成双链断

裂缺口（double-strand break, DSB），然后

借助DNA修复机制引入外源序列。有了这种

新技术，我们就能够更加方便，而且高效地对

基因组进行定向编辑，比如进行基因定向破

坏、插入或修复，这都是基因治疗的目标。所

有这些策略都需要一种“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机制，即在核内瞬时表达核酸酶及

其它修复相关因子，完成使命之后随即“撤

退”。因为这种基因编辑技术针对的是基因组

中的某一个片段或区域，所以不存在随机插入

风险，或者传统基因替代策略常常会出现的转

基因表达水平不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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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靶向疗法也已经借助适应性T细胞治

疗平台进入了临床试验，这次选择的疾病是

艾滋病。使用人工的锌指核酸酶（zinc-finger 
nuclease, ZFN）破坏在体外培养的患者自体

T细胞的CCR5编码基因，这是一种HIV病毒

细胞共受体（co-receptor）编码基因。破坏

之后，这些T细胞就不会再被HIV病毒感染。

人工锌指核酸酶能够先在CCR5基因的外显子

区域形成一个DSB，然后通过非同源末端连

接修复机制（non-homologous end-joining，
NHEJ）完成DSB修复，由于NHEJ修复机制

的保真度不高，所以会在修复时引入插入或

缺失突变，从而起到破坏CCR5基因功能的作

用。该临床试验既证实了基因定向编辑技术的

安全性，同时也证实该人工修饰细胞能够在人

体内长期存在。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人体对

这种CCR5基因被破坏了的细胞具有正向选择

作用，有些受试者在中断服用抗病毒药物期

间，体内HIV病毒的复制水平也得到了控制。

这些结果都表明，基因定向编辑技术具备很大

的应用潜力。不过要实现彻底清除患者体内

HIV病毒的目的，还需要增加患者体内人工基

因修饰细胞的数量。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具备

自我更新能力的祖细胞，比如造血干细胞或T
记忆干细胞等细胞进行基因修饰来完成。因为

如果对患者进行预处理，清除掉他们体内的未

修饰细胞之后，使用这些细胞进行基因治疗就

非常有可能让体内的人工修饰T细胞长期维持

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获得很好的治疗效

果。这种基因特异性破坏技术还可以用来重新

激活被抑制的内源基因。比如抑制了红系祖细

胞里的转录抑制因子BCL11A就可以激活胎儿

γ珠蛋白的表达，代偿β珠蛋白的作用，以治

疗β地中海贫血或镰刀细胞贫血等疾病。不过

由于我们还无法对已改造细胞进行定向选择培

养，所以还需要想办法用更高的效率同时让两

个等位基因全都失活。

如 果 利 用 同 源 指 导 （ 重 组 ） 修 复

（homology-directed repair, HDR）机制来修

复DSB，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将发挥更加强大

的功能，因为此时可以在DNA上的目标位点

插入一段外源基因。此时我们需要给细胞内导

入外源DNA模板（该序列上携带有与目标序

列同源的片段），以及人工核酸酶。这种技术

在体外基因治疗工作中有很大的用处，因为可

以在基因组里预先选定好的“安全港”插入一

段表达序列，或者在某突变基因处进行原位重

组，通过这些方式都可以实现外源基因表达，

而不用担心存在插入致癌的风险。不过也还存

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这是因为对于大部分用

于基因治疗的原代细胞，比如造血干细胞而

言，HDR介导的基因组编辑操作的效率还比

较低。此外，由于需从体外培养的细胞中挑选

出为数不多的已改造细胞进行治疗，所以安全

性和可操作性也是一大问题。细胞DNA发生

DSB之后，会发生哪种反应与细胞的种类和

生长状态也有关系，既可能发生DSB修复，

也可能进行分化，还有可能是凋亡。总体而

言，我们还不太清楚，细胞究竟会选择NHEJ
还是HDR途径进行修复。研究还发现，在细

胞不处于S/G2期的时候，还可能存在另外一

种HDR修复途径。

CRISPR/Cas9  RNA核酸酶技术出现

之后，基因组编辑操作变得更加容易。

CRISPR/Cas9 RNA核酸酶可以非常容易，而

且快速地利用RNA向导链与任何DNA靶点结

合，所以只需要合成一段RNA链即可，这是

轻而易举的。目前已经在试验及临床前动物模

型里探索出了好几个CRISPR/Cas9 基因组编

辑技术的应用方向。不过要进入临床还需要进

行一系列的检测和优化，比如脱靶情况的评估

等。通过HDR或传统的病毒载体添加外源基

因的同时也会破坏另外的基因，我们可以通过

此现象来了解效应子的功能，比如在编辑T细
胞特异性的同时释放被抑制的细胞周期。

基因编辑策略还可以用于原位操作，比如

肝细胞基因治疗等。乙型血友病小鼠模型动物

实验发现，AAV载体导入ZFN和外源模板进行

基因治疗之后，重组凝血因子IX得以表达；同

时还借助AAV载体导入CRISPR/Cas9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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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破坏胆固醇调控基因Pcsk9；最后利用质

粒导入CRISPR/Cas9系统和模板，修复Fah
突变基因。未来发展原位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

障碍包括安全性和临床上合适的载体输送系

统，最理想的输送系统应该是只发挥一次作用

（没有细胞毒性和免疫原性）。当前使用的所

有人工核酸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原核生物

（往往是病原细菌或腐生菌）的结构域。这些

物质如果被注入人体，就有可能会引发免疫反

应。最近，在小鼠动物实验中又验证了一个不

依赖核酸内切酶的基因编辑策略。科研人员们

利用无启动子的AAV载体和与高度转录白蛋白

基因同源的基因，针对肝细胞的白蛋白基因位

点进行了转基因操作。结果有一小部分载体整

合到白蛋白编码基因位点处，利用细胞自身的

启动子完成了表达，在该试验中没有使用核酸

内切酶，使用的载体上也没有携带启动子。不

过该试验策略的转基因效率及其作用机制现在

还不清楚。

视网膜基因治疗

对于身患严重退行性疾病（degenerative 
diseases）的患者而言，基因治疗的最大好

处可能体现在视网膜基因治疗方面。3个临床

试验都表明，给2型Leber先天性黑朦（type 
2 Leber congenital amaurosis, LCA）患者在

视网膜下注入AAV2载体，能够改善年轻患者

的视敏度。不过其中有2个临床试验发现，在

2~3年之后，治疗效果会消失。但是第3个临

床试验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他们发现患者

能够获得持久的临床获益。该项目目前已经进

入了3期临床试验。这3个临床试验全都采用

了AAV2载体，但至于为什么会得到不一样的

试验结果，现在还不得而知。2型Leber先天

性黑朦的病情会不断加重，这也给持续的临床

获益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为经过治疗挽救的那

一点感光细胞的作用最终会被视网膜自发发生

的改变所掩盖。正如在肝脏基因治疗一节提到

的那样，在载体设计和制备方面可能还存在一

些微妙的小技巧，注射部位局部的炎症反应和

转染细胞转基因重组的情况都会有所影响。更

好使用的AAV载体能够极大地提高治疗的安全

性和转染效率，更严格的趋向性也有助于解决

这些问题。

其它相关进展

在基因治疗领域，还有一些其它进展，但

无法在本篇综述中详述。这其中包括应用于

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治疗，其已经进入临床测试

阶段。实验内容包括通过AAV或者慢病毒载体

将转基因输送到大脑，试验表明该方法安全性

高，但疗效不尽如人意。提高载体剂量，或者

优化载体设计可能有助于改善治疗效果。

溶瘤病毒可以感染和杀死癌细胞，在临床

上的应用已经有些时日了。尽管这些病毒可以

发挥强劲的抗癌活性，但是，仍然只在临床上

作为联合治疗的一部分。溶瘤治疗主要利用病

毒复制及诱导免疫反应来对抗感染细胞——在

基因治疗策略中，通常会抵消免疫应答。令人

迷惑的是，通过增加一个提高抗癌免疫诱导机

制的转基因元件，其疗效往往会得到提高。

研究者还着手对来源于猿的腺病毒载体进

行研究，评估其是否可以通过疫苗诱导机体的

激素及细胞免疫。令人备受鼓舞的结果已经出

现，试验表明，对传统疗法具有抵抗性的一些

传染性疾病，可以通过此方法得到遏制。在临

床前期模型中，研究者利用基因输送作为基础

的抗体治疗或预防策略，在体内建立了稳定、

强劲、高量的抗体，这些抗体具有优化的特异

性，可用于治疗和预防感染的发生。

未来展望

在第三个千年，基因治疗可能会成为非常

重要的一种治疗方法，因为其所发挥的作用，

是传统药物所无法企及的。基因治疗可以将蕴

含丰富信息的以基因为基础的蛋白表达进行靶

向输送，促进生物学因子稳定、持续、可控地

表达。此外，当和细胞治疗相结合时，基因

治疗可以充当靶向基因输送的智能工具。正如

本篇综述中所罗列的事例显示的那样，基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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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可以引导强有力的生物学过程，促进疾病痊

愈、组织修复以及再生。其治疗的稳定性、可

靠性及强度，都可以通过遗传机制信息加以保

证。在机体内，可以通过细胞的输送机制将基

因治疗相关的物质定向输送到特异性的组织和

病灶。基因治疗还利用干细胞的再生潜能和移

植，以及机体免疫这一有利的生物学武器，发

挥相应的治疗作用——机体免疫机能可以特异

性消除发生改变或者被感染的细胞。通过对生

物体内固有的这些功能的利用，基因治疗有潜

力根治那些如今在医学领域或罕见、或常见的

严重疾病，无论对患者还是整个社会，都是可

以从中受益的。

当然，想要实现这一愿望，还需要克服基

因治疗中主要的一些难题。例如，基因转移

载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需要通过基因工程

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及组装，加以改善，当然这

可以通过使用合成分子，将不同病毒的生物学

功能结合在一起来实现。这些技术上的进展，

可以使载体精确瞄准组织及细胞类型，克服基

因转导过程中来自细胞的限制性因素，绕过外

源基因感受器。此外，还可帮助载体避免激活

体内固有的适应性免疫系统。总而言之，技术

上的改变能够确保转基因表达的可再生性、足

够的表达强度、可持续性以及紧密模拟内源性

基因表达模式（当基因替换发生时）。载体生

产与描述方法的提高，可以对不同试验中采用

的载体进行有效的比较，且有利于标准化的建

立。原位基因的矫正与剪切，载体在安全的基

因组范围内进行整合，采用人工核酶和外源修

饰物对等位基因进行特异性沉默处理，所有这

些都是基因治疗策略可以进一步改善的方面。

对导致遗传性、多基因或获得性疾病的发病机

制的更深入理解，也必将带来新的以基因为基

础的治疗手段的出现。由于在基因转移过程

中，采用了“活的”生物学药物，其复杂程度

可谓前所未有，而且其可能对患者及细胞系造

成超出预计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实施过程中，

对患者进行长期跟踪观察，采取一定的预防性

措施。此外，由于眼下对于干细胞调控、组织

再生、免疫应答等方面的认识还相当有限，这

限制了在进行基因治疗过程中可采取的干预手

段，势必会让人们对可能出现的预计之外的坏

的结果产生担忧。

从临床角度来看，给予患者基因及细胞学

治疗，需要临床医生具备多学科的专业知识

与技能，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临床治疗机构

具备高水平的细胞处理技术。临床医生需要学

会分析生物学数据，以监测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首个基因治疗药物已经从注册阶段走向

了市场，在此过程中，制药公司及监管部门一

直致力于建立药物生产及投放的质量标准，以

便构建合理的渠道，为患者提供此类高度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基因治疗

药物的生产，需要在传统卫生保障体系中提供

“活的”生物学药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并

且花费不菲，这将给这类治疗的可持续性带来

挑战，因此需要相关人员制定新的医疗费用-
补偿政策，从而使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

最后，从伦理学角度来看，同等重要的

是，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医学的发展

应该是仅仅唯技术规则马首是瞻，还是应该对

这一进程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例如，新技

术的出现，可能会逐渐消减人类的自我认知能

力，逐渐地，我们仅仅将自己看作是DNA的

进化产物，DNA可以拥有自我意识，可以按

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自我剪切，并对后代产生相

应的影响。现实中，我们禁止对人类生殖细胞

的基因组进行剪切改造，说明技术的进步终将

让我们身处伦理学上的两难境地。科学可能会

再次向西方文化的古老根源寻找智慧的解决办

法，正如古希腊的阿波罗神庙里所篆刻的碑文

所述“了解你自己”——揭示世人认识自我的

局限性。现代哲学训练我们以批判性思维审度

知识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这也是有局限性的，

虽然这种方法帮助我们梳理事物间的关系、做

出预测，但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那些预测

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新的方法，让患者免受疾病

之苦，从而提供一个框架，指引着我们做出正

确选择，确保医学的进展仍然建立在足够的伦

理学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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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框1：慢病毒载体

造血干细胞（HSC）基因治疗的主要困难包括：进行有效的体外基因转移，使其能够长期再生HSC；防止由于插入载体

而激活附近的原癌基因；控制转基因表达，以防由于异位或组织内的表达所导致的毒性。与上一代基因疗法中普遍使用

的γ逆转录病毒载体（γ-RV）相比，HIV来源的慢病毒载体，可以实现更加有效的基因转移，以及HSC内稳定、强大

的转基因表达和其多谱系后代细胞的生成。大量的临床前期研究发现了载体生物学及设计中，那些可以影响基因毒性的

重要特征，并提出了若干策略以减少毒性。研究发现，具有自我失活功能的长末端重复序列（LTR）和慢病毒载体插入

优先位点，可以有效减少由于插入所带来的基因毒性。在γ-RV中进行实验时发现，具有自我失活功能的LTR设计可以

提高此类治疗的安全性。对几项早期试验的回顾性分析表明，疾病背景、转基因功能、体外培养环境，以及患者体内细

胞重生的效率都会对是否产生基因毒性产生影响。这些实验数据帮助我们修正了一些原有的认识：并非所有的插入载体

都具有同样的效应，在全基因组范围内，如果能够改进载体设计，虽然仍然是一种基因突变现象，但只要不存在恶化的

环境，就不会出现基因毒性。

此外，还可以先使用具有自我失活性能的慢病毒载体，对含有嵌合体抗原受体（CAR）或T细胞抗原受体的T细胞进行基

因工程改造，然后用到癌症的获得性免疫治疗中。上一代基因治疗中普遍使用的γ-RV，也可以对T细胞进行上述改造，

且效果令人满意，与之相比，基于新载体的技术优势，尚不十分明确。研究者认为，慢病毒载体可以在体内的T细胞内

产生更加大量、稳定的转基因表达，这能促进体外基因转移更加有效、多样地进行，并支持多种转基因的协同表达。随

着基因治疗领域采用越来越精细化的方法策略，这些优势会更加凸显，例如，采用改进的T细胞操作方法，可以保存T基

因干细胞；再有，当研究者进行更加复杂的细胞工程操作时，例如，共表达多个CAR（以提高特异性）或条件性安全开

关/自杀基因（以提高安全性），其优势也会有所体现。

背景知识框2：新的腺相关病毒载体血清型

肝脏导向基因转移技术的主要障碍包括：需要减轻免疫系统对静脉输注的高剂量病毒颗粒所产生的应答，以及绕过已经

存在的针对病毒成分的免疫反应。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提高肝细胞的靶向性，并且建立长期的转基因表达。在最近

进行的一项针对B型血友病的肝导向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经过改进的新型腺相关病毒（AAV）。

这种病毒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更高的肝脏向性（tropism）（由AAV8血清型提供），以及更高的转导效率（通过包裹一

个自我互补的基因组来实现）。实验证明，这一新型载体可以在大部分患者体内确保FIX的长期表达。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那些出现肝损伤的患者，要及时给予短暂的免疫抑制性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但是，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否可以

归结于新型载体的使用，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因为剂量-应答关系以及不同载体血清型的向性都会因患者、动物模型的不

同而有所改变。另一个同样针对B型血友病的基因治疗试验也采用了AAV8血清型，用于表达超活跃的FIX转基因。之前

有报告指出，尽管在出现肝损伤迹象时就给予了口服皮质激素类药物的干预，持续的FIX表达还是会出现在部分患者体

内。这有可能因为免疫抑制性药物的给予还是太晚了，从而无法有效地防止机体对矫正肝细胞的清除。又或者是因为研

究者对于载体设计、制备方法的描述遗漏了某些要点，而这些遗漏之处正是会影响治疗效果的关键。

背景知识框3：为基因治疗定价

西方国家首个获得批准投入市场的基因治疗药物是alipogene tiparvovec（也称作Glybera）。这是一种以肌肉导向的腺

相关病毒1为基础的基因治疗，在2012年获得欧盟授权，进入市场，用于治疗一种罕见的家族性血脂障碍疾病。一次治

疗的市场价格最近被定为100万欧元（约110万美元）。如果以后的基因治疗费用都如此高昂，这无疑将会对政府的补贴

政策以及保险公司提出巨大的挑战。如此高价折射出一种新药在临床前期研发、药物制备、投放等环节的巨大花销，对

于体外基因治疗尤甚，因为高度个性化的治疗需要个体化的药物制备过程。但是，基因治疗可以通过一次治疗，给患者

带来稳定的、长期的疗效，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对疾病及并发症进行标准治疗所需的花费。但是，对于基因

治疗采取一次性付费的模式，可能不具备可持续性。应该考虑建立将费用支付平摊到若干年的方法，并与治疗效果联系

起来。例如，已经有研究者提出了疗效-费用的模式，患者健康改善的情况决定治疗费用分期付款的数目，而患者身体状

况可由客观的生物学指标来确定。这样一来，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可以共担风险，治疗所需费用也与患者所获得的疗效

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此外，基因治疗的可持续性还可以借下述方式得到改善：通过改变调控、制造需求来容纳药物

的一些独有特征，或者在不降低安全性的前提下，让患者更容易获得相应的治疗。应考虑建立针对基因治疗的更加灵活

的批准、注册政策，尤其是对于基因和细胞治疗必须具备个性化的情况，例如，将靶向肿瘤新抗原的T细胞抗原受体基

因转导入自体固有的T细胞内，从而进行癌症治疗等的方法，就需要这种具有可变通余地的策略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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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疾病的分子机制，一方面促进了分子

靶向性诊疗的研发，另一方面也对现有的药物

研发和临床护理模式作出了挑战。一些国际大

财团，如国际癌症基因组协会（International 
Cancer Genome Consortium, ICGC）等，也

分析了成千上万个癌症基因组，试图找出预

防、早期诊断和治疗的方法。虽然基因组学一

路领先，但高通量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也发

展迅猛，紧跟其后。这些组学方法开启了针对

特定分子的药物研发的新篇章。虽然取得了一

些巨大的成功，但总体而言，分子靶向药物研

发仍处于起步阶段。精准医学的核心是以病人

的分子特征为基础，选择最佳的治疗，也就是

药物和病人的配对过程，这对医学有长远的益

处。

最初，这些靶向治疗药物和化疗药物遵循

相同的研发途径，即根据肿瘤的位置和组织病

理学（基于分子畸变是肿瘤特异性的观念）来

研发。但这方面的努力却停滞不前，原因是缺

乏有效的数据，例如不同的癌症类型共有的分

子异常，以及同一分子畸变在不同类型的肿瘤

之间发挥的作用不同。然而，科学家们使用鉴

别分子靶标，把治疗和分子亚型匹配起来的方

法得到了一些成果，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学界

因此将这种方法和临床疗效的改善联系起来。

许多研究都是基于回顾性分析肿瘤样本的，

并不是所有的报告都同样可靠，大通量分析基

因、蛋白等生物分子已成为精准医学的主流手

段。各国也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癌症分型、寻找

靶向分子的项目。研究人员迅速采用了这一研

发模式。为加快精准医疗的进程，临床医生认

识到现有的药物研发模式需要改变，然而，实

施这些变化的实际影响尚不清楚。

已有太多文献深入探讨了精准医疗的价值

驱动，在此我们不再赘述。药物研发遇到的挑

战多且难，这是本篇综述讨论的重点。从根本

上说，一个候选药物需要一个强大的平台来支

持其临床试验，还需要强大的验证方法来确定

该药物对特定类型患者是否有效（使用分子检

测）。癌症的分子多样性，以及不断增多的分

子亚型，都给靶向药物的研发带来了阻力。当

临床试验的受试者不经选择，即包括各个分型

的患者时，只有符合下面两种条件，一个靶向

性药物才能被证明有效：1，该药物靶向的分

子畸变所属的分层发生率较高；2，受试者人

数众多。增加受试规模则会大大增加临床试验

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因此学界和企业通常并不

乐于采用这一措施。因此设计能合理评估病人

分层和药物疗效的临床试验至关重要。也就是

说正确评估药物疗效，这一点必不可少，尤其

是在受试者规模较小的情况下。

临床试验的原则和变革

在未经选择的受试者群体中，如果一个药

物的有效率等于或略小于其针对的靶点在自然

群体中的发生率，那么则认为该药物有效。如

四、精准肿瘤学颠覆传统临床试验模式

基因组学研究加深了科学家们对疾病分子机制的理解，也促进了针对不同类型肿瘤药物的

研发；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如何推进和执行靶向药物的研发策略。精准医疗

的核心是以个人的临床和分子特征为基础，为病人量身设计最佳治疗方案。分子靶向药物

的发展也鼓励了临床试验策略的创新。虽然临床试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要真正实现

精准医疗，现有的临床实验策略仍需很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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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受试者所携带的分子畸变对疗效的影响是随

机的，那么这种随机变量可能被忽略，或通过

重复试验来控制。这种双重控制策略体现了临

床实验的经验和理论科学。在临床试验的历史

里，绝大部分试验的假设都是一个药物对绝大

部分患有同一疾病的患者有效。而生物学知识

则告诉我们，只有当这种疗法或药物针对的是

不同突变造成的共有的机制时，这一疗法或药

物才会有效。对于靶向疾病共有机制的方法，

这一假设十分正确。例如，化疗针对的是各种

癌症共有的机制，因此对多种癌症均有效果。

20世纪末，人们开始担忧由于社会政治特点

（如性别和种族）的不同，患者会对同一治疗

的响应不同。许多临床试验在设计和分析时，

也会把这种差异考虑进去。这种设计出于政治

和社会正义，而不是科学事实。此时临床试验

只发生了最细微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有重要意

义，毕竟种族和性别也是生物分子的表面体

现。

当生物学家发现癌症细胞的基因组发生变

化时，学界也意识到临床试验的设计需要发

生大的改变。由于同一种疾病可能有多种不同

的疗法，不同分型对不同的疗法产生响应，一

时间临床试验设计者们面临着巨大挑战。研究

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疾病分型太多，而受试

者太少。临床试验需要解决某一药物或疗法对

特定疾病分型是否有效的问题，这需要规范而

成熟的方法学。精准医疗下的临床试验设计策

略应当能解决试验的可行性、有效性，以及多

种发生率较低的癌症分型和不断增长的知识问

题。

药物开发现在主要采用两个主要的策略：

明确显示有效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并尽早终

止无效治疗的研发。临床试验的四个阶段也体

现了这两个策略。1期临床的重点是药物在一

小群患者中的安全性，包括剂量测试。2期临

床在一个更大的患者群体中评估药物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并决定该药物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

临床试验。3期临床则包括比较测试，这是决

定该药物能否获得上市批准的基础。4期临床

有时会在药物获得上市批准后展开，用于评估

药物在其他病人群体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

及副作用和长期使用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可以

拓展药物的应用范围，加深研究者们对药物的

了解。4个阶段的临床试验后，相关部门就能

决定一个药物是否能用于治疗某个疾病。但是

在这个模型中，需要随机选择患者，并设有对

照组。

生物标志物是在诊疗情况下可以衡量的

生物特征，常用于选择受试者。富集是在针

对发生率较高的生物标记物时常用的方法。

很多临床试验设计方法都会使用生物标志物

（图1）。这样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的数据可以进行回顾性

分析（图1a）。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也可以集

成到试验设计中，确保特定分型的受试者规模

足够大。生物标志物阳性患者平均分成各实验

组，以确保统计功效（图1b），另外生物标

志物本身还可以用来指导研究（图1c、d）。

随着我们对不同癌症发病机制差别的理解

的加深，传统药物研发模型遇到了越来越多的

问题，尤其是那些发生率较低的癌症分型。使

用传统的对比测试，在不经选择的受试者群体

中证实一个分子靶向药物的有效性的概率越来

越低。例如，如果某一生物标志物在人群中发

生率仅为2%——很多分子畸变的发生率就只

有这么高，那么一项受试者只有50 – 100人的

临床试验里，针对该生物标志物的药物只会对

1个到2个人有效。不幸的是，1%和2%的有效

率在临床试验里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药物研

发会直接被叫停，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临床试

验（假设该药物对该生物标记物阴性的患者无

效）。

临床试验早期评估靶向药物或疗法，需要

选择特定患者，以避免包含那些不可能对该药

物或疗法产生响应的患者。不可避免地，这会

减小试验规模，减少数据。同时，这对临床试

验早期选择对照组也设置了障碍。这些方法引

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例如，测试药物安全性

和有效性，到底需要多少受试者？后续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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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仍需选择受试者，不需要对照组？该药物或

疗法对生物标志物阴性患者的效果如何？由于

常规临床实践中容易出现的诊断错误，生物标

志物阴性的患者也可能接受靶向治疗，那么探

讨这一患者群体对靶向药物的响应也就非常必

要。那么如何积累证据，帮助一个靶向药物得

到监管部门的批准？由此可见，药物研发的整

个过程都面临着重重挑战。还有一些非常基本

的问题，例如发生率较低的疾病分型如何募集

到足够的受试者，以及利用标志物选择患者的

可行性等。还有一些影响药物开发的核心——

获得监管部门的上市批准——的问题，例如如

何获得监管部门所需的数据包。

a 现有随机对照试验中的生物标志物分析 b 非靶向随机对照试验（生物标志物分层）

c 靶向随机对照试验 d 经典随机对照试验

群体

治疗组 对照组

生物标志物
分析

生物标志物
阳性

 治疗结果  治疗结果

生物标志物
阳性

生物标志物
阴性

治疗组 对照组 对照组治疗组

群体

 治疗结果  治疗结果

群体 群体

治疗组 对照组

常规治疗

 治疗结果

仅使用常规检查 生物标志物检测
（可外加常规检测）

治疗组 对照组 对照组治疗组

 治疗结果  治疗结果

生物标志物
阴性

生物标志物
阳性

生物标志物
阴性

生物标志物
阳性

生物标志物
阴性

图1 精准医疗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策略。a，该模式中，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用于解决疗效与生物标志物的联

系问题，受试者招募和分组治疗都独立于生物标志物检测。b, 非靶向生物标志物研究。在该研究中，生物

标志物的检测用于确保有足够的阳性患者，以及各组中阳性患者数目相等。c，生物标志物靶向的随机对照

试验，阳性患者接受下一步试验，而阴性患者则使用常规治疗。d，比较靶向治疗与常规治疗，从整体水平

评估靶向疗法的有效率。R：随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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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为中心的药物研发策略

本篇综述中谈到的诸多挑战，引发了新的

临床试验设计（图2）。比如，伞型研究（图

2a）就通常使用生物标志物检测，把同一种

癌症的患者进行分层，各层患者根据其分子特

征使用不同的治疗。篮型研究（图2b）也根

据分子特征和生物标志物选择患者，但通常只

关注一个（或几个）生物标志物。第一步需要

比较同一分子特征在不同癌症中的发生率（图

2C）。研究者们还需要考虑诸多问题，例如

关注的癌症类型中是否存在某一分子畸变，完

成试验的可操作性，获得肿瘤样本进行分析的

能力等。

靶向药物研发遇到的一些困难，可以通过

总指南策略来解决。这个总指南的部分内容已

被采用（图3和表1）。该总指南通过单一、

多重，而非连续单一的诊断测试来分配患者

（各组接受不同治疗，可能在同一试验中展

开，也可能在一系列临床试验中展开）。这一

方案有时被称为“帐篷”方案。这些研究为患

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也提高了患者筛选和

招募环节的效率。

A型肿瘤 
（肺癌）

肿瘤分子分析

生物标志物1 生物标志物2 生物标志物3 生物标志物4

药物1 药物2 药物3 药物4

A型肿瘤 
（肺癌）

B型肿瘤 
（胃癌）

C型肿瘤 
（结肠癌）

D型肿瘤
（乳腺癌）

肿瘤分子分析

生物标志物1 生物标志物2

药物1 药物2

肿瘤起源器官 分子特征（生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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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靶向治疗临床试验的设计原则。a,伞型研究中，同一类型的癌症患者接受一系列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筛

选。然后，根据分子特征，这些患者被分配到各个组，接受相应的治疗。b，篮型研究根据分子特征而非肿

瘤起源的器官招募患者。c，分子亚型的相对发病率，可以帮助决定选择伞型或篮型研究。分子亚型可以通

过他们的器官来源（左）或分子特征（右）来分类。当一个特定的分子畸变在各个器官的肿瘤中的发生率

都较低时，在适合篮型研究的情况下，分层非常有用。CML：慢性粒细胞白血病；DDR：DNA损伤反应；

ER：雌激素受体；GIST：胃肠道间质瘤；NB：神经母细胞瘤；NHL：非霍奇金淋巴瘤；NSCLC：非小细

胞肺癌；PA：胰腺癌；PDAC：胰腺导管腺癌（胰腺癌）；RCC：肾细胞癌；SCCHN：头颈部鳞状细胞

癌；WT：野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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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病人招募
       和分子测试

提前筛选或未经分子测试或
自己参加过分子测试的患者

临床适用性评估
（获得知情同意）

肿瘤分子测试

多方位评估肿瘤可控性

阶段2：试验分组

阶段1

 可控表型
·生物标志物检测

试验

可靠性较高
的预测假设

·先进的实验
 设计

·晚期研发

待探索靶标

·待评估药物
·不设对照组

 试验
·早期研发

不可控表型

·生物标志物发现/验证

试验

未知靶标

  ·待评估药物
·受试者未经

 筛选

·早期研发

外部试验

·其他药物

标准治疗

·生物标志物
 发现

知情同意 外部知情同意

图3 药物研发的总指南：精准肿瘤学的临床测试框架——寻找患者适合的临床试验。该框架的一个指导原

则是，所有有资格接受治疗的患者都能自主选择治疗方案。这些治疗包括生物标志物靶向疗法，或未经选

择的新治疗方案（可能是试验设计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外部试验）或常规疗法。治疗过程中，如果发现新

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者仍需告知患者目前已通过批准的治疗，以供患者选择。该框架可以由单一机构实

施，但更有效的是，通过统一管理的多机构网络联手实施。阶段1包括病人招募和分子测试。研究者通过医

院已有的测试结果筛选病人，或者招募病人后对病人进行分子测试。阶段2中，患者和临床医生都面临着一

系列的临床试验选择。这个阶段需要单独的知情同意手续。

精准医疗临床试验

研究名 肿瘤类型 所处临床阶段/设计 地点 分组 病人数 试验编号

BISGROVE 所有 临床2期，非随机试验 美国 不适用 84 NCT00530192

IMPACT 所有 临床1期 美国 不适用 1144 NCT00851032

MOSCATO 01 所有 临床1期 法国 不适用 420 NCT01566019

Lung-MAP 肺鳞癌 临床2/3期，随机试验 美国 5 10000 NCT02154490

BATTLE
非小细胞

肺癌

伞型试验，临床2期，

随机试验
美国 4 300

NCT00409968 (伞型)

NCT00411671

NCT00411632

NCT00410059

NCT00410189

BATTLE-2
非小细胞

肺癌
临床2期，随机试验 美国 4 450 NCT01248247

BATTLE-FL
非小细胞

肺癌
临床2期，随机试验 美国 4 225 NCT01263782

I-SPY 2 乳腺癌 临床2期，随机试验 美国 8 800 NCT01042379

NCI-MPACT 所有
临床2期，分层，

非随机试验
美国 6 700 NCT01827384

NCI-MATCH 实质癌
临床2期，分层，

非随机试验
美国 20 3000 伞型，即将进入临床2期

V-BASKET 所有
临床2期，分层、

非随机试验
全球 2 160 NCT01524978

CREATE 特定类型
临床2期，分层，

非随机试验
欧盟 6 582 NCT01524926

WINTHER 所有 分层，非随机试验 欧盟 2 200 NCT01856296

表1 精准医疗研究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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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包含筛选程序的精准医疗临床试验

研究名 肿瘤类型 所处临床阶段/设计 地点 诊断 病人数 试验编号

I-SPY 乳腺癌 临床2期，诊断研究 美国 基因组&成像 221 NCT00043017

NCI-MPACT 实质癌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2期
美国 高通量测序 3000 不适用

VIKTORY 胃癌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2期
亚洲

高通量测序

以及其他
600 NCT02299648

LC-SCRUM
非小细胞

肺癌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2/3期
亚洲 看需要 开放 不适用

AURORA 乳腺癌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1/2/3期
欧盟

高通量测序

以及其他
1300 NCT02102165

SPECTAColor 结直肠癌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1/2/3期
欧盟 高通量测序 2600 NCT01723969

SPECTALung 肺癌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1/2/3期
欧盟 高通量测序 500 NCT02214134

MOSCATO 所有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1/2期
法国

微阵列比较

基因组杂交

技术，测序

1050 NCT01566019

SAFIR 01 乳腺癌
筛选阶段，即将进入

临床1/2期
法国

微阵列比较

基因组杂交

技术，基因

表达芯片

423 NCT01414933

CRUK SMP1 特定类型 筛选中，可行性评估阶段 英国 Bespoke panel 9000 不适用

注释：BATTLE-FL，Front-Line Biomarker-Integrated Treatment Study in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非小细胞肺癌生物标志物治疗前沿研究；IMPaCT，Individualised Molecular Pancreatic Cancer Therapy，

胰腺癌个性化分子治疗；IMPACT，Initiative for Molecular Profiling in Advanced Cancer Therapy，晚期

肿瘤分子表达谱治疗计划；MOSCATO，Molecular Screening for Cancer Treatment Optimization，癌症

治疗最优化分子筛选；MOST， Adapting Treatment to the Tumor Molecular Alterations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晚期实质癌患者分子畸变靶向治疗计划：个性化治疗；NCI-MPACT，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Molecular Profiling-Based Assignment of Cancer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国家癌症研究所晚期实体肿瘤患者分子表达谱治疗；VIKTORY，Targeted Agent Evaluation 

in Gastric Cancer Basket Korea Study，韩国结直肠癌靶向药物评估。

SHIVA 所有
临床2期，分层，

对照试验
法国 10 1000 NCT01771458

MOST 所有
临床2期，分层，

随机试验
法国 5 560 NCT02029001

SAFIR 

02 Lung

非小细胞

肺癌

临床2期，分层，

随机试验
法国 8 650 NCT02117167

SAFIR 

02 Breast
乳腺癌

临床2期，分层，

随机试验
法国 18 460 NCT02299999

Lung

MATRIX

非小细胞

肺癌

临床2期，分层，

非随机试验
英国 21 2000

EudraCT 

2014-000814-73

FOCUS 4 结直肠癌 临床2/3期，随机试验 英国 4 643
EudraCT 

2012-005111-12

IMPaCT 胰腺癌
临床2期，分层，

随机试验
澳大利亚 4 90 ACTRN12612000777897

研究名 肿瘤类型 所处临床阶段/设计 地点 分组 病人数 试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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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试验设计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

适应性设计。传统的临床试验设计会根据之

前积累的结果来修改试验设计，而适应性设计

则是完全不同的。适应性设计能对药物的临

床疗效或安全性进行早期评估，从而更早地

调整试验设计，这种方法具有更灵活等诸多

优点。具体地说，就是根据出现的结果，可

以在早期停止试验，或拓展试验。如果未见

成效，还能尽早去掉一些组别和剂量。这种

方法能更快地识别对药物产生响应的患者，

尽快确定生物标志物和药物 /疗法的最佳组

合。同时这种方法能灵活控制受试人数和数

据产生的速度。最后，它能在一个试验中同

时完成临床试验的几个阶段。由此可见，这

种方法能加快药物研发的过程（图4）。使用

这些方法的临床试验有很多，例如肺癌生物

标志物靶向疗法试验（Biomarker-integrated 
Approaches of Targeted Therapy for Lung 
Cancer Elimination, BATTLE）和基于成像

及分子分析预测疗效项目（Investigation of 
Serial Studies to Predict Your Therapeutic 
Response with Imaging and Molecular 
Analysis, I-SPY）。

A型肿瘤 
（肺癌）

肿瘤分子分析

生物标志物1 生物标志物2 生物标志物3 生物标志物4

药物1 药物2 药物3 药物4

分析

研究终止

重新确定受试群体

继续招募受试者，

拓展研究

药物4 
子研究

药物4 
子研究

图4 适应性临床试验设计。研究者们在试验进行中随之展开分析，或连续评估数据，以此来调整临床试

验。首先，通过分子分析来确定每个肿瘤样本的生物标志物。然后，把每个肿瘤分配到合适的子研究中，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如果药物2没有明显治疗效果，子研究2就可以终止。子研究2的受试者可以重新

分组进入子研究3，这样就扩大了子研究3的受试群体。同时，子研究4的患者群体可以根据对药物响应的有

无重新定义为2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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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治疗进展迅速，近年来多个精准医疗

研究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中（表1）。研

究者们通过把药物和肿瘤的分子畸变对应起

来，运用先进诊断技术筛选病人，的确使肿瘤

患者，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的生存率有了切实改善。此外，免疫调节

治疗在约15%的患者中也发挥了显著而持久的

效果。研究者们正努力探索这些治疗药物靶向

的特定分子机制。病人筛选在这些药物的研发

中起到重要作用，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则被用于

受试者分层。SHIVA的早期项目已获得一些数

据，他们在不考虑常规疗法失效的晚期患者的

肿瘤组织学特点的情况下，广泛评估了靶向疗

法的疗效。虽然没有发现差异，但目前还不能

下结论。

精准肿瘤学现在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患

者和研究团体。研究者们通过复杂的诊断测

试，将患者分到与其分子畸变对应的分子靶向

药物实验组。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和欧洲

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的网站上能看到最新批准的分子靶向

药物。虽然大多数经批准的药物或疗法都针对

单一的生物标志物，但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几个生物标志物的组合可能会有更好的疗效。

多个生物标志物可以显示单一药物的敏感性，

相反，单一的生物标志物可能提示，患者能从

哪几种治疗方案中产生响应。这种重叠是不可

避免的，但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药物研发过程中

如何恰当地评估多个生物标志物。生物标志物

的组合增加了试验的复杂性，对目前的监管流

程也是一大挑战。例如，研究人员如何评估那

些不考虑器官来源的肿瘤疗法，尤其是那些在

特定器官发病率较低的肿瘤？如何评估新疗法

在疾病不同阶段，尤其是在病人此前已接受过

其它治疗的情况下的效果？一个解决方案可能

是应用一种更广泛的方法，例如制定疾病各阶

段以及各种治疗手段报销的不同比例，医生和

患者据此共同决定采用哪种治疗方案。

百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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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药物研发遇到的难题

临床试验早期的结果通常不能预测后期的

药效。小规模早期试验中的偏见可能会提高人

们的预期，但当试验规模扩大，招募挑选性没

那么高的受试群体时，人们往往会大失所望。

目前，研究者可以利用对肿瘤分子机理的深入

理解，分析小规模试验的结果和在分子水平上

定义偏见的来源，以预测新药在大规模试验中

的效果。一个新兴的方法是利用小规模试验来

理解肿瘤的分子机制和药物的作用机制。临床

试验获得的知识，又能为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作出提示和指导，反过来又能完善临床试验方

法——这个过程被称为双向转化（图5）。

合适的病人

（分子亚型或未经筛选的病人）

12位病人
全面检测各个
候选预测性
生物标志物

0 PR
研究结题

继续招募患者

≥1 PR

21 位病人

2-4 PR 或 ≥1 CR＜2 PR

研究结题

全面检测各个生物
标志物，发现新的

生物标志物

不宜调整
生物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假设
（重定义）

＜6 PR ≥6 PR

把受试群体
扩大到30个

·是否需要调整生
 物标志物？

＞4 PR

发现新生
物标志物

发现新生
物标志物

发现新生
物标志物

不宜调整
生物标志物

不宜调整

生物标志物

随机研究
（未经筛选活生
物标志物不变）

重新进入

后期研发流程

重新进入后
期研发流程

随机研究
（生物标志物导向）

图5 早期分层药物研发。早期药物研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小规模试验，通过小规模试验加深对肿瘤分子病

理学的理解，指导正在进行的试验的进展。整个试验过程采用步进法，并且分别在特定节点实现中期分

析、受试群体扩大和分子评估工作。基于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0，CR为完全响应；PR

为部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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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一个目标是确认更多有效的治

疗，提高药物进入后续研发的要求。当前药

物研发投入过高，一旦在后期失败，会造成巨

大的财力损失。而新模式的临床试验能让无效

药物研发尽早终止，避免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浪

费。这样的话，成本得以控制，同时更多的药

物也能进入临床试验评估。研究人员甚至可以

测试一些大胆的生物学猜想，尤其是现在临床

预后较差的肿瘤。随着这些工具的不断丰富和

迅速发展，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切实实施这

些策略。

使用伞型和篮型设计的总指南临床试验，

能同时开展几个阶段的临床试验，提高效率。

然而，肿瘤的分层和治疗的配对还需要更创新

的方法，尤其是在药物的早期研发领域。比如

说，使用传统设计，用来检测靶向治疗的临床

试验可能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患者。图6就显示

了一个针对发生率为万分之一的肿瘤类型药物

研发战略，通过它，可以使用“可实践性指

数”来对各种策略进行分类。每个药物的研发

都会按照这一框架进行，当数据足以得到结论

时，就会进入更重要的研究阶段。

可实践性指数

1
靶向疗法获得批准，

走进临床

目前已获得批准的、
非分子靶向性疗法

2

3
待研究癌症的临床前证据

和早期迹象

4
其它癌症的临床前证据

和药效

5
仅有临床前证据

分型发生率（%）

＜2 2-5 5-10 ≥10 未经选择的

获批准后的4期临床试验，生物标志物重定义

有/无病人分层情况下新生物标志物发现

和标志物选择研究，需要包含随机对照组

随机临床2期

无对照组确认试验
（临床2期）

无对照组寻找现象
试验（临床1期拓展）

图6 临床试验策略。分层治疗策略中的一大难题是分型发生率过低。另外一个难题是证据到哪种程度才算

充足，新药才能进入临床测试的下个阶段。此图展示的方法是已有证据程度、分型发生率的函数，显示的

是试验策略的可行性和目前的监管要求。随着证据越来越充分，试验可能进行下去，这个方法也能融入到

图5所示的步进临床实验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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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患者分层药物研发

精准医疗的发展重点是利用科学，然而，

很多难题都出在操作组件上。这些组件需要

集成多个复杂的过程，如参与者筛选和招募，

以及肿瘤分子检测等。总的目标是“寻找患者

适合的试验”，而非传统试验的“为试验找病

人”。试验方案需要有一定灵活性，能展开各

种治疗（背景知识框1）。

背景知识框1：多药物组合研究

设计涉及多种药物的临床试验时，必须考虑一系列的诊断、方案和操作上的要求。

参与者筛选和招募 必须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法，筛选出发生率较低的疾病分型患者，然后把这批患者放进合适的临床试

验。以病人为中心的临床试验策略通过一个单一的筛选过程，给予患者多个选择。这样的筛查项目通常是区域性和协作

性的。伞型和篮型研究中就包含这种筛查项目，全球性的研究项目也能招募通过不同筛查途径选择的患者。通过多方合

作，参加试验的患者有多种药物可供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药物的专利信息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各合作方使用的诊

断平台和系统应尽量统一或交叉验证，以确保信息的统一。监管机构应该对临床试验运行的方式变化保持宽容的态度。

筛查环节需要可靠的合作伙伴来协作完成。

分子测试 测试平台和筛选/选择算法，需要支持广泛而可靠的肿瘤和病人分析。同时测试平台和筛选/选择算法应该能为

更大规模的，甚至全球性的研究提供可行的药物研发路线，以提高样本使用的效率和数据产生的稳健性。总体而言，分

子测试需要具有成本低、转化性强和广泛可部署性的特点。同时分子检测需遵循公认的标准。

方案 试验方案必须具有高度灵活性，能随时融入科学上的新发现，以及病人和肿瘤生物标志物的新理解。或者，可以

使用验证性开发方案，允许接受不同类型的数据。这样的方案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与其它方案一起使用。它们可以是

模块化的或开放终端式的，并且必须根据集中式管理和伦理审查流程进行有效审查。

提供和实施治疗 必须明确操作机械，确保各个合作机构治疗的病人接受的是同种治疗。监管和道德流程、病人筛查

和招募这两者必须流水化作业，以提高效率。辐射式展开治疗，通过集中药房有效而低成本地为各合作方提供候选药物

（不同商家供应的同一产品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工作需要多个可靠的合作伙伴高度协作完成。

参与者筛选和招募

临床药物开发的常规筛查方法存在诸多

缺陷。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发生率仅为2%的

疾病分型来说，典型的筛查失败率为15%，即

15%的患者筛查会出错。也就是说需要筛查78
名患者才能找到一例该疾病分型的患者，剩余

77名患者都将被淘汰。这种方法的成本也让

人咂舌。使用常规的单变量诊断方法，如免疫

组化或单基因检测，每个样本测定需花费1125
美元，其中包括检测的实施、结果分析、物流

和报告的成本。而这种方法将花费88235美元

来筛选出一名合适的参与者。那么实行一个

受试群体为20人的临床1期试验，就需要筛选

1560名患者，花费 180万美元。

此外，常规筛查过程中，病人体验非常糟

糕，并且结果往往不如人意。病人满怀期望，

参加某个临床试验，但因为不携带某个生物标

志物，就直接被拒之门外。然后，他们需要进

行多次活检，寻找其它的生物标志物，而最终

可供选择的疗法可能非常有限。医生的体验

也非常糟糕：即使在肿瘤样本非常充足的情况

下，他/她也只能筛选有限的生物标志物，可

供选择的试验项目也非常有限。从临床试验操

作的观点来看，这种参与者招募和筛选是不可

持续的，原因包括样本的缺乏，以及患者和医

生不愿参与等。

寻找足够的携带某个生物标志物的患者需

要多个机构的合作。各大联盟需要提供高通量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4848

分子检测方法——同时检测多个生物标志物。

此外，研究者们也启动了一些项目，引导那些

在检测服务提供商那里做过基因等检测的患者

参与到合适的临床试验中。在美国，有很多

这样的项目，例如全国性、多部门合作的针对

实质瘤的NCI-MATCH和针对肺鳞癌的Lung-
MAP项目。其他类似的项目包括欧洲的病人

筛选项目SPECTA、乳腺癌项目AURORA和

日本的肺癌基因测序项目LC-SCRUM。关于

癌症特异性的宣传，慈善组织也参与其中，

例如胰腺癌行动联盟（Pancreatic Cancer 
Action Network）在美国发起了“了解您的肿

瘤”计划。虽然这些模型正在推进精准肿瘤

学，但成本昂贵。如果医疗服务不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这样的项目将难以推广。同时，

患者和临床医生也在推动新方法。这些方法

包括把临床试验和其他治疗选择都放到分子

检测报告中，如基础医学公司（Foundation 
Medicine）的FoundationOne报告，以及加

入医疗建议、病人社区和联盟等信息。这些方

法能帮助筛选发生率较小的疾病分型患者。基

因组健康咨询公司，如Perthera 也参与到了

临床试验大联盟中。还有些机构搭建了网上平

台，以帮助医生和患者在网上浏览可供选择的

临床试验。这些策略可以显著提高效率和提升

病人体验。然而，现在使用生物标志物筛选的

临床试验仍是少数。

临床试验中招募符合条件的病人是一项重

大挑战。如果符合条件的患者比例低，那么就

需要开放大量的筛查中心。这样做的成本非常

高，更令人沮丧的是大部分接受筛查的病人都

不符合条件。随着筛选项目规模的扩大，寻找

受试者的成本会由药物开发商转嫁到医疗保健

体系或研究平台上。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确

定了受试者之后，再在当地展开临床试验。快

速组织临床试验团队的成本可能比大规模筛选

病人的规模小。

分子测试

虽然复合测序能同时检测多个候选基因编

码区，但癌症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需要更高

效的分析技术。利用高精尖技术来实现分子检

测的难题就不必赘述了。目前测试的立足点

是，特定的突变与药物疗效之间存在着比较直

接的关系。尽管临床分级诊断有了较大进展，

实施能揭示对药物响应的患者的分型复合型检

测仍有难度。这主要是由于生物样本处理过程

中对样本的损害。简单的解决方案，如液体活

组织切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可能缺乏广

泛的适用性，尤其是在分析复杂的分子变化

时，这种方法就失效了。除了技术因素之外，

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任何检测到的突变对病人的

影响到底是什么，以及将这一突变作为病人筛

选指标需要的证据。现代高通量系统，如下一

代测序技术，揭示了单一的肿瘤内的精微分子

变化。许多变化不会被广泛报道，因为一些很

可能是肿瘤特异性的（或肿瘤区域特异的），

这些变化相关的临床经验或知识可能非常少，

甚至完全没有。鉴于此，如何利用这些知识，

辅助治疗决策？虽然一个特定的基因突变可能

导致对某种药物的敏感性，但如果我们又发现

了该基因内的其它突变，那又该怎么办？如果

突变潜在的功能性后果还未研究清楚，我们该

怎么办？这些基因突变能否造成类似的治疗敏

感性？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把患者分到各个药物

组的试验设计和诊断算法来解决。不能因为一

个由未知突变定义的患者分层中没有显示任何

疗效改善，就否定这个药物，或这个突变的重

要性。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都能预测临床效

果。为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问题，往往需要结合

伞型或篮型试验，分开检测多种生物标志物和

治疗组合，然后根据临床和功能结果，为已知

和未知的突变赋予权重，这个过程被称为突变

级别划分；权重大的标志物的证据较多，而权

重轻的标志物证据较少。

方案灵活性

临床试验行政审批制度和后勤保障的挑战

是巨大的。二者都会影响响应试验结果，特

别是出乎意料的结果，或外部试验的结果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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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立分层治疗的框架和平台，将有利于使

用“内部方案”响应新知识和新结果，从而大

大增加临床试验的灵活性。

提供和实施治疗

不能产生试验结果的分子分析纯属浪费。

在常规的医疗保健中，高通量测试影响临床决

策的机会非常少，因此获得适当的治疗仍然是

个问题。随时开展个体临床试验也不切实际，

因为缓慢的法律和行政过程，因此必须培养医

药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加快这个流程。多个药企合作伙伴的参与意味

着，候选药物种类更多，对照治疗更多。各个

肿瘤联盟，诊断和监管部门，以及主要的慈善

机构等也在精准肿瘤学临床试验中起到重要作

用。药物组合的方法——通过广泛的合作或联

盟战略实现——是必要的，例如通过集中药

房来提供药物。为患者和医生提供多种有希

望的药物能鼓励他们参与到临床试验中。目

前，只有2-5%的可能合格的患者志愿参加这

样的试验。NCI-MATCH、Lung-MAP和Lung 
MATRIX 项目史无前例地把参与率放在优先

地位。然而，只有当这些策略变得非常普遍，

并且临床试验包含多种该药物选择时，病人和

医疗保健系统才能从中受益。

大部分进展都是通过改变药物开发战略，

使其适应现有医疗保健系统来实现的，因此

非常缓慢。如果卫生保健系统与药物研发不同

步，它可能会阻碍药物研发。而能实现精准医

疗的医疗保健系统，则能大大推动药物研发。

因此为了加快进展，医疗保健系统必须与药物

研发保持一致，以确保在不需要重复临床试验

设施的情况下，测试和实现精准医疗。

展望

近年来，我们对精准药物研发途径的理解

不断加深。在某些领域，靶向药物研发已经

从概念发展到现实。涉及的框架、平台和流程

都足以支持现代肿瘤学药物的研发。创新的临

床试验设计——药物研发的核心组成部分，重

点强调了更好地评价肿瘤生物学、药物疗效和

患者的潜在临床效益。新兴的药物开发模式驱

动多机构的合作，加快进展。通过生成真正的

以病人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我们已经完成了精

准医疗时代的早期环节，也是重要的环节。在

某些情况下，这些环节已经使我们能够为病人

“选择”试验。然而，主要的障碍仍然存在，

我们必须建立与卫生保健系统紧密结合的广泛

框架和系统，加快进展，以尽早实现真正的精

准医疗。

Eason、张洁/编译

原文检索：

1.Samuel J. Aronson & Heidi L. Rehm. (2015)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genomics in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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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ry V. Relling & William E. Evans. (2015) Pharmacogenomics in the clinic. Nature, 526:343-350.
3.Luigi Naldini. (2015) Gene therapy returns to centre stage. Nature, 526:351-360.
4.Andrew V. Biankin, Steven Piantadosi & Simon J. Hollingsworth. (2015) Patient-centric trials for 
therapeutic development in precision oncology. Nature, 526(1038): 3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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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H ot Topics

热点
Hot Topics

超分辨率显微镜揭示活细胞生物过程

将荧光标签和光切成像技术相结合，细胞生物学家们能获得固定细胞样本超

分辨率的内部结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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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种工具的帮助下，科学家们如今能在单分子层面上观察蛋白。

生物物理学家Joerg Bewersdorf指出，

1905年是物理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

一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彻底变革了引

力、量子和原子物理领域，而2006年对于

荧光显微镜领域，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2006年的这次革命主要包括三篇重要论文，

这三篇论文提出的技术第一次让科学家们能

观察细胞内部，追踪各个分子的行为。

Bewersdorf表示，每一个分子都是一个

机器，一个纳米机器。蛋白质能通过折叠、

扭曲、打开或关闭，执行多种功能，包括维

持细胞代谢、生长等多种反应。Bewersdorf
还指出，他们想了解的是，这些分子是如何

通过相互协调来影响细胞的整体状态的。

除非科学家能清晰地看到每个分子的运

作，否则他们根本无法解开这个谜题。光学

显微镜对此毫无帮助，因为超出一定放大倍

数，光散射会造成衍射的图像，而非聚焦的

图像。就是所谓的衍射极限。衍射极限大概

是200纳米，大概是细胞膜的40倍厚。电子显

微镜可以得到更精细的结构——但这些图像

是静态的，而且通过它几乎不可能获得活细

胞成像。

2006年，三个实验室采用了相似的策略

避开了“衍射极限”：使用可自主开关的荧

光探针，每次选择性地打开一些探针进行拍

摄，再通过一系列图像获得所有探针的图

像，然后，将这些图片叠加，进行重建（图

“连接点”）。通过3种技术——光激活定

位显微技术（PhotoActivated Localization 
Microscopy, PALM）、荧光激活定位显微

技术（ f luorescence PALM, FPALM）和

随机光学重建显微镜（stochastic opt 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 STORM）——分

辨率达到20纳米，可以得到单分子层面的荧

光图像。研究人员对这些技术非常感兴趣，

都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技术运用到自己的研究

中。例如，Bewersdorf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实验室使用这些技术对穿过细

胞膜的分子进行了成像。

自2006年以来，这三种技术引发了该领

域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创新浪潮。研究人员踊

跃设计、研发更亮的，对活细胞干扰更小的

荧光探针。多种降低背景荧光造成的视觉噪

声的照明策略，以及结合多种成像方法的算

法也都在研发中。有了这些技术的帮助，科

学家们就能实时地看到细胞内的分子反应。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珍妮莉娅法姆研

究学院（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Janelia Research Campus）的细胞生物学家

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指出，过去几年

里，她最兴奋的事情就是在活细胞中使用这

些技术。使用荧光对单个蛋白进行成像的时

机已然成熟。

基于荧光探针的超分辨率显微镜的分辨率远高于光的波长，能观察到细胞的精微结构。

连接点

图中所示灰色线条是待研究目标。这些
结构已被荧光探针标记。这些探针只有
在被照射的时候，才会发光。

低强度激光重复随机激活各个探针，使
这些探针发出红色荧光。

把多幅图片叠加重建，最后得到该分子
的精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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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亮更持久

2006年发明的这三种超高分辨率显微镜技

术都依靠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GFP，一种从生物发光的水母中提取

的蛋白）释放的光来成像。使用该显微镜时将

这种蛋白的基因插入到待研究蛋白的基因中，

当细胞开始合成该种蛋白时，该蛋白上会携带

GFP，在激光激发下，就会发出荧光。

但这些技术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多数

探针只能释放一定数量的光子，激光会对其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就是光漂白作用。即使

没有光漂白作用，这些荧光探针的亮度也非常

弱。

一种解决方案是运用合成的有机（含碳）

荧光染料。这些染料更亮，但无法在细胞内合

成。通常，这些染料会和抗体结合在一起，靶

向目标蛋白。然而，与抗体结合后，复合体体

积太大，无法穿过细胞膜。同时，抗体体积过

大，与蛋白结合后，会影响蛋白具体功能。

Bewersdorf指出，现在最大的制约因素

是探针。某种程度上，探针决定了荧光显微镜

能走多远。

幸运的是，现在科学家们已研发出一些

新型探针。例如Bewersdorf的团队使用两种

“可调控化学”探针：New England Biolabs
公司的SNAP标签和Promega公司的HaloTag
标签。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将目的蛋白与另

一个蛋白或肽段融合，后者通过特定的化学

反应，形成荧光染料。Bewersdorf等人证明

了，在活细胞内使用两种有机染料，可以达到

50纳米以下的分辨率。这种有机染料既有基

因编码探针的特异性，又有合成染料的亮度。

量子点标签也是一种替代方案。这些纳米

尺度的半导体不仅亮度高、稳定，还能够与

生物分子连接。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生物物理学家Diane Lidke的
实验室使用量子点研究细胞通路。对她来说，

量子点的优点远超其缺点——尺寸。商业上用

的量子点，外面包裹了一层壳，这层壳可以连

接到其它分子上。因此，这些量子点的尺寸

可以达到15-25纳米。荧光蛋白的尺寸不过4纳
米，相比而言，量子点太大了。

量子点的大尺寸意味着它难以进入细胞或

者其它更小的空间，但对于膜外分子、与膜

结合的蛋白来说，量子点则是最佳的选择。

Lidke和她的丈夫（就职于同一所大学的物理

学家Keith Lidke）合作，共同开发了一种在常

规显微镜上使用的、多色彩、快速的单分子追

踪成像方法。

然而，大部分的细胞过程发生在细胞内

部，而荧光探针难以观测到细胞内部。

绿色标签标记的是微管蛋白，紫红色标签标记的

是线粒体。使用传统显微镜观察时，看到的是一

片模糊（第一张小图）。而使用STORM技术观察

到的图像比较清晰（第二张小图），使用更先进

的STORM技术得到的3D结构更为清晰（第三张小

图）。

细胞内部

透过细胞膜是荧光显微镜领域所面临的最

艰巨的障碍之一。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生物物理学家Paul Selvin指出，

虽然只有5纳米厚，然而细胞膜经过了几十亿

年的进化，功能非常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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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vin的实验室设计了自己的量子点，直

径大概为9纳米。这个体积的量子点足以进入

神经细胞、突触之间20-40纳米的缝隙。进入

缝隙之后，量子点可以与促进记忆形成的受体

结合。Selvin还没有把这些小量子点送入活细

胞内，但他认为这在技术上不成问题。

Selvin的实验室正在研究在膜上打孔，然

后迅速合上这个孔，防止对细胞造成损伤。

Selvin指出，他们有效地在细胞膜上打开了

5纳米的孔。该过程中他们使用了一种细菌

酶——链球菌溶血素O来完成打孔工作。即使

在与抗体相连的情况下，荧光蛋白也能通过5
纳米的孔，进入细胞，并与目标分子结合。且

在打孔之后的20分钟内，他们能及时把膜上

的孔缝合起来。

研究者们的一大困扰是，添加标签是否

会干扰目标蛋白的功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生物物理学

家Jie Xiao使用了一种不干扰蛋白功能的策

略。她的探针分子是基因编码的，并不会粘附

在蛋白上。相反，它被合成后，很快会被酶

切割，运输到细胞膜上的特定位置。这意味

着，这些探针并不携带目标分子的位置信息，

但Xiao能够精确计算这些标签的数量，从而

据此算出目标分子的数量，且不影响目标分

子的功能。她把这种方法称为通过切割造成

的共翻译激活（co-translational activation by 
cleavage, CoTrAC）。

据Xiao解释，在活细胞里绝对定量蛋白具

有重要意义。大部分时候，研究者都只能以相

对于其它蛋白的量来定量蛋白。然而，她研究

的基因调控蛋白中仅有少数是同时表达的，而

其它不同时表达的蛋白则难以通过超分辨率

显微镜进行成像。此外，这些蛋白数量的微小

变化能够反映细胞状态的变化。CoTrAC的优

势在于，通过收集细胞膜上不同位置的蛋白，

使用一种荧光分子就能计算多种蛋白产物。这

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刺激多个探针需要花费时

间，而这可能模糊细胞反应的时间点。

照明策略 
得到更清晰的图像的方法除了使用更亮的

探针外，还可以降低背景噪音。德国波恩大学

（University of Bonn）生物物理化学家Ulrich 
Kubitscheck指出，你同时看到样本的好多

层，但每次只有一层是清晰的——焦平面。但

问题是，细胞其它层面会产生很多散射的背景

信号。

一些非目标蛋白具有天然的、微弱的荧

光，这是噪音的来源之一。如果能够有效抑制

这类噪音，图像的对比度和清晰度就能得到较

大提升。

因此，研究人员正在不断改进光激发的模

式。Kubitscheck的实验室利用光切成像显微

镜产生了一种非常薄的、从侧面精确聚焦于样

本层面的激发光。该实验室使用的玻璃皿下方

和侧面都是透明的。激发光从侧面入射，能形

成200-300纳米厚的光，从而可以从底部开始

观察样本。Kubischeck使用这种方法，成功

观察到了RNA分子由核孔进入细胞质，并在

此指导蛋白合成的过程。

莱卡、蔡司等显微镜供应商都供应光切成

像显微镜。有光学专家的团队也可以在传统显

微镜上搭建光切成像系统。

在光切成像技术的基础上，PALM显微镜

的研发者、珍妮莉娅法姆研究学院（Janelia 
Research Campus）的物理学家Eric Betzig
研发了栅格激光层照显微镜（ latt ice l ight-
sheet microscopy）。珍妮莉娅研究学院的细

胞生物学家、Betzig的合作者Zhe Liu表示，

该技术可以产生一个厚度为300-500纳米的光

切面，但真正的优势在于光的结构。该结构可

以形成移动的三维网格，连续照射样本的各个

层面。Liu指出，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以延

长对样本的激发时间，因为未被聚焦的分子都

不受激光影响。使用这种方法，还能捕捉三维

图像。三年前，当该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时，

Liu就第一次使用它来检测维持干细胞自我更

新能力的蛋白簇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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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激光层照显微镜还未上市，蔡司公司

正在努力开发中。在该产品上市前，想使用

这一技术的团队恐怕都得自己搭建这一系统。

Liu提醒到，这一平台搭建起来非常麻烦。

Betzig等人也开展了各种讨论会，以帮助那些

自己搭建平台的研究者。

动态成像

新型探针和新的照明技术的结合，开

启了生物基础研究的无限可能。Lippincott-
Schwartz指出，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们仅能

了解细胞内的结构，但现在他们可以进一步挖

掘这些结构运行和相互反应的机制。 
在珍妮莉娅研究学院， L i p p i n c o t t -

Schwartz等人利用栅格激光层照显微镜——

她称其为“真正的变革性技术”——来观察

细胞器和蛋白的相互作用。他们已经观察到

了酶与内质网（细胞内蛋白质合成与折叠的

膜结构）的反复互动。内质网通常被认为只

是蛋白质分泌的细胞器，但透过这些现象让

Lippincott-Schwartz有了不同的想法——或许

内质网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蛋白质分泌，它与其

它细胞结构的沟通非常频繁。

对于这类研究，研究团队需要的不仅是正

确搭建和使用系统的光学专家，还需要会设计

合适的算法的IT专家。据Lippincott-Schwartz
解释，这些需要真正的专家，一知半解是不够

用的。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实验室缺乏超分

辨率显微镜成像和算法的经验，该团队可以向

共享设备平台的专家求助。但她认为，成像数

据的收集和分析需要设定一些标准，否则数据

很容易被错误解读。

单分子成像的复杂性意味着数据过滤、

控制和分析都十分重要。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神经生物学

家、研究突触中分子运动的Antoine Triller表
示，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想提醒各位进入超分

辨率显微镜领域的研究者，要么你自己有良好

的统计物理学基础，要么找个这方面的专家合

作，否则容易竹篮打水。

虽然进入该领域困难重重，但一旦掌握这

些技术，收获也十分诱人。Triller指出，活细

胞单分子成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观测和测量

的生物参数。这些参数能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学

说，刷新我们对生物的理解。

张洁/编译

原文检索：

Marissa Fessenden. (2016) Illuminating life's building blocks. Nature, 533(6263): 565-568.



5757575757575757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5858

H ot Topics

百态
Amazing Lives

图1. 喂养策略。美洲骨顶鸡（American coot, Fulica americana）的亲代喂养孩子的策略是：在一个繁

殖周期内，中途喂养特别灵巧和色彩特别丰富的小鸟。哺育之初，亲代会优先给最靠近自己身边的小鸟

喂食，几天之后自动转向体型较大（较早孵出，具有竞争优势）的雏鸟。但在饿死一两只小鸟之后，它

们就会反转自己的偏好——优先喂养最弱的存活者，有时甚至会在喂食时啄两下最强壮的几个孩子。

你确定“娃娃们”真的是在乞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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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包含143种鸟类的荟萃分析发现，亲代对子代乞食的反应呈现极大的多样化，同时表明，鸟

类亲代的喂食策略依赖于环境因素，诸如对食物供应的预见性以及质量等。

自家的小鸟破壳而出了！鸣禽父母们可没

空庆贺：孩子们刚孵出两周不到，它们就要

不辞辛苦地来来往往，把捕捉到的2000多只

小猎物运送到老巢。鸟儿们知道，食物能够把

赤裸而怕冷的初生小家伙们变成温暖、羽翼丰

满的小飞机——20倍于原体型。每当它们把

食物送抵鸟巢时，都会见到孩儿们发出的“乞

食”信号。那么，这些信号都意味着它们饿得

可怜吗？如果不是，那隐藏着什么秘密？

2 5年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意见

是：小鸟诚实地表达出自身需求的信号，

接收到信号的父母则优先喂养孱弱的幼崽。

但是，Caro等人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的文章显示，问题恐

怕没那么简单。他们发现，许多鸟类的亲代并

不很喜欢最弱的孩子，它们总是想把家里的食

物预算充分分散给别的娃儿。因此，尽管有些

种类的幼鸟可能真的会乞食，但多数情况下都

是在傲娇地表现自己。实际上，子代对亲代发

出的信号可做为了解动物间寻常交流的测试范

例，因此，Caro等人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使人

们对这类问题产生新的认识。

1991年，人们提出需求信号模式学说，这

是较早时观点（用以解释某些鸟类艳丽的性炫

耀）的精炼版，却更具煽动性。根据这个“不

利条件原理”，雄性在求偶期的自我炫耀会因

发出信号的成本而削减（例如，被猎捕的风险

会限制孔雀开屏的大小），因此，也只有最强

的雄性能够承受得起这种华丽的展示。

但是，若把这个理论应用到乞食上面，那

么核心逻辑就必须发生反转：代价最高的信

号主要该由那些最不可能承受的动物去完成。

该理论假定较强的雏鸟会停止发出信号。那

么，怎么解释它们会默认以这种方式凸显自己

呢？亲缘选择理论（个体为了亲属利益而牺牲

某些自身利益的行为），只有在有指示性回报

时——在这种情况下，其它亲属会自愿提供帮

助。然而，尽管现场和实验室经验研究者曾经

一窝蜂去研究乞食的现象，却忽略了这种间接

补偿的假设。结果这方面的文献激增：在需求

信号假说发表之前，若你在某科学网站上搜索

“后代”以及“乞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

论文；但自1992年始，相关发表论文增至几

百篇，且大多数支持信号需求假说。

可是，如果关于某个现象的研究在大家脑

海里只有一个假说的话，那么标准就会下降。

其实，后代的“需求”定义源于正式进化过程

（个体对未来繁殖的期望），只是这类因素不

便进行精确量度。于是，许多原先推崇“渴求

需要”的人们转而支持需求信号学说。问题

是，就算子代被填鸭式喂食，仍有可能会死于

营养不良，那么，一只健壮的雏鸟就可能通过

简单的放弃来制造饥饿。这在许多鸟类中都得

到了验证：雏鸟们通过放弃食物来诱发扩大化

的乞食行为。只是，这种行为恐怕与未来的繁

殖潜能无关。毕竟，渴求不等于需求。

有意思的是，早在需求信号学说提出的前

一年，就有人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品质

信号”说，即亲代通常青睐较强壮的子代而非

弱者，虽然该观点不幸被埋没，但至少有一篇

长论文进行了阐述。其实，它宣扬的根本就是

性信号学说的效仿，因为前提都是没有反转的

信息和自发的放弃。该学说认为，强壮的子代

在本质上是在炫耀。品质信号概念符合经典的

生命史理论——亲代通常自主促使孵化缩减，

以产生子代差异。比如说，它们对某些蛋会

晚孵1-2天。如此一来，如果食物供应无法预

测，子代差异就会产生竞争的不匹配，最终会

促使家庭规模受到缓慢的修正。

Caro等人表示，上述两种子代信号系统

都可能在自然界中出现，这是因为生态学的现

实情况限制了亲代所能希望完成的事情。在他

们的荟萃分析中，作者对143种鸟类面临的关

键环境特点、质量以及它们对食物供应的预见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6060

性进行了评估。然后，他们以子代生存率（以

高生存率与低生存率进行对比）和/或实验室

操作（加减孵化或食物的数量）为基础，对环

境质量的变化进行评分，并通过亲代执行的策

略推断它们对食物供应的预见性（主要为是否

同步孵化）。

结果，研究者发现，这些生态学因素与子

代发出的信号紧密相关。同时，血亲内的喂

养偏好促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亲代策略。当食

物供应情况相对可预见时，自然选择会使亲代

优先选择与家庭规模匹配的指示性食物预算

（在食物缺乏的时候孵较少的蛋）。在此情况

下，对于所有家庭成员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

整窝蛋都存活，这样延后孵出的小鸟就应该更

多地乞食，并优先得到喂养，也就不会出现同

室操戈的情况。相反，在供应不稳定的条件

下，亲代最好的做法是先多生多孵，随后，在

必要的情况下，再根据子代规模或者其它身体

特征（降低行为信号的作用）进行精简。不

过，某些种类的鸟儿——比如美洲骨顶鸡，

（American coots / Fulica Americana, 图1)，
却会在中场改变它们的游戏规则。它们先让体

型较大的雏鸟充分享受体型优势带来的优先照

料，直至出现子代数量减少的情况，才开始主

动喂养活下来的最小雏鸟。

Caro等人通过证实子代信号的多元化，

鼓励大家提出进一步的解释。有一个假说公认

比“品质信号说”和“需求信号假说”更简单

明了，它不需要雏鸟掌握任何关于其远景期望

的“内在信息”：包括高等（指示质量）和低

等（指示需求）；而只需要在已知“隐藏”信

息——受到饥饿困扰——出现的基础上就能运

转。再加上“公共领域”信息（比如体型）和

子代的信号系统就完全可以回答一般（然而有

用）的问题了，比如：“谁能得到下一条虫

子？”这样能够帮助父母迅速作出分配食物的

决定。同时，当亲代已知目前的食物供应条

件，在面对“最先牺牲谁”的黑暗问题时，

也能依靠明显的线索（比如体型和活力）来

作出决断。饥饿信号假说有着强烈的实验支

持，这恐怕也是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的一个好例证——需要最少假设的假

说往往最有可能正确。

文佳/编译

原文检索：

Douglas W. Mock. (2016) Some begging is actually bragging. Nature, 532: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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