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大家的到来，谢谢 julia 和其他 simons 基金的工作人员热情的招

待和欢迎，使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漂亮的崭新的演讲厅。我也要感谢和

欢迎所有在线的观众。今天晚上主要是我做一个简短的演讲，然后是

Ben Philpot 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他所进行的一个很有希望治愈 rett 的探

索方案。多年以前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演讲，今天是对一些发展做一次

更新。多年以前，我不需要老花镜，但是时间在行进，现在我要需要

了。（玩笑） 

我现在就开始简单解释一下 rett 涉及的各种基因突变及其原因，稍后，

我要说一下一些针对特定突变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先来捋一捋突

变，第一种是错义突变。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这些氨基酸是由核

苷酸构成。错义突变就是在核苷酸基上发生了一个错误。这样，一种

特定的氨基酸就被另一种氨基酸替代了，一个小小的核苷酸基的突变

就导致 rett。其次是移码突变，它基本上是加入或者删除一个或多个核

苷酸基，由此扰乱了氨基酸的顺序。无义突变是 X 染色体的终结符。

每个蛋白质都有一个终结子，这个终结子用来告诉蛋白质：到此为止

你就被制造完成了。但是有时一个突变会导致一个终结子的替代物早

熟产生了，就是说，一个终结子出现在了它不该出现的地方而造成一

个蛋白质提前终止而形成无义突变，基本上也被叫做截除突变。还有

一些诸如大段缺失，造成蛋白质分子的一大块丢失了。我会稍后再来

讲述这个。 

我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来自那些刚刚诊断为 rett 的孩子的父

母，这就是：现在，我知道我女儿的突变，我怎么才能知道她的未来？



她能走路吗？能说话吗？她能有一些手部功能吗？事实上，很难把基

因突变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关联起来。这里，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会影响

将来孩子的症状如何发展。 

x 染色体的沉默模式和修饰基因是两个重要的事情。这里大家都知道

rett（所有）女孩有两条 x 染色体，一条来自父亲，一条来自母亲。其

中一条是含有 mecp2 突变的，另外一条是完全正常的。所有的女性都

会在她生命发育非常非常早的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受精卵 5

到 6 天的阶段，沉默掉其中一条 x 染色体。这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

一些细胞里，是一条 x 染色体起作用，而它们周围的细胞，却可能完

全相反，而是另一条 x 染色体起作用。有时，也会发生某种倾向性，

就是一条 x 染色体比另一条更容易激活。这样，如果这个倾向性是有

利的，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正常 x 染色体被激活，而变异的那个被沉默。

这种情形下，rett 的症状就会轻微。然而如果相反的情况发生，含突变

的染色体更多被激活，那么症状就会相对严重。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

例子，来自巴尔的摩的一对孪生双胞胎姐妹，她们有同样的基因背景

和相同的突变。一个孩子的随机倾向性是 50-50，所以，她有典型的

rett 症状；另一个却有有利的倾向性，她的功能就要好的多。她能说话，

骑自行车，拉小提琴。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倾向性会产生什么作用。 

另一个会发生的现象是修饰基因。每种疾病都有修饰基因。比如，想

象两个每天都抽两包烟的人，一个得了肺癌，另一个没有。那个没有

得癌的人的基因里有一种有利的补偿性突变使他能对抗肺癌。对于胆

固醇也有类似的现象。一些人的饮食脂肪很高，但是体内胆固醇却很



低。这是他们的基因背景给了他们这样的能力。这里有两幅来自

PLOS（意大利基因学家期刊）的图片。每幅图片都是展示了一对姐妹，

她们有相同的突变，x 染色体沉默也是平衡的，但她们的症状却相当不

同。一个有典型的 rett 症状，另一个的能力却高得多。我们猜想背后

的原因可能就是修饰基因的作用。修饰基因是 rett 病症研究非常重要

的一个方面，我一会再回来说它。 

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幻灯片。它展示了所有目前寻求治疗或者根治

rett 的途径。我们会挨个对它们详细阐述，但不是现在。先让我们看看

三个主要的框架：把 mecp2 作为靶标，抑制基因（也就是修饰基因）

方案，和下游靶标方案。我要挨个和你们说说这三个领域。离我们比

较遥远的是基础研究，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尝试找到 mecp2 是如何工

作的，我们资助了一些项目，包括 mecp2 协会，它由三个实验室共同

合作试图找出 mecp2 蛋白如何工作以期能够凭借这个为我们打开一扇

新的大门。 

第一个我要讲述的是激活沉默的 mecp2.我不会去讲很细节的东西，

因为一会 Ben Philpot 会说到的。我只想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个途径我们

特别地感兴趣。我喜欢这个方案是因为它真正从根本上攻克 rett，而不

是从下游症状上。Rett 的问题在于 mecp2 突变，然而，每个 rett 女孩

的每个细胞里都有一份正常的 mecp2 等位基因。只不过它们中差不多

一半是沉默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途径，把那些正常的 mecp2 等位

基因激活，从根本上说，我们就能基于反向诱导来治疗或者治愈这样

的疾病。我们不需要象基因修复的方法那样把正确的基因递送到每个



地方。它本来就在那里了，我们只需将它激活。对付 rett 时，我们也

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太多的 mecp2 也是一件糟糕事，这我们从

mecp2 冗余综合症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孩子没有 mecp2 的突变，但是

却有一份多余的 mecp2 基因，这样导致的神经系统障碍也是非常严重

的。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疾病通常发生在男孩而不是女孩身上。

凭借激活沉默的正常 mecp2 的方案，我们不需要担心 mecp2 的剂量。

并且， 终我们也不需要了解 mecp2 的功能。经过多年的研究，

mecp2 蛋白的功能仍然难以捉摸。而凭借这个方案，我们不需要知道

了，我们也不需要知道下游的标靶或者基因。因此，我们资助了 4 个

实验室去尝试这种策略。每个实验使用不同的测定标准，不同的分子

实验室，不同的化合物， Ben 一会儿会详细阐述。 

我想多说两句关于 Michael Green 的项目。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这

一周才拨款资助的新项目。它是一个 75 万美元 3 年的项目。michael

不是去激活静默的 mecp2，而是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策略，他寻求激活

所有两条 x 染色体。这在 x 染色体沉默研究领域有些激进，有争议性，

因为传统信条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担心它引起非常糟糕的结果。

Michael 有数据说明那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在发育的晚些时

候将 x 染色体都激活是无害的，但是，在发育早期激活却是有害的。

我们还不知道结果，这是一些实验，在尝试以前，我们不知道会怎么

样。我们愿意投资，看看是否激活全部 x 染色体是有益的。因此，这

是个新的项目。 



现在，我们转而谈谈基因修复。基因修复有着一条崎岖的发展道路。

第一个基因修复的试验是在 1990 年进行，目前在美国还没有一个

FDA 批准的基因修复的治疗案例。在欧洲，有一个基因修复治疗被批

准，在中国也有一个被批准若干年了。但是，近几年这个领域有了巨

大的进展，所以我们有理由乐观。你能从图表上看见现在有好多实验

室在进行 rett 基因修复的研究。概念其实非常简单：你有一个基因突

变，靠基因修复的方法，你尝试把健康的基因输送到细胞里面去，方

法就是依赖于某种运送工具的东西，它扮演着特洛伊木马的角色。有

很多种运送工具，每一种都有它们各自的特点诸如如何运送它们，它

们影响哪一类细胞。我们在纽约州的 westchester 郡 11 月有一个会议，

这是首次所有致力于 rett 的基因修复师聚首几日，分享数据。不同是

实验室有不同的结果。我不认为基因修复的临床试验已经是箭在弦上

了，我想还需要很多基础研究，但许多初步的数据已经显示这有可能

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下一张我要讲述的幻灯片包含 3 个不同的方案。第一个是提高原生型 

MECP2，也就是提高正常细胞产生的 mecp2 水平。如前所述，rett 女

孩是拼合型 mecp2 突变，这意味着她们 mecp2 基因的数量是正常的，

只不过在一些细胞中存在突变，这样很多情形下，在这些细胞中

mecp2 的水平可能就比较低。因此 Huda Zoghbi，发现 mecp2 突变是

rett 致病基因的科学家，带着一个项目找到我们，说她想检验自己的一

个猜想，就是如果我们增加那些正常产生 mecp2 的细胞以多产生

mecp2，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通过某种途径复原神经网络吗？我们

不去触及那些已经产生突变的细胞，只是增加正常细胞以多产生



mecp2.  这个研究正在进行。如果她发现这实际上是无害而且有益的，

那么我们将进入项目的第二步：针对 rett，筛选出那些能提高 mecp2

水平的化合物；针对 mecp2 冗余症，筛选出那些能降低 mecp2 水平

的化合物。 

通读化合物是一类针对无义突变的药物，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第一张幻

灯片想要描述无义突变的原因。无义突变是有早熟的 x 染色体上终结

子。通读化合物基本上能消除这些终结子而实际上取代以一个不同的

氨基酸。治疗的可能性在于它不是替代出那个应该出现的氨基酸，而

是替换以另外一个氨基酸，这样希望 终结果能够减轻由早熟终结子

造成的严重症状。 

此外，我们还有药理伴侣。这是一类以导致错误折叠的突变为目标

的药物。有时候在一个蛋白质里会发生一种突变，这种突变导致蛋白

质以不应该有的方式发生折叠。所以 终你会得到一个有错误折叠的

蛋白质。针对一种特定的突变，这些药理伴侣被专门设计来使蛋白质

按照它应该有的方式重新折叠。这项研究也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但已经有一篇论文，确切说是两篇（研究这个方案）。其中，一篇是

Adrian	  Bird的文章，表明Rett综合征的一种 常见突变类型，T158M突

变,就导致了错误折叠问题，因此可以寻找药理伴侣以帮助重新折叠和

重构正常的蛋白质。这是一件需要针对具体突变去寻找的事情。首先

我们需要检测是哪种突变导致了错误折叠,然后才能够针对这种突变去

开发特定的化合物。这种方法与基因治疗,激活沉默的MECP2这些更具

有普遍性的，可以应用于任何突变方法不一样。 



下一个范畴是修饰基因。这是RSRT资助有一段时间了的项目。它是

在Baylor的老鼠遗传学家Monica Justice实验室进行的。这个项目是我

2006年组织的Rett综合征会议上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这是一个约100

人的会议,我召集了大约24人的在一个非常早的清晨开了个会，大约早

上6：30的样子，是一个会前预备会，,我问与会者能否提出一些高影

响力/高风险的，目前没有在进行，却能推动这个领域向前发展的项目。

他们集思广益的几个项目和其中一个脱颖而出，就是修饰基因项目。

这个项目在老鼠身上做实验寻找那些使得rett症状不要那么严重的突变

基因，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两同胞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听他们表述这个项目的基本原理的时候，我感觉这仿佛象

大海捞针。但实际上，它已经变得具备可行性，并且已经开始产生一

些结果了。他们所做的是给雄性正常的老鼠 ,不是rett老鼠，注射一种

药物，这种药物诱发精细胞的变异，然后和rett雌鼠交配。一定比例的

后代将会从父亲那里遗传变异的基因，而从母亲处遗传的有缺陷的

mecp2，然后观察（挑选）那些比典型的rett老鼠有比较好的行动能力

的。成千上万的老鼠筛选下来，以15%的筛选率，Monica Justice目前

已经找到5个修饰基因。有一个在我们已经比较了解的生化通路上，对

此有一种药物。她已经在老鼠模型上测试了这个药物，并观测到改进。

这是这种方法可行的一个真正的证据。我们已经承诺为她募集资金，

去做50%筛选率的实验，大概要两年做完。基因测序和寻找修饰基因

的成本正在下降，等用掉一半的资金后我们要进行再评估，然后再付

出另外一半。我们所希望的是用3年时间，得到一个老鼠身上的所有修



饰基因的清单。到那时，我们再给清单上的基因排一下优先级，找到

那些我们已知生化通路上的，有药物存在的基因。这样，如果有现存

的FDA批准的药物存在的话，我们就能很快地进行临床试验。我喜欢

这项研究是因为它是无倾向性的，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mecp2的工作

机理，和它所涉及的各种生化通路。目前，她已经发现的一些修饰基

因可能根本不是我们正常猜想的和mecp2有相互作用的修饰基因。 

  再下一个讨论的是除却刚才我提到的剩下的所有方案，即所谓下游标

靶方案。这里是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改进症状的一些药物。大概，这些

药物都无法根治 rett，但它能改善某些症状：呼吸问题，惊厥，运动。

例如，IGF-1 就在这个大类里面。Neuren 药物（在 Baylor 所进行的一

个试验）也归于这个大类。你们所听说的很多论文，比如 ketamine，

一种 David Katz 论文里面提到的药物，表明麻醉剂或许是有用的。它

也归于这个大类。基本上来说，这个大类所涉及的工作就是在动物身

上做实验，或者如果机理了解比较透彻的，FDA 已经批准的比较安全

的药物，也可能直接用到孩子身上做小范围临床试用。 

这里我想花一点时间谈谈在用小鼠做研究时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及大家

在阅读一些文章和报道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我想，需要注意的一

件事情是该研究是否是致力于症状的逆转，即被给予了药物或施行了

治疗手段后有症状小鼠的症状就消失了或者一些症状不会出现。所以

在文章或报道里说，发病前期 2,3 周龄小鼠时，它们是一些还未出现

症状的老鼠。那么阻止症状的出现，延迟症状的出现，和使得已有症

状的老鼠复原是不同的两回事。 



  另外，当你看 Rett 文献时会发现，大多数试验用的都是雄性，而不

是雌性小鼠。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雄性小鼠出现症状更早，大约是

在 4~6 周。而雌性小鼠基本上到 6 个月才出现症状，到这时，雄性小

鼠的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差不多会死掉了。然而，雌性小鼠一般都

有正常的寿命，而且症状更轻微。因此，从节约成本和更容易观察改

善情况来说，用雄性小鼠做实验更方便一些。实际上，大多数科学家

只用雄性小鼠做，他们中一些人在雄性小鼠实验中观察到效果以后，

会再用雌性小鼠做。我经常被问及这个问题，因此认为有必要说说。 

    另外一个在一般科技文献中，而不仅仅是 Rett 方面，需要引起注意

的是真正严格研究的重要性。所以这意思是说统计可靠性(即能检测到

区别的足够多的老鼠样本)。科学家进行这些实验是双盲和随机的，需

要很多精力。而且工作是需要独立进行确认和认可的，这些我们都要

意识到。 

    现在我们谈谈药物发现的流程。如果你是从头开始做，得花5~10年

做基础研究，然后是小鼠或者其他动物的临床前试验，接着才是药物

安全测试的临床一期，这时还没有检验药效，即药物有没有帮助，而

仅仅是看药物有没有毒性。临床二期是小规模的患者测试，检验药效

和安全性。 后才是检验药效的大规模的临床三期。我们采用的每一

种治疗方法都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做。比如Ben Philpot项目如果 终能

够找到激活MECP2的药物，而这种药物又是FDA批准了的，那我们就

可以直接进入二期。其他像Neuren的药，IGF---‐1或者Ketamine也是这

种情况。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发展一种针对特定突变类型的药，那需要



花很长时间。所以当人们问我需要等多久才能够治好Rett，我希望有答

案，但现实是没有！这取决于诸多因素，而且答案也不会只有一个。 

目前有一些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我把这些分为基础研究项目和产品

项目。在产品项目方面，利用Edison 制药生产的一种药物EPI---‐743，

在意大利开展了一个临床试验。EPI---‐743是一种用于线粒体疾病的药

物。在这个试验中，我们希望这种药物能够治疗Rett中出现的氧化性应

激。还有一个利用Neuren制药生产的一种非常接近于IGF---‐1的药物试

验，这个试验是在Baylor开展的。这种药物用口服代替了注射，它被认

为比IGF---‐1更容易通过血液和大脑屏障。因此这项试验计划对10位

Rett儿童或成人进行公开研究。现在正在招募实验者。我们也有两个基

础研究项目。一个是在Boston开展的IGF---‐1试验，另外一个是在

Kennedy Krieger, Johns Hopkins开展的dextromorphan试验。RSRT

承诺为这个试验提供资助。一种用于MS治疗，称为Copaxone的药物，

它被认为可以增加BDNF。BDNF是一种生长因子，在Rett小鼠体内就

缺少这种因子。多项研究表明，提高BDNF水平有助于症状的改善。对

10位接受实验者将进行为期6个月的试验，以观察是否有帮助。如果有，

随后将进行更大型的试验。（听众提问：这就是由Sasha Djukic开展的

试验吗？是的，就是在Montefiore进行的那个试验）我们也打算支持在

以色列开展的一个小型试验。这样可以有两个独立试验来验证结果。

现在我们在等待IRB的批准，但这不会等太久。 

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迎来了罕见病的机遇期。我们认为

Rett就是一种罕见病。患者人数不多，制药企业从中不会赚到很多钱。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获得这种病的治疗药物呢？其实以前对像Viagra, 

Prozac 和statins这些大品种才有兴趣的制药企业对罕见病也开始关注

了。现在大的制药企业都成立了罕见病的部门。在为此的各种动机当

中有一条是，许多大品种药物都面临着专利到期的问题，而一旦专利

到期了，大制药企业就会失去很多收入来源，为了弥补收入，他们 

就必须寻找新的机会。显然，罕见病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l �这里没有激烈的竞争，有的是许多空白。孤儿药的现状会给你更

长时间的专利保护。 

l �罕见病的临床试验比降脂类药物还要便宜的多的多，所以只要花

很少的钱。 

l �每一位患者都急切的希望参加试验，因此更容易招募到接受试验

者。 

l �	  FDA更快速的审批。 

l �	  因为患者人数少，可以得到更高的要价。 

所以，罕见病现在是一个在业界非常热门的领域，我想这对我们是

一个极大的机遇。在过去的 6 到 9 个月里，我和业界进行的会谈比我

过去 14 年加在一起都多。 

Rett 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有利之处：它是单基因疾病；它有很好的动

物实验模型；它没有神经退化疾病，这样至少在老鼠模型上，甚至在

发病晚期，可以逆转。这些都是业界所寻求的有利点。目前业界还没

有立即准备将资金投入 rett 项目上，但是有希望的是这将会改变。我



看到诸如象 rsrt 一些组织的角色是扶植这些项目，带它们成长起来直

到药物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基本上，我们必须要降低风险。药物公

司不想在早期承担太多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投资并且推动这些科

学的进步，直到药物公司觉得适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合作，并且

投入大量资金。只是他们需要感觉到更安全，不用承担太巨大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的角色。 

请提问。 

听众：一个过时的问题，你说过修饰基因对所有突变都有效，还是仅

仅是作用在特定的突变上？ 

答：好问题。我猜想我不确切知道，但是，我要说修饰基因应该是广

谱的，不应该是针对特定突变的。但是我猜想直到我们真正揭示它们，

以及它们的作用机理，修饰基因和 mecp2 的相互作用之前，我们不会

确切知道。 

另一听众：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空中楼阁，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方

案----我们的女儿在不同时间采用不同解决方案会发生什么。我们实际

上能做修饰基因治疗吗？或者做另外一个什么治疗。。。？ 

Monica：你不能同时参与多个临床试验，每一个临床试验都有它自己

的一套标准。某人可能想你去参加一个试验之后给你若干月，或一年

的免费治疗。我不知道，也许。我不认为会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答



案。当你参加一个临床试验的时候，你必须搞清楚这个试验带来的好

处仅仅是一个尝试，并不意味着他人也行。 

听众：你认为医生或者科学家将会寻找组合方案吗？ 

答：我认为绝对有可能。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一种药物可以

激活一定数量细胞里的沉默的 mecp2 基因，但不是全部。在 rett 的治

疗里，我们必须激活一定数量才行，如果我们能够组合采用基因康复，

大脑深度刺激，骨髓移植等等，这就是一种组合疗法。理想情况下，

当然我们不用。理想情况，一种方案就能搞定，只是事实可能并不如

是。特别要说，当我们针对下游基因运用不同药物时，这也是一种组

合疗法。 

听众：我注意到你没有提到骨髓移植 

答：如大家所知，我们一直在资助一些确定性研究，另找一些实验室

在做相同的试验，尝试去证实试验结果，而另外一些研究的确定性研

究则还没有做。在确定性研究没有做以前，我不能说太多。比如，我

们也在等待雌性老鼠的试验数据，是早期干预使症状不要发生？还是

晚些再干预以改善症状？这些研究都正在进行中。 

听众：那是你所说的基因康复吗？ 

答：不是 

听众：你会把它（骨髓移植）放在哪个框架下？ 



答：放在下游症状框架下。那不是一种药物，是一个医疗流程。另外

一个我要放在下游症状框架下的是脑部深度刺激。有几个实验室在做

的就是深度脑部刺激。深度脑部刺激是一个针对帕金森症，忧郁症的

一种医疗程序。基本上就是放一些电极在脑部然后刺激大脑。他们也

正在做老鼠模型。它也可能会是一种混合疗法。 

总结： 后，我想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 simons 基金，也感谢那些努

力募捐的人们，使得这次演讲成为可能。很多组织与我们并肩，以色

列的 RSRT，英国 RSRT，Girl power 2 cure，kate 基金，我们的信托

人，我们的募捐者，很多今天到场的人，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做到目

前这些。感谢你们。 
完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