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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述旨在于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以下缩写为 DMD）治疗方法的研究

进展，描述每种治疗方法的优缺点，并列出这些新治疗方法从实验室进入有患者参与的临床实

验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种障碍。 

备注：研发 DMD 治疗是一个飞速发展，包含广泛内容的大领域。在一篇简要概述中不可能囊

括每一方面的内容。因此，本概述提供主要的治疗方法全面的发展。 

一份由 Gȕnter Scheuerbrandt 博士翻译成几种语言杜氏疗法的补充概述，也可以在 DMD 本节找

到。链接线可以在这个页面的左侧底部找到。 

 

 

问题 

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以首次报导该病的法国医师杜兴（Duchenne）命名，缩写为 DMD （人类

门德尔遗传病库 OMIM 编号 310200），发病率为每 3600-6000 个男孩中就有一人患此病。 本

病是由 dystrophin 基因突变导致，该基因位于 X 染色体短臂 Xp21.2 基因座。 

在肌肉细胞中，dystrophin 基因被翻

译成 dystrophin 蛋白。该蛋白的主要

功能是将肌纤维骨架与肌纤维外的

保护层连接起来，在肌肉收缩时 (运

动) 这联机有稳定肌纤的作用。如图

1 所示，我们可以把肌纤维骨架比作

船锚，肌纤维外保护层可以比作船，

那么 Dystrophin 蛋白就是连接两者

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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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MD 患者中，由于基因突变， 

Dystrophin 蛋白仅仅只能表达出起始

部分。如图 2 所示，该蛋白的链接

功能丧失，船失去了船锚。因此，

DMD 患者的肌纤维非常容易受损，

肌肉在－般运动过程中都有可能受

损伤。 

 

 

 

 

某些基因突变会导致 dystrophin 基

因翻译出只具有部分功能的蛋白

（如图 3，船与船锚仍然可以相连，

但是明显短一些）。这样的一类基

因突变会导致临床症状较轻的贝克

型肌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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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展的治疗方法 

 

目前有许多种治疗方法正在研究中，其中的大多数均需要遵循相同的过程，由临床前期研究开

始而发展到后临床研究。首先会在取自患者的细胞中测试该治疗方法，之后在疾病动物模型中

测试（通常为 mdx 小鼠模型)—若在细胞和动物实验中均得出信服的结果—可继续执行有患者

参与的试验（临床试验）。在开发新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阶段中经常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困难，

这些困难都需要一一克服，因此，本阶段可能耗费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临床试验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早期阶段的试验首要任务是证实该方法的安全性，而后期阶段的任务是证实治疗方法安

全并且有效。必须指出的是，临床试验的每一步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下一步总是更具挑战性。

在初期研究中 (例如细胞测试) 发现一个化合物有效，并不能保证在接下来的动物试验和人类临

床试验中此化合物能够成功。  

 

可能的治疗方法 

 基因治疗 

 干细胞治疗  

 药物治疗  

 提高肌肉质量 

 针对基因突变的方法 

 

  

http://www.treat-nmd.eu/research/preclinical/dmd-models/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Mdx.pdf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gene-therapy/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cell-therapy/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mutation-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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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 

目标: 向 DMD 的病变肌肉输入正常的 dystrophin 基因，让正常的 dystrophin 蛋白得以表达。 

背景: 基因由一段 DNA 组成，一般位于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Dystrophin 基因含有 dystrophin

蛋白的编码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被肌肉细胞翻译为 dystrophin 蛋白。 

挑战 1: 肌肉中有过数十亿肌肉细胞，其中每一个肌肉细胞均含有肌肉细胞核。正常的 dystrophin

基因需要被输送至数量众多的细胞核方能发挥功能。 

解决方案: 幸运的是，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使用病毒可以向细胞输入外源基因。在基因治疗领域，

病毒载体的基因被部分移除以便插入外源基因和去除致病性。 

挑战 2: 大多数病毒倾向感染分裂细胞。肌肉组织是不分裂细胞，因此较难被感染。除此之外，

肌肉细胞被结缔组织所包裹；这些结缔组织也阻碍了病毒颗粒，使得病毒无法感染肌肉

纤维。 

解决方案: 有一种叫做腺相关病毒（AAV）的病毒可以较好地感染肌肉细胞。这些 AAV 可以感染

人体细胞，同时也是非致病性的（不导致疾病）。 

挑战 3: AAV 病毒非常小，而 dystrophin 的基因很大（全部基因是 AAV 基因组的 500 倍，编码

区也比 AAV 基因组大 4 倍）。 

解决方案: 科学家们试图创做最小的、含有全部必需区域的 dystrophin 基因 (微型 dystrophin）。这

种微型 dystrophin 的 DNA 足够小，从而可以被 AAV 载体容纳。. 

 用携带微型 dystrophin 的 AAV 治疗 DMD 动物模型（mdx 小鼠）的实验显示，肌肉质量

和功能均有改善。 

挑战 4: DMD 狗模型(黄金猎犬肌营养不良症)在接受携带微型 dystrophin 的 AAV 治疗后产生了免

疫反应。使成功被含有微型 dystrophin 的 AAV 感染的肌肉细胞，被免疫系统所摧毁。从

其他人类的基因临床试验中（如血友病的治疗），我们发现 AAV 在人体内也诱发免疫反

应。人体的免疫反应对所有的入侵者（病毒，细菌，寄生虫）均作出攻击，即便这次病

毒携带的是改善症状的好基因也不能幸免。 

解决方案: 目前正在研制抑制免疫反应的方法。可能的方法包括：药物抑制免疫反应，或使用免疫

原性较弱的 AAV 病毒（AAV 有很多不同型）。 

临床试验: 美国进行了向患者臂部肌肉注射携带微型 dystrophin AAV 的首个临床试验 (参考文献：

Mendell, Xiao Xiao and Samulski). 此研究的结果已经发表。 作者报告微型 dystrophin 仅有

非常少量的表达，并且也出现了排斥 AAV 的免疫反应。 

挑战:  肌肉构成了我们身体的 30-40%体重。为达到效果，需要同时治疗所有肌肉或肌肉群，而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428935?term=Duchenne+muscular+dystrophy+AAV&rank=1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206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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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次只治疗单个肌肉的小区域。然而，这样的治疗需要大量的病毒 （一个男孩比一

只老鼠重 4000 倍）。 

解决方法:  优化制造过程后，病毒颗粒可以大量生产作临床使用，从而保证在临床试验中，可以治

疗肌肉群（例如上臂或者腿部）而不是小块的肌肉。 

挑战:  如果病毒颗粒直接注射到血液中，这些颗粒会分布到整个身体，因此没有足够的病毒颗

粒感染每块肌肉。  

解决方法:  在动物模型中已经发展了限制病毒只送到特定分布的肌肉的方法（例如疏水性肢体灌

注，局部肢体灌注）。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向特定的肌肉输入足够的病毒颗粒。 

临床试验:  为了验证上述输入方法是否被人体接受，需要在肌营养不良的成人患者中进行临床试

验。试验中，与病毒同等容量的生理盐水被输入到患者腿或上臂中。这个试验揭示了输

入肢体容量 20%以内的容积均是安全的（10kg 的腿可以输入多至 2 升的溶液）。 

未来: 目前在美国 (由 Solid Ventures 协调) 和欧洲 (英国伦敦 George Dickson 及法国 Genethon 之

间的合作)正准备一项较大型临床试验向腿部或臂部一个或多个肌肉注入携带微型

dystrophin 的 AAV。一项针对足部肌肉进行局部注射的临床试验正在美国哥伦布市俄亥

俄州开展。 

 

  

干细胞治疗>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cell-therapy/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cell-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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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治疗 

目标: 向 DMD 患者的肌肉中输入正常的肌肉细胞 (含有正常基因) ，以补偿受损的

肌肉组织及容许正常的 dystrophin 蛋白在输入的肌肉细胞中产生。 

背景: 肌肉由不会分裂的肌纤维所组成。肌肉干细胞就位于这些肌纤维的表层（如

图 4）。在肌纤维受损伤的情况下，这些肌肉干细胞（也被称为卫星细胞或

成肌细胞）开始分裂，并迁移到损伤部位以修复损伤的肌纤维。理论上来

说，这些肌肉干细胞可以从肌肉活检样本中提取，在实验室中进行体外培

养，最终移植到 DMD 的肌肉中。 

 

 

挑战 1: 肌肉干细胞不可能从血流中进入肌肉组织。 

解决方案 肌肉局部注射 

挑战 2: 即使肌肉干细胞被直接注射入肌肉中，它们也无法迁移超过进针处 1-2mm 的

距离。 

解决方案: 
进行重复注射 ( 例如每平方厘米注射 100 次). 本方法曾经在 DMD 患者中测试

过（参见本文) ，实验证实在注射部位观察到 dystrophin 阳性的细胞。 

临床试验:  一项在加拿大完成的临床试验在很小面积的肌肉(0.25-1 cm2)中重复注射肌肉

干细胞 100 次 (Tremblay and Skuk)。这治疗方法是安全的，在注射的肌肉进

行活检也发现有 dystrophin 阳性肌纤维。近期在加拿正将开展为 16 岁及以上

患者局部输入成肌细胞的新一项临床试验。  

挑战 3: 无论如何，对所有肌肉局部多次重复注射干细胞来达到治疗目的都不是一个

具有可行性的方案。 

解决方案: 在血液，血管壁，脂肪组织中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干细胞，这些干细胞也可以

参与肌肉形成。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些干细胞可以被提取并扩增其数目 。这

些细胞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它们可以从血液迁移到肌肉中，因此可提供

全身性治疗。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6691118?ordinalpos=2&itool=EntrezSystem2.PEntrez.Pubmed.Pubmed_ResultsPanel.Pubmed_RVBrief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6691118?ordinalpos=2&itool=EntrezSystem2.PEntrez.Pubmed.Pubmed_ResultsPanel.Pubmed_RVBrief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7142039?ordinalpos=1&itool=EntrezSystem2.PEntrez.Pubmed.Pubmed_ResultsPanel.Pubmed_RV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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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4: 其他类干细胞虽然可以参与肌肉形成，但是现阶段它们的效率仍然比较低

（仅有<1% 的移植细胞成功抵达肌肉组织）。 

正在进行: 意大利的 Ivan Torrente 研究组刚刚完成一项临床试验。该实验从 DMD 患者

的血液中提 CD133+ 细胞，在实验室中体外扩增之后，移植到患者的手部肌

肉中。 

未来: 提高这方法的效率目前尚在研究中。在老鼠和狗的动物模型中，间充质干细

胞（Giulio Cossu 研究组）和 CD133+ 干细胞（Ivan Torrente 研究组) 已取得 

有前景的实验结果。  

临床试验: 意大利（Cossu 研究组）正在进行一项评估间充质干细胞(从末有患病的兄弟

取得)移植安全性的临床试验。第一批三位患者接受了多次动脉注射间充质干

细胞。此项临床试验在 2013 年纳入更多意大利患者。 

挑战 5: 移植捐赠者肌肉会引起免疫反应（如移植任何组织到另－个人身上）。 

解决方法 a: 使用抑制免疫系统的药物。这对于曾接受捐赠者器官移植的人是标准治疗。

不幸的是，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副作用（例如，更容易受感染）。 

解决方法 b: 在实验室中从患者肌肉中分离肌肉干细胞，并对他们进行治疗（例如基因治

疗），然后移植回病人身上（自体移植）。基因治疗在细胞层面（在实验室

中）比在组织层面（在病人身上）更有效。另外，由于移植的是病人自身的

细胞，不一定需要进行免疫抑制。 

挑战 6: 如何有效地向肌肉内输入肌肉干细胞或其他干细胞的方法仍有待优化（见上

述挑战 1-4）。此外，免疫系统仍然有可能攻击这些移植的细胞，即使他们是

源自病人本身的细胞：这些细胞经过了实验室的操作，他们有可能发生了改

变，而免疫系统可能会发现这种变化。 

解决方法: 目前在实验室中，已经可以不用添加外源基因来对细胞的 DNA 做出细微的变

化（开发出了不同类型的 DNA“剪刀”： ZNF, TALEN 和 RGN）。这些

DNA“剪刀”效率较低，现在只用于培养中的细胞：那些被成功剪切的细胞

（通常 1000 个中大约 1 个细胞成功）被确认后扩增其数目，随后移植到小鼠

模型中。 

一般来说，DMD 基因的错误是相当大的，DNA 剪刀无法修复这么大的错

误。然而，小错误可能得到纠正（大约~25%的患者），或引入一个错误来隐

藏某个外显子（参见外显子跳跃部分）。这项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仍需要

进行大量的工作以评估这种方法是否安全，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人类。 

 药物治疗 >  

药物治疗 

目标: 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病理的各个方面。 

http://www.mda.org/research/view_ctrial.aspx?id=211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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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由于 dystrophin 蛋白丢失，患者的肌纤维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受

损。失去的肌肉组织被瘢痕组织所替代（“纤维化”）。这过程

是不可逆转的，并会因肌肉损伤引发的免疫反应所加剧。药物能

有助于增加肌肉的生长，弥补失去的肌肉组织。另外，它们可以

抑制免疫系统或抑制瘢痕组织形成。 
 

缺点: 药物仅仅对症治疗，不是解决病因。绝大多数作用是暂时减缓疾

病进展。 

优点: 一般来说，药物可以口服，输送到身体的所有肌肉发挥作用（没

有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类似的输送困难问题）。某些用于治疗其

他疾病的药物有时也可用于治疗 DMD 患者，这样可以加快转至

临床使用的过程，因为该药物的很多信息均已得知（如毒性，剂

量等）。 

 

有多种药物被认为对 DMD 患者和/或肌营养不良小鼠模型有益。在本节中我们

列出了（经临床试验）证实的药物，和在小鼠模型实验中有前景的药物。 

药物可分为以下类别： 

 

抗炎症反应药物 

减轻纤维化的化合物 

促进血管舒张的药物 

促进肌肉生长的药物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anti-inflammatory/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reduce-fibrosis/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improve-vasodilatation/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muscle-mass-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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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症反应药 

糖皮质激素 (强的松，地夫可特等等) (Corticosteroids (prednisolone, deflazacort, etc) 

目标: 抑制免疫系统，抑制瘢痕组织（纤维化）形成。 

背景: 糖皮质激素是一组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药物。肌肉组织受损会引起免

疫反应（身体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伤害，可能是病毒，细菌

等）。虽然免疫系统的动机良好（意在保护身体免受感染），在这种

情况下，免疫系统会加重疾病的严重程度。免疫细胞分泌毒性物质

（旨在杀死细菌等），肌肉损伤和瘢痕组织形成进一步加剧。 

 利用糖皮质激素抑制免疫系统后，肌肉损伤程度减轻，瘢痕组织的形

成得到减缓。 

临床试验: 有临床试验比较使用糖皮质激素和没有接受激素治疗的患者，或比较

一种激素与另一种糖皮质激素（如强的松与地夫可特）的使用并没

有。目前普遍的共识是糖皮质激素推迟病情的进展，因此激素治疗被

确认为 DMD 治疗指南的一部分。激素可以推迟患者需要使用轮椅(无

法步行）1 至 3 年，可暂时提高肌肉力量和功能，推迟呼吸功能的丧

失。目前应用类固醇的时间还不够长，因此未能知道是否能提高生存

率。 

 很有可能糖皮质激素除免疫抑制外，也通过其他机制发挥作用（或许

可能增加 utrophin 表达，和/或稳定肌纤维，使得肌纤维不易被损伤）

上述机制仍在研究之中。不过，临床发现仅有免疫抑制功能的药物不

像糖皮质激素那么有效，这个发现支持了其他机制的存在。 

挑战 1: 糖皮质激素需要长期口服。在大多数患者中导致了副作用。最常见的

副作用包括：体重增加，抑郁，行为问题，生长迟缓，青春期推迟以

及骨量损失。多种其他副作用也有报导。 

解决方案 1a: 一些患者的副作用可以由“开-关”治疗制度来减轻：每隔一周口服

激素（服用一周，停药一周），或周一至周五服药周末停药，或者只

在周末服用大剂量。对某些患者，换用地夫可特也可以减轻副作用。 

解决方案 1b: 某些患者不能耐受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如果副作用大到超过了益处

（例如体重过大，消弱而不是增强肌肉的功能）则应该停止治疗。停

用激素必须和主治医师讨论后在医生指导下停药，突然停止激素治疗

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 

挑战 2: 现在有许多不同的糖皮质激素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患者使用。目前还不

知道那一种方案是最优化的方案。此外，如果一个更规范的方案能够

被用于所有的临床试验(旨在测试某治疗方案)受试患者，这将是首

选。 

解决方案 2: FOR-DMD 试验比较了最常用的强的松龙方案（每日治疗与连服 10

天，停药 10 天）与地夫可特每日治疗方案。这项研究在美国，加拿

大，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 40 多个神经肌肉疾病中心展开。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110669?term=Duchenne+muscular+dystrophy&rank=2
http://www.treat-nmd.eu/dmd/care/imperatives-dmd/
http://www.treat-nmd.eu/dmd/clinical-research/for-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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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孢菌素 Cyclosporine 

目标: 抑制免疫系统以减少瘢痕组织（纤维化）形成。 

背景: 环孢菌素是 一种抑制免疫系统的药物。肌肉组织受损会引起免疫反应

（身体并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伤害，它可能是病毒，细菌等）。虽

然免疫系统的动机良好（意在保护身体免受感染），在这种情况下，

免疫系统会加重疾病的严重程度。免疫细胞分泌毒性物质（旨在杀死

细菌等），肌肉损伤和瘢痕组织形成进一步加剧。 

 利用环孢菌素抑制免疫系统后，肌肉损伤程度减轻，瘢痕组织的形成

得到减缓。一般认为环孢菌素的副作用少于糖皮质激素。 

临床试验: 德国（弗莱堡的 Rudolf Korinthenberg）进行过一项评估环孢菌素是否

使患者受益的临床试验。不幸的是，实验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分别。 

其他抗炎症反应化合物 

 

其他能抑制免疫系统的化合物目前正在开发中，例如 Catabasis 公司

的 CAT1004，ReveraGen Biopharma 公司的 VBP15，以及 isofen3。 

CAT1004 已经在健康成人中测试过，2015 年即将进行 DMD 患者中的

安全性试验。目前一项 VBP15 在健康志愿者中的一期临床试验正在

进行 ，而二期临床试验正在计划中。 

 

isofen3 已经在健康志愿者以及 DMD 患者中通过了安全性测试。后续

研究正在计划中。 

 减轻纤维化的化合物 >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reduce-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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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纤维化的化合物 

艾地苯醌 (Catena)    Idebenone (Catena) 

目标: 减缓瘢痕组织形成 

背景: 由于 dystrophin 蛋白的丢失，DMD 患者的身体肌肉和心脏肌肉受持

续的压力（氧化压力），这会刺激瘢痕组织形成。在肌肉组织中（瘢

痕组织形成）会导致肌肉功能丢失。在心脏中，它会引起心泵血功能

下降（心脏变“硬”）。艾地苯醌，商品名为 Catena，为抗氧化剂，

旨在降低身体肌肉和心脏肌肉中氧化压力的情况，预防瘢痕组织形

成。因此，在许多青少年患者中将会出现的心肌病变，能够被推迟，

身体肌肉功能亦可以维持更长时间。 

 

临床试验: Santhera 公司 (瑞士)在 DMD 患者中测试 了艾地苯醌并证实了其安全

性。检测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二期临床试验  目前正在进行中。一项二

期临床研究评估了艾地苯醌在未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中，对肺功

能，运动功能，肌肉强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显示艾地苯醌

的耐受性较好，与安慰剂组相比，服药组的呼吸功能下降得到了减

缓。Santhera 公司计划 2015/2016 将其投入市场。 

绿茶提取物和茶多酚 EGCG     Green tea extract and its major polyphenol, EGCG 

目标: 减缓肌肉退变。 

背景: 由于 dystrophin 蛋白的缺失，DMD 患者的身体肌肉和心脏肌肉受较

高及持续的机械和氧化压力。这些变化引发了肌肉退变以及其后瘢痕

组织形成，最终导致肌肉功能丧失。绿茶含有多酚，茶多酚是一种抗

氧化剂，可以降低氧化压力和其他导致肌肉退变的过程。瑞士 Urs 

Ruegg 公司实验表明，接受茶多酚治疗的 mdx 小鼠能提高肌肉质量和

肌肉功能。 

 

问题: 每天需要喝大约 15-25 升绿茶（才能摄入足量的茶多酚），如此大量

的咖啡因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影响。 

解决方案: 脱咖啡因的绿茶提取物（GTE）片剂早已在远东市场，尤其日本销

售。GTE 的主要成分是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CCG）。此化合物在

mdx 小鼠实验中显示了有前景的治疗结果 (瑞士日内瓦 Urs Ruegg 公

司) 。 

 

临床实验: 一项在 DMD 患者中应用 ECCG 的临床试验目前正在柏林 Charité 医

院开展 (Drs. U. Grieben and F. Paul, Charité Berlin; Dr. A. v. Moers, 

DRK-Kliniken-Berlin)。联系资料请点击.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027884?cond=%22Duchenne+Muscular+Dystrophy%22&rank=20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027884?cond=%22Duchenne+Muscular+Dystrophy%22&rank=20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buyse+straathof+idebe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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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酮 (Holofuginone) 

目标: 减轻炎症反应和纤维化，促进修复。 

背景: 常山酮是一种帮助肌肉修复，减轻炎症，减轻纤维化的化合物。 

挑战: 常山酮的耐受性较差（严重的胃肠道反应） 

解决方案: Akashi Therapeutics 公司生产了名为 HT-100 的合成物，该合成物具有

较好的耐受性。 

临床试验: 第一项测试 HT-100 安全性的临床试验在美国的 DMD 患者中展开，

已顺利结束。此项试验曾被暂时叫停，因为在狗模型大剂量使用后显

示出毒性。不过，经过更多检测和再次评估，FDA 批准临床试验继续

进行。初步结果显示 HT-100 的耐受性很好。在治疗组中肌肉强度比

基线明显升高。Akashi 公司正在计划下一步的试验。 

其他减缓纤维化的化合物 

 

一项临床试验测试了 己酮可可碱 (Pentoxifylline)，发现此药不能推迟

疾病进展，患者的耐受性亦很差 。另一种抗氧化剂 Flavocoxid 正在

DMD 患者中进行一期临床试验 以评估安全性。 

 促进血管舒张的药物 >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847573?term=HT-100&rank=1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2402864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335295?term=flavocoxid&rank=2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improve-vasodila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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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血管舒张的药物 

目标: 提高心脏和/或肌肉功能 

背景: 肌肉收缩时，血液被挤压出血管，但是收缩的肌肉恰恰需要更多的血

液（氧和营养物质）。正常的血管在肌肉收缩后会相应扩张以补偿。

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由 nNOS 合成酶(nNOS synthase enzyme)

所产生的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的调节。通过 dystrophin 蛋白，

血管壁上的 nNOS 合成酶被固定在肌肉表面。当 dystrophin 蛋白缺失

时，nNOS 合成酶不能被固定在合适的地方，因此心脏肌肉和身体肌

肉中血管的舒张功能受到限制。这可能导致身体肌肉和心脏细胞的氧

气供应不足，从而导致心肌和身体肌肉细胞受损。目前有许多已被批

准的药物可改善血管舒张。以下列出的是目前正在 DMD 患者中进行

临床试验的药物。 

赖诺普利 Lisinopril 

 

赖诺普利(Lisinopril)属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 Inhibitor) 

(ACE 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的简称）。

分子血管紧张素 2(angiotensin 2)导致血管收缩。它的产生是由 ACE 酶

将血管紧张素 1(angiotensin 1)  转化成血管紧张素 2(angiotensin 2)，导

致血管收缩。因此，通过抑制这种转化，减少血管紧张素 2 的产生，

可减少血管收缩。目前一项在 DMD 患者中观察赖诺普利(Lisinopril)

对心脏功能影响的临床试验正在美国，日本和加拿大进行 。本试验同

时研究联合使用辅酶 Q10（Co-enzyme Q10） (一种抗氧化剂）是否对

心脏功能有进一步的好处。 

Revatio (西地那非)和他达那非    Revatio (Sidenafil) and Tadalafil 

 

Revatio® (也称为西地那非 Sidenafil 或万艾可 Viagra，俗称“伟哥”) 

和他达那非(Tadalafil)是 PDE5 抑制剂。一氧化氮(NO)被生产后，引发

一系列的连所反应，使得血管壁扩张。PDE 酶(PDE enzymes) 以针对

连所反应中所产生的化合物，抑制血管扩张。抑制 PDE 酶可延长扩

张效果。 

 

临床试验: 一项在美国巴蒂摩尔进行的临床测试检验了西地那非(Sidenafil)在

DMD 和 BMD 患者中的效果。然而，这项试验被暂停了。因为结果

显示西地那非(Sidenafil)不能改善 DMD 成人患者心脏和肌肉功能，反

而对心脏有潜在的风险。 

Ron Victor 领导的一项小的临床测试在 DMD 患者中试点研究他达那

非(Tadalafil) ，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Eli Lilly 公司开始了一项包含

306 个 DMD 患者的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 。该试验已完成患者招

募，预计 2016 年公布结果。 

其他血管扩张化合物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126697?term=NCT01126697&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168908?term=sildenafil+Duchenne&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86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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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鼠模型中，螺内酯(Spironolactone)得到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但目

前没有计划应用该化合物作临床试验。依普利酮(Eplerenone)治疗已被

证明可以防止 mdx 小鼠心脏衰竭，目前正在 DMD 患者中进行临床试

验 。 

 提高 utrophin 蛋白水平的方案目前处于临床前期阶段。PTC 

Therapeutics 公司正在研制一种能提高 utrophin 蛋白表达水平的化合物

（从基因转录到翻译）。Tivorsan 公司的 Biglycan 旨在同时增加

utrophin 和 nNOS。Prothelia 公司的 Laminin-111 旨在增加 utrophin 和

整合素 (integrin)（另一种蛋白质，连结肌纤维与结缔组织，从而提供

稳定性）。  

 提高肌肉质量的药物 >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21546?term=eplerenone+duchenne&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21546?term=eplerenone+duchenne&rank=1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muscle-mass-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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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肌肉重量和质量 

肌肉生长抑素（Myostatin）抑制剂 

目标: 通过抑制 Myostatin 及相关因子增加肌肉重量。 

背景: 体内有一些因子可以促进肌肉形成，另一些因子就抑制肌肉形成（不

是所有的组织都应当成为肌肉组织，肌组织消耗大量的能量，它们只

应该维持在必要的水平）。肌肉生长抑素 Myostatin 是抑制肌肉形成

的主要因子之一（它降低众多肌肉相关基因的转录水平），但也有类

似功能的蛋白质。Myostatin 及相关蛋白与肌肉细胞表面的受体

(receptor)结合。这种结合就是使肌纤维停止生长的信号（意味着肌肉

相关基因转录水平降低，因而肌肉相关蛋白质的生产量减少）。若

Myostatin 基因变异，不能制造肌肉生长抑素蛋白，可导致动物（在

比利时蓝牛，Texel 羊，灰猎狗，小鼠）及人类肌肉形成增加。这些

观察结果使得人们提出应用肌肉生长抑素促进 DMD 患者肌肉生长的

治疗方案或许具有可行性，即是：如果可以解除 Myostatin 的抑制作

用，DMD 患者的肌肉生长应当能够增强，患者的肌肉组织损失可以

得到补偿。应用 Myostatin 特异性抗体(antibodies)可以抑制 Myostatin

发挥作用。这种抗体可与 Myostatin 蛋白结合，从而阻止其后所引发

的作用。使用可溶性的 Myostatin 受体(receptors)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

果。这些游离受体可与 Myostatin 相结合，但由于它们是可溶的，结

合后不会触发后续反应。与此同时，可溶性受体(receptors) 亦可阻止

Myostatin 与肌肉表面受体(receptors) 的结合。 

临床试验: 健康受试者测试显示 Myostatin 抗体(antibodies)是安全的。 随后也在

成年肌肉疾病患者中进行了试验 。虽然这治疗方案是安全的，但并没

有带来患者肌肉重量的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试验中仅仅对患者进行

了 28 天的治疗，也许这个治疗时间过短而未能显示出明显效果。 

一项在健康志愿者中的临床试验测试了 Myostatin 抗体(Pfizer 公司的

PF06252616) 。一项旨在测试 3 种不同剂量的 二期临床试验 刚刚启

动。DMD 患者将接受 96 周治疗，前 48 周或后 48 周，或全部 96 周

抗体治疗。 

Bristol-Meyers-Squibb 公司开发了 Myostatin 抗体药 BMS-986089。

Adnectin 已经在健康志愿者中得到测试，并显示耐受性良好。在

DMD 患者中的临床试验正在计划中。 

Acceleron 公司 (现被 Shire 收购)研发的可溶性 Myostatin 受体(receptor) 

(ACE-031)在 DMD 小鼠模型中效果较 Myostatin 抗体优胜，原因可能

在于可溶性 Myostatin 受体可以同时阻断其他减小肌肉的蛋白质因

子。该受体已在健康志愿者中得到测试。该受体的耐受性良好，有促

进与剂量相关增加肌肉重量的作用，在使用最大剂量后，肌肉在两周

内增加了 1 千克。一项曾在 DMD 患者中进行的 ACE-031 的剂量探索

试验已被迫终止，因为部分患者出现了无法解释的鼻腔和胃肠道出

血。最可能性的解释是除与 Myostatin 结合外，这些可溶性受体也可

以与其他肰(peptides)结合。不幸的是，在动物模型中进行的实验结果

亦未能提供证据来支持这些可溶性受体值得再进一步研发。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563810?term=myo-029&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104078?term=myo-029&rank=2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616277?term=myostatin+antibodies&rank=2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10763?term=PF06252616&rank=2
http://www.acceleronpharma.com/content/products/ace-031.jsp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099761?term=dmd+ace031&rank=1
http://community.parentprojectmd.org/profiles/blogs/ace031-study-terminated-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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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抑素 (Follistatin) 基因治疗  

目标: 通过对抗 Myostatin 来增加肌肉重量。 

背景: 卵泡抑素(Follistatin) 有抑制肌肉生长抑素(Myostatin)作用。如上文所

述，肌肉生长抑素(Myostatin)抑制肌肉生长。因此，升高卵泡抑素

(Follistatin)的水平可以抑制肌肉生长抑素(Myostatin)对肌肉生长的抑

制作用从而使肌肉重量增加。使用腺相关病毒载体(AAV viral 

vector)(参见基因治疗部分），将卵泡抑素(Follisstatin)基因输入小鼠

和猴模型中，注射后发现能够促进肌肉重量和增加肌力。 

临床试验: 一项向贝克型(Becker)肌营养不良患者股四头肌

(quadriceps)注射携带卵泡抑素(Follistan)的病毒载体

(AAV viral vector)的临床试验正在美国哥伦布俄亥俄州一

家儿童医院(National Children’s Hospital)进行。试验目的

是评估基因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项在 DMD 患者中

应用此方案的跟进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其他增加肌肉重量的方法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也具有增加肌肉重量的作用。最近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

提市结束了一项评估 IGF1(Increlex)的临床试验，目前正

在分析实验结果。与此类似，GALGT2 也是一个增加肌肉

重量的因子。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正计划一项临床试

验研究在 DMD 患者注入携带 GALGT2 基因的病毒载体

(AAV viral vector) 到脚部肌肉进行治疗。 
 

增加肌肉强度的方法 

 睾丸酮(Testosterone) 透过与肌肉表面的雄激素受体(angdrogen 

receptors)结合，增加肌肉力度。不过，雄激素受体在其他组织中也存

在 (结合后引发不同的反应)。因此睾丸酮(Testesterone)治疗会引发很

多副作用。DT-200 仅仅与肌肉细胞表面的受体(receptors)结合，因此

预期的副作用将减少。 

在 mdx 小鼠模型中，DT-200 增强了肌肉强度。在健康志

愿者中的实验证明单次剂量的 DT-200 是安全的。在健康

志愿者中重复使用 DT-200 的临床试验目前正在设计中。

如果实验结果是安全及可被接受，则下一步将开展在

DMD 患者中的临床试验。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19349?term=follistatin&rank=1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20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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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高肌肉质量的方法：HDAC 抑制剂 

 我们的身体中含有多种蛋白质。大多数的蛋白质由我们自身的细胞根

据遗传密码编译制造。每一个细胞均含有全套遗传密码，理论上来说

可以生产所有的蛋白质。然而，肌肉细胞仅仅生产那些肌肉需要的蛋

白质，肝细胞仅仅生产那些肝脏需要的蛋白质。人类有 2 万多基因，

但每一种组织都只使用着这全套基因中的一部分。为了让这个过程更

加易操作，一个细胞会把它经常使用的基因打上高光（就像在书本中

做记号），不用的基因也会做上记号。 

因为肌肉生产的蛋白质与瘢痕组织中生产的蛋白质明显不同，被左上

“使用”和“不用”记号的基因在不同的组织中也非常不同。这就意

味着，当肌肉组织开始纤维化，相关基因被做标记的方式也会发生变

化，从而导致肌肉更加趋于纤维化（因为肌肉细胞更难找到肌肉组织

相关基因，而纤维化基因被打上了高光）。 

HDAC 抑制剂是能够“重置”此系统、移除纤维化基因高光的化合

物。接受 HDAC 抑制剂治疗的 mdx 小鼠，肌肉再生及肌肉质量得到

提高，肌肉纤维化亦降低。 

临床试验: Givinostat 是一种 HDAC 抑制剂，临床测试(经意大利

Italpharmaco 公司) 证明在儿童和 DMD 患者中使用是安全的。第一个小

的临床试验显示一年期治疗的耐受性很好。治疗前和治疗后肌肉活检

的对比显示，肌纤维化程度、肌肉坏死程度和脂肪组织含量都下降。

一项开放标签伸延试验(open label extension trial)目前正在进行，同时

也正为更大规模临床试验做着准备工作。 

Rycalls 

基本原理: 由于 dystrophin 蛋白缺失，肌纤维的钙离子通道(Calcium 

Channel) 会泄漏，从而导致肌纤维中钙浓度不正常，引致

肌肉损伤、氧化应激和纤维化。化合物 Rycalls 可修复通

道泄漏，使钙离子浓度回复正常。 ARM210 公司目前正

计划在患者中进行 Rycal ARM210 的临床试验。 

 上调 utrophin 蛋白表达的药物 >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761292?term=givinostat+duchenne&rank=1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drug-therapy/upregulate-utrop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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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 utrophin 蛋白表达的药物 

上调 utrophin 蛋白表达 

目的: 提高 dystrophin 同源蛋白 utrophin 在肌肉中的含量。 

背景: Utrophin 蛋白与 dystrophin 蛋白非常相似，同样构成细胞骨架与结缔

组织直接的链接。不同的是，utrophin 主要存在于非肌肉组织中。在

肌肉组织中，utrophin 的含量非常低，并且主要存在于神经肌肉接头

处(neuromuscular junction)。然而，在 DMD 患者和动物模型中，

utrophin 也在肌肉中表达。在患者中，升高了的水平不足以使患者受

益。在老鼠体内提高的 utrophin 可以补偿失去的 dystrophin，推迟疾

病进展。 

 

基因是有一个容量控制开关，由特定的蛋白质可以将基因关闭，或调

整该基因在不同的组织中的低或高之表达 (相应地导致蛋白质的低或

高的水平)。所述的 utrophin 基因开关，在肌肉中被设置在非常低的表

达水平。已经筛选上千种药物，期望从中能找到可提高 utrophin 基因

水平的药。 

 

临床试验: 英国 Summit PLC 公司(英国的 John Tinsley 及 Kay Davies )和 

BioMarin 制药公司鉴定了可增强在培养细胞和动物模型中 utrophin 蛋

白表达的药物。BioMarin 公司完成了一项在健康志愿者中测试 BMN-

165 化合物的一期临床试验 (参见 新闻报导)。不幸的是，即使使用最

大剂量或者多次给药，志愿者血液中 BMN-15 的含量仍然过低以至于

无法上调 utrophin 蛋白的表达。因此 BioMarin 公司停止了对此药的开

发。同时，Summit 公司优化了 BMN-195 化合物结构（现称为 SMT 

C1100），提高药物摄取。 

临床试验 2: Summit 公司在健康志愿者中测试了 SMT C1100，发现如果在就餐时

服药，药物量能够上调 utrophin 的表达。在 DMD 患者中测试了 3 种

不同的剂量，发现此化合物在 12 名患者中 2 位的血液中含量达标。

一项与高脂饮食共同摄入本化合物的跟进试验目前正在进行，以期望

可以提高药物摄入量。  

其他提高 utrophin 蛋白水平的方式 

 其他提高 utrophin 蛋白表达的方法尚在临床前之研究阶段。PTC 公司

目前正在开发可以提基因翻译效率的化合物从而使 utrophin 蛋白含量

升高。Tivorsan 公司的 Biglycan 旨在同时提高 utrophin 和 nNOS 含

量。Prothelia 公司的 Laminin-111 旨在同时提高 utrophin 和 integrin 含

量（integrin 是另一种蛋白连接肌纤维与结缔组织从而发挥稳定功

能）。 

 

 突变特异性治疗 >  

  

http://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175622.php
http://phx.corporate-ir.net/phoenix.zhtml?c=106657&p=irol-newsArticle&ID=1455247&highlight
http://phx.corporate-ir.net/phoenix.zhtml?c=106657&p=irol-newsArticle&ID=1455247&highlight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83511?term=summit+duchenne&rank=2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mutation-specific-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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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基因突变的治疗 

外显子跳跃和跨越终止密码是针对基因突变的治疗方法。这意味着他们将只针对特定基因突变

的患者（参见以下页面以了解更多信息）。要知道一个 DMD 患者是否适于外显子跳跃或跨越

终止密码治疗，该患者必须经过了完备的基因诊断（也就是说，致病的 dystrophin 基因突变需

要被确认）。 

外显子跳跃 

目标: 修正遗传密码，生产具有部分功能的 dystrophin 蛋白。 

背景: 基因的遗传密码分散在外显子(exons)中。当需要生产蛋白质时，基因首先

转录出一个暂时性的拷贝，称为信使 RNA。这种 RNA 首先会经过“剪

切”处理：不包含遗传信息的内含子(introns)部分被切除，数个外显子首

尾相连起来。经处理的 RNA 才会用于翻译蛋白质。 

 

在 DMD 患者中，dystrophin 基因的遗传密码被扰乱而无法正常读取，因

此，基因翻译致蛋白的过程过早截断。在贝克型肌营养不良患者中，突变

不造成遗传编码翻译致蛋白提前终止，因此翻译所产生的蛋白质有部分功

能。 

 

外显子跳跃旨在使 DMD 患者能够翻译出具有部分功能的、贝克型

dystrophin 蛋白。反义低聚核苷酸 AONs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可以用

于本方案。AONs 是经过修饰的 RNA 小块，它们可以识别目标外显子，

与其结合，使得外显子不被剪切复合体(splicing machinery)识别。因此，

目的外显子被跳过，遗传信息得以保存。 

本短片中 Annemieke Aartsma-Rus 博士解释了外显子跳跃治疗的原理（英

文） 

另一个解释外显子跳跃的短片'Dance your PhD' 。 

 

在 DMD 患者培养细胞和 mdx 小鼠模型中，AON 治疗均可诱导贝克型

dystrophin 蛋白。在小鼠模型中，肌肉功能亦有所提升。 

 
AONs 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化学上）。 

应用: 不同的基因突变类型需要使用不同的外显子跳跃策略。大多数患者的突变

是删除型，这些删除点集中在我们称之为“热点”的位置，因此，跳跃某

些特定外显子 可以比跳跃其他外显子惠及更多患者。在本图中您可以看

到 dystrophin 基因的所有外显子。 更全面的关于外显子跳跃的介绍参见此

处。 

 
虽然外显子跳跃适用于大多数基因突变的情况，但也有些例外 

挑战 1: 外显子跳跃无法在健康志愿者中进行测试，因为在健康人中跳跃某外显子

有可能有将他们转化为 DMD 患者的风险（在患者中跳跃有治疗作用，但

健康人的基因本来就是完好的，跳跃则相应带来风险）。 

临床试验: 首个临床试验 向 4 位 DMD 患者大腿肌肉注射了跳跃 51 号外显子的

https://vimeo.com/129217315
https://vimeo.com/129217315
http://www.dmd.nl/gt/dance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file/dmd/research/ApplicabilityTablePerExon.pdf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file/dmd/research/ApplicabilityTablePerExon.pdf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file/dmd/reports/dystrophin_gene_exons_Aartsma.pdf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file/dmd/articles/mutations.pdf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file/dmd/articles/mutations.pdf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file/dmd/research/ApplicabilityTablePerExon.pdf
http://www.mda.org/research/view_ctrial.aspx?id=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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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Ns (Prosensa 公司和 LUMC 共同完成)。每一位患者均能够在注射处恢

复制造 dystrophin 蛋白。 

  第二项临床试验 使用了不同化学结构（的 AONs），目前该试验正在伦

敦进行（Muntoni/AVI Biopharma ((现在的 Sarepta 公司))。 

挑战 2: 肌肉构成了人体 30%以上的体重。向每一块肌肉分别注射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解决方案 2: DMD 患者以及小鼠模型的肌肉受损及有泄漏。正常肌肉不会从血液中摄

取 AONs，但受损有泄漏的肌肉则可以摄取 AONs。也就是说，疾病有助

于摄取药物并治疗。小鼠模型中静脉注射和皮下注射均可作用于全身性外

显子跳跃治疗以恢复制造 dystrophin 蛋白。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使用不同剂量的 2OMePS (Prosensa/GSK 公司)及 PMO (Sarepta 公

司)经皮下注射或静脉内注射给药已完成。这两种药物（2OMePS 和 

PMO ）均能使 dystrophin 重新制造，耐受性、安全性均可。 

针对 51 号外显子的 PMO AON 叫做 Eteplirsen。系统治疗过程中，所有病

人对治疗的反应都不是相同同的。因此，一项后续试验在 12 位患者中测

试了 2 种更高的剂量。经过 24 周的 Eteplirsen 治疗，dystrophin 蛋白在所

有患者中均被制造出来。目前患者已接受了 168 周的治疗。在 10 位仍能

行走的患者中，一项指标（6 分钟行走距离）比预期的下降程度幅度小。

该试验的样本量非常小，在分析结果时应当注意。 

Sarepta 公司 2014 年初开始招募病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开放标签历史对照临

床试验( open label historically controlled trial) 。 

除此之外，该公司也在准备数项针对 7 岁以下儿童，以及针对不能行走的

患者的临床试验。 

一项在具备行走能力的患者中每周静脉注射 30 mg/kg Eteplirsen，持续 48

周的 3 期临床试验 目前正在进行。除此之外，开放标签的临床试验开始

在小患者 (六岁以下) ，以及行走能力受限 或 不能行走的患者中执行。

Sarepta 公司正在为申请 FDA 的快速审核程序做准备。 

针对 51 号外显子的 2OMePS AON 被称作 Drisapersen。所有早期参与过开

放标签试验的病人现在正参与一项延伸试验，每周接受 Deisapersen 治

疗。所有患者的治疗时间长达近四年。10 位患者中有 8 位在延伸试验开

始时尚能行走，在四年的治疗期间，他们的一项行走指标（6 分钟步行距

离）保持了稳定，没有疾病自然史所预期的下降。需要注意的是，本试验

并没有设置对照组，在分析结果的时候需要关注。 

葛兰素史克 (GSK)公司从 Prosensa 公司获取了 Drisapersen 的许可，并协

调了数项临床试验。在所有试验中，皮下注射处局部反应和蛋白尿在注射

药物组较对照组更常见。一项在早期患者中比较不同剂量治疗效果的试验

已经结束。本试验中 54 名患者在 48 周接受了安慰剂、或每周皮下注射

Drisapersen 或间断治疗。在 6 分钟步行距离表现中，两组药物组步行距离

比安慰剂组提高了约 35 米。 

一项临床试验在早期患者（能够在 15 秒内从地上爬起来）中比较了不同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159250?term=exon+skipping&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844597?term=exon+skipping&rank=2
http://prosensa.eu/press-room/press-releases/2009-09-14-PRO051-shows-favourable-results.php
http://www.sareptatherapeutics.com/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40409?term=eteplirsen&rank=2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40409?term=eteplirsen&rank=2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255552?term=eteplirsen&rank=4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420379?term=eteplirsen&rank=2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286947?term=eteplirsen&rank=1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286947?term=eteplirsen&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153932?term=gsk2402968&ran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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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剂量效果。患者接受 24 周的安慰剂，或 3 或 6 毫克每公斤体重的

Drisapersen。24 周治疗后，高剂量组患者步行距离比低剂量组及安慰剂组

提高了 27 米。  

一项始于 2011 年的，在 186 位具有步行能力患者中进行的 3 期临床安慰

剂对照试验 评估了 Drisapersen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治疗 48 周后，安慰剂

组和对照组之间未观察到显著性差异。与此同时，GSK 向 Prosensa 公司

返还了 Drisapersen 的执照。Prosensa 公司后来被 BioMarin 公司收购。  

Prosensa/Biomarin 公司对所有试验的结果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结果显示药

物治疗 24 个月对年轻患者和较大年龄患者均可以减缓 DMD 疾病进程。

根据这些结果，他们 2015 年向 FDA 申请了快速审核程序 ，向欧洲药监

局申请了市场准入许可 。另外，他们也重新开始了一项开放标签临床试

验（该实验此前被暂停）。 

目前为止，所有 Drisapersen 相关试验均在 5 岁及以上、能够行走的患者

中进行。针对无法行走的患者和 5 岁以下患者的试验目前正在 Biomarin

的计划中。 

挑战 3: 跳跃不同外显子的 AONs 被药物管理部门视为不同的药物。这就意味着，

针对不同外显子开发不同的 AONs 将会非常昂贵和费时，因为每一个

AON 都需要通过所有的前期临床(preclinical)和临床(clinical)试验步骤。 

解决方案: 可喜的是，在首批 2 期 3 期临床试验之后，AON 的研发工作加快了。

TREAT-NMD 组织正在代表研究外显子跳跃的科学家、临床医生、工业界

和患者组织与药物管理部门进行协调。最近的一次会议召开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 

临床试验: Prosensa/BioMarin 完成了一项针对 44 号外显子的第 1/2 期试验。该实验研

究了静脉注射及皮下注射 2OMePS AONs 的不同剂量。一项延伸试验正在

开展。Prosnesa/BioMarin 已经开始了一项使用 2OMePS AONs 跳跃 45 号

外显子 和 53 号外显子 的试验。日本 Shinyaku 公司正在进行一项使用

PMOs 跳跃 53 号外显子的 临床试验。Sarepta 公司也开始了一项使用

PMOs 跳跃 53 号外显子 的试验(与伦敦 Francesco Muntoni 合作) ，及计划

另一项针对 45 号外显子和 53 号外显子的试验。 

 跨越终止密码的药物>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254019?term=gsk2402968&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254019?term=gsk2402968&rank=1
http://exonskipping.eu/media/videos-workshop-2015/
http://exonskipping.eu/media/videos-workshop-2015/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results?term=PRO044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29769?term=PRO044&rank=1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29769?term=PRO044&rank=1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826474?term=PRO045&rank=1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957059?term=PRO053&rank=1
http://www.nippon-shinyaku.co.jp/english/news/ns2013/2499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10906?term=Duchenne+Sarepta&rank=3
http://www.treat-nmd.eu/dmd/research-overview/mutation-specific-approaches/stop-codon-readthrough/


 

 22  

 

跨越终止密码的药物 

 

PTC124 和庆大霉素(gentamicin) 

 

应用: 这些药物仅适用于有‘停止讯号’基因突变的患者。这种突变不影响遗传

密码，但是在基因部份引入了一个终止密码(停止讯号)。基因原本只有

一个位于尾部的终止密码，给出蛋白质翻译结束的信号。大约 15%的

DMD 患者有此情况。本类药物也可以用于由终止密码(停止讯号)基因突

变的其他疾病（例如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患者))。 

目标: 强行使得细胞跨越突变的终止密码，制造全部长度的 dystrophin 基因。 

背景: 所有的基因都有一个翻译起始信号和翻译终止信号，这样把 RNA 翻译

为蛋白质的复合体就知道从哪里开始，到何处结束。某些时候，一个小

突变可以在基因中部引入一个终止信号（正常的终止信号仍然位于基因

尾部）。正常的终止信号与突变的终止信号有微小的差异（正常的终止

信号可想象成繁忙的十字路口的信号，突变的终止信号如同高速公路上

的信号）。不论如何，细胞会按照终止信号，提前终止蛋白的翻译过

程。某些药物可以抑制这些突变的终止信号，而不影响正常的突变信

号。在培养细胞和 mdx 小鼠模型中，被鉴定的第一个此类药物是庆大霉

素(genetamicin)（氨基糖甙类抗生素）。 

临床试验: 在 DMD 患者中的多项试验 1 2 中，庆大霉素未能显示令人信服的

dystrophin 恢复治疗效果。 

挑战 1: 除很低的有效性外，长期使用庆大霉素亦有毒性（损害听力，损伤肾功

能）。 

解决方案 1: 大规模药物筛选鉴定了一个没有明显毒性副作用的有效药物。美国 PTC

公司开发的此药称为 PTC124 或 ataluren ，商品名 Translarna™。此药可

以口服，在培养细胞和 mdx 小鼠模型中均能恢复 dystrophin 蛋白的表

达。 

临床试验: 在健康志愿者中 Ataluren 是安全的。首个临床试验 中，口服 4 周、不同

剂量的 Ataluren 的耐受性较好，试验结果显示治疗组 dystrophin 蛋白的

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确认本药能够带来肌肉功能改善的 试验 在美国

和欧洲的多个临床中心展开 。 

不幸的是，与安慰剂相比，治疗并没有带来 6 分钟步行距离的提高。因

此，该临床试验被暂停。 该临床试验中的 美国 和欧洲病人可以参加 一

项开放标签型临床试验。 

在对试验数据进行 详细分析 和剂量优化后，一项新的 3 期临床试验目

前正在北美、南美、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开展，将招募 220 位患者。

试验结果定于 2016 年公布。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005574?term=gentamicin+duchenne&rank=2
http://www.ptcbio.com/3.1.1_genetic_disorders.aspx
http://www.ptcbio.com/3.1.1_genetic_disorders.aspx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264888?term=ptc124&rank=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4349052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847379?term=ptc124&rank=1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0592553?term=ptc124&rank=2
http://www.treat-nmd.eu/downloads/file/PTCT_News_2010_3_3_General.pdf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57400?term=ptc124&rank=9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57400?term=ptc124&rank=9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57400?term=ptc124&rank=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5042182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826487?term=ataluren&ran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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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 : PTC 公司的药物 Translarna（ataluren，也叫 PTC124）已经在 2014 年 8

月被欧洲药监局（EMA）批准进入市场。Translarna 被【批准用于治疗

仍能行走的、五岁及以上的，由 dystrophin 基因终止突变导致的 DMD

患者。在欧盟境内，目前在德国、奥地利和挪威有售，在法国、西班意

大利和希腊也容易购买到。在欧盟以外，Translarna 刚刚在以色列得到

批准，在土耳其，巴西和哥伦比亚也有销售。销售国家名单将继续增

加。这份名单可以在 PTC 网站上查询到（medinfo@ptcbi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