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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背景 

销毁天花病的病原体——天花病毒的储存，早在 1986 年便开始讨论，当时离 1980 年史无前例

地宣布根除天花并不久。多个委员会曾对是否应保留活天花病毒物质以进一步开展重要公共卫生研

究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何种研究可以使用活天花病毒进行了定义。根据世界卫生大会 WHA49.10、

WHA52.10 和 WHA55.15 号决议，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对所有

使用活天花病毒的研究进行监督。由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活天花病毒储存库目前仅保留在两所世卫

组织合作中心：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位于俄罗斯联邦新西伯利亚州的国家

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2007 年 5 月，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在 WHA60.1 号决议中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在 2010 年对

已经完成和正在开展的研究的成果，以及为实现全球公共卫生宗旨开展进一步基础研究的计划和需

要完成一份重要综述，同时考虑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以便在 2011 年第六十

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就销毁现存天花病毒的时间达成全球共识。 

2007 年 11 月，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草拟了一份研究概要，供 2011 年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2008 年 11 月，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决定使用以下方法以完成此重要综述： 

• 由一组获得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认可并能代表天花病毒研究与开发以及其他正痘病毒相

关工作的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起草一份有关天花活病毒研究文献和未发表数据的综述，该综述

以 6 个不同章节呈现（详见后面）； 

• 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选定成员对此科学综述进行评议（2009 年 12 月到 2010 年 4 月）； 

• 由天花病毒领域以外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对此科

学综述进行评审（2010 年 9 月到 2010 年 11 月）； 

• 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对此份科学综述和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进

行 终审议（2010 年 11 月）； 

• 由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审议按 WHA60.1 号决议要求撰写的科学综述和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

立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包括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的建议（2011 年 1 月）； 

• 由世界卫生大会审议该报告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2011 年 5 月）。 

此过程的第一部分：科学综述和概要，是由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在 2008 年会议上通

过的能代表天花病毒研究所有领域的一组科学家所起草的。在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的监督下，

这组具有天花病毒或其他正痘病毒专业技能的科学家开始撰写本文件《关于 1999-2010 年天花病毒

研究的科学综述》。本文件共包括天花疫苗、实验室诊断学、天花基因组学、世卫组织储存点状况、

动物模型和抗病毒药物六个章节。 

2009 年 11 月，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仔细斟酌并讨论了本文件的六个章节。2009 年 11 月

至 2010 年 10 月对本文件进行了多次编辑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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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对此文件的六个章节进行了审查，并对

是否需要活天花病毒进行了独立的评估。 

总之，此文件和独立评估表明在世卫组织赞助下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 区分多种不同株的天花病毒； 

• 开发两类具有不同机制的的优秀的候选抗病毒药物； 

• 开发新的低反应原性的天花疫苗（批准上市的疫苗和候选疫苗） 

• 开发天花病毒和其他正痘病毒的诊断检测方法 

• 开发天花病毒和其他正痘病毒的动物模型 

在 2010 年 11 月 17-18 日举行的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上报告了《关于

1999-2010 年天花病毒研究的科学综述》的早期版本，即 2010 年 11 月 10 日版。现行版本为 2010

年 12 月版，此版本包含了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和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

提出的修改意见。 

 

 

 

 Ali S Khan 和 Geoffrey L Smith 

 

 2010 年 12 月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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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公共卫生重要性 

天花是唯一通过全球疫苗接种运动而根除的人类疾病。这一成果一直是医学科学的重大胜

利。由活痘苗病毒制成的天花疫苗非常有效。然而，历史上也曾经也导致过严重的并发症，尤

其对于有免疫缺陷或是湿疹的人群。而且由于在非无菌条件下由活体动物身上制成，不符合当

今的生产准则。因此，研制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已经成为明确的公共卫生目标。 

目前进展 

采用组织培养细胞已可制备天花疫苗并获得许可，然而这些疫苗可导致与原始疫苗类似比

例的不良反应。因此又用几种其他方法来生产更为安全的疫苗。痘苗病毒减毒株的制备已取得

重大进展，即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MVA）和 LC16m8，是通过反复的组织培养传代制成

的。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MVA）比 LC16m8 毒性更低，通常经肌内或皮下给药，不会在

皮肤上留下印迹。LC16m8 可像传统的天花疫苗一样通过皮肤刮伤接种，但是与亲代病毒痘苗

病毒 Lister 株相比产生的印迹较轻。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MVA）和 LC16m8 已在非人类

灵长目动物中显示出了非常高的安全性和很好的免疫原性，且对与天花亲缘关系非常近的猴痘

病毒也产生了保护效果。由特定基因突变的活痘苗病毒、DNA（脱氧核糖核酸）编码的痘病毒

基因和纯化的蛋白组成的新一代疫苗，已在动物模型上获得成功，但还未到临床试验阶段。 

结果和影响 

允许用组织培养生产天花疫苗已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对于有免疫缺陷和患某些

皮肤病的人这些疫苗的使用是有医学禁忌的。由于天花已被根除，新一代疫苗的有效性需要利

用与天花病毒相关的痘病毒在动物保护研究中进行测试，而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则在人类

中进行测试。然而，使用活天花病毒进行体外中和实验和非人类灵长动物的研究使我们增强了

这些疫苗可抵抗天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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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根除天花规划的结果，1980 年就已宣布天花被根除。为应对世界恐

怖组织蓄意释放天花的风险，一些国家生产天花疫苗以补充储备。天花疫苗、痘苗病毒（VACV），

是到目前为止使一种人类传染病得以消除的唯一疫苗。然而，其安全水平并不能满足当前疫苗

标准：使用这种疫苗有传播其他感染（由于这种疫苗在动物体内生产）的风险和大量的不良反

应。因此，近年来天花疫苗一直用组织培养来生产，由组织培养或在鸡胚中生长的空斑纯化的

或非克隆的牛痘毒株组成。一些这类天花疫苗是基于非复制型或高减毒性的牛痘毒株，其安全

性和免疫原性都有所提高。 

痘苗病毒的研究表明可开发减毒活疫苗，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修改涉及宿主范围或免疫逃

逸的基因。另一个避免使用传染性痘苗病毒的策略是用病毒蛋白进行免疫，可诱导抗感染的保

护性免疫反应。新一代疫苗可在替代动物模型中行进测试，通过病毒中和实验或诱导特异的免

疫反应等参数与消灭天花的疫苗接种进行比较。新一代疫苗比传统的天花疫苗更安全且保留了

免疫原性 — 这一特点可使之进行人类临床实验。不过，由于天花已经被根除，测试 大的局

限性是无法证明新的天花疫苗在人体中可产生保护性免疫。 

1.2 天花接种史 

作为全球疫苗接种运动的结果，天花是唯一已被消除的人类疾病，这一成果是现代医学科

学 伟大的胜利之一（Fenner 等，1988；Smith 和 McFadden，2002；Henderson，2009）。 

人痘接种是第一种用来控制天花的措施。从感染者的天花脓疱分离出天花病毒(VARV），通

过喷洒或划伤对未免疫的人进行接种。这种方法虽然病死率很高(0.5–2%)，但是与通过呼吸途

径自然传播的天花所致的病死率（高达 40%）相比，还是有益的。人痘接种在 1723 年引入西欧

前，在印度和中国已实施了几个世纪，直至 1796 年 Edward Jenner 引进牛痘接种前，人痘接种

是预防天花的唯一方法。 

Jenner 是英格兰伯克利某小镇上的一个乡村医生，他发现挤奶女工的手有时会感染牛痘病

毒（CPXV），这种局部感染可以保护她们不患天花。Jenner 是对这项假设进行测试的第一人，

他从挤奶女工 Sarah Nelmes 的损伤部位取材并接种到一个名叫 James Phipps 的男孩身上。当

Jenner 再给男孩接种人痘时，男孩未受感染。在进行了多次研究后，Jenner 发表了他的成果，

这标志着疫苗接种时代的开始。 

尽管其他人也注意到了牛痘感染和抵抗天花之间具有相关性，但 Jenner 通过接种天花病毒

来证明种牛痘的有效性，并建议在人体连续传代来维持病毒滴度，提升接种效果。这些行动完

全证明了是 Jenner 发现了种牛痘。种牛痘的实践很快取代了人痘接种，它的成功让 Jenner 预测

在 1801 年“…天花 — 人类 可怕的灾难的灭绝，一定是这项实践的结果”（Jenner，18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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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非常及时，因为天花是当时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一个重大灾难。在短短的五年内，

Jenner 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疫苗接种机构，疫苗被传到世界

各地。然而，由于技术问题和供给短缺却限制了疫苗的广泛接种。牛痘在欧洲是一种罕见的疾

病，在美洲根本不存在。曾经也实践过人对人的接种，但由于会传播其他病原而终被禁止。 

随后，在活体动物的皮肤里生产牛痘病毒和紧密相关的痘苗病毒。1950 年开发出了更为先

进的冻干疫苗，使得疫苗可在无制冷条件下保存和运输，且不会失效。 后，分岔针的发展可

允许非技术人员成功接种这种疫苗。 

1.3 世卫组织天花全球根除计划 

1959 年，第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一项由苏联提出的决议，即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根除

天花（芬纳等人，1988 年）。1959 年到 1966 年的进展低于预期，但从 1967 年开始实施强化根

除天花计划。该方案下的全球接种牛痘政策强调对天花进行监测，并采取包围种痘方法防止人

传人，控制天花的流行。新的天花病例一旦被查明便进行隔离，对密切接触者接种疫苗并隔离。

这项政策的实施根除了天花， 后一个自然发生病例于 1977 年报告于索马里。随后各大洲都进

行了大规模的监测，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了天花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并于 1980 年 5 月 8

日在第三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实现了天花的根除。 

根除天花是到目前为止世卫组织 重要的成功事件，证明了大规模接种的预防措施可以消

灭传染病。根除天花还依赖于痘苗与天花的六个关键属性： 

• 天花只感染人。天花病毒没有可寄生的动物宿主，不能从动物重新传染给人类。 

• 天花疫苗无法形成潜伏感染或持续感染，因为患者康复后会排出所有病毒。 

• 天花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其症状易于发现。因此感染者很容易被识别，潜在的接触者就会

被接种疫苗。 

• 天花疫苗可以诱导长期持久的免疫保护，并且对所有天花病毒株都有效。 

• 由于病毒 DNA（脱氧核糖核酸）聚合酶高保真，且存在多抗原，没有任何一种天花病毒可

以通过抗原变异逃过免疫保护。 

• 天花疫苗易于制备，便宜，且在无冷藏条件下仍然稳定，此特性为其在全球根除天花运动

中有效安全的运输提供了便利。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天花的根除发生在分子生物学出现之前，由于牛痘病毒的复制周期知

识有限，病毒蛋白是中和免疫或免疫保护机制的目标。 

为了避免人类再次感染天花，在世卫组织的指导下，所有已知的储存于世界各地实验室的

天花病毒不是被销毁就是被送到美国和苏联（现在为俄罗斯联邦）的高度安全实验室的两个天

花储存点。这两个天花储存点分别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科尔索沃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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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 这两个中心是目前唯一保留的储存具有传染性的天花病毒

的官方地点。世卫组织密切监视有关这些样本的研究。 

1.4 痘苗病毒的起源 

初，牛痘病毒（CPXV）用作天花疫苗。这种病毒在牛身上比较罕见，可导致人类和一些

动物的散发性感染，但是其自然宿主可能是野生啮齿类动物。1939 年，Downie 表明当时用作天

花疫苗的牛痘病毒（CPXV）制品包含一种在自然界中找不到的其它病毒；在进行牛痘接种后被

命名为痘苗病毒（VACV）(Downie，1939 年)。几年之后，痘苗病毒取代牛痘病毒成为天花疫

苗。在 20 世纪随着痘苗病毒广泛用于天花疫苗，此病毒开始传染给家养动物，特别是印度的水

牛和巴西的牛。这些动物可能将病毒再次传播给人类。尽管如此，仍然认为痘苗病毒不是天然

人类病原。 

根据对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分析，痘苗病毒不太可能是从牛痘病毒或天花病毒（VARV）中分

离出来的。关于痘苗病毒的起源 盛行的假说是痘苗病毒是正痘病毒属(OPV）的一种，以前感

染动物现在已不再流行。也有人认为痘苗病毒起源于马痘病毒，因为更早的接种者从感染了痘

病毒的马身上获得疫苗，至少一株痘苗病毒 (安卡拉 )是从马身上分离出的（Mayr、

Hochstein‐Mintzel & Stickl，1975；Baxby，1981）。另外，一种与痘苗病毒亲缘关系 近的正

痘病毒已经从一匹患病的蒙古马身上分离出来（Tulman，2006）。选用痘苗病毒，而不是牛痘病

毒成为 20 世纪天花疫苗的原因没有记录。可能在制备疫苗的时候痘苗病毒流行更广泛，也可能

接种人员选择痘苗病毒是因为牛痘病毒会产生更严重的反应，而痘苗病毒毒力较低。虽然痘苗

病毒的起源和自然宿主仍然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病毒是人类研究 深入的痘病毒。 

1.5 根除天花的疫苗 

由于痘苗病毒作为疫苗历史悠久，因此多种痘苗病毒株在世界各地都有应用（芬纳等人，

1988）。西非和北美使用的是纽约城卫生委员会（NYCBH）毒株。惠氏实验室从感染 NYCBH

毒株的牛犊皮肤淋巴液里制备 Dryvax 疫苗，推向市场；天花根除运动后在美国仍能见到。

EM‐63 株来源于 NYCBH 株，曾在俄罗斯和印度使用，而英国 Lister 研究院开发的 Lister/Elstree

株成为全球使用 广泛的疫苗（(Rosenthal et al，2001）。天坛株（中国）也被广泛使用。在根

除规划中使用的其他痘苗病毒株包括哥本哈根株（丹麦）、伯尔尼株（瑞士）、Dairen 株（日本）、

安卡拉株（土耳其）、塔什干株（乌兹别克斯坦）和巴黎株（法国）。在根除天花规划中使用的

大部分疫苗是在活体动物的皮肤上生长的 — 主要有牛犊，还有羊、水牛和兔子。 

尽管天花疫苗是唯一消除人类传染病的疫苗，但是其安全性记录却并不完美。在动物身上

生产疫苗可导致传播其他疾病的风险，并且还有一些与疫苗接种相关的副作用。如果病毒从接

种者的接种部位或密切接触者传播，则会发生意外感染；眼部感染和广泛感染是 令人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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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缺陷或湿疹患者发生严重感染是主要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是天花疫苗接种的禁忌症。有很

小比率的接种者出现严重的神经不良反应，如脑炎，这种情况是不可预测的。 

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经常与一些疫苗株相关性较其他株大（Lane et al., 1969; Fenner et al., 

1988）— 目前有限的流行病学数据表明 NYCBH 株和 Lister 株发生不良反应的频率较低，而哥

本哈根株和塔什干株毒性较大。一些模式研究估计接种 NYCBH 株疫苗后每百万人中有 1 人死

亡（Halloran et al., 2002; Kaplan et al., 2002; Porco et al., 2004）。 近一项对现有流行病学资料的

回顾性研究估计，在大规模接种疫苗运动期间， 接种 NYCBH 株后每百万人中有数十人死亡，

而 Lister 株接种后每百万人中的死亡人数则高达 200（Kretzschmaret al.，2006)。美国在天花疫

苗接种运动期间大约有 70 多万人进行了接种，由此导致的心包炎发病率高于预期，引发了对该

计划的争议（Arness et al., 2004; Eckart et al., 2004)。即使没有不良反应，较轻的副作用如皮肤损

伤、低烧及头痛则是常见的。这些可能使人们不愿意接种疫苗。 

1.6 组织培养和克隆天花疫苗 

出于对微生物污染质量控制的担心，目前在活体动物身上制备天花疫苗尚不被接受。取而

代之的新一代疫苗利用组织培养或鸡胚培养制备。尽管在消除天花运动中偶尔也利用鸡胚制备，

但在组织培养中大规模生产疫苗的经验还非常有限，且仍缺乏对这种疫苗的有效性的完好记载。 

在根除运动期间使用的 Lister 和 Dryvax 疫苗的遗传异质性已经论证过（Li et al., 2006; 

Osborne et al., 2007; Garcel et al.,2009）。新一代疫苗是空斑纯化的病毒克隆，其特性与亲代相似。

尽管认为它们和用来消灭天花的 早疫苗同样有效，但是可能 — 虽然可能性很小 — 失去了

对人体有效的重要病毒克隆。 

Sanofi Pasteur 已利用细胞培养长出的 Lister 株生产出一种非克隆疫苗，目前正在进行临床

测试。另一种新一代克隆天花疫苗 ACAM2000 已于 2007 年 8 月在美国获准使用（Frey et al., 

2009）。这种疫苗通过空斑纯化从 Dryvax 疫苗中分离出，已在猴 Vero 细胞系中生长。尽管这些

疫苗生产符合当前标准，但是仍可能出现与天花根除运动中使用的标准 Dryvax 或 Lister 疫苗同

样的不良反应；只有非常少的人群有这些疫苗的禁忌症。 

基于完全复制痘苗病毒的天花疫苗接种后少有但都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已展开有针对

性的研究，以开发基于非复制或高减毒的痘苗病毒天花疫苗，使其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并保留

良好的免疫原性。常见的痘苗病毒减毒方法是在组织培养中多次传代，导致遗传学改变，使其

具有较低的毒性和有限的宿主范围。 

1.7 通过组织培养传代或基因重组使天花疫苗减毒 

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MVA）是上世纪 50 年代晚期通过在鸡胚成纤维细胞中传代 570

次从绒毛膜尿囊痘苗病毒安卡拉株（CVA）中分离出的一种痘苗病毒株（Mayr, Hochstein-Mintzel 

& Stickl, 1975）。这种传代使得病毒宿主范围受限，不能在人体在细胞中有效复制，但可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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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病毒蛋白（Sutter & Moss, 1992; Mayr, 2003）。在德国已批准应用这种病毒制备疫苗，

并安全接种 10 万多人，但并未测试其抵抗天花的有效性。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删除了大量

基因组末端区域，其中包含涉及宿主免疫反应逃逸或维持痘苗病毒广泛的宿主范围（Antoine et 

al., 1998）等非必需基因，使得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能在鸡胚成纤维细胞和幼仓鼠肾细胞里

很好地复制，而不能在人类细胞中复制（Carroll&Moss，1997）。在大多数种类的细胞中，改良

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能产生大部分病毒抗原，但只形成不成熟的病毒颗粒，细胞间的传播受到

限制。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作为一种疫苗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因为它提供了几近完全的

抗原剂量，而且不会在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细胞中进行完全复制（如免疫缺陷猴子的研

究证实，[Stittelaar et al., 2001]）。它诱导的抗体谱与 Dryvax 的类似，还可使非人类灵长动物对

猴痘病毒（MPXV）产生保护性免疫（Earl et al., 2004, 2008）。但是，要达到与单剂复制型痘苗

病毒一样的免疫保护效果，需要高剂量或多剂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其一期和二期临床试

验已完成，三期临床试验预计在 2011 年开始（Vollmar et al., 2006; Wilck et al., 2010）；加上适当

的动物研究，可能会获得疫苗生产许可。 

LC16m8 是由痘苗病毒 Lister 株经原代肾上皮细胞低温（30°C）传代发展而来，并于 1975

年在日本获得生产许可（Hashizume et al. 1985, Kenner et al., 2006）。该病毒的摄入率类似于 Lister

株，但是它不同于 Lister 株的是温度限制、有限的宿主范围，并能显著减少不良反应（在不良

反应的严重程度和出现不良反应的人数两方面）。LC16m8 基因组没有大量删除，大多数开放读

码框都有功能。LC16m8 的小斑块表型是由于 B5R 基因突变，编码与补体调节蛋白同源的一种

蛋白质。这种蛋白对形成细胞外包膜病毒是必需的，也是抗体中和病毒粒子的一个重要靶抗原

（Putz et al., 2006）。由于这种突变很容易恢复，所以开发了稳定的删除整个 B5R 基因的

LC16m8，（Kidokoro、Tashiro&Shida，2005）。另外一些有关温度限制和体内减毒的突变很可能

发现于病毒基因组的其他地方。已证明 LC16m8 可以保护猴子抵抗猴痘病毒（Saijo et al., 2006)。 

痘苗病毒的 Dairen I（DI）株是从在鸡胚中传过 13 代的亲代 Dairen 疫苗株中分离出来的

（Tagaya, Kitamura & Sano, 1961）。它删除了大量基因组左侧末端区域，其中包括涉及病毒宿主

范围和干扰素抵抗的基因（Ishii et al., 2002）。 

到目前为止，关于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LC16m8 和痘苗病毒 DI 株的信息是令人鼓舞

的，不过此项研究仍需继续并扩大。 

重组技术可在基因组特定的位点插入、删除或阻断基因，以产生更安全、免疫原性更好的

疫苗（Moss, 1996; Jacobs et al., 2009）。病毒可以通过删除涉及免疫调节、宿主范围、或核酸代

谢的基因而减毒。痘苗病毒 具代表性的减毒突变之一就是 NYVAC，删除了 18 个开放读码框

（Tartaglia et al., 1992）；另一种是 E3L 缺失突变，仍可通过划伤给药（Jentarra et al., 2008）。高

减毒的 NYVAC 比疫苗株的免疫原性低（Midgley et al., 2008），因此接种时可能需要较高的病毒

剂量。对参与免疫逃逸的基因更具选择性的灭活，或表达促进免疫反应特定方面的细胞因子，

可能会增加疫苗接种后的保护性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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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蛋白亚单位和天花 DNA 疫苗 

由重组有机体产生的纯化病毒蛋白或利用 DNA 表达该种蛋白，是另一种诱导产生抵抗天花

的保护性免疫力的方法。近年来，在鉴定诱导产生抵抗正痘病毒的保护性免疫力的病毒蛋白方

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Moss，2010）。可抵御病毒体蛋白的抗体在组织培养中可中和病毒感染，

一些研究表明用膜蛋白制品（包括 A33、B5、L1 和 H3）免疫动物可保护它们免于强毒力的痘

病毒感染（Fogg et al., 2004; Davies et al., 2005; Heraud et al., 2006; Xiao et al., 2007; Buchman et al., 

2010）。用病毒的 I 型干扰素结合蛋白免疫小鼠可保护它们不受致死性鼠痘感染，因此病毒的免

疫调节蛋白可作为基于蛋白疫苗的另一种选择（Xu et al., 2008）。 

亚单位疫苗比传染性痘苗病毒安全。但是，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些疫苗在天花爆发时起作用，

因此用这种替代方法来接种受到一定的限制。 

1.9 暴露于天花后的疫苗接种 

在暴露于天花病毒感染后进行疫苗接种可能会有效地使伤亡 小化（Mortimer，2003）。有

些研究已通过动物模型对此种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暴露于强毒性痘

病毒后的 1‐2天内接种疫苗可免于死亡（Staib et al., 2006; Samuelsson et al., 2008; Paran et al., 

2009）。有趣的是，在猴痘感染模型中，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比 NYCBH 株更快地引起保护

性反应，可能是由于在实验中使用了高剂量的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Earl et al., 2008）的缘

故。 

1.10 接种天花疫苗未来的挑战 

为了应对恐怖组织故意释放天花病毒的风险，一些国家生产天花疫苗以补充他们的储备

（Rosenthal et al., 2001），世卫组织也储备了天花疫苗。通常，为符合当前疫苗标准，这些疫苗

都是在组织培养中制备而不是在动物身上。考虑到它们与传统天花疫苗的相似性，很可能疫苗

产品具有同样的效能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生产牛痘免疫球蛋白，或开发可替代方法例如抵抗特

定病毒成分的单克隆抗体，可能在治疗疫苗接种的不良反应时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有天花疫苗接种禁忌症的人群比例

较大，因此需要更安全的天花疫苗。目前高度和中度减毒的痘苗病毒有望获得生产许可，如改

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和 LC16m8，也可能会获得生产许可。此外，痘苗病毒研究中获得的信

息可用于创建可以合理减毒的工程病毒株，如减少复制、传播或调节宿主免疫反应。新疫苗可

通过动物模型测试其保护效果，通过人类临床试验测试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获得审批的主要困难是高成本，以及无法显示新开发的天花疫苗能在人体中诱导抵抗天花

的保护性免疫力。因为天花已根除，所以不能测试新疫苗抵抗天然疾病的有效性。而且，这些

疫苗必须在诸如小鼠的鼠痘或灵长类动物的猴痘等天花的替代模型上测试，并与传统天花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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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在组织培养中对痘苗病毒的反应性和痘苗病毒传染性的中和能力作为

标志物（Damon et al., 2009）。我们获得的有关强毒力痘病毒的免疫学参数尽管有限，但近年来

一直在增长，并可提供新一代天花疫苗与传统疫苗比较的基准（Putz, et al., 2006; Kennedy et al., 

2009）。不过，活天花病毒的体外中和实验和在非人类灵长动物中的研究，将使我们增强对这些

疫苗可抵抗天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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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PXV 牛痘病毒  

CVA 绒毛膜尿囊痘苗病毒安卡拉株 

DNA 脱氧核糖核酸 

MPXV 猴痘病毒 

MVA 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 

NYCBH 纽约城卫生委员会 

OPV 正痘病毒（属） 

VACV 痘苗病毒 

VARV 天花病毒 

WHO 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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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花实验诊断学（天花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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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结果和结论属于文章的作者，并不一定代表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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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公共卫生重要性 

天花病毒是天花的病原体，该疾病已于 1980 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宣布被根除。由于这种病毒

具备高致病性和高致死率，另外由于天花疫苗常规接种已于上世纪 70 年代全面中断而造成目前

大量人群成为易感人群（亨德森等，1999 年），该病毒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武器或恐怖武

器。考虑到天花诊断（以及误诊）的严重后果，有必要明确、快速、可靠地鉴别诊断天花，其

中包括采用可靠的方法检测天花病毒、并与其他类似的临床病原体进行区分。由于对于低流行

率疾病，阳性诊断结果的预测值（也称为阳性预测值）极低，所以需要使用能够提高阳性预测

值的诊断方法。 

目前进展 

2000 年至 2010 年，天花的临床诊断和实验室诊断能力显著提高。这一章回顾了以往的天

花诊断方法，并概述了自 2000 年以来天花核酸诊断检测、血清学检测、蛋白质检测方法的进展。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这些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手段持续改进。具体而言，核酸检测方法越来越多

地采用高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在有些情况下也使用阵列平台。 

结果和影响 

目前已经有了许多基于核酸的检测方法，但是基于蛋白质或免疫学的诊断技术还较少。所

有天花和痘病毒的检测方法（包括上述新方法）都只是用于研究性工作；还没有一项技术完成

了监管审批程序。在本文撰写的同时，关于检测方法的监管审批是否需要天花活病毒正在讨论

之中。目前市面已经能够买到一种基于核酸的诊断试剂盒；但其仅能用于研究目的，不能用于

日常的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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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这一章重点讨论天花临床诊断的实验室程序，其中不涉及环境检测方法，将列举样品采集

和处理方法，简述以往的诊断检测方法，并重点讨论核酸检测和血清学检测方法。关于新近开

发的基于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MALDI）的系统，由于目前仅有很少实验室使用、并仍在进

一步完善之中，相关讨论不包括在本章内容之中。 

天花病毒是天花的病原体。由于这种病毒具备高致病性和高致死率，另外由于天花疫苗常

规接种已于上世纪 70 年代全面中断而造成目前大量人群成为易感人群（亨德森等，1999 年），

该病毒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武器或恐怖武器。考虑到天花诊断（以及误诊）的严重后果，

有必要明确、快速、可靠地鉴别诊断天花，其中包括采用可靠的方法检测天花病毒、并与其他

类似的临床病原体进行区分。在 1980 年天花被彻底消灭之前，尽管它有时会和其他出诊疾病混

淆，其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容易鉴别诊断。（Damon 和 Esposito，2003 年；Shchelkunov、Marennikova

和 Moyer，2005 年）。例如，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严重水痘皮疹经常被误诊为天花。

另外，猴痘、痘苗病毒全身性感染、带状疱疹病毒弥散性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弥散性感染、药

物反应（药疹）、多形红斑、肠病毒感染、二期梅毒、疥疮、昆虫叮咬、脓疱疮、传染性软疣等

疾病也会与小泡阶段天花相混淆；急性白血病、脑膜炎球菌血症和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也

会与出血性天花相混淆。为避免上述类型的误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与其他众多专业机构合作开发了一种评估天花的方法1。 

阳性预测值（即检测结果为阳性中真正阳性的比例）随着疾病流行情况变化；敏感性和特

异性则不同，它们不受疾病流行情况的影响，反映的是检测方法本身的特性。因此，为了确诊

疑似病例，可以通过检测具有相应临床症状患者的样本，以及使用误差类型各异、检测目标不

同的多种诊断手段来提高阳性预测值。 

2.2 标本收集和处理 

发现天花疑似病例应当立即向相应的地方或国家卫生部门报告。 

现行的国际性建议指出2：天花病毒相关工作应在世卫组织批准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中进

行。2010 年以前，全球只有两个世卫组织合作中心有能力处理活的天花病毒标本  —  一个是美

国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另一个是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

技术研究中心（SRC VB VECTOR）。有关标本安全采集和处理的信息可参阅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网站，目前列在天花应对规划下的《指导四：标本采集和运输指南》中3。 

                                                              
1 http://emergency.cdc.gov/agent/smallpox/diagnosis/riskalgorithm/ for the algorithm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2 http://www.who.int/csr/disease/smallpox/SummaryrecommendationsMay08.pdf 
3 http://emergency.cdc.gov/agent/smallpox/response‐plan/#gu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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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有两至四片痘痂或水泡病变物（或两种都有）才适合用作实验室检测的样本。结痂

可用手术刀或 26 口径的针从下面正常的皮肤上剥离，得到的每个标本应存储在单独的容器中以

免交叉污染。已发现一些传染性出疹疾病（包括水痘和猴痘）共感染的现象。病变区域采样应

包括囊泡液和上面的覆皮。一旦取下覆皮并放入标本容器后，应用木制敷药棒，或聚酯棉拭子

充分擦拭囊泡基底。粘性材料可涂到一块干净的显微载玻片上并风干。可以将一块干净的载玻

片慢慢压在开放性病变上取样（也称压触取样）。适当情况下，可以采取小、中、大三种力度将

三个电镜栅格压触在病变处（将光面压触到无覆皮的水疱上）以取得一个系列的样本（Hazelton

和 Gelderblom，2003 年）。载玻片和电镜格栅应当风干达 10 分钟左右后放入载玻片盒或格栅盒

以便送到实验室。 

其它的病变区采样方法（包括将样本吸附到适当类型的滤纸片上）都正在评估当中。将样

本储存到运送液的方式（例如疱疹病毒的运输）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运送液会将标本

稀释。目前已有了关于电镜取样和标本处理的具体建议标准4。 

病变活检也可以为病毒检测提供合适的样本。可以做一个 3-4 毫米的穿刺活检并等分标本，

一半放入福尔马林用于免疫组化检测，剩下一半放入标本收集容器中。从前驱发热期和早期出

疹期疑似天花患者取得的血液样品和咽拭子都可以用作病毒检测的样本。此外，可以使用患者

血清进行血清学检测，以确证病毒诊断，或回溯既往诊断。应尽可能在疾病早期取得 5 到 10 毫

升的血清，并在 3 到 4 周后再取样一次。 

在运达目的地前，含有病毒的标本应储存在-20 摄氏度或是干冰中。而电镜格栅和经福尔马

林固定的组织应保存在室温下。如果储存不超过七天，标准冷藏温度（4°C）也可以接受。 

临床样品的包装和运输 

临床样品的包装和运输应当遵循传染性物质运输及包装的国际法规和国际标准。 

所有临床样品的运输必须使用三重包装系统（世卫组织，2008 年）。临床样品应被视为 A

类传染性物质，并指定为联合国编号 UN2814。有关传染性物质和患者标本的所有运输模式（国

际及国内）的实用操作指南可以在世卫组织网站上查询5。 

2.3 病毒分离 

1937 年首次描述了用鸡胚诊断水痘，从此这种方法便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诊断方法。可导致

人类感染并使鸡胚的绒毛膜尿囊膜（CAM）生痘的已知正痘病毒（OPVs）有：天花病毒，猴痘

病毒（MPXV），牛痘病毒（CPXV）和痘苗病毒（VACV）。温度 34.5–35°C 下生长了 12 天的鸡

胚上浮出的痘的形态差异对于区分正痘病毒的种类非常有用；由此，在天花根除运动中，绒毛

膜尿囊膜（CAM）检测得到了广泛和成功的应用。 

                                                              
4 http://www.bt.cdc.gov/agent/smallpox/lab‐testing/pdf/em‐rash‐protocol.pdf 
5 http://www.who.int/ihr/biosafety/publications/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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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有新的诊断技术，病毒分离仍然是金标准。另外，病毒培养是用于生产活病毒以

供进一步检测的唯一现存方法。尽管天花病毒在鸡胚中也能生长得很好，但细胞培养通常更简

单实用。天花病毒可接种在许多种细胞系中，包括： 

• 细胞毒素，BSC‐1 和 CV‐1（非洲绿猴肾细胞）。 

• LLC‐MK2（恒河猴肾细胞） 

• 人胚胎肺纤维细胞 

• HeLa（人卵巢癌细胞） 

• 鸡胚胎成纤维细胞 

• MRC‐5（人二倍体成纤维细胞） 

随初始接种的感染性物质量的不同，一到两天内就可产生细胞病变作用；如果感染性物质

很少，则可能 3 到 4 天斑块都不出现。 

2.4 电子显微观察 

由于病毒体的形态比较典型、痘病毒病变区的病毒体数量较大、样本采集相对简单，电子

显微观察被认为是痘病毒感染实验室诊断的一线方法。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子显微成为病毒学

诊断的标准方法以来，其在天花根除运动中得到广泛应用。现在对人类痘病毒感染的临床诊断

很少，所以电子显微观察法可能相对较早地为未知的出疹疾病提供病因线索（Hazelton 和

Gelderblom，2003 年）。 

正痘病毒都具有像砖一样的病毒颗粒形态，表面不规则地覆盖着像小段胶带状的管状片段，

大小在 250 纳米*290 纳米和 280 纳米*350 纳米之间。虽然不同种的正痘病毒在形态上不易区分，

但却较易同疱疹病毒分开，这对于患者的鉴别诊断十分重要（例如与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所致的

水痘进行鉴别)。由于痘病毒与细胞基质紧密结合，所以样本必须正确地制备以便电子显微检查。

过去采用无菌沙在研钵中研磨病变处的结痂或细碎组织，或是将液氮速冻后的样品捣碎。现在

市面上的专用管式体系（内含搅拌珠的溶解体系或磨拌机）效果更好，因为其过程标准化、并

可以避免交叉污染。两个冰冻 — 融化周期或者超声裂解（或两者）就促使该封闭管式体系内

的细胞破坏。角杯形状的超声定位器可以从细胞基质中释放更多病毒体。通过观察到病毒颗粒

进行的诊断需要病毒颗粒浓度达到 105 个/毫升。 

样品的制备与检验需要耐心和经验。即使很快就找到了砖形的痘病毒颗粒，也要进一步观

察该样品，因为可能还存在其他病毒。一份样本可能要检查 30 分钟，这取决于颗粒的数量。因

此，电镜观察可能需要到收到样品两个小时后才能得到结果。互联网上可找到负染的评估方法

和负染粒子的图片6。 

                                                              
6 http://www.bt.cdc.gov/agent/smallpox/ab-testing/pdf/em-rash-protocol.p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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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于基因组或基因组片段的诊断法 

近几年核酸研究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许多种基于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检测方法。核苷酸

测序技术已经实现自动化并不再昂贵，这意味着诸如聚合酶链反应（PCR）、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基因芯片、甚至基因组测序技术都不再局限于少数的专业实验室使用。 

2.5.1 天花病毒 DNA 的使用 

天花病毒 DNA 的分发、合成和处理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管理（世卫组织，2008b）。除了在两

个天花和其他痘病毒感染世卫合作中心外，严禁在任一时刻保有含超过 20%天花病毒基因组的

克隆。要使用超过 500 核苷酸长度的天花病毒 DNA 就必须是向世卫总部提出申请，而接收这

些 DNA 的实验室不能再将这些 DNA 分发给第三方。此外，天花病毒 DNA 不能用于插入痘苗

病毒（VACV）或任何其他痘类病毒，且当一间实验室存在天花病毒时不能同时使用其他正痘

病毒。不过，不超过 500 个碱基对的天花病毒 DNA 可以在无需事先批准的情况下用作 PCR 诊

断试剂盒的阳性对照，当然这种情况 好也要通知世卫组织。同样，表面共价结合寡核苷酸（不

足 80 个碱基对）、因而较难通过配位键重组的 DNA 基因芯片的生产也可不必通知世卫组织。上

述寡核苷酸允许涉及基因组的全长。 

2.5.2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方法的原理是：即使很近似相关的病原体彼此间也是由其

基因组之间的序列差异来区分的。在实际工作中，RFLP 方法包括分离目标病毒、提取 DNA，

然后用一个限制性内切酶或一组限制性内切酶来切取DNA。而后用凝胶电泳将切取下来的DNA

片段依据片段大小彼此分开并成像。理想的情况是，每一株将显示一个独特的图谱或指纹。一

个新方法的建立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限制酶。这将产生几种分子指纹，分析后就可以确定如何

组合使用限制酶以区分不同株系或分离株。 

用HindIII酶生成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已被用于区分各种正痘病毒（Mackett和Archard，

1979 年；Esposito 和 Knight，1985 年）；但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需要较长时间的病

毒培养以生成足够量的高质量 DNA。 

2.5.3 聚合酶链反应 

聚合酶链反应从复杂的序列混合物中产生大量的所需 DNA 序列。任何通过聚合酶链反应生

成的产物都一定具有一个特定长度；其能够通过杂交 DNA 探针、限制性内切酶、或是更为常用

的测序来识别。通过使用一套二级引物来扩增一级聚合酶链反应产物的亚片段可以提高聚合酶

链反应的灵敏度；不过，这种嵌套聚合酶链反应技术会花费大量时间，并可能导致假阳性结果，

因此在常规诊断中应避免使用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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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链反应不能区分活性病毒和非活性病毒、以及完整的 DNA 基因组片段和非完整的

DNA 基因组片段，这都可能使结果的解释复杂化。同时，聚合酶链反应一定要同时包含阳性对

照和阴性对照来保证结果的有效性。使用阳性对照有助于消除假阴性结果（即判定整个聚合酶

链反应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使用阴性对照有助于消除假阳性结果 （即判定是否所有样本都被

病毒 DNA 或病毒模板污染)。这些注意事项能够令聚合酶链反应真正成为一种可行的诊断方法。

其速度、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的优势远远超出了其设备价格高昂方面的劣势，而且目前已经具

备防止污染导致假阳性结果的方法。因此，聚合酶链反应已成为天花病毒诊断识别的理想方法。 

基于血凝素序列（Ropp 等，1995 年）、细胞因子反应调节剂 B（CrmB）（洛帕廖夫等，2001

年）、和 A 型包含蛋白基因（Meyer、Ropp 和 Esposito，1997 年），聚合酶链反应目前可用于识

别和区分正痘病毒种类。在这些检测方法中，聚合酶链反应使用的引物能够扩增任何正痘病毒

中都有的一段 DNA。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子使用适当的限制性内切酶切取，然后用凝胶电泳分离，

并通过与对照病毒的片段组特征进行比较来区分不同的病毒种类。然而，当分析大量的正痘病

毒种分离株系时，限制性片段图谱的非均质性也变得十分明显，这就使结果的解释比较困难

（Meyer 等，1999 年）。 

为了能用一步性检测区分正痘病毒种类， 近开发出了一种多元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方

法。该方法使用特异性的寡核苷酸引物在种的级别识别正痘病毒，使用四对引物（三对分别针

对天花病毒、猴痘病毒和牛痘病毒，外加一个种特异性对）产生每种正痘病毒不同长度的扩增

子（Shchelkunov，Gavrilova 和 Babkin，2005 年）。这种特异性对作为聚合酶链反应的内对照、

以检测样品是否含有正痘病毒 DNA。这种方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采用 57 种正痘病毒株进行了

评估，包括从 1970–1975 年间天花感染病例的病变皮肤结痂上分离出的 DNA，这些 DNA 一直

存放于俄罗斯天花病毒收集中心。 

2.5.4 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为了在不全长测序的情况下了解整个病毒基因组，可使用一种改进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性方法。聚合酶链反应（PCR）作为基因组全长各区扩增的预步骤使用，然后将这些扩增子用

作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LP）技术的 DNA 模板。这种改进的技术（称作 PCR-RFLP）为

区分病原体提供了更高的敏感性。PCR-RFLP 已经被用于区分几种正痘病毒种类，包括天花病

毒（Li 等，2007 年）。根据地理分布和分离年数不同选择样本，PCR-RFLP 分析法还被应用于

来自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 21 种天花病毒和来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45 种天花病毒（Babkina 等，2004 年；Li 等，2007 年）。20 种通用引物对被用于生产覆盖 99.9%

天花病毒基因组的 20 种相互重叠的扩增子。全部扩增子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图谱的综合树状

图将天花病毒的主要株和次要株区分开来，并将不同株依据地理分布或流行病学史（或两者）

进行总体聚簇。尽管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但 DNA 测序的发展可能

会在不久的将来限制这种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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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法线目前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聚合酶链反应方法。与传统

的 PCR 相反，实时聚合酶链反应在同一容器中完成目标 DNA 的扩增和检测，其取消了很费时

间的 PCR 后各步骤、并降低了交叉污染的风险。此外，实时聚合酶链反应可以提供定量信息。

便携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机和冻干试剂（Aitichou 等，2008 年）的 新进展预示了疾病爆发的

现场快速诊断（即两个小时之内的诊断）即将成为现实的美好前景。 

实时聚合酶链反应的许多优势使其被引入到痘病毒诊断领域，能够迅速和明确地识别天花，

并与其他出诊性疾病区别开。但是其相关检测方法实用性的证明需要对大量正痘病毒株进行筛

查。通常，任何检测只用不到 0.1%的基因组采样来提供结果。一份报告称，探针的错误配对使

天花病毒与其他正痘病毒能够通过熔解曲线分析区分开来（Espy 等，2002 年），但是随着基因

组数据库中的新的正痘病毒序列不断增加，探针展现出骆驼痘病毒（CMLV）和牛痘病毒（CPXV）

株系的特征，这意味着天花的可靠识别不可能。由于近似病毒更多的序列信息不断增加，其聚

合酶链反应引物及探针的实际特异性和敏感性应当定期进行评估（即使不能采取实际的实验室

检测也要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 

在良好的生产条件下、用标准化试剂开发出的一种试剂盒式的筛查检测方法采用实时

LightCycler 聚合酶链反应识别天花病毒 DNA（Olson 等，2004 年）。一个导致总计 64 种天花病

毒株特异性氨基酸置换的核苷酸错误配对被用于设计杂交探针对，其能够通过熔解曲线分析将

天花病毒与其他正痘病毒区分开来。通过对各正痘病毒种（天花病毒、牛痘病毒、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痘苗病毒、骆驼痘病毒、鼠痘病毒）的 180 种株系进行扩增发现，天花病毒的熔解温

度与其他正痘病毒株系显著不同，从而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用性。在加标的献血样品中，检测

限为每过程 11 个 DNA 拷贝的检测方法能够为病毒感染样本提供可靠的正痘病毒 DNA 检测

（Schmidt 等，2005 年）。因此，通过天花病毒的早期检测，该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有可能帮助预

防病原体通过输血传播的生物恐怖主义行为。 

还有一种敏感性和特异性都很高的利用 SmartCycler 平台和 LightCycler 平台快速测定天花

病毒 DNA 的检测方法（Kulesh 等，2004 年）。这种方法是基于 TaqMan 技术的检测方法，将正

痘病毒 HA 基因作为目标序列。该方法已通过包含 322 个编码样本（包括 48 种不同天花分离株

和 25 种非天花病毒株）的盲性实验进行了评估。另一种方法（Nitsche，Ellerbrok 和 Pauli，2003

年）同时检测正痘病毒普通性和天花特征性基因组区域，这有助于对含有天花的病毒混合物进

行分析。在这种测定方法中，天花显示出 高的熔解温度，而其它任何变种都显示出较低的熔

解温度。另外一些实时 PCR 检测方法也已经公布，而各个国家的实验室也正在开发其它一些检

测方法。应当注意聚合酶链反应抑制作用可能会时有发生，这将导致假阴性结果，但可以通过

适当的内部对照解决。 近公布的天花病毒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方法及其验证的总结请参阅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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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阳性的天花聚合酶链反应结果必须通过扩增基因组的其他部分进行确证。

使用将基因组不同部分作为目标区域的的多元检测方法（除非核酸检测和诊断检测外）将提高

天花病毒实验室诊断的可信度。特别是在当前没有自然疫情发生、阳性预测值几乎接近于零的

情况下尤其如此。 

表 2.1 天花病毒测定的实时 PCR 检测方法 

参考 目标基因（痘苗病毒 –
哥本哈根命名法） 

方法 是否采用天花基因
组进行验证 

注释 

Espy 等，2002 年 HA/A56R LightCycler 杂交探

针；熔解曲线分析将

天花病毒与其它正

痘病毒区分开 

否 
使 用 天 花 病 毒

DNA 片段进行验

证 

几种牛痘病毒和 
骆驼痘病毒株系

与天花病毒具有

相同的熔解温度 
 

Ibrahim 等， 
2003 年 

HA/A56R TaqMan，天花病毒特

异性探针切割 
是 — 

Panning 等， 
2004 年 

HA/A56R LightCycler 杂交探

针；熔解曲线分析将

天花病毒与其它正

痘病毒区分开 

否 
使用了一个人工

结构 

几种牛痘病毒株

系与天花病毒具

有相同的熔解温

度 
 

Nitsche,Ellerbrok
和 Pauli，2004 年 

方法 1：Rpo 18 
方法 2：VETF 
方法 3：A13L 
（天花病毒） 
方法 4：A13L
（nVAR-OPX） 

LightCycler 杂交探

针；熔解曲线分析将

天花病毒与其它正

痘病毒区分开 

是 
但是数据显示使

用了人工合成天

花病毒片段 

— 

Kulesh 等， 
2004 年 

方法 1：B10R 
方法 2：B9R 
方法 3：HA/A56R 

TaqMan，天花病毒特

异性探针切割 
是 方法 1 和 2：扩增

了一些牛痘病毒

株系， 
方法 3：目标核酸

和 Ibrahim 等 人

（2003）一样，但

是用了稍小的探

针 
Olson 等， 
2004 年 

14kD/A27L LightCycler 杂交探

针；熔解曲线分析将

天花病毒与其它正

痘病毒区分开 

是 市面可以买到：

RealArt 正痘病毒 
LC 试剂盒 
（Qiagen，Hilden，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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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目标基因（痘苗病毒 –
哥本哈根命名法） 

方法 是否采用天花基因
组进行验证 

注释 

Carletti 等， 
2005 年 

CrmB LightCycler 杂交探

针；熔解曲线分析将

正痘病毒与疱疹病

毒区分开 

是 
但是数据显示使

用了合成天花病

毒片段 

特异性天花病毒

检测应当采用聚

合酶链反应限制

酶分析 
Fedele 等， 
2006 年 

CrmB 两个 TaqMan 探针，

一个是天花病毒特

异性探针 

否 
使用了人工结构 

— 

Scaramozzino 
等，2007 年 

14 kDa/A27L 两个 TaqMan 探针，

一个是天花病毒特

异性探针 

是 — 

Aitichou 等， 
2008 年 

HA/A56R 两个 TaqMan 探针，

应该是天花病毒特

异性探针 

否 
使用天花病毒DNA
片段进行验证 

— 

Putkuri 等， 
2009 年 

HA/A56R LightCycler 杂交探

针；熔解曲线分析将

天花病毒与其它正

痘病毒区分开 

否 
使用人工分离天

花病毒 DNA 片段

验证 

— 

Loveless 等， 
2009 年 

B9R/B10R LightCycler 杂交探

针；熔解曲线分析将

天花病毒与天花次

要株区分开 

否 
使用人工分离天

花病毒 DNA 片段

验证 

— 

CMLV－骆驼痘病毒；CPXV－牛痘病毒；CrmB－胞因子反应修饰物 B；HA－血凝素；nVAR-OPX－非天花正

痘病毒；PCR－聚合酶链反应；VACV－痘苗病毒；VARV－天花病毒；VETF－病毒早期转录因子 

2.5.6 寡核苷酸基因芯片分析法 

上述病毒种级检测方法产生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利用寡核苷酸基因微阵列（通常称作基因芯

片）上的 DNA 杂交来解决。第一种方法的原理是：将荧光标记的扩增 DNA 样品与固定在三维

聚丙烯酰胺胶微芯片（胶固定化合物微阵列）的寡核苷酸 DNA 探针杂交。探针在病毒 CrmB 基

因内识别种特异性的位置。总共分析了代表 6 个不同种的 59 份正痘病毒 DNA 样本，结果显示

杂交与传统检测结果之间没有差异（Lapa 等，2002 年）。 

另外一种寡核苷酸基因芯片是利用普通载玻片和天花病毒印度株开发出来的，其目标基因

为编码一种趋化因子结合蛋白的 G3R，（Laassri 等，2003 年）。这种基于基因芯片的方法可同时

检测对人类具有致病性的 4 种正痘病毒，能够将四者彼此区分、并与带状疱疹病毒相鉴别。研

究者对不同种的正痘病毒 DNA 及两个带状疱疹株的共 49 份已知样本进行了盲性检测，寡核苷

酸基因芯片正确、可靠地检测出了全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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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其检测效能及适用性，针对病毒每个种的几种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都被包含到这

种基因芯片中。完成这种检测只需三个小时，并且能够用于多样本的并行检测。同时分析多个

基因能够进一步提升该检测方法的可靠性。 

已有的另外一种基因芯片检测方法能够同时检测和鉴别 6 种正痘病毒（天花病毒、猴痘病

毒、牛痘病毒、骆驼痘病毒、痘苗病毒和鼠痘病毒），这种方法同样能够将正痘病毒与水痘-带

状疱疹病毒、HSV‐1 和 HSV‐2 鉴别开（Ryabinin 等，2006 年）。天花病毒哥本哈根株的 B29R

和 B19R 基因序列被用于识别不同种正痘病毒的相应基因，并被用于设计种特异性基因芯片寡

核苷酸探针。编码 CC 趋化因子结合蛋白的 B29R 被用于鉴定 86 种正痘病毒株。编码 I 型干扰

素结合蛋白的 B19R 被用于鉴定 72 种正痘病毒株。这种基因芯片还包含可鉴定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HSV‐1、HSV‐2 的几种寡核苷酸探针。 

2.5.7 测序 

对不同 PCR 扩增子进行诊断性测序、并将结果同相关数据库进行比对之后，就可以认定某

个样品的种系来源。目前已得到超过 200 种正痘病毒的 HA 基因系列，这被证明有助于种系发

生学的研究。这些研究证实了目前已确立的正痘病毒种的概念，而此概念过去则是根据各种病

毒的不同表型建立起来的。 

1940 年到 1977 年对总共 45 种流行病学各异的天花分离种进行了测序（Esposito 等，2006

年）。该基因组是一种约有 186 千碱基对的两端共价封闭的线性 DNA，。低水平的序列多样性表

明这些分离种的功能基因之间可能差别很小。这将加大测序检测方法有效识别出重新出现的天

花病毒株的可能性。另外，低水平的序列多样性从生物防御的角度也具备安全性和重要性，因

为这意味着在追踪单一或多源性疫情爆发时能够确定天花感染诊断的可能性较高。对病毒的追

踪能力本身就能有效威慑故意滥用该病毒的行为。除了上述这些方法，目前还有一种采用测序

技术的生物条形码检测方法被用于包括天花病毒的病原体检测；已经使用长度为 30 个核苷酸的

人工合成天花病毒片段对这种方法进行了评估。 

生物技术能够通过自然界生物体的基因材料构建出危险的病原体，这一直是令人担忧的一

个问题。根据测序对比，骆驼痘病毒和沙鼠痘病毒与天花病毒 为高度相关，只要几千个突变

即可把这种正痘病毒 DNA 转换成天花病毒 DNA（Sanchez‐Seco et 等，2006 年）。 

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痘病毒基因组序列7。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的全部 8 个属都已发布，其

中包括 49 种天花病毒序列。 

如果天花重新出现，不断发展的测序技术必将成为一项十分有效的法医学手段，因为测序

是能够确证天花病毒株的方法之一。这种基于测序技术的法医学查证在司法解释中应当注意充

分考虑到突变的影响，因为病毒传代技术（如动物养殖、绒毛膜尿囊膜或组织细胞培养等）可

使突变不断累积。 
                                                              

7 http://www.poxvir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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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于蛋白质的诊断检测法 

目前一些实验室正在评估一些能够用于正痘病毒抗原捕获的各种抗体（Czerny、Meyer 和

Mahnel，1989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研制出了一种天花病毒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迄

今为止只有一种使用多克隆抗牛痘病毒血清的蛋白质诊断检测可用于检测正痘病毒。这种方法

目前尚无详细介绍，但因其可能有助于正痘病毒感染的现场检测而应当进行进一步临床敏感性

和特异性评估。 

痘类病毒中只有正痘病毒属成员可以产生 HA 抗原，这种抗原可以利用合适的鸡红细胞进

行红细胞吸附或血细胞凝集反应进行检测。患者血清的红细胞吸附或血细胞凝集抑制是正痘病

毒感染的指标。在天花消灭之前，这些检测方法与琼脂扩散试验和补体结合试验一起构成了天

花诊断的经典检测方法。今天，这些方法已不再日常性广泛使用，但应当可以作为有价值的辅

助方法予以重新评估。 

2.7 基于血清的诊断检测法 

当无法得到病毒标本时，通过中和试验（NT）或其他方法进行抗体评估可能是确定疾病病

因的唯一方法。出于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需要，对既往免疫接种的残留保护作用进行的评估性

检测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不过，没有单个的常规免疫检测能够确定个体对痘病毒感染的免疫程

度。免疫保护需要细胞介导和体液免疫反应协调发挥作用。中和抗体的存在一般指示感染的恢

复，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具备对未来感染的持续保护作用。 

病毒感染或疫苗接种后 早 6 天内便能检测到天花病毒、猴痘病毒、牛痘病毒或是痘苗病

毒的中和抗体。使用受感染动物或人类的血清得到的中和抗体检测效能在 50%-95%之间。其他

人类正痘病毒疫苗接种或是自然感染之后 20 年仍然可以检测到中和抗体（Putz 等，2005 年）。

急性感染期与恢复期血清样本抗体水平达到 4 倍升高通常就可以诊断为痘病毒感染。 近，中

和抗体抵御两种感染期病毒的效果已经研究得更加透彻。这两种感染期的病毒（成熟病毒和胞

外病毒）具有可被免疫系统识别的不同膜结构和不同表面膜蛋白。对成熟病毒一些蛋白质的中

和反应已经研究清楚；但据目前了解，胞外病毒的蛋白只有一种可通过中和抗体反应识别。 

当前用于抗体检测的血清学方法包括人类正痘病毒抗体的检测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病毒中

和抗体试验、血凝抑制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蛋白质印迹试验（Putz 等，2006 年）。正痘

病毒免疫球蛋白 M（IgM）检测试验的 新进展可以改善对正痘病毒疫情爆发调查（通常为半

回顾性研究）（Karem 等，2005 年)。这种技术的优势在于测定由正痘病毒引起的新近感染或疾

病。在正痘病毒新近感染的诊断中，出诊后的 4 至 56 天进行测定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如美国猴

痘爆发期间进行的评估）都达到了 95%。加上适当的流行病学监测，这些检测方法在评估疾病

发生率方面可能非常有价值；但是，各个痘病毒属成员抗体之间存在交叉反应，使得血清学检

测反应对于某个种的病毒非特异（Tojan 等，2007 年）。此外还有组织培养酶免疫试验、微斑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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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检测、Cellomics 和荧光激活细胞分选术检测也可用于病毒血清中和反应试验（Eyal 等，2005

年；Earl、Americo 和 Moss，2003 年；Borges 等，2008 年；Johnson 等，2008 年)。 

虽然细胞介导免疫反应在痘病毒感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认为是长期免疫的关键，当

前常规性的T细胞反应检测并不具备可靠性和可重复性。近来，评估痘苗病毒免疫接种后CD8+T

细胞反应的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可能成为测定天花感染的另外一种方法。然而，当前这种方

法即使对于正痘病毒都不具特异性，因为它只是简单测定伽马干扰素反应。 

2.8 要点概述 

迄今为止，正痘病毒属（包括天花病毒）相关的核酸诊断方法已有显著增加，而在免疫学、

蛋白质或全病毒诊断技术方面只有很少的扩展。所有上述检测方法迄今为止还都只用于研究；

没有一种方法完成了监管审批程序。关于检测方法的监管审批是否需要天花活病毒目前正在讨

论之中。目前已有一种核酸诊断试剂盒在市面出现；但它还只用于研究目的、不能用于诊断。

目前市面上还有一种一般正痘病毒抗原捕获试剂盒，也仅用于研究目的。研究工具包括：标准

PCR 检测，还有通过测序或 RFLP 的正痘病毒种类鉴定。所有评估体液免疫应答（IgG、IgM、

中和反应等）的血清学检测都还基于研究，可能目前尚无成型的检测试剂。某些世卫组织痘病

毒和天花合作中心、以及其它学术性机构和政府性专业实验室目前可能在痘病毒诊断和天花鉴

定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专业设施和能力。 

建议针对这些已有的检测方法进行严格的比较审查。这些方法在用于临床诊断前还需进行

额外审查。核酸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评估需要使用天花核酸，特别是当前的诊断平台已显过

时后就更需如此。至于这方面使用哪些材料（如全基因组、扩增、质粒） 好，也需进行评估。

临床诊断的回顾性研究和发展需要对传染性病毒进行研究，以确定 佳的制备及提取技术（特

别对于抗原捕获和核酸检测）；其中一些研究可以使用其它的传染性正痘病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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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AM 绒毛膜尿囊膜 

CDC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MLV 骆驼痘病毒 

CPXV 牛痘病毒 

CrmB 细胞因子反应修饰物B 

DNA 脱氧核糖核酸 

ECTV 鼠痘病毒 

HA 血凝素 

HSV 单纯疱疹病毒 

MPXV 猴痘病毒 

NT 中和反应试验 

OPV 正痘病毒（属） 

PCR 聚合酶链反应 

RFLP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SRC VB  

VECTOR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VACV 痘苗病毒 

VARV 天花病毒 

VZV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WHO 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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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公共卫生重要性 

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善了我们对天花病毒基因组学的认识，产生了检测和诊断天花的新方法，

使我们对天花感染演变史及天花严重程度有了深刻的了解。然而，合成生物学的新技术也引发

了控制获取天花遗传物质的意想不到的问题。本章综述了天花病毒基因组学的 新发现，并且

讨论了基因组合成新技术对现有天花病毒研究控制策略的挑战。 

目前进展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次公布了两个紧密相关的天花病毒基因组的完整 DNA（脱氧核糖核

酸）序列。自世卫组织秘书处批准强化天花研究议程并从 2000 年开始执行以来，现已公布的基

本完整的基因组信息适用于 48 个不同地理区域的天花病毒株。这些数据加强了对天花病毒演变

的了解，有助于开发更好的诊断技术，（随着生物结构的研究）更加深刻地了解药物靶标敏感性。

随着克隆天花病毒基因工作的进行，研究人员也增强了对天花病毒蛋白相互作用和活性的理解，

进而为深刻了解病毒的致病机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章总结了现有的天花病毒基因组信息，并说明了这些信息如何应用于与其它动物痘病毒

的关联性方面的研究，如何应用于人类流行期间病毒演变方面的研究，以及如何应用于开发新

的诊断方法。本章根据新的 DNA 合成技术讨论了天花病毒遗传物质在未来的用途。 

结果与影响 

现已公布的基因组信息已被国际科学家用于研究开发高敏感性病毒诊断方法。有关天花病

毒与其它正痘病毒遗传关系的新信息对于了解人类天花动物模型的价值和局限性也是很重要

的。由于 DNA合成、测序和克隆技术的大力发展，使用现已公布的序列信息从头合成全部的天

花病毒基因组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甚至利用当前可用的分子生物技术有可能重建感染性病毒。 

今后的生物防御策略需要结合考虑如何 佳地控制这些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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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天花病毒基因组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次公布了两个密切相关的天花病毒（VARV）基因组的完整 DNA（脱

氧核糖核酸）序列。2006 年，系统研究比较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理位置收集的多种天花病毒分

离株的全基因序列（Esposito 等人，2006）。天花病毒基因组的总体特征如图 3.1 所示，定序分

离株之间进化关系的分析如图 3.2 所示。严格来说，目前仅对一株天花病毒分离株（孟加拉共

和国-1975）的基因组经过完整地测序，这是唯一一个正式报道其基因组末端序列的天花病毒株

（Massung 等人，1994）。天花病毒末端发夹样序列与痘苗病毒（VACV）的发夹序列高度同源。

我们所说的“完整天花病毒基因组序列”是指那些除了与毒株差异相关的末端发夹结构及邻近

序列以外的所有的基因组。虽然未经过证实，但据推测已公布的天花病毒末端发夹序列与其它

天花病毒株的末端序列高度相似，甚至完全一致。 

 

 

 

 

图3.1 天花病毒基因组 

Bp，碱基对；ORF，开放阅读框；VARV，天花病毒。 

来源：Esposito JJ 等人（2006），经许可后转载。 

多种形式胸腺嘧啶重复影响了 

ORF-16 中赖氨酸重复密码子 
多种形式的腺嘌呤和胸腺嘧啶在

ORF-192 附近重复 

串联重复(TR)排列 

（896bp 包括 ORF‐9）                    （626bp 区域包括 ORF 184.5,185.7,185） 

                            插入到类天花和西非天花病毒中

编码区域序列 

串联体分辨率序列 

末端回文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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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天花病毒定序分离株之间的分支关系 

天花病毒定序分离株之间的种系关系。（A）45个天花病毒的中部编码区序列的65kb排成直线，其无根系

统演化树揭示了三个高层次的分支关系，其代表三个地理起源的分离株的聚类：西非（分支A，橙色），南美洲

（分支B，绿色）和亚洲（分支C，紫色）。亚洲分支包含非西非的非洲变种（紫色）的一个子群，其分为低或

中等范围致死率类型的病毒。本文指出一些与分离株有关的致死率（红色），这些分离株的致死率将在辅助说

明中讨论。（B）一致性具根源树是用骆驼痘病毒（CMLV）—CMS70和沙鼠病毒（TATV）—DAH68基因中部

编码序列与A图中天花病毒的代表亚型比较得到。 

来源：Esposito JJ 等人（2006），经许可后转载。 

 

在过去十年里，由于 DNA 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天花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库

得以快速发展。根据 Maxam–Gilbert 化学降解法（Shchelkunov、Blinov 及 Sandakhchiev，1993a，

b；Shchelkunov 等人，1993）测定了首次报道的两个天花病毒基因组序列中的一个，使用基于

Sanger 技术的自动鸟枪测序法（Massung 等人，1993，1994）或引物移步法（Esposito 等人，

2006）测定了其它所有序列。基因芯片技术也是快速重新测序与识别天花病毒株（Sulaiman 等

人，2007；Sulaiman，Sammons & Wohlhueter，2008）的有效工具。这些技术的发展已大大提高

了测序的精度和速度，并且大大减少了相关的成本。使用当前的技术能在几天内对任何基因组

进行测序，具有 25 倍左右的读取冗余，成本不到 1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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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因组序列为研究天花病毒遗传学、进化、与其它正痘病毒（OPVs）的关系以及与人

类宿主共演化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使我们对其有了新的了解（Gubser 等人，2004；

Shchelkunov、Marennikova 及 Moyer，2005）。这些基因组序列也已经用于开发从生物样品存在

的其它正痘病毒中鉴别天花病毒的诊断方法（Li 等人，2007b；Sulaiman 等人，2007；Sulaiman、

Sammons 及 Wohlhueter，2008）。天花病毒基因组序列和其他正痘病毒的已知基因序列及其药

敏性实验证明：所有天花病毒株对治疗药物如 ST‐246 和西多福韦衍生物 CMX001 敏感。本报

告的第 6 章中描述了诊断技术和抗病毒药物的发展。 

由于近来 DNA 测序、克隆和基因合成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下所述，仅使用现已公布的序列

信息从头合成完整的天花病毒基因组及利用标准分子生物技术重建感染病毒在技术上是可行

的。因此，即使销毁位于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现有的天花病毒病毒库，也不

能杜绝感染性天花病毒作为生物实体再度出现的威胁。 

迄今为止，定序的所有天花病毒分离株基因组彼此都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正痘

病毒的演变趋势比许多其它病毒（尤其 RNA[核糖核酸]病毒，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流感病毒）

要慢得多。长度大约为 185kb 的天花病毒基因组含有大约 200 个开放阅读框（ORFs）。这些开

放阅读框所编码的蛋白与其它正痘病毒表达的蛋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这里的其它正痘病毒

包括骆驼痘病毒、沙鼠病毒、猴痘病毒、牛痘病毒和痘苗病毒（用于消灭天花的疫苗）。像所有

正痘病毒一样，天花病毒基因组为双股 DNA，具有末端发夹结构和末端反向重复序列。与大多

数其它的正痘病毒相比，天花病毒的末端反向重复序列并没有编码任何病毒蛋白，因此所有的

天花病毒开放阅读框都以单拷贝存在。末端发夹结构认为与基因组复制严格相关，以确保在病

毒的生命周期所有病毒的 DNA序列能完全合成。因此，各类正痘病毒的末端发夹序列在功能上

可以互相取代。 

在天花病毒基因组的中央区域聚集有大约 90 种高保守基因，这些基因与其它感染脊椎动物

的正痘病毒基因具有种间同源性（Gubser 等人，2004）。这些保守基因编码了痘病毒复制、基因

表达和病毒体形成所必须的蛋白。编码天花病毒生物学独特性如毒性、抗免疫决定因素和发病

标记的相关基因更倾向在基因组的末端聚集。在不同致死性的天花病毒株之间，差别 大的

DNA 序列位于 接近末端反向重复序列的基因组区域（Shchelkunov、Massung 及 Esposito 等

人，1995；Massung 等人，1996；Shchelkunov 等人，2000；Esposito 等人，2006）。大约 90%

的天花病毒基因在其它正痘病毒基因组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直系同源基因，而其余基因的截取片

段可在至少一个其它正痘病毒中找到。在遗传学上，与天花病毒 密切相关的两个正痘病毒在

基因组中央 110 kb 部分大约有 98%核苷酸具有一致性，这两个正痘病毒是骆驼痘病毒和沙鼠病

毒。天花病毒与猴痘病毒之间及牛痘病毒与痘苗病毒之间具有 显著的遗传距离（Shchelkunov

等人 2001；Gubser 等人，2004；Meyer 等人，2005；Shchelkunov、Marennikova 及 Moy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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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数据库中记录的已定序的 48个天花病毒分离株中8，存在 700种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

和 90 个插入/缺失（得失位，Indels）。已有文件记录在案的天花病毒基因组变异的全谱包括 1700

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和 4800 多个得失位；然而总的来说，这些分离株的序列具有显

著的相似性。在本章的 后（表 3.1）列出了已定序的分离株（每个分离株测序两次，总计 49

个数据库条目）。 

选择用于基因组测序的天花病毒分离株都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存档毒株，具有不同地理起

源和临床特性。如果对其余存档的天花病毒分离株进行测序，将可能发现更多的遗传变异。目

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存放着大约 550 个天花病毒

分离株，获取更多的序列变异信息可能有利于对病毒进行更精细的分子流行病学或“法医”研

究。然而，对于疫苗或诊断技术的具体开发，这些额外的测序工作价值不大。如果当前正在开

发的靶向药物所特异针对的病毒蛋白序列在当前数据库中存在较大的变异，那么更多序列信息

将有可能明确耐药基因多态性是否存在于还没有定序的天花病毒库中。但目前药物开发主要针

对天花病毒与其它正痘病毒交叉的相对保守的病毒基因，因此更多的序列信息可能仅能提供有

限的科学价值。 

对天花病毒生物学进一步的深刻了解来源于基于DNA序列信息所表达的天花病毒蛋白的研

究（Dunlop 等人，2003）。例如，实验室里表达或合成的几个天花病毒基因编码的蛋白，能够

与人体免疫系统的具体要素相互作用，如血清补体、白细胞介素-18、γ-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

趋化因子及各种细胞信号通路（Seregin 等人，1996；Rosengard 等人，2002；Esteban、Nuara 及 

Buller，2004；Kim 等人，2004；Alejo 等人，2006；Gileva 等人，2006；Liszewski 等人，2008；

Yadav 等人，2008）。 近，研究人员使用酵母双杂交系统筛选了可与人类蛋白相互作用的天花

病毒蛋白。该研究揭示了人类蛋白与天花病毒蛋白之间新的相互作用，包括核因子 κB（NF-κB）

介导的炎症信号级联放大的天花病毒抑制剂新家族（Mohamed 等人，2009）。体外单个表达天

花病毒蛋白的研究极可能使我们对人类细胞先天免疫反应信号传导基本过程有更加深刻的了

解，并发现病毒与宿主存在的其它相互作用。 

3.2 天花的演变 

各种痘病毒种群进化是通过基因调控机制完成的，其中包括点突变、插入、缺失、各种基

因重组及整体基因的遗失或获取（Smith、Chan 及 Howard，1991；Shchelkunov 及 Totmenin，

1995；McLysaght、Baldi 及 Gaut，2003；Gubser 等人，2004；Babkin 及 Shchelkunov，2008）。

目前已有的基因组测序数据显示了几个有明显差别的天花病毒群。根据分析方法的不同，可以

考虑将它们分成三个不同的分支，或分成两个主要的分支，每个分支又分为两个子群（Esposito

等人，2006；Li 等人，2007a）。第一组包括来自亚洲的重型天花分离株（具有高致死性）和来

自非洲（尤其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的具有可变致死率的天花分离株。第二组包括来自南美

                                                              
8 http://www.poxvirus.org;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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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轻型天花（类天花），有较低的致死率。第三组密切相关的分离株来自西非，具有中等程度

致死率。这些测序为直到 1977 年世卫组织通过疫苗接种运动消灭天花前，天花在世界范围内的

传播以及重型天花与轻型天花彼此分支的进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根据序列信息与个案研究和历史记录相关的程度，估计 16000 至 68000 年前，天花病毒从

由非洲啮齿类来源的远古痘病毒开始进化产生（Li 等人，2007a）。首次报道的临床病例发生在

中国，也有可能在印度。该病后来传播到地中海盆地和欧洲， 后于 16 世纪出现在新大陆。虽

然历史记录没有提供首次人类天花爆发的确切年代，但根据有文件记载的个案发生的时间和地

点，利用分析天花病毒演变的方法可估计天花病毒出现的时间（Babkin 及 Shchelkunov 2006；

Shchelkunov，2009）。在这个分析体系中，选择比较了正痘病毒基因组主要保守区域（大约 102 

kb）以及编码正痘病毒科各种属的多亚基 RNA 聚合酶的 8 个基因。根据天花从西非扩散到南美

的具体年代（16—18 世纪）和有关现代西非和南美天花病毒分离株之间亲缘关系的数据， 计

算得到天花病毒累积突变的平均速率为 10–6 核苷酸置换/位点/年。假定这个速率在整个进化过程

中相对恒定，正痘病毒至少在 130 000 年前由远古病毒演变成当前所识别的种属。根据这种测

定方法，天花病毒在 3400（±800）年前开始其独立的进化过程，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由未知的

鼠类宿主传播给人类（Babkin 及 Shchelkunov，2008）。 

目前并不确定正痘病毒具体来源于何种远古病毒，但由于牛痘病毒含有 多变异基因，而

且一些基因与天花病毒的基因同源，因此认为现有牛痘病毒与当前正痘病毒起源的远古病毒密

切相关（Shchelkunov 等人，1998）。有趣的是，与较大的牛痘病毒基因组不同，已知的正痘病

毒基因组（包括天花病毒）包含许多片段化或灭活的基因。人类出现第一株天花病毒是重型天

花还是轻型天花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天花根除为止，这些毒株正处于互相分离的

进化过程中（Esposito 等人，2006；Li 等人，2007a）。 

可能由于在病毒复制期间负责复制病毒遗传信息的正痘病毒 DNA 聚合酶的高保真性，正痘

病毒进化的速率比许多其它的病毒低得多。一般而言，RNA 病毒突变频率比 DNA 病毒或真核

生物高，并且他们缺乏校正功能的核酸外切酶活性，因此其进化速度快。目前计算天花病毒随

时间变化的遗传漂变速率仍然很困难，我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 20 世纪分离的病毒的核酸和氨

基酸序列之间的相似性得到的种系关系来推测其进化速度。至今我们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天花病

毒怎样进化成人类特有的病原体。其 相近的遗传同类沙鼠病毒和骆驼痘病毒也表现出很窄的

寄主范围，而具有 大基因组（如牛痘病毒）的正痘病毒在自然界中倾向于表现出更广泛的宿

主范围。 

3.3 痘病毒基因组技术 

虽然通过基因组的比对发现正痘病毒编码的基因产物潜在决定了天花病毒的毒性，但仅仅

通过这些研究还不能说明天花致病的原因。 新的基因操作和合成技术可以更多了解天花病毒

编码基因以及天花病毒的生物学特点。例如，痘苗病毒和天花病毒的小补体调节蛋白只有 1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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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残基不同，由于差异非常微小，使用定点突变技术能让痘苗病毒基因转换为其对等天花

病毒基因（Rosengard 等人，2002）。然而，比起天花病毒基因的化学合成，这种方法劳动强度

更大，适用于有足够经费来源的实验室。基因合成的优点在于能以理想方式改变 DNA 序列，例

如为了提高常用表达体系中重组蛋白表达的效率，可选择优化目的基因的密码子。但这种操作

也可能导致出现难以预期的 DNA 克隆，这种结果违反了关于拥有和操作天花病毒 DNA 的国家

法规。这是由于虽然这些新合成的基因仍然编码了天花病毒蛋白，但 DNA 形式上（可能也合法）

不再是天花病毒 DNA。 

随着基因合成的成本持续降低，无误差合成长链基因的能力也不断提高，（Czar 等人，2009）。

有人估计，每两到三年基因合成的成本将减半，可合成的基因长度也将翻倍。例如，基因合成

技术已用于从头合成感染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以及重建 1918 年大流行的流感病毒株（Cello、Paul

及 Wimmer，2002；Tumpey 等人，2005）。按照指令合成基因的能力引起了人们的焦虑：任何

能熟练掌握 DNA 合成工艺的人利用这些方法都可以重建具有活性的正痘病毒。但由于未包装的

正痘病毒 DNA 本身没有传染性且正痘病毒基因组比脊髓灰质炎病毒大 25 倍，因此重建具有活

性的正痘病毒比合成脊髓灰质炎病毒（具有单链正义 RNA 基因组）操作上要难很多。然而，

合成完整的正痘病毒基因组，并利用其构建活病毒的所有关键技术方法都已俱在。2002 年，通

过将全长病毒基因克隆到细菌人工染色体上得到了具有感染性的痘苗病毒（Domi 及 Moss，

2002），将 DNA 片段的混合物转染到已感染野兔痘病毒的细胞也可组合并重新激活痘苗病毒

（Yao 及 Evans，2003）。在后来的研究中，多使用由聚合酶链反应产生的 DNA 片段和痘苗病

毒基因组限制性酶切片段组成的混合物，虽然几个技术问题使这些实验复杂化（尤其意外突变），

但仍高度肯定全合成的片段可用于得到具有活性的天花病毒。目前合成所有必需克隆体的费用

估计不到 200 000 美元，而将来这个成本很可能还会降低。 

完整天花病毒基因全长合成不是产生天花病毒或类天花病毒的唯一方式。虽然目前世卫组

织建议禁止进行天花病毒的基因工程研究，但毫无疑问对于正痘病毒基因改造所采用的许多方

法可以用来修改任何正痘病毒的毒性，包括天花病毒。例如，利用同源重组将很容易改变正痘

病毒基因组以及将抗药性标记引入到正常的药敏性毒株中。同样，宿主免疫调控基因的插入有

可能改变正痘病毒的毒性或对以往接种疫苗感染的敏感性。杂交型病毒也具有潜在的危害，且

比野生型天花病毒更容易装配。大约 50 年前，已证明重组正痘病毒具有存活能力，通过天花病

毒和兔痘病毒（一种痘苗病毒株）（Bedson 及 Dumbell，1964a）或牛痘病毒（Bedson 及 Dumbell，

1964b）共感染细胞能产生重组正痘病毒。这些实验室杂交体对人类是否具有致病性还不清楚，

也无法检测。恶性兔病毒是无害病毒（肖普纤维瘤）和恶性（黏液瘤）兔痘病毒的一个重组体，

保留了其黏液瘤病毒母本的大量毒性（Opgenorth 等人，1992）。实际上分析结果也表明天花病

毒类天花株是西非和亚洲天花病毒株重组得到的一种天然杂交体（Esposito 等人，2006）。目前，

将一个正痘病毒基因替代另一个基因；致病性正痘病毒的特有基因插入到痘苗病毒中；一个基

因组的同源部分被从另一个病毒上复制的合成片段所替代；或者模拟天花病毒毒性产生具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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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毒性的杂交病毒（例如，猴痘病毒和骆驼痘病毒的杂交）都不存在明显的技术和生物学障

碍。当然，在重组的正痘病毒中混合匹配病毒基因，尤其当目标基因的耐药等位基因需要引入

到重组基因中时，需要非常严谨的设计和思考。 

3.4 天花病毒基因组学指导方针 

上述基因组技术的发展要求重新评价并更新当前关于天花病毒的控制策略。这些策略是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制定并经过了多次修订。由于用再激活法从克隆 DNA 得到具有感染活性的正

痘病毒具有一定得可能性，因此不允许单个实验室（除了两个世卫组织合作中心）保留超过 20%

的天花病毒基因组，并且有关天花病毒 DNA 的任何操作必须与涉及其它正痘病毒储存或繁殖的

工作在地理上隔离。现有控制策略主要集中于通过物质和行政手段控制接触活性病毒或天花基

因组克隆片段。随着禁止将天花病毒基因刻意引入到其它痘病毒基因上的类似操作，现有控制

策略肯定保留了相关的、和需要保留的内容。然而，制定这些程序和指导方针时，没有人想到

25 年后，基因组测序和基因合成技术的发展将使得具有网络连接和有权使用 DNA 合成仪的任

何人很容易获得天花病毒的大部分基因。所述的“任何人”甚至可以仅仅是一个热心的研究人员，

他可能并不熟悉天花且对控制获得天花病毒基因的有关规定缺乏了解。 

许多作者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2007 年，有人阐述

了伴随 DNA 合成技术发展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并提出了生物安全管理的建议（Bügl 等人，2007）。

据本章作者所知，这些建议未被任何成员国的官方政策所采纳。然而，一些从事这一领域的商

业公司采纳了这些建议，并将其作为工作原则。例如，大规模基因合成领域的行业领导者

GENEART 利用 BLAST 搜索，根据控制病原体的清单—包括天花病毒和猴痘病毒（经澳大利亚

集团9识别）过滤所有相关服务请求。需要合成控制病原体清单上相关病毒基因的客户需要提供

相关身份证明，并提供必要的进口与出口文件。 

本章作者们强烈建议提供此类服务的公司或机构严格遵守监督指导方针。然而，这种方法对

于用自己的设备进行基因合成的科学家则起不到监控作用。因此需通过监督制造商业基因合成设

备的硬件技术来防止此类操作的进行，类似于禁止纸质复印打印机使用占先式芯片复制纸币。 

后，随着对天花病毒密切相关病毒的控制，基因组技术也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正痘病毒

进化关系的了解。当前病毒控制政策是在天花病毒与其它人畜共患痘病毒（如猴痘病毒）的遗

传关系还未确定的情况下，以及根据卫生当局 实际的关注问题所制定的。长期以来认为猴痘

病毒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人畜共患痘病毒。然而，现在了解到沙鼠病毒和骆驼痘病毒实际上是现

存的与天花病毒 具亲缘关系的病毒，基因组学允许对这些病毒基因差异性进行精确的测定。

例如，天花病毒（刚果株）大约编码了 8 个基因在骆驼痘病毒中没有发现，骆驼痘病毒有 16 个

基因在天花病毒中不存在。很少有证据表明野生型沙鼠病毒和骆驼痘病毒本身可以危害人类健

康，然而随着研究的继续，将会对这些病毒的基因功能进行深入地了解。因此对与天花病毒密

切相关的正痘病毒的生物安全控制及研究策略进行必要的修订是明智之举。 

                                                              
9 http://www.australiagrou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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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公用数据库里天花病毒株的基因组序列 

天花病毒  数据库说明  分离年份  样品来源  确定的序列  编码区序列  可能的开放

阅读框 
基因库登录号 

BEN68_59 V68-59，达荷美共和国 1968 贝宁 187 070 185 591 205 DQ441416 
BOT72_143 V72-143 1972 博茨瓦纳 185 931 184 186 203 DQ441417 
BOT73_225 V73-225 1973 博茨瓦纳 185 931 184 126 201 DQ441418 
CNG70_46 V70-46 金沙萨 1970 刚果地区 186 553 184 140 203 DQ437583 
CNG70_227 V74-227 Gispen 刚果9 1970 刚果地区 186 652 184 093 200 DQ441423 
ETH72_16 Eth16 R14-1X-72 Addis 1972 埃塞俄比亚 186 648 184 152 202 DQ441424 
ETH72_17 Eth17 R14-1X-72 Addis 1972 埃塞俄比亚 186 648 184 152 201 DQ441425 
GUI69_005 V69-005 1969 几内亚共和国 186 883 185 579 204 DQ441426 
NIG69_001 从尼日尔输入 1969 尼日尔 186 942 185 707 205 DQ441434 
SAF65_102 102 纳塔耳，因瓜武马 1965 南非 186 050 184 315 200 DQ441435 
SAF65_103 103 T'vaal，Nelspruit 1965 南非 185 881 184 148 202 DQ441436 
SLN68_258 V68-258 1969 塞拉利昂 187 014 185 763 204 DQ441437 
SOM77_ali V77-2479 后一次病例 1977 索马里 186 231 184 155 202 DQ437590 
SOM77_1252 V77-1252 1977 索马里 184 191 — — DQ441438 
SOM77_1605 V77-1605 1977 索马里 184 170 — — DQ441439 
SUD47_jub 久巴（类天花表型） 1947 苏丹 186 284 184 208 201 DQ441440 
SUD47_rum Rumbec 1947 苏丹 186 415 — — DQ441441 
TAN65_kem Kembula 1965 坦桑尼亚a 185 826 184 085 198 DQ441443 
AFG70_vlt4 Variolator-4 1970 阿富汗 185 855 184 062 203 DQ437580 
BSH74_nur Nur Islam 1974 孟加拉共和国 186 293 183 534 196 DQ441420 
BSH74_shz Shahzaman 1974 孟加拉共和国 186 293 183 534 197 DQ441421 
BSH74_sol Solaiman 1974 孟加拉共和国 186 293 183 534 197 DQ441422 
BSH75_banu V75-550 重测序 1975 孟加拉共和国 185 976 183 562 201 DQ437581 
CHN48_horn 中国霍恩萨宾实验室 1948 中国 186 668 184 188 204 DQ437582 
IND53_mad Kali-Muthu-Madras 1953 印度 186 108 184 173 201 DQ441427 
IND53_ndel 新德里 1953 印度 186 662 184 178 201 DQ441428 
IND64_vel4 7124 韦洛尔 1964 印度 186 677 184 051 205 DQ437585 
IND64_vel5 7125 韦洛尔 1964 印度 186 127 184 058 202 DQ437586 
IND67_mah Vector Maharastra E6 1967 印度 185 578 184 151 198  NC_0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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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  数据库说明  分离年份  样品来源  确定的序列  编码区序列  可能的开放

阅读框 
基因库登录号 

JAP46_yam 山田MS-2A东京 1946 日本 186 662 184 178 203 DQ441429 
JAP51_hrpr Harper Masterseed 1951 日本 186 180 184 179 202 DQ441430 
JAP51_stwl Stillwell Masterseed 1951 日本 186 115 184 798 201 DQ441431 
KOR47_lee Lee Masterseed 1947 韩国b 186 383 184 102 203 DQ441432 
KUW67_1629 K1629 1967 科威特 185 853 184 060 199 DQ441433 
NEP73_175 V73-175 1973 尼泊尔 185 654 183 517 202 DQ437588 
PAK69_lah Rafiq Lahore 1969 巴基斯坦 185 865 184 072 203 DQ437589 
SUM70_222 V70-222 1970 苏门答腊岛 185 449 184 197 202 DQ437591 
SUM70_228 V70-228 1970 苏门答腊岛 185 405 184 564 199 DQ441442 
SYR72_119 V72-119 1972 叙利亚c 185 853 184 060 203 DQ437592 
GER58_hdlg 海德尔堡，来自印度 1958 德国 184 900 184 168 201 DQ437584 
UNK44_harv Harvey Middlesex 1944 英国 185 771 184 184 203 DQ441444 
UNK46_hind Hinden  1946 英国 186 096 184 093 198 DQ441445 
UNK47_hig 希金斯 斯塔福德市 1947 英国 185 026 184 225 200 DQ441446 
UNK52_but  巴特勒类天花 1952 英国 188 251 185 845 207 DQ441447 
YUG72_164 南斯拉夫，来自伊拉克 1972 南斯拉夫b 185 851 184 058 201 DQ441448 
BRZ66_39 V66-39 类天花 1966 巴西 188 062 185 725 207  DQ441419 
BRZ66_gar 加西亚类天花 1966 巴西 186 986 185 846 207 Y16780 

ORF，开放阅读框。 
a 现在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b 当前国家名不详。 
c 现在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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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MLV 骆驼痘病毒 

CPXV 牛痘病毒 

DNA 脱氧核糖核酸 

GBLV 沙鼠病毒（大沙鼠病毒） 

Indels 插入/缺失 

MPXV 猴痘病毒 

OPV 正痘病毒（属） 

ORF 开放阅读框 

RNA 核糖核酸 

SNP 单核苷酸多态性 

TIR 末端反向重复序列 

VACV 痘苗病毒 

VARV 天花病毒 

WHO 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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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成果与结论属于本章作者，不代表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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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本章概述了天花活病毒(VARV)和天花病毒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库存现状，及根据世

卫组织的建议，在适当的地点应用并分配天花病毒基因片段的情况。 

1976 年，由于根除天花取得成功，世卫组织天花根除小组开始试图减少实验室的天花病毒

储存量。因此，到 1979 年 12 月，向世界根除天花委员会直接报告天花病毒储存的实验室数量

由 75 个降至 7 个，到 1981 年降至 4 个。剩余的病毒分别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南非、英国及美

国。 

1982 年，英国波登当的天花病毒库转移到了美国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CDC）。南非病毒库位于桑德林汉姆的国家病毒研究所，于 1983 年被销毁（尽管南非还保

存有非感染性的天花病毒的克隆片段）。 

1996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 WHA33.4 号决议》通过了后天花根除时代的提议。《决议》

特别指出应将剩余的天花病毒储存在少数地点。天花病毒储存量从那时开始减少，目前仅限于

两个实验室：一个是位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世卫组织天花及其他痘病毒传染病合作中心，

另一个是世卫组织正痘病毒属诊断合作中心暨天花病毒株和 DNA 储存点，位于俄罗斯联邦新西

伯利亚州科尔索沃的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国家研究中心（SRC VB VECTOR）。 

这两个实验室每年向世卫组织秘书处递交年度报告，内容包括天花活病毒的使用和储存点

的情况。从 2000 年起，这两个实验室要在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作现

场报告，该会议是为审查天花活病毒的相关工作而召开的。这些报告的摘要可通过世卫组织网

站10在线获得。 

                                                              
10 http://www.who.int/csr/disease/smallpox/research/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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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1976 年，随着根除天花的努力取得日益显著的成功，世卫组织天花根除小组开始试图降低

各实验室的天花病毒（VARV）储存量。向世界委员会直接报告天花病毒储存的实验室数量从

1976 年的 75 个降到 1979 年 12 月的 7 个，到 1981 年仅剩 4 个。这些剩余的毒种分别保存在俄

罗斯联邦、南非、英国及美国。 

1982 年，英国波登当天花病毒库转移到了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的世卫组织天花和其他痘病毒感染合作中心。 

1983 年，南非桑德林汉姆国家病毒研究所的天花病毒库被销毁（尽管南非还保存有克隆的

非感染性天花病毒片段）。 

1996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 WHA33.4 号决议》签署了后天花根除时代的提议，该提议

特别指出应将剩余的天花病毒储存在少数地点。天花病毒储存量从此减少，目前仅限于两个实

验室： 

世卫组织天花及其他痘病毒感染合作中心，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世卫组织正痘病毒属诊断合作中心暨天花病毒株和 DNA 储存库，位于俄罗斯联邦新西伯利

亚州科尔索沃的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SRC VB VECTOR；此处也称之为

“VECTOR”）。 

4.2 位于俄罗斯联邦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天花病毒株和核酸储存点现状 

4.2.1 天花病毒株库及其储存点现状 

俄罗斯联邦收集天花病毒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保存在莫斯科的梅奇尼可夫疫苗和血

清研究所。1976 年世卫组织天花和相关传染病合作中心开始在病毒制剂研究所（RIVP）继续该

项工作。在全球天花根除计划执行期间，所收集的病毒用于诊断性研究。1960 年到 1975 年间，

对收集的 120 株天花病毒及可用的分离株中一半以上通过经典生物标记物进行了详细研究；其

余的分离时鉴定为天花病毒，但是未进行详细研究。 

遵照俄罗斯联邦卫生医学工业部、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俄罗斯联邦国家卫生和流行病监

测(Goskomsanepidnadzor)委员会及 1994 年 9 月 8 日签署的 RAMS N 187/123/105/71 联合命令，将

天花病毒株库从病毒制剂研究所（RIVP）转移到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VECTOR）。

该行动可由 1994 年 9 月 27 日发布的《将天花病毒株库从病毒制剂研究所到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

术研究中心的联合声明》证实。根据 1996 年 6 月 24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第 N725–47 号令》，包

括天花病毒株库在内的病毒学和生物技术国家研究中心微生物库被收录在俄罗斯联邦的官方库

存清单中。这些情况在 1996 年 8 月 21 日的俄罗斯联邦卫生医学工业部第 N33 号令中得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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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6 月 19 日，世卫组织官方注册建立了位于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正痘病毒属诊断和天花病毒株及 DNA 储存点（见 WHO1997 年 6 月 19 日

函，发行号 N LTS S2/180/4, LTS S2/286/3）。根据俄罗斯联邦卫生部 1997 年 10 月 9 日第 N300

号令，这次搬迁由国家级来执行。随后，2005 年 11 月 16 日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人民福利监督服务机构（Rospotrebnadzor）第 N772 号令证实了该行动。在世界范围，俄罗斯

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保存天花病毒株的权利由《世界卫生大会第 WHA49.10 号决议》

批准，并在随后的《世界卫生大会第 WHA52.10 号、55.15 号和 60.1 号决议》中确认。 

世卫组织合作中心有关天花病毒库的组织和实验均需服从国家和国际要求，及世卫组织全

球委员会的建议。有关研究、维护和控制过程的管理办法已基于上述文件制定。已制定了抗流

行措施和突发事件应对方案，并成立了应急小组以应对事故和紧急情况。 

1995 年至 2009 年间，世卫组织专家对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进行了六次

视察，对天花病毒相关工作的生物及物理安全性进行了评估。专家证实其工作条件符合国际要

求。 

负责天花病毒库的官员由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总负责人任命。如需更换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负责病毒库的官员，则要根据委员会备案执行，并由总

负责人批准并发表声明。在 2010 年撰写该文时，天花病毒库有 120 个毒株（表 4.1），分别来

源于亚洲、非洲、美洲，地中海东部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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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保存的天花病毒株来源地分布 

按WHO分区划分的 
毒株分离地分布 

病毒株分离国家a 病毒株数量 

孟加拉国 3 
印度 13 
印度尼西亚 10 

东南亚 

尼泊尔 8 
博茨瓦纳 7 
布隆迪 1 
刚果 6 
埃塞俄比亚 12 
肯尼亚 4 
卢旺达 6 
索马里 3 
苏丹 1 
坦桑尼亚b 8 

非洲 

扎伊尔c 1 
美洲 巴西 8 

科威特 3 
阿曼 4 

地中海东部 

巴基斯坦 14 
苏联d 7 欧洲 
英国 1 

总计  120 
WHO，世卫组织。 
a 毒株分离当时使用的国家名称。 
b 现在的坦桑尼亚共和国。 
c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d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在一个专用实验楼内进行天花活病毒研究，该楼为

孤立的四层楼，总建筑面积为 6330 平方米。该楼座落于警戒区，入口处有全天候武装警卫把门，

并有值班人员和工程安全系统。这座楼是专为天花病毒工作设计的，天花病毒库长期存放于楼

中有警卫看守的储藏室。进入储存室有特定的指令和规则限制，要求始终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场。

储藏室及保存毒种的-70°C 冰箱被连续监控，并配备有适当的报警信号系统，系统和装置具有复

杂的不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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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株培养物以不同形式保存： 

• 冷冻 

– 鸡胚（ECEs）的绒毛膜尿囊膜（CAM） 

– 鸡胚绒毛膜尿囊膜匀浆 

– 感染天花病毒的细胞裂解液 

• 冷冻干燥 

• 天花患者的痂皮 

装冷冻毒株的气密试管、冻干培养物的气密安瓿和装天花患者痂皮的气密试管均储存在气

密金属容器内，置于-70°C冰箱中。所有与天花病毒相关的工作均须在专门设计的楼内生物安全

4级实验室中进行。2009年，为增强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将盛放天花病毒株的玻璃瓶数量减至

少，其中的内容物转移至聚丙烯冷冻管中。 

俄罗斯联邦病毒库有120株天花病毒。已经对其中的59株进行了存活能力分析，证实了其中

32株可存活（见表4.2）。已提议对其余的61株天花病毒分离株进行存活能力分析。还保存了39

株病毒的全长DNA（脱氧核糖核酸），表4.2中包含的病毒株中有32株具有存活能力，6株不具

有存活能力，另有一个毒株（Ind‐70），Ind‐70毒株的DNA是从冷冻材料中提取的，病毒未进行

初步的鸡胚绒毛膜尿囊膜复原（见表4.3）。 

从储存的培养物中分离天花病毒株的方法：用营养培养基稀释培养物，制备10倍连续稀释

液，然后将这些稀释液接种于12天的鸡胚绒毛膜尿囊膜上。在34.5°C （±0.5 °C ）孵育三天后

打开鸡胚，计数鸡胚绒毛膜尿囊膜上的特异性损伤（痘痕），可确定培养物的生物活性（滴度）。 

俄罗斯天花病毒库中冷冻保存的由绒毛膜尿囊膜匀浆制备的材料感染鸡胚后未检测到可存

活天花病毒。有人试图在单层非洲绿猴肾（Vero）细胞培养物中进行累积传代，但是，即使在

连续三次盲传后，再将这些细胞培养物匀浆接种于鸡胚绒毛膜尿囊膜上，也未检测到可存活天

花病毒株。库中原始的和直接可用的工作材料仍储存起来以用于以后的研究（例如：用分子遗

传学方法）。结果表明冻存的部分培养物可能已丧失失其生物活性（即感染性）。 

在所有冻干保存的材料中均发现了可存活的天花病毒（见表4.2），这些毒株培养物由单层

培养的非洲绿猴肾（Vero）细胞制成，是为获得后续DNA分离所需的天花病毒材料。为避免天

花病毒额外传代，该过程所用材料来源于毒种库保存的先前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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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保存的天花病毒株存活能力 

序号 天花病毒株 材料储存形式a 滴度（痘痕形成单位/ml） 
1 M-Аbr-60 冻干 1.5 × 106 
2 Aziz 冻干 0.9 × 106 
3 M-Sok-60 冻干 1.2 × 106 
4 M-Sur-60 冻干 2.5 × 106 
5 Semat 冻干 1.0 × 106 
6 12/62 冻干 9.6 × 105 
7 Ind-4а 冻干 1.5 × 107 
8 Helder 冻干 1.8 × 106 
9 Rw-18 冻干 1.3 × 105 
10 M-N-60 冻干 8.1 × 104 
11 22/62 冻干 3.0 × 106 
12 Mary 冻干 2.0 × 106 
13 М-А-60 冻干 1.0 × 103 
14 M-Bl-60 冻干 3.0 × 106 
15 Butler 冻干 8.0 × 105 
16 6–58 冻干 7.0 × 105 
17 Ngami 冻干 6.1 × 107 
18 Kuw-5 冻干 2.9 × 106 
19 Ind-3а 冻干 7.2 × 107 
20 Congo-2b 冻干 8.8 × 107 
21 Congo-9b 冻干 8.7 × 107 
22 Taj Barin 冻干 5.5 × 105 
23 Wsim Ahmed 冻干 4.4 × 105 
24 13/62 冻干 1.3 × 106 
25 M-Gavr-60 冻干 9.6 × 105 
26 India 378 痂皮 0.8 × 103c 
27 Khateen 痂皮 5–10c 
28 India 71 痂皮 5–10 c  
29 Brazil 128 痂皮 5–10 c 
30 Brazil 131 痂皮 5–10 c 
31 Aslam 痂皮 1.5 × 10 3c 
32 Zaire 1028 痂皮 从第二代VERO细胞培养物中

分离的材料 
33 Dub-1 冻存的绒毛尿囊膜（CAM） 未分离材料 
34 Dub-3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35 Dub-4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36 Dub-5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37 Kuw-28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38 Kuw-29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39 Indon-1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0 Indon-2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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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天花病毒株 材料储存形式a 滴度（痘痕形成单位/ml） 
41 Indon-3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2 Indon-4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3 Indon-5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4 Indon-6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5 Indon-7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6 Indon-8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7 Indon-9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8 Indon-10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49 Nepal 21 痂皮 未分离材料 
50 India 164 痂皮 未分离材料 
51 India 294 痂皮 未分离材料 
52 Nepal 89 痂皮 未分离材料 
53 Rais 痂皮 未分离材料 
54 Ethiopia 142 痂皮 未分离材料 
55 Ethiopia 182 痂皮 未分离材料 
56 Abd. Jalil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57 Abid CAM匀浆 未分离材料 
58 Nep-67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59 Nepal-53 冻存的CAM 未分离材料 

CAM，绒毛膜尿囊膜。 
a 所有材料无论以何种方式储存，均保存在-70°C的密封容器中。 
b 该培养物于1996年将患者痂皮中分离的病毒在鸡胚绒毛膜尿囊膜首次传代后制得。 
c 生物浓度以痘痕形成单位/毫克计。 

 

尽管所有从患者痂皮中 初分离的病毒均保存在相当于-70°C 的条件，已研究的 14 个分离

株中也仅有 7 株可存活。与冻干的材料相反，为从痂皮中分离出原料，几株病毒在单层非洲绿

猴肾（Vero）细胞培养中进行累积传代。将痂皮在 0.5 毫升 RPMI‐1640 培养基中于 4°C 浸泡 12

小时，粉碎，由此得到的匀浆感染单层细胞，然后在 34.5°C (±0.5°C)培养，直到出现天花病毒

特有的细胞病变效应（CPE）。细胞病变效应通常在感染后第 2 天出现，第 3 天时刮下细胞，

重悬于少量培养基，通过冻融破坏细胞，补加 10%的甘油溶液，然后冻存。这种方法可以生成

足量的天花病毒原料，已分离出 27 株天花病毒的 DNA，足够进行长聚合酶链反应（LPCR)。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储存天花病毒株及开展天花病毒相关工作都遵循国

家和国际要求及世卫组织的建议。总之，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 120 株天花病毒中有 59 株已进行

存活能力研究，证明其中 32 株可存活，其余的 61 株还未进行存活能力研究。世卫组织批准的

管制天花病毒储存以及相关工作均在一个专为与天花病毒工作设计的楼中进行。 

4.2.2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天花病毒 DNA 库及其储存点现状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从 1991 年开始研究正痘病毒属基因组的结构和功

能架构。在 1992 年完成了一株高毒力天花病毒株 India‐1967 的全基因组测序（末端发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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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完成了天花病毒的遗传图谱，并进行了基因组结构的详细分析。1993 年到 1995 年之间，俄

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与美国疾控中心合作完成了一株低毒力天花病毒

Garcia‐1966的基因组测序。从2001年开始着手基于天花病毒库的天花病毒基因组DNA分离工作。

近年来，已在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建立了含有 39 株不同天花病毒的 DNA 库。 

1986 年，世卫组织正痘病毒传染病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销毁所有天花病毒库及其基因组

DNA 库，但是有必要以可靠的、生物学安全的形式保留不同天花病毒分离株的遗传物质，因为

它们对今后的研究极其重要。目前，天花病毒 DNA 库由三个库组成： 

• 天花病毒基因组DNA； 

• 扩增子库（每个对应一株单独的天花病毒，并有一个简短的序列号编码）； 

• 重组质粒库（每个都有序列号编码）。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国际天花病毒 DNA 库的核算单位是贴有标签的塑

料微量试管。 

储存库位于一幢专为天花病毒相关工作建造的有戒备措施的楼房中，有警卫守护，并装有

自动温度监测及报警系统。该储存库中有 5438 个试管，包括： 

• 197管天花病毒基因组全长DNA溶液（39株不同的天花病毒），保存于+4°C。 

• 1446个试管，包含17个单独的天花病毒DNA片段的扩增子库，保存于-70°C，每个库含

有一株天花病毒基因组片段的扩增子，以三套重复的装置储存： 

–  第一套是酒精沉淀形式 

–  第二套是酒精沉淀形式 

–  第三套是长聚合酶链反应混合物的溶液形式 

• 3795个试管，包含16个独立的天花病毒DNA片段重组质粒库，保存于-70°C，每个库含

有一株天花病毒基因组片段的重组质粒，以三套重复的装置储存： 

–  第一套是溶于Tris‐EDTA（TE）缓冲液的溶液形式 

–  第二套是酒精沉淀形式 

–  第三套是酒精沉淀形式 

天花病毒 DNA 片段还未被转移到任何外部机构。 

细胞培养物中培养的天花病毒DNA的分离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天花病毒全长 DNA 置于有标签的塑料微量试管中，

保存于+4°C。目前，来源于不同地区的 39 株天花病毒的 DNA 保存在 197 个试管中，概况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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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天花病毒全长DNA的库存清单 

序号 病毒株 根据WHO分区的地理分布 病毒株来源国 a 分离年份 

1 Brazil 128 AMR 巴西 不详 
2 Brazil 131 AMR 巴西 不详 
3 Congo-2 AFR 刚果 1970 
4 Congo-9 AFR 刚果 1970 
5 Butler EUR 大不列颠 b 1952 
6 Ind-4a SEAR 印度 1967 
7 Ind-3a SEAR 印度 1967 
8 Ind-70 SEAR 印度 1975 
9 India 164 SEAR 印度 1975 
10 India 71 SEAR 印度 1975 
11 India 378 SEAR 印度 1975 
12 Indon-3 SEAR 印度尼西亚 1971 
13 Indon-9 SEAR 印度尼西亚 1971 
14 Kuw-29 EMR 科威特 1967 
15 Kuw-5 EMR 科威特 1967 
16 Nepal 89 SEAR 尼泊尔 不详 
17 6–58 EMR 巴基斯坦 1958 
18 Wsim Ahmed EMR 巴基斯坦 1970 
19 Rais EMR 巴基斯坦 1970 
20 Khateen EMR 巴基斯坦 1970 
21 Taj Barin EMR 巴基斯坦 1970 
22 Aslam EMR 巴基斯坦 1970 
23 Aziz EMR 巴基斯坦 1970 
24 Rw-18 AFR 卢旺达 1970 
25 Mary AFR 坦桑尼亚 c 1962 
26 13/62 AFR 坦桑尼亚 c 1962 
27 Helder AFR 坦桑尼亚 c 1962 
28 22/62 AFR 坦桑尼亚 c 1962 
29 12/62 AFR 坦桑尼亚 c 1962 
30 Semat AFR 坦桑尼亚 c 1962 
31 Ngami AFR 坦桑尼亚 c 1962 
32 M-Gavr-60 EUR 苏联 d 1960 
33 M-Bl-60 EUR 苏联 d 1960 
34 M-Sok-60 EUR 苏联 d 1960 
35 M-Abr-60 EUR 苏联 d 1960 
36 M-N-60 EUR 苏联 d 1960 
37 M-Sur-60 EUR 苏联 d 1960 
38 M-A-60 EUR 苏联 d 1960 
39 Zaire 1028 AFR 扎伊尔 e 不详 

AFR，世卫组织非洲区域；AMR，世卫组织美洲区域；EMR，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EUR，世卫组织

欧洲区域；SEAR，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 
a 毒株分离当时的国家名称。 
b现在的英国。 
c现在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d现在的俄罗斯联邦。 
e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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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储存库中不同天花病毒株遗传物质的保存 

天花病毒DNA扩增子储存库 

长聚合酶链反应方法使天花病毒全基因组扩增子库，及携带天花病毒 DNA 片段的杂交质粒

库得以创建。这种方法用于保存天花病毒的遗传物质。表 4.3 所列的天花病毒基因组序列可以

以生物学上安全的形式长期保存，以便研究天花病毒株的遗传架构，开发天花病毒和其他正痘

病毒的现代快速诊断方法。 

已注册的天花病毒 DNA 扩增子库目前包括 17 株天花病毒制品（见表 4.4）。天花病毒 DNA

扩增子库的试管数量资料总结于表 4.5，扩增子库中 DNA 的降解还未研究。 

表4.4 用于创建扩增子库的天花病毒DNA 

病毒株 
分离地区 

病毒株 
分离国家 a 

病毒株 分离年份 库中编号 病毒的 
流行病学类型 

AFR 卢旺达 Rw-18 1970 MA 13 大规模天花 
AFR 坦桑尼亚 b 13/62 1962 MA 9 大规模天花 
AFR 坦桑尼亚 b 12/62 1962 MA 10 大规模天花 
AFR 坦桑尼亚 b Helder 1962 MA 12 大规模天花 
AFR 坦桑尼亚 b Mary 1962 MA 15 大规模天花 
AFR 坦桑尼亚 b Ngami 1962 MA 16 大规模天花 
AMR 巴西 Brazil 131 不详 MA 6 小规模天花 

类天花 
EMR 巴基斯坦 Aziz 1970 MA 8 大规模天花 
EMR 巴基斯坦 6–58 1958 MA 11 大规模天花 
EMR 巴基斯坦 Taj Barin 1970 MA 14 大规模天花 
EMR 巴基斯坦 Wsim Ahmed 1970 MA 17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c M-A-60 1960 MA 1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c M-Abr-60 1960 MA 2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c M-Bl-60 1960 MA 3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c M-Gavr-60 1960 MA 4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c M-N-60 1960 MA 5 大规模天花 
SEAR 印度 India 71 1975 MA 7 大规模天花 

AFR，世卫组织非洲地区；AMR，世卫组织美洲地区；EMR，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EUR，世卫组织

欧洲地区；SEAR，世卫组织东南亚地区。 
a 毒株分离时国家所用名称。 
b 现在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c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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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株全基因组DNA片段克隆库的建立 

以扩增子库的形式保存遗传信息的缺点是长聚合酶链反应产物在长期储存时有可能降解，

并且在没有天花病毒基因组 DNA 存在时不可能保存全部扩增子库。为解决这些问题，可用包含

天花病毒 DNA 片段的重组质粒形式保存遗传信息，在本文件中成为“克隆库”。 

已提出的方案是：用特定的限制性内切酶切开长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子，随后将得到的 DNA

片段克隆至大肠杆菌质粒载体中。这种方法可以创建天花病毒 DNA 片段克隆库，任何质粒均可

简便迅速地生成至需要量。应用修复系统存在缺陷大肠杆菌株使得 DNA 复制过程中累积误差降

到 低。尽管比常规方法劳动强度更大，但这种方法可安全可靠地长期储存天花病毒 DNA 片段。

因此，以重组质粒形式保存的天花病毒基因组序列可以以生物学上安全的方式无限期储存。而

且如上所述，这使得研究天花病毒的遗传架构，开发现代快速天花病毒诊断方法成为可能。这

些质粒也可作为天花病毒基因的来源，目前，注册的质粒库包括 16 株天花病毒的 DNA 片段（见

表 4.6）。库中试管数量资料总结于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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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以DNA作遗传物质保存的天花病毒株库存清单 

毒株 毒株分离

地区 

毒株分离 

国家 a 

分离年份 病毒的流行病学类型 扩增子库

试管编号 

片段克隆库 

试管编号 

Congo-2 AFR 刚果 1970 大规模天花  261 

Rw-18 AFR 卢旺达 1970 大规模天花 84 288 

12/62 AFR 坦桑尼亚 b 1962 大规模天花 84  

13/62 AFR 坦桑尼亚 b 1962 大规模天花 84 273 

Helder AFR 坦桑尼亚 b 1962 大规模天花 84  

Mary AFR 坦桑尼亚 b 1962 大规模天花 99  

Ngami AFR 坦桑尼亚 b 1962 大规模天花 87 231 

Brazil 128 AMR 巴西 不详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285 

Brazil 131 AMR 巴西 不详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84  

Garcia-1966 AMR 巴西 1966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45 

6–58 EMR 巴基斯坦 1958 大规模天花 84 282 

Aziz EMR 巴基斯坦 1970 大规模天花 84  

Taj Barin EMR 巴基斯坦 1970 大规模天花 84 288 

Wsim Ahmed EMR 巴基斯坦 1970 大规模天花 84 213 

Butler EUR 大不列颠 c 1952 少数天花、类天花  213 

M-A-60 EUR 苏联 d  1960 大规模天花 84 246 

M-Abr-60 EUR 苏联 d 1960 大规模天花 84  

M-BI-60 EUR 苏联 d 1960 大规模天花 84 288 

M-Gavr-60 EUR 苏联 d 1960 大规模天花 84 276 

M-Sur-60 EUR 苏联 d 1960 大规模天花  279 

M-N-60 EUR 苏联 d 1960 大规模天花 84  

Ind-3a SEAR 印度 1967 大规模天花  222 

Ind 71 SEAR 印度 1975 大规模天花 84  

Ind-1967 SEAR 印度 1967 大规模天花  105 

AFR，世卫组织非洲区域；AMR，世卫组织美洲区域；EMR，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EUR，世卫组织

欧洲区域；SEAR，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 
a 毒株分离时国家所用名称。 
b 现在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c 现在的英国。 
d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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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用于创建重组质粒库的天花病毒DNA清单 

天花病毒 
分离地区 

天花病毒 
分离国家 a 

天花病毒株 分离年份 库中编号 病毒的流行病学类型 

AFR 坦桑尼亚 b Ngami 1962 P1 大规模天花 
AFR 刚果 Congo-2 1970 P7 大规模天花 
AFR 卢旺达 Rw-18 1970 P 11 大规模天花 
AFR 坦桑尼亚 b 13/62 1962 P 16 大规模天花 
AMR 巴西 Brazil 128 未确定 P4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AMR 巴西 Garsia - 1966 1966 P 10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EMR 巴基斯坦 Taj Barin 1970 P3 大规模天花 
EMR 巴基斯坦 Wsim Ahmed 1970 P6 大规模天花 
EMR 巴基斯坦 6-58 1958 P 13 大规模天花 
EUR 大不列颠 c Butler 1952 P8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EUR 苏联 d M-Sur-60 1960 P2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d M-Bl-60 1960 P 12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d M-A-60 1960 P 14 大规模天花 
EUR 苏联 d M-Gavr-60 1960 P 15 大规模天花 
SEAR 印度 Ind-3a 1967 P5 大规模天花 
SEAR 印度 India - 1967 1967 P9 大规模天花 

AFR，世卫组织非洲区域；AMR，世卫组织美洲区域；EMR，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EUR，世卫组织欧洲区

域；SEAR，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 
a 病毒株分离时国家所用名称。 
b 现在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c 现在的英国。 
d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 

 

这项工作的成果是建立了一个储存点，其中包括： 

• 39株天花病毒的基因组DNA 

• 17株天花病毒的DNA扩增子库 

• 俄罗斯联邦储存点的16株天花病毒全基因组DNA片段质粒库，分属两个流行病学类型，

从不同的地区分离。 

本章作者认为每个质粒和扩增子库至少应代表 6 株不同生物学亚类的天花病毒（包括大规

模天花、小规模天花以及类天花各 6 株，总计 18 株），以保证具有代表性并涵盖天花病毒的生

物多样性。涵盖天花病毒库中所有毒株的原始全长或部分 DNA 样本也比较合理。这些可在天花

病毒遗传物质库中安全保存。这样做的依据是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储存点中均包含有天然来源

的天花病毒培养物，其合成的类似物是不可能完全复制原生病毒的全部特征谱的。 

通过鉴定的天花病毒库安置于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国际天花病毒

DNA 储存点中。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每年对储存的天花病毒株和 DNA 清点

一次，并以世卫组织的统一格式向世卫组织递交年度库存清单。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



 

 
4：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天花病毒和核酸储藏点现状 63 

研究中心也协助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给世卫组织递交年度报告。这些报告中的部分章节包含了与

天花病毒库和 DNA 库相关的工作内容。 

所有与天花病毒库和 DNA 库有关的工作都应遵循以下办法： 

• 按规定向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科学小组委员会提交议案，以获得使用储

存库的许可； 

• 按照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科学小组委员会批准的工作计划执行； 

• 就已开展工作在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进行口头汇报； 

• 就已执行工作向世卫组织秘书处递交年度书面报告 

4.3 位于美国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天花病毒株和核酸储存点现状 

设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储存点包含来自日本、荷兰、英国及美国

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实验室的天花病毒库，还包括之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

美国模式培养物保藏所的储存。451 种分离物或标本以其原始形式保存于安全可靠的地点。原

则上所有材料均是在天花根除前 50 年内收集的。 

库存清单中主要包括人类患者分离物和天花病毒株标准品的复制样本。然而，储存库中还

有少数实验室中获得的“杂交”病毒，这些病毒由牛痘病毒、天花病毒或兔痘病毒及天花病毒

重组体构建而来，还有外部实验室捐赠的非天花病毒物质，包括牛痘免疫球蛋白标本。 

2000 年建成了电子数据库，可以将信息关联起来，如天花病毒分离株发现的地点和年份、

患者的临床和流行病学信息以及引起爆发的分离株的来源。该数据库也可通过样本容器上标记

的名称关联到样本的传代史资料，来指导选择不同的分离株做进一步研究。用于收集信息的来

源包括: 

• 下述内容的回顾： 

–  与标本一起提供的书面材料 

–  既往向世卫组织递交的这些物质情况的报告 

–  世卫组织在日内瓦的记录档案 

–  出版物 

• 要求捐赠国实验室提供的信息 

终，可获得来自于各原始病毒库的大约 360 种不同天花病毒物质的信息。共有 142 份标

本可以关联到分离国家、分离年份以及物质的传代史；8 份可以链接到分离国家和分离年份（但

是没有所提供物质的传代史）；163 份既不能链接到分离国家，也不能链接到分离年份。 

后一组物质包括 19 份来自不同患者的 初痂皮及 3 份人痘接种储存。 

自 2000 年获得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技术咨询委员会的批准后，对来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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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储存点的一部分材料进行了全基因组分析。挑选了 46 个分离株进行基因组测序；其中包括

来源于相同或流行病学上相关联的疫情爆发的标本，还有明显不相关的爆发的标本（Esposito et 

al.，2006；Li et al.，2007）。对这些特殊的标本进行测序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可以代表美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储存点内病毒的多样性（反映在分离国家、分离年份以及较少的传代史）的

广泛来源。测序材料包括来自临床或流行病学描述的“大规模”或“小规模”病例，及生物学

或者流行病学描述的类天花病例的分离物。大部分测序的材料来自于天花主要病毒株分离物，

这些分离株之间的遗传变异性与其地理位置有关，而与时间无关。例如，30 年前从非洲之角分

离的样本被归为非西部非洲分离株一类。为评估长聚合酶链反应（LPCR）/限制性片段长度多

态性（RFLP）方法鉴定重组体的能力，对两种杂交病毒进行了测序。随后，完成了天花病毒分

离株的补充生物学特征（Olson et al., 2009），为科学分析评估可能的抗天花治疗或预防方法提

供了相关的遗传学和生物学信息。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储存的主种子测序后传代不超过一次的天花病毒是那些经世卫组织

批准从 2000 年起就用于必要公共卫生研究项目的天花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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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保存的天花病毒株来源地分布 

病毒株分离地区 病毒株分离国家 a 病毒株数量 
博茨瓦纳 6 
中非（无特指国家） 2 
达荷美共和国 b 2 
吉布提 1 
埃塞俄比亚 11 
加蓬 1 
加纳 2 
几内亚 1 
肯尼亚 12 
马里 3 
尼日尔 2 
尼日利亚 5 
塞拉利昂 4 
索马里 7 
南非 9 
苏丹 2 
坦桑尼亚 10 
多哥 2 
乌干达 2 
上沃尔特 c 1 
西非（无特指国家） 1 

非洲 

扎伊尔 d 9 
孟加拉国 20 
中国 4 
印度 25 
印度尼西亚 12 
日本 3 
韩国 e 3 

亚洲 

尼泊尔 5 
北美洲 美国 1 
南美洲 巴西 15 

德国 1 
荷兰 2 
意大利 1 
英国 30 

欧洲 

南斯拉夫 e 1 
伊朗 3 
科威特 3 
巴基斯坦 12 

中东地区 

叙利亚 f 1 
不详  214 
总计  451 

a 病毒株分离时国家使用的名称。 
b 现在的贝宁。 
c 现在的布基纳法索。 
d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e 目前国家名称还未知。 
f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66 关于 1999-2010 年天花病毒研究的科学综述 

储存库中所保存的材料仅有少部分用于实验工作。表 4.8 列出了已用于研究的天花病毒株，

并已经过组织培养。尽管有些病毒株需要进行盲传以恢复活力，但已检测的大部分材料均可存

活。在 2000 年之前，大多数实验用到四个病毒株，这些病毒株已繁殖成种子库、工作库及核酸

产物用以进行抗病毒筛选和测序。2010 年，储存的种子库、工作原料和空斑挑取物（以“试管”

数计算）已增加至 2000 年的 22 倍。这些材料已经或正在用于体外抗病毒筛选、动物接种研究、

体外疫苗有效性衔接研究以及测序。另外还有来源于 6 项评估抗病毒效果的天花病毒动物接种

研究的 4209 份标本。这些标本需保留到管理机构（例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提出的所有

相关问题或顾虑都得到满意解决为止。增加 22 倍的种子库、工作原料和空斑挑取物中 46%是供

抗病毒筛选或疫苗有效性相关研究中单次使用的分装样本。这些低滴度、单次使用的分装样本

增加了实验的一致性，并限制了病毒的反复冻融。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既定人员才有权使用这些原料，所有这些人都参加过适当的生物

研究安全性和生物安全措施培训。进入储存库的限制更加严格，材料要每年清点，目前措施是

清点后放入安全密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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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库的选择：鉴定有存活能力的天花病毒物质 

分离株 原始实验室 分离日期 分离国家 a 地区 原传代史 目前状况 
Minnesota 124 USAMRIID 1939 年 2 月 5 日  美国 北美洲  123 CAM（纳尔逊），德特里克 1 

CAM=124 CAM（1958 年 3 月 26 日） 
种子库 
（E124；BSC40p2） 

Yamada MS-2 
(A) Tokyo strain 

USAMRIID 1946 年 日本 亚洲 2 CAM（哈洪），德特里克 2 CAM = 4 
CAM（1958 年 11 月 3 日） 

种子库 
（E4；BSC40p2） 

Kim E-316 (2), 
Masterseed 

USAMRIID 1946 年 朝鲜 b 亚洲 2 CAM（肯普）德特里克 1 CAM = 3 
CAM（1958 年 2 月 18 日） 

无活性 

Hinden 波登当，英国 1946 年 英国 欧洲 E2 种子库 
（E2；BSC40p2） 

Harvey 波登当，英国 1946 年 英国，进口 欧洲 E1 种子库 
（E1；BSC40p2） 

Lee, Masterseed USAMRIID 1947 年 朝鲜 b 亚洲 2 CAM（肯普），德特里克 2 CAM = 4 
CAM（1958 年 9 月 15 日） 

种子库 
（E4；BSC40p2） 

Juba 波登当，英国 1947 年 10 月 7 日 苏丹 非洲 E8 种子库 
（E8；BSC40p2） 

Rumbec 波登当，英国 1947 年 苏丹 非洲 E7 种子库 
（E7；BSC40p2） 

Higgins 波登当，英国 1947 年 4 月 5 日 斯塔福德郡，英

国 
欧洲 不详 种子库 

（?；BSC40p2） 
Horn (Sabin Lab) USAMRIID 1948 年之前 中国 亚洲 2（?）CAM（莎贝），德特里克 2 CAM 

= 4 CAM（1959 年 6 月 4 日） 
种子库 
（E4；BSC40p2） 

Harper, 
Masterseed 

USAMRIID 1951 年之前 日本 亚洲 3 CAM（哈洪），2 CAM 德特里克= 5 
CAM（1958 年 7 月 25 日） 

种子库 
（E5；BSC40p2） 

Stillwell 
Masterseed 

USAMRIID 1951 年之前 日本 亚洲 6CAM（哈洪） 种子库 
（E6；BSC40p2） 

BUT (Butler) 波登当，英国 1952 年 英国 欧洲 E8 种子库 
（E8；BSC40p2） 

Kali-Muthu M 50 USAMRIID 1953 年 9 月 5 日 印度 亚洲 #2228 原始原料在洛克实验室 
1958 年 1 月 13 日匀浆痂皮 

种子库 
（BSC40p3） 

New Delhi USAMRIID 1953 年 印度 亚洲 2 CAM（肯普），德特里克 3 CAM= 5 种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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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株 原始实验室 分离日期 分离国家 a 地区 原传代史 目前状况 
CAM（1959 年 6 月 23 日） （E5；BSC40p2） 

Nigeria -Kudano 波登当，英国 1961 年 6 月 尼日利亚  非洲 痂皮 无活性 
696 Madras DJB 波登当，英国 1963 年 印度 亚洲 痂皮 无活性 
7125 波登当，英国 1964 年 印度 亚洲 E4 种子库 

（E4；BSC40p2） 
7124 波登当，英国 1964 年 印度 亚洲 E4 种子库 

（E4；BSC40p2） 
102 波登当，英国 1965 年 4 月 12 日 南非 非洲 E1 种子库 

（E1；BSC40p2） 
103 波登当，英国 1965 年 4 月 14 日 南非 非洲 E1 种子库 

（E1；BSC40p2） 
Kembula 波登当，英国 1965 年 9 月 坦桑尼亚 非洲 痂皮 种子库（BSC40p2） 
Garcia, Brazil 
(Minor)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66 年 巴西 南美洲 E3 1.00E 01 工作库 
（E3；BSC40p3） 

v66–39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66 年 6 月 5 日 巴西 南美洲 E1 南塞尔维亚/J Noble isol 发疹子第 4
天 

种子库 
（E1；BSC40p2） 

K1629 波登当，英国 1967 年 5 月 6 日 科威特 中东 E5 种子库 
（E5；BSC40p2） 

V68–59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68 年 4 月 10 日 达荷美共和国 d 非洲 E5 种子库 
（E1；BSC40p2） 

Rafiq Lahore 波登当，英国 1969 年 3 月 3 日 巴基斯坦 亚洲 痂皮 种子库（BSC40p3） 
V68–258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69 年 1 月 2 日 塞拉利昂 非洲 E4 1.00E  种子库 

（E4；BSC40p2） 
Congo V70–46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0 年 3 月 12 日 扎伊尔 e 非洲 E1 1.00E-01 工作库 

（E1；BSC40p3） 
Afghan Variolator 4 波登当，英国 1970 年 3 月 18 日 阿富汗 中东地区  痂皮 种子库（BSC40p2） 
V70–222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0年 10月 17 日 印度尼西亚 亚洲 E1 1.00E01 种子库 

（E1；BSC40p2） 
V70–228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0年 10月 26 日 印度尼西亚 亚洲 E1 1.00E01 种子库 

（E1；BSC40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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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株 原始实验室 分离日期 分离国家 a 地区 原传代史 目前状况 
V72–119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2 年 4 月 6 日 叙利亚 f 中东地区  E1 1.00E01 种子库 

（E1；BSC40p2） 
V72–143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2 年 4 月 26 日 博茨瓦纳 非洲 E1 1.00E01 种子库 

（E4；BSC40p2） 
Eth16 
R14–1X-72 

波登当，英国 1972 年 8 月 29 日 埃塞俄比亚 非洲 痂皮 种子库 
（BSC40p3） 

Eth17 
R14–1X-72 

波登当，英国 1972 年 8 月 29 日 埃塞俄比亚 非洲 痂皮 种子库 
（BSC40p3） 

V73–225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3 年 10 月 8 日 博茨瓦纳 非洲 E1 1.00E01 种子库 
（E1；BSC40p2） 

V73–175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3 年 7 月 26 日 尼泊尔 亚洲 E1 1.00E01 种子库 
（E1；BSC40p2） 

Nur Islam 波登当，英国 1974 年 孟加拉国 亚洲 痂皮 种子库（BSC40p2） 
Shahzaman 波登当，英国 1974 年 孟加拉国 亚洲 痂皮 种子库（BSC40p3） 
Solaiman 波登当，英国 1974 年 孟加拉国 亚洲 痂皮 种子库（BSC40p2） 
BSH V75–550 
‘Bangladesh’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5 年 11 月 24 日 孟加拉国 亚洲 E1 1.00E01 工作库（BSC40p6） 

V77–1252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7 年 5 月 19 日 索马里 非洲 E1 1.00E01 种子库（E1；
BSC40p2） 

V77–1605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7 年 8 月 9 日 索马里 非洲 E1 1.00E01 种子库（E1；
BSC40p2） 

V77–2479 
(AliMaow 
Maalin) 
‘Somalia’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7 年 11 月 10 日 索马里 非洲 E2 1.00E02 种子库 
（E2；BSC40p3） 

AR1 类天花/兔
痘病毒重组株 

波登当，英国 资料发表于 1964
年 

实验室株 不适用 不详 核酸提取物 

VC13 天花病毒/
牛痘病毒重组株 

波登当，英国 资料发表于 1964
年 

实验室株 不适用 不详 核酸提取物 

Heidelberg USAMRIID 不详 德国 欧洲 德特里克 ISOL crust，1 CAM 库存 种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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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株 原始实验室 分离日期 分离国家 a 地区 原传代史 目前状况 
1960 年 5 月 4 日 （E1；BSC40p2） 

Congo 9 (Gispen) 
V74–227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4 年 扎伊尔 e 非洲 E1 1.00E01 种子库 
（E1；BSC40p2） 

Northern Indian, 
Master seed 

USAMRIID 不详 北印度 亚洲 30 CAM（纳尔逊），德特里克3 CAM =33 
CAM（1958年7月14日） 

无活性 

Iran 2602 波登当，英国 不详 伊朗 中东地区 E5 种子库 
（E5；BSC40p2） 

CAM，绒毛膜尿囊膜；CDC，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佐治亚州亚特兰大；NA，不适用；USAMRIID，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a 病毒株分离时国家使用的名称。 
b 目前国家名称还不明确。 
c 现在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d 现在的贝宁。 
e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f 现在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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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目前储存的天花病毒核酸是已进行基因组测序的代表性毒株及少量

其他病毒。表 4.9 和表 4.10 所述物质为全长基因组材料，分别以质粒库或长聚合酶链反应扩增

子库保存。这些物质信息可从一个安全、有密码保护的数据库中查找，只有规划中的少数成员

才有权使用。目前，来源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存放于美国病毒库中的 9 个已测序毒株的质粒或

长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子已存档。值得注意的是，库中所有已测序的 47 株病毒都已用于验证基于

核酸的诊断方法。可能还需要一些额外的基于质粒的、长聚合酶链反应或其他可代表基因组的

基因组片段，以防天花病毒库或完整的基因组 DNA 遭到破坏。讨论保存这些物质的 佳途径时

应考虑到聚合酶链反应（PCR）的突变率，各种保存基因组方法的稳定性，及可能用到的方法。 

表4.9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储存库中天花病毒全长DNA的库存清单 

编号 病毒株 地区 来源国a 分离年份 
1.  102 非洲 南非因瓜武马纳塔尔 1965 年 
2.  103 非洲 南非内尔斯普雷特德兰士瓦 1965 年 
3.  66-39 南美洲 巴西 1966年 
4.  68-59 非洲 达荷美共和国b 1968年 
5.  68-258 非洲 塞拉利昂 1969年 
6.  69-1 非洲 尼日尔 1969 年 
7.  69-5 非洲 几内亚 1969 年 
8.  70-222 亚洲 印度尼西亚 1970年 
9.  70-228 亚洲 印度尼西亚 1970年 
10.  7124 亚洲 印度 1964年 
11.  7125 亚洲 印度 1964年 
12.  72-119 中东地区 叙利亚c 1972年 
13.  72-143 非洲 博茨瓦纳 1972年 
14.  72-164 欧洲 南斯拉夫d 1972年 
15.  73-175 亚洲 尼泊尔 1973年 
16.  73-225 非洲 博茨瓦纳 1973年 
17.  74-227 非洲 扎伊尔e 1974年 
18.  77-1252 非洲 索马里 1977年 
19.  77-1605 非洲 索马里 1977年 
20.  Afghan Variolator 4 中东地区 阿富汗 1970年 
21.  AR1 不适用 实验室培育株 资料发表于

1964年 
22.  Ashiq 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 1969年 
23.  Aslam 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 1969年 
24.  BSH 亚洲 孟加拉国 1975年 
25.  Bombay 亚洲 印度 1958年 
26.  Brazil Garcia 南美洲 巴西 1966年 
27.  Butler 欧洲 英国 1952年 
28.  Congo V70–46 非洲 扎伊尔e 1970年 
29.  Djib 非洲 吉布提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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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病毒株 地区 来源国a 分离年份 
30.  ETH 16 非洲 埃塞俄比亚 1972年 
31.  ETH 17 非洲 埃塞俄比亚 1972年 
32.  Farid 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 1969年 
33.  Harper 亚洲 日本 1951年 
34.  Harvey 欧洲 英国 1946年 
35.  Heidelberg 欧洲 德国 不详 
36.  Higgins 欧洲 英国 1947年 
37.  Hinden 欧洲 英国 1947年 
38.  Horn 亚洲 中国 1948年之前 
39.  Iran 2602 中东地区 伊朗 不详 
40.  Juba 非洲 苏丹 1947年 
41.  Kembula 非洲 坦桑尼亚f 1965年 
42.  K1629 中东地区 科威特 1967年 
43.  Kali Mathu 亚洲 印度 1953年 
44.  A. Mannan 亚洲 孟加拉国 1974年 
45.  Minnesota 124 北美洲 美国 1939年 
46.  Misba 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 1970年 
47.  M.S. Lee 亚洲 朝鲜d 1947年 
48.  New Delhi 亚洲 印度 1953年 
49.  Nigeria Kudano 非洲 尼日利亚 1961年 
50.  Nur Islam 亚洲 孟加拉国 1974年 
51.  Parker 欧洲 英国 1978年 
52.  Parvin 亚洲 孟加拉国 1974年 
53.  Rafiq Lahore 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 1969年 
54.  Ramjan 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 1970年 
55.  Rafiq 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 1969年 
56.  Shahzaman 亚洲 孟加拉国 1974年 
57.  Solomain 亚洲 孟加拉国 1974年 
58.  Somalia 非洲 索马里 1977年 
59.  Stillwell 亚洲 日本 1951年 
60.  VC13 不适用 实验室培育株 资料发表于

1964年 
61.  Yamada 亚洲 日本 1946年 
NA，不适用。 
a 病毒株分离时国家使用的名称。 
b 现在的贝宁。 
c 现在的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d 目前国家名称还不确定。 
e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f 现在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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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用于创建扩增子和质粒库的天花病毒株清单 

病毒株 
分离地区 

病毒株 
分离国家 

病毒株 分离年份 流行病学类型 储存库 
类型 

试管 
数量 

亚洲 孟加拉国 BSH 1974年 大规模天花 质粒 250 
欧洲 英国 Butler 1952年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质粒 110 
非洲 刚果民主 

共和国 
Congo 1970年 大规模天花 质粒 180 

南美洲 巴西 Brazil Garcia 1966年 小规模天花，类天花 质粒 135 
欧洲 英国 Harvey 1946年 大规模天花 质粒 100 
亚洲 中国 Horn 1948年之前 大规模天花 扩增子 48 
亚洲 印度 7124 1964年 大规模天花 扩增子 134 
亚洲 尼泊尔 73–175 1973年 大规模天花 扩增子 127 
非洲 索马里 Somalia 1977年 大规模天花 质粒 100 

 

根据世卫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认可的关于天花病毒核酸

的分配办法，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向外界的一些研究者提供了天花病毒片段，并遵照世

卫组织11的建议使用，具体情况见表 4.11。 

 

 

 

 

 

                                                              
11 http://www.who.int/csr/disease/smallpox/research/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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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向外界研究者提供的天花病毒片段 

机构，国家 

是否经

WHO 

批准 

(是/否) 病毒株 基因 申请日期 

完全执行

日期 装运日期 

美国康奈尔大学 是 BSH75 Horn Heidelberg 

V73–175 102 Nur Islam 

Shahzaman Solaiman 

RAP94 

RPO147 

2008年 

1月20日 

2008年 

5月15日 

不适用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是 Bangladesh G1R 2007年 

4月24日 

2008年 

6月10日 

2008年 

6月24日 

美国新泽西州医学

和口腔学院  

是 Bangladesh D9R 2006年 

7月12日 

不适用 2008年 

1月30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 

是 Bangladesh D1L 

E7L 

A27L 

A39L 

B2L 

B3L 

B4L 

B9R 

B10R 

B14R 

B19R 

B20R 

2006年 

8月3日 

2006年 

10月 

2006年 

10月23日 

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  

是  A24R 2005年 

4月20日 

2005年 

8月16日 

不适用 

瑞士Cantonale di 

微生物研究所 

是 Bangladesh J9R 

B10R 

B11R 

2005年 

4月29日 

2006年 

6月1日 

2006年 

7月26日 

美国陆军传染病 

医学研究院 

是 Bangladesh 

Garcia 

J9R 

B10R 

B11R 

2005年 

4月29日 

2006年 

6月1日 

2006年 

7月26日 

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  

是 Bangladesh A31L 

A18L 

A36R 

B6R 

F8L 

I3L 

M1R 

C13L 

2005年 

1月26日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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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国家 

是否经

WHO 

批准 

(是/否) 病毒株 基因 申请日期 

完全执行

日期 装运日期 

美国麦利亚得 

遗传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是 Bangladesh B8L 

C18L 

A27L 

A39L 

B4L 

B9R 

B11R:B10R 

B12R:B11R 

B14L 

B22R:B19R 

C13L:B20R 

B22R 

G3R:G1R, 

G2R 

2004年 

12月8日 

2006年 

6月 

2006年 

10月23日 

西班牙国家生物 

技术中心 

是 Bangladesh B8R 

B17R 

D7L 

G2R 

G3R 

A44L 

P1L 

D4R 

D15L 

A41L 

2003年7月

23日 

2004年9月

22日 

2006年7月

20日 

芬兰 是 Bangladesh  D12R 

B7R 

2001年 

9月7日 

不适用 不适用 

美国华盛顿DC美国

海陆空病理研究所 

是 Bangladesh L2R 

B8R 

G2R 

J7R 

E9L 

L6R 

A25R 

2001年11月 2002年 

2月19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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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国家 

是否经

WHO 

批准 

(是/否) 病毒株 基因 申请日期 

完全执行

日期 装运日期 

美国陆军传染病 

医学研究学院 

是 Bangladesh 

 

Bangladesh 

Garcia 

D8L-D10L 

D16L-D18L 

C7L 

M1R 

I5R 

F8L 

A14L 

A26L-A28L 

A34R 

A36R-A37R 

A40R 

A47-A48L 

J6R-J7R 

B3L 

B9L-B10L 

B19L-B20L 

B22R 

G1R 

G3R-G4R 

B6R 

L2R 

B8R 

G2R 

J7R 

E9L 

L6R 

A25R 

A31L 

2002年 

1月8日 

2005年1月 

2002年 

2月22日 

2006年6月 

不适用 

 

2006年8月 

美国哈佛医学院

Dana - Farber癌症

研究所 

是 Bangladesh D4R 

C9L 

A46R 

J7R 

B6R 

2001年11月 2002年1月 不适用 

美国圣何塞州立 

大学 

是 Bangladesh  A41-A44 1996年 

8月15日 

1997年8月 不适用 

美国海陆空病理 

研究所 

是 Bangladesh J7R 

E9L 

G1R 

1999年1月 1999年2月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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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国家 

是否经

WHO 

批准 

(是/否) 病毒株 基因 申请日期 

完全执行

日期 装运日期 

英国波登当国防 

科技实验室 

是 V74–227 

(Congo) 

Solaiman 

Butler 

P1L (BSH 

homolog) 

3L (BSH 

homolog) 

A14L (BSH 

homolog) 

A36R 

A38R 

B6R 

B17R 

2001年10月 不适用 2003年4月

29日 

美国哈佛医学院  是 Bangladesh TK gene 2003年1月 不适用 2003年5月

8日 

法国国家健康和 

医学研究院  

是 Bangladesh Sacl 

fragment 

BstEll D 

fragment 

2003年4月 2004年8月 2004年8月

27日 

法国陆军实验室，

Emile Pardé 

是 Bangladesh 

Garcia 

A31L 

K9R 

C9L 

2003年7月 2003年10

月 

2004年2月 

加拿大亚伯达大学 是 Bangladesh  E9L 2004年5月 2004年5月 2004年8月

24日 

美国23个实验室 是 Bangladesh 2 <500 

nucleotide 

inserts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AFIP，美国陆海空病理研究所；DSTL，国防科技实验室；INSERM，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NA，不适用；

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AMRIID，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 

 

储存库的使用和状况正式书面报告于 1997 年 6 月（1979 年到 1997 年间使用报告）撰写，

1998 年向世卫组织递交。到 1999 年，这些报告以摘要形式定期递交，存入电子数据库，并在

世卫组织大会正痘病毒属会议（1999 年）上做年度口头报告，然后在世卫组织技术咨询委员会

天花病毒研究年度会议上做报告（2000-2008）。在世卫组织网站12上可以看到更多近期的报告

摘要。 

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有用天花活病毒进行的工作都是在生物安全 4 级实验室中进

行的，地方和联邦当局（来自于联邦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选择机构及毒素规划），国际（世卫组

织）当局定期检查，以保证生物研究安全性和生物安全的 高标准。 

                                                              
12 http://www.who.int/csr/disease/smallpox/research/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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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AM 绒毛膜尿囊膜 

CDC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CPE 细胞病变效应 

DNA 脱氧核糖核酸 

ECE 鸡胚 

LPCR 长聚合酶链反应 

OPV 正痘病毒（属） 

RIVP 病毒制剂研究所 

VARV 天花病毒 

VECTOR 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WHO 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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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物模型及发病机理 

Peter B Jahrling1
 

1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综合研究实验室，美国弗雷德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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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公共卫生重要性 

众所周知，天花病毒有可能开发为生物恐怖武器。另外，猴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重新出

现也成为引人关注的公众卫生问题。这些都增加了制定更有效应对措施的迫切性，其中包括针

对这些正痘病毒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由于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应对措施的效能验证需要用到

动物模型，本章将重点讨论用于正痘病毒所致疾病的动物模型。 

目前进展 

利用鼠痘病毒（即鼠痘的病因）、牛痘病毒、兔痘病毒和痘苗病毒的小动物模型使我们深

刻了解了痘病毒感染的发病机制及免疫学；这些知识已被用于采用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性研究的

研究设计工作。使用天花病毒或猴痘病毒的灵长类动物模型对制定安全有效的人类天花应对措

施至关重要。 

当前挑战 

对灵长类动物（食蟹猕猴）的天花病毒暴露剂量及接触途径的各种不同组合能够得到预期

的疾病模型，该模型能展示人类天花的部分（而非全部）特征。虽然这些模型仍需进一步改进，

但它们已经足以验证几种备选抗病毒药物的疗效，包括西多福韦和 ST–246。很有可能采用上述

任何一种条件组合得到的模型都不能同时满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动物法规”（美国

21CRF310.610）所规定的全部标准；可能不同的指征需要采用不同的模型来研究。灵长类动物

模型的进一步改进可能需要来自采用遥测和医学影像技术的病理生理学研究数据。还应特别关

注寻找有效的生物标记方式用作临床早期干预的指征，从而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并促进应对措

施的许可审批。虽然这种研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在采用其它正痘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和灵

长类动物研究中完成，但是只有使用天花病毒的灵长类动物模型进行效能验证研究才能增加人

们对天花病毒应对措施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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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言 

尽管天花已根除，天花病毒（VARV）仍然是公共卫生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天花病毒可

能秘密储藏在生物恐怖分子手中（Henderson 等, 1999）。天花病毒攻击在今天对人类冲击与上世

纪相比将更具有灾难性：疫苗接种规划已于 1976 年左右在全球中止，免疫抑制人群更加普遍，

人类的流动性增加（包括洲际航空旅行）加速了世界各地的病毒传播速度。由于这些原因，目

前正投入大量资金研究更为有效的天花应对措施，包括新疫苗和抗病毒药物。(LeDuc 及 Jahrling, 

2001)。 

这些应对措施的研究和许可审批将取决于动物模型对其保护效果的验证。这些动物模型应

该忠实对映人类疾病，且 好使用实际的病原体（VARV）、而不是任何代替物。虽然这种研发

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在采用其它正痘病毒（OPV）的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完成，

但是只有通过使用天花病毒的灵长类动物模型进行效能验证研究才能增加人们对天花病毒应对

措施的信任。 

5.2 动物模型 

天花病毒在天然情况下只感染人类，这使采用天花病毒的天花动物模型开发变得困难重重。

天花病毒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中感染某些种类的实验动物，但除了近期一些利用猴子进行的研究

（Jahrling 等，2004）外，并未能引起致命的全身性疾病（Fenner 等, 1988）。天花病毒的灵长

类动物模型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包括天然的空气接触途径（USFDA, 2009）。 

本章侧重于能够有助于天花应对措施研究的正痘病毒疾病动物模型。使用天花病毒或猴痘

病毒（MPXV）的灵长类动物模型与此目的 为相关，并且也可使我们深入了解人类天花的病

理生理学；但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费用高，并且天花病毒的使用需要在 高的生物安全级别（4

级，BSL - 4）和生物安保级别下进行。该病毒被限制于两个相关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美国

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联邦的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虽然猴痘

病毒受限制较少，但仍需生物安全 3 级（BSL - 3）的生物防护，并且它是一种特殊因子（美国

卫生和公共服务部，2005 年）、也就意味着其使用受到限制。正是由于这些限制，使用鼠痘病

毒（ECTV）、牛痘病毒（CPXV）、兔痘病毒（RPXV）和痘苗病毒（VACV）的小动物模型来研

究正痘病毒疾病，对于了解和研究人类病原体应对措施来说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正痘病毒疾病的动物模型必然涉及宿主靶细胞-病毒相互作用与保护性免疫反应之间的平

衡问题。与大多数其他病毒病原体相比，痘病毒表达更多的免疫调节蛋白及细胞凋亡抑制物，

并使上述平衡向毒性作用倾斜。其中一些病毒‐宿主相互作用具有种属特异性，可能无法可靠地

推广到其他物种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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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发病机理的许多知识都来自采用鼠痘病毒的小鼠动物研究（Buller 及 Palumbo, 

1991）。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了鼠痘病毒，它是一种天然的小鼠病原体。此后，Fenner 利用此模

型阐述了初级和次级病毒血症的概念，类似于人类的发疹疾病（Fenner, 1948）。20 世纪 70 年代，

鼠痘病毒小鼠模型用于验证 T 细胞和巨噬细胞在细胞介导的免疫和急性疾病康复中的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感染鼠痘病毒的近交系小鼠品系用于寻找抵抗性和易感性的遗传决定因素（Buller, 

1985; Buller 及 Palumbo, 1991）。 近，各种基因敲除近交系小鼠品系的使用促进了病毒-宿主关

系的研究。 

有关正痘病毒感染的免疫生物学详细内容不属于本章的研究范围。 

鼠痘病毒易感性是由遗传决定的，其遗传机制比较复杂。C57BL/6 小鼠有较高抵抗力；通

过足垫接种的 LD50 大于 106 个空斑形成单位（PFU）。与此相反，A/J 小鼠的 LD50 不到 0.01 PFU

（Buller, 1985）。遗传抗性与效应 T 细胞的颗粒胞吐途径（Müllbacher 等, 1999）部分相关。

BALB/c 和 DBA/2 系小鼠与 A/ J 小鼠一样对皮肤和飞沫传染途径都高度敏感。抗性和敏感性也

可因鼠痘病毒品种而异。 

易感小鼠的鼠痘病毒感染由皮肤擦伤引起。该病毒在局部复制，然后通过传入淋巴管、引

流淋巴结及血流（初级病毒血症）迁移到内脏。该病毒在主要器官复制，尤其是肝脏和脾脏，

4-5 天内即可引起次级病毒血症。由于小鼠品系的不同，皮肤复制在接触后第 6 天就可导致出疹。

由于严重的肝坏死，A/J 小鼠发疹前就出现了死亡。飞沫接触可导致严重原发性肺炎。 

使用鼠痘病毒的 A/J 小鼠模型 近已用于评估抗病毒药物西多福韦的各种类似物对致死性

感染的疗效（Buller 等, 2004）。在这项研究中，口服西多福韦的八癸氧基乙基衍生物 100％挽救

了经 2.3 × 104PFU 致死剂量飞沫传染的小鼠，并完全阻断了脾脏和肝脏病毒复制。与上述相同

的条件下，未经修饰的西多福韦是不起作用的。 

痘苗病毒（VACA）也感染小鼠，结果取决于小鼠遗传学特性、痘苗病毒株、剂量和接触途

径。超过 104 PFU 剂量的痘苗病毒西储株（WR）经鼻内途径感染对于 C57BL/6 小鼠是致死性

的（Brandt 及 Jacobs, 2001）。该模型用于验证在体外可以产生干扰素（IFN）抗性的痘苗病毒

基因 E3L 在未感染动物的发病机理中是必需的。虽然对照比较尚未见报道，但 BALB/c 小鼠对

痘苗病毒的抗性更高一些。对 BALB/c 小鼠的致命作用取决于剂量：在某项研究中，107PFU 的

痘苗病毒西储株是 100％致命的，而 104 PFU 则导致 20％小鼠死亡（Alcami 及 Smith, 1992）。

BALB / c 小鼠也用于给痘苗病毒株毒力排序。纽约市卫生管委会（NYCBH）品系经鼻内途径的

LD50 为 104.0 PFU，较 LD50 为 104.8 PFU 的西储（WR）株品系毒性更高。通过尾部划痕、皮下

或口服给药，两种菌株均无致死性（Lee 等, 1992）。来自惠氏疫苗的痘苗病毒经鼻内接触的毒

性略低（LD50>107 PFU）。 

SKH-1 无毛小鼠已用于建立使用痘苗病毒的皮肤感染模型。皮肤病灶数可显示全身性感染

的严重性。该模型已用于验证 5％西多福韦经局部施药方式对于降低皮肤损伤及肺、肾、脾病

毒负荷的疗效（Quenelle、Collins 及 Ker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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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B/c 小鼠鼻内感染痘苗病毒西储株可出现肺炎、体重减轻和死亡。鼻内接触一天后给药

西多福韦（100 毫克/公斤腹腔内给药）挽救了所有治疗小鼠，相比之下，安慰剂对照组接触后

8 天内全部死亡。西多福韦显著提高了肺实变得分并降低了肝、脾、脑部的病毒负荷;滴度峰值

比安慰剂对照组低 30 -1000 倍（Smee、Bailey 及 Sidwell, 2001）。 

已经使用牛痘病毒 Brighton Red 株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该病毒株在特定条件下对 BALB / c

小鼠是具有致死性的（Bray 等, 2000）。由飞沫传染或鼻内接触引起的疾病模式和致命性随小鼠

的周龄和体重而不同：4 周大的老鼠感染 2×106 PFU 后 100%死亡，死亡的平均时间为 8 天，而

7 周大的老鼠只有 50％死亡。感染小鼠死于双侧病毒性肺炎，其肺部病毒负荷超过 109PFU/克。

该模型已用于测试全身性疾病各种治疗方法的疗效。接触前 4 天及接触后第 4 天经腹腔注射单

剂量西多福韦（100 毫克/公斤），经鼻内感染的小鼠 100％获得保护（2-5 × 106 PFU）。接触后第

五天或以上，西多福韦药效较低（Robbins 等, 2005）。与此相反，痘苗免疫球蛋白对降低死亡

率完全无效。干扰素-α早/晚（5 × 107 单位/公斤）在接触前和接触后的第一天有效，但之后无

效。感染前 8 天时开始通过尾巴划痕给小鼠接种疫苗获得保护；若此间隔时间缩短，疫苗接种

效果不佳，感染 2 天后开始疫苗接种不起作用。此观察结果与流行病学数据冲突，后者表明疫

苗效果在人类暴露后 4 天之内能够起作用。这种差别可能反映了动物模型更高的感染剂量，并

表明将研究结果从鼠类模型外推到人类的危险性。 

虽然小鼠模型可以使我们深刻了解毒力和保护性免疫反应，病毒‐宿主相互作用必须依情况

不同分别进行评估，而不能由此推彼（Müllbacher 等, 2004）。例如，鼠痘病毒和痘苗病毒在感

染后对 γ‐干扰素的需求不同。在鼠痘病毒感染的小鼠中，从 γ-干扰素基因敲除小鼠的转移免疫

脾细胞可高度有效降低肝脏和脾脏的病毒滴度；在类似实验中，疫苗病毒免疫脾细胞无效

（Müllbacher 及 Blanden, 2004）。因此，尽管这两个正痘病毒感染模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但

康复涉及诸多且有点不可预测的宿主免疫反应。溶细胞性 T 细胞的功能可以是有益的、有害的、

或是中性的(Müllbacher 等, 2004)，且这种平衡是每个病毒与宿主系统都不同的。在自然宿主以

外研究特殊病原体（如正痘病毒）时，此类困难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家兔经飞沫途径接触兔痘病毒后产生与人类天花相似的疾病症候群（Lancaster 等, 1966; 

Westwood 等, 1966）。在这些研究中，兔痘病毒的乌得勒支株比洛克菲勒研究所株毒力更强。乌

得勒支株在新西兰白兔中产生了致死性感染，接触后第 7-12 天出现死亡；较高剂量造成更具暴

发性的疾病过程，但只要一个兔痘病毒颗粒就足以引起感染。兔子一般在 4-6 天的潜伏期内仍

保持健康，之后出现发烧、虚弱、体重迅速下降、大量脓性物质从眼睛和鼻腔排出。嘴唇和舌

头上明显的红斑与全身性皮疹同时出现，病灶数目少则几个、多则融合成片。在一些病例中，

发疹开始前就出现了死亡。病变开始为红色丘疹，后转换为有干酪状内容物的伪脓疱。死亡往

往发生在真正结痂前，其预兆为体温迅速下降。所有内脏组织均检测出高兔痘病毒负荷，峰值

出现在第 5 天至第 8 天之间－－肺部为 108PFU/克，脾脏和肾上腺为 107PFU/克。某些情况下，

兔早期死亡与血液凝固缺陷有关（Boulter、Maber 及 Bowen, 1961），类似于人类天花的出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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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Martin, 2002）。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感染兔只在疾病晚期具有传染性，尽管在人类天花中早

期鼻咽液就含有病毒。 

在 近的研究中，兔子皮内接种引发了类似的疾病模式（Adams、Rice 及 Moyer, 2007）。

1×102 PFU 的病毒剂量皮内给药引起全身性感染，但致死需较高剂量（5×103 PFU）。 初注射

部位出现肿胀，感染后第 5 天出现坏死。第 3 天开始发烧，第 4 天时呼吸频率增加。第 7 天之

前出现继发性损伤，包括眼和鼻腔分泌物，并伴有体重减轻。死亡前不久，呼吸频率降低，心

率增加，第 7 天或第 8 天之前，动物出现呼吸窘迫。兔感染兔痘病毒与人类天花有相似之处。 

试剂和近交系的家兔品系缺乏阻碍了这些免疫事件的深入分析；这些原因使小鼠模型成为

研究首选。然而，现在可以通过兔痘病毒基因操作、之后使用兔子测试这些改良株来评估毒性

基因（McFadden, 2005a）。同样，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兔感染兔痘病毒的模型，并将其用于测试

备选疗法及人类天花疫苗，将十分有助于今后优先使用已有的灵长类动物模型进行上述研究。 

区分兔痘病毒和粘液瘤病毒很重要，前者是一种正痘病毒属痘苗病毒（VACV）株，而后

者隶属一个截然不同的野兔痘病毒属。虽然粘液瘤病毒在新西兰白兔中引起了致命的疾病，且

该疾病与由兔痘病毒引起的疾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粘液瘤病毒与人类病原体关系更远，因此，

它与人类天花的相关性比本章中其它地方讨论的正痘病毒（属）动物模型要低。 

猴痘病毒（MPXV）是一种重要的人类病原体，它可以产生很多天花的体征和症状，但它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不大（Fine 等, 1988; Jezek 等, 1988）。有证据表明，起源于西非的

猴痘病毒株的毒性低于中非、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散发的猴痘病毒株的毒性（McFadden, 

2005b）。名称“猴痘”两字可能用词不当，因为该病毒在自然界长期存在于啮齿动物（包括松鼠）

中（Khodakevich、Jezek 及 Kinzanzka, 1986; Charatan, 2003）。2003 年，猴痘病毒是无意中随

一批产自加纳共和国的啮齿类动物进入美国的，该批货物中混有一只感染的冈比亚巨鼠（Perkins, 

2003; Ligon, 2004）。该鼠感染了同一实验室内的许多草原狗，随之而来的传播链涉及数百只草

原狗，并传播至 11 个州，引起超过 75 人患病。这次猴痘爆发重新激起研究猴痘病毒的热情，

这时猴痘已不再是仅仅作为一种天花替代物、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引人关注。 

据报道，地松鼠对美国猴痘病毒株的实验感染中，经腹腔内注射途径接触 105.1 PFU 或经鼻

内途径接触 106.1 PFU 后 6-9 天内，松鼠全部死亡（Tesh 等, 2004）。高病毒负荷的全身性感染已

有报道；主要病理变化包括肝小叶中心坏死、脾坏死及肺间质炎症。松鼠感染猴痘病毒有可能

开发成可用于测试猴痘和天花应对措施的动物模型。美国猴痘病毒疫情爆发涉及的草原狗出现

肺实质化、淋巴结肿大和多病灶性胃肠壁斑块（Langohr 等, 2004）。用于人类猴痘研究的草原狗

模型的 新进展已有相关报道（Knight, 2003; Hutson 等, 2009），此外，相应的啮齿类动物模型，

包括非洲睡鼠模型也有报道（Graphiurus sp.）（Schultz 等, 2009）。 

小鼠品系的商业可用性进一步扩大了应对措施效能验证的可选方案。据近期报道，STAT1

缺陷的 C57BL/6 小鼠经鼻内途径对低剂量猴痘病毒敏感，这些小鼠有助于验证下面两种自感染

当天给药的抗病毒药物疗效：CMX001（或 HDP-西多福韦）和 ST-246（Stabenow 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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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已证明市售近交系小鼠品系 CAST/ EiJ 经鼻内途径对 MPXV 感染敏感，其 LD50 为 680 PFU 

（Americo、Moss 及 Earl, 2010）。这些小鼠对经腹腔注射途径接种更加敏感（LD50 为 14 PFU）。

CAST/ EiJ 小鼠的免疫学特性十分有利于测试正痘病毒感染的备选应对措施，因为它们的基因同

质性很高、在市面有售，且评估宿主反应的免疫试剂容易获取。 

灵长类动物已经通过飞沫（Zaucha 等, 2001）、肌肉（Wenner 等, 1969）、气管内、支气管内

和静脉内等接触途径感染了猴痘病毒（Stittelaar 等, 2006）。早期的研究报道 常用的是食蟹猕

猴，Macaca iris 或 M. fascicularis（Hahon, 1961），尽管恒河猴（M. mulatta）可能也适于此类研

究（Hooper 等, 2004）。飞沫接触 适于为生物战袭击后的初次暴露建立模型。猴痘病毒（和天

花病毒）的自然传播可能是飞沫接触、污染物和黏膜接触等途径的组合。飞沫接触需要在 III

级生物安全柜内采用生物安全 4 级措施控制，其与静脉内接触相比更难以控制。 

食蟹猕猴经飞沫途径的猴痘病毒感染实验（计算吸入剂量为 3 × 104 PFU）造成六只猴子中

的五只死亡（第 9 天、11 天和 12 天各死亡一只，第 10 天死亡两只），平均死亡时间为 10.4 天。

猴子出现显著性发热（>39℃）、轻度发疹、咳嗽、白细胞增多伴单核细胞绝对计数和相对计数

增多（Jahrling、Zaucha 及 Huggins, 2000）。从发热动物白血球层细胞中分离出病毒，且在尸检

时从肺和脾中分离出高滴度（>106PFU/克）病毒（Zaucha 等, 2001）。组织病理学检查认定死亡

原因为严重纤维素性坏死性支气管肺炎；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显示，感染的气道上皮细胞和周围

间质样本中存在大量的猴痘病毒抗原。经接触飞沫感染猴痘病毒的猴子与人类相比，上述临床

数据出现的时点及先后顺序都相似，但数值水平相对更高（Breman 及 Henderson, 2002）。 

经静脉内接触猴痘病毒的食蟹猕猴同样都出现了全身性感染；疾病严重程度与剂量相关

(Stittelaar 等, 2006; Huggins 及 Jahrling, 未出版的观察数据)。经静脉内途径感染 1×107PFU 

MPXV 的食蟹猕猴（扎伊尔 79 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V79-I-005）于第 3 天开始出现低烧，

且从第 4 天到第 5 天出现痘病灶。从第 8 天出现死亡，平均死亡时间为 12 天，也就是开始发疹

后的第 4-8 天。这比人类猴痘的 10-14 天要短。12 只感染猴子中有 11 只死亡（病死率为 92％），

而人类猴痘病死率为 10％。所有动物中都发现痘病灶，且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评分系统为“严重”

等级（超过 250 个病灶）。手、脚、嘴和软腭均出现痘病灶。所有猴子都遵循了这一病灶发展各

阶段的典型进展模式，而那些存活时间足够长的猴子 终都结了痂。据观测所有动物均出现体

重下降。除死亡前不久血液尿素氮和肌酐上升外，实验室检测结果基本没有什么特殊发现。 

尸检时，器官受到广泛病理损伤和病毒复制的显著影响。肺、肝、脾中病毒滴度大于 108PFU/

克，血中病毒滴度为 105PFU/ml，该数值与细胞类型相关。血浆中无感染性病毒。肾脏中病毒

滴度略高于血液，表明肾脏是病毒复制的一个场所；脑中未检测到显著的（高于其所含血液病

毒滴度水平的）病毒负荷。 

为确定感染剂量对疾病进程的影响，对较低剂量 105 和 106PFU 进行了评估。低剂量没有造

成死亡，但动物全部发病并出现病灶。病灶数取决于剂量，按照世卫组织评分系统分为轻度（105 

PFU）、适度（106PFU）、和严重（107PFU）。感染动物出现白细胞显著增加，但并未显示出与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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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互相关系。血小板随剂量不同呈现不同程度下降，第 2-8 天达到 低，但随后恢复到正常

范围。低剂量的病毒感染时，肺功能没有显著受损。所有动物第 3-4 天之内都出现低烧（<38.3℃）。

在第 4 天和第 5 天之间，首次发现痘病灶，且病灶在第 10-12 天内持续增长，然后两周内在幸

存动物中消退。感染 107PFU 或更大致死剂量的动物发现超过 1500 个病灶。感染后 24 小时即可

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测定血液中的病毒载量，结果以基因组每毫升全血表示，死

亡前病毒载量增加至超过 107 个基因组/毫升。无论对于那些感染剂量较低、或是那些用抗病毒

化学疗法或疫苗接种成功治疗而存活的动物，其体内病毒载量从未超过 106 个基因组/毫升。白

蛋白水平随感染剂量不同呈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在感染 107PFU 的猴子中降至 15 毫克/毫升，而

血清总蛋白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经静脉内感染猴痘病毒模型用于测试备选天花疫苗，即高度减毒的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

株（MVA）的疗效。这项研究比较了 MVA 疫苗与已通过许可审批的 Dryvax 疫苗，并将二者结

合使用（Earl 等, 2004）。猴子接种 MVA 疫苗或 Dryvax 疫苗后第 8 周，经 MVA 免疫接种的猴

子使用 MVA 疫苗或 Dryvax 疫苗加强免疫，而后第 16 周经静脉内途径感染猴痘病毒。安慰剂

对照组出现超过 500 个痘病变、并且病情严重；六只中两只死亡。与此相反，接受 Dryvax 疫苗

或 MVA/Dryvax 疫苗的猴子中没有一只发病；MVA/MVA 疫苗组中的猴子保持健康，但平均发

现 16 个病灶。接种疫苗的猴子中经定量 PCR 检测未发现显著病毒血症 (Kulesh 等, 2004)，而安

慰剂对照组血液病毒滴度则大于 108基因组/毫升。猴子免疫接种后 10 天内可观察到 MVA 疫苗

比 Dryvax 疫苗造成更高水平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滴度。为确定对 MVA 疫苗的免疫反应是否能

在这么早期就提供保护，用单剂量 Dryvax 或 MVA 疫苗对猴子进行免疫，并在免疫第 10 天进

行感染。对照组猴子中每只出现超过 500 个病灶、并且病情严重，相比之下，接受 Dryvax 或

MVA 疫苗的猴子都未发病，但两组均发现孤立病灶（每动物 3 至 6 处）。MVA 和 Dryvax 疫苗

都将病毒复制限制在低于经静脉内感染猴痘病毒造成的人工病毒血症的水平。在疫苗药效研究

中，用来自细胞培养的痘苗病毒比较了 Dryvax 疫苗的效能，Dryvax 疫苗提供了可靠保护以对

抗猴痘病毒飞沫感染（Jahrling, 2002）。 近，MVA 疫苗为食蟹猕猴提供了可靠保护以对抗经呼

吸途径的猴痘病毒致死剂量（Stittelaar 等, 2005）。 

恒河猴也被用于类似的静脉内感染模型，以评估四种痘苗病毒基因（L1R、A27L、A33R

和 B5R）组合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疫苗策略，结果很有希望（Hooper 等, 2004）。 近，

这些基因在甲病毒属复制子中进行了表达，并得到同样令人鼓舞的结果（Hooper 等, 2009）。 

对静脉内感染模型目前存在一些不接受的情况，理由是感染应通过“自然”途径。另外一种

相反观点则认为：对抗静脉内强力感染的保护作用本身就是一个明确、严格的标准，同时可以

为其它外周途径感染的保护效能提供方向性参照。然而，正是由于上述担忧，也由于静脉内感

染为抗病毒药物的评估设立了太高的标准，包括气管内途径的其它接触模型正在研究之中。由

于病毒经静脉内注射得到的剂量反应曲线非常陡，因此其对于标定接种剂量十分有用。经飞沫

或黏膜途径暴露的研究需要数目更大的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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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限制，经静脉内感染猴痘病毒模型仍被用于检验许多备选抗病毒药物的药效，

包括西多福韦（Wei 等, 2009）和 ST–246（Jordan 等, 2009）；这些研究不在本章讨论研究范围之

内。 

近，使用其他正痘病毒感染的替代性灵长类动物模型已有研究。一个很有希望的方法是

用牛痘病毒感染绒猴（Callithrix jaccus）（Kramski 等, 2010）。绒猴经鼻内途径感染牛痘病毒的

致死剂量可以低至 5 × 102 PFU，并表现出一系列与天花类似的体征。虽然绒猴与人类的关系比

猕猴更远，且目前尚无法购得其成品免疫试剂，但这一物种很有希望用于未来的模型研发。 

为有说服力地验证天花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保护效力，需要这样的动物模型：在该动物模

型中天花病毒能引发与人类天花类似的疾病（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2002, 2008, 2009）。由于

天花病毒的种属特异性，在鼠和兔类中感染天花病毒并致病的努力均告失败，这一结果并不令

人意外（Marennikova, 1979）。事实上，即使在灵长类动物中，天花病毒的早期实验也仅导致轻

微的自限性感染。食蟹猕猴接触含 2 × 108 痘痕形成单位的气溶胶后，在 6 天潜伏期之后出疹；

病毒在肺部复制，并于病毒血症发生之前在淋巴结进行继发复制(Hahon, 1961)。在同一研究中

（Westwood 等, 1966），109 只恒河猴接受了暴露，第 5 天前都出现了发烧，第 7 天和第 11 天之

间发疹，但只有两只死亡。冠毛猕猴（Macaca radiata）感染后也出现抗病性（Rao 等, 1968），

14 只均未死亡。然而，这些作者也证实了用可的松治疗的猴子易受感染；16 只中共有 14 只死

亡，其中包括一只因怀孕而未经治疗的猴子。对于人类，孕妇遭受天花感染后病死率 高（Rao

等, 1963）。 

历史记录表明，没有合适的模型用于研究人类天花病毒发病机制（美国医学研究院, 1999）。

然而，已知猕猴感染可产生皮肤损伤和全身性感染，而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曾将灵长类动物模

型用于 MVA 疫苗的许可审批（Hochstein‐Mintzel 等,1975）。因此，通过高剂量多种途径来测

试其他天花病毒株、以寻求一种致命性天花模型的想法是合理的。食蟹猕猴经飞沫接触 Yamada

或 Lee t 天花病毒株（108.5PFU）可以引起感染，但不会造成严重的疾病（LeDuc 及 Jahrling, 2001）。

然而，猴子经静脉内途径接触 Harper 或印度 7124 天花病毒株就会产生急性致死性后果（Jahrling

等, 2004）。低于 109 PFU 的剂量引发较低的致命率，疾病严重程度的量化参数随剂量的下降而

降低。 

天花病毒感染后死亡猴子的末期病变与晚期人类天花相似。我们对人类天花病理生理学的

理解不够精确，因为这种疾病在病毒学和免疫学等现代工具出现之前就已被根除。然而，灵长

类动物模型可能会促进免疫组织化学和 cDNA 微阵列等现代技术用于留存标本的再研究，这些

技术已用于灵长类动物模型的研究（Jahrling 等, 2004; Rubins 等, 2004）。 近对过去 200 年中以

英文发表的所有病理报告的回顾表明(Martin, 2002)，在一般情况下，死于天花的健康人的通常

死因为肾功能衰竭、低血容性休克和病毒性肺炎以及呼吸道阻塞引发的供氧和通气困难。肝细

胞变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健康，但肝功能衰竭通常不是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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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天花病毒的猴子的末期病变与人类的这种病理非常相似（Jahrling 等., 2004）。实验感

染后，可以在死亡前的一些中间时间点对几个参数进行评估。猴子经静脉内途径接种后立即产

生明显的人工病毒血症。数天的隐蔽期后，血液中的病毒只存在于单核细胞。死亡动物出现显

著的白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和血清肌酐水平升高。靶组织中的高病毒负荷与器官机能障碍及

多系统衰竭并发。病毒抗原的分布（使用免疫组化法）与病毒颗粒复制（使用电子显微镜）及

淋巴组织、皮肤、口腔黏膜、消化道、生殖系统和肝脏的病理学变化相关。出血倾向的组织学

证据为 D-二聚体的升高。淋巴组织中出现 T 细胞凋亡，可能是源于巨噬细胞中的病毒复制及由

此产生的细胞因子大幅增加。临床医生认为“血毒症”是人类天花的末期事件，其可能源于固

有免疫反应的过度刺激，包括白细胞介素-6 及 γ-干扰素，也可能源于病毒对靶组织造成的直接

损伤。 

利用为研究人类基因表达模式而设计的cDNA微阵列对猴子外周血样品进行了分析（Rubins

等, 2004）。天花病毒引发了基因表达（干扰素反应的特征）、细胞增殖和免疫球蛋白表达显著的

临时性协同模式，该过程与病毒剂量及宿主的免疫反应调节相关。出人意料的是，肿瘤坏死因

子-α－核因子 κB（NF -κB）反应几乎缺失，这意味着天花病毒基因产物可能破坏了这种反应。

天花病毒与人体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只能在猴子模型中进行模拟，但从灵长类动物外推到人类

要比从啮齿类动物外推到人类更为容易。猴子感染猴痘病毒模型用于人类天花的研究是否强于

猴子感染天花病毒模型是一个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两种灵长类动物模型可以为诊断、预防和治

疗策略的研发提供帮助。 

5.3 结论 

众所周知，无论感染猴痘病毒还是天花病毒的灵长类动物模型仅仅反映部分、而非全部人

类疾病的特征。尽管前驱期的消除加速了经静脉内感染方式的病程，经静脉内感染这些病毒仍

然导致了一系列类似于人类疾病的疾病表征（Breman 及 Henderson, 2002）。正如在人类疾病中，

在次级病毒血症之后会相继出现发热、斑点、丘疹、水泡、脓疱及 终结痂（如果个体没有死

亡）。实验病程可通过降低静脉接种剂量而延长，若剂量降低 10 倍，致死率将从 100％降低到

约 33％，且死亡平均时间也将增加。虽然天花病毒模型的 33％的病死率更接近于人类情况，但

选用这种模式进行疗效测定的依据是替代性终点的确定，而不是病死率的降低。目前，替代性

终点包括病毒血症及病灶数的减少，这些都是疾病严重程度的粗略指标。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来寻找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疾病及康复的病理生理学的一整套替代性终点。这些替代性终点可能

包括成套的生物标志物以及全基因组长度的蛋白表达，并结合医学影像学技术，其中包括核磁

共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和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 

完善灵长类动物模型的进一步投资应当在以往实验数据得到透彻评估之后开始。这些实验

包括使用较低剂量病毒通过其它途径感染的实验，包括经飞沫、支气管内、气管、以及滴液暴

露等感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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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采用任何一种条件组合得到的模型都不能同时满足天花感染理想模型的所有标准，

可能需要选用不同的模型来研究不同指征。应当重视来自采用遥测和医学影像技术的病理生理

学研究数据。如果需要对特定模型进行进一步投资，应特别注意寻找有效的生物标记方式用作

临床早期干预的指征，从而提高干预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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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PXV 牛痘病毒 

DNA 脱氧核糖核酸 

ECTV 鼠痘病毒 

IFN 干扰素 

IP 腹腔内 

IV 静脉内 

MPXV 猴痘病毒 

MVA 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 

OPV 正痘病毒（属） 

PCR 聚合酶链反应 

PFU 空斑形成单位 

RPXV 兔痘病毒 

VACV 痘苗病毒 

VARV 天花病毒 

WHO 世卫组织 

WR 西储（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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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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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公共卫生重要性 

由于目前天花疫苗的使用可偶发致命事件，因此在天花爆发之前不适宜大范围的接种天花

疫苗。如果天花再度出现，在大规模疫苗接种产生充分的免疫保护之前，大量的感染病人需要

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 

之前对天花的控制措施仅依赖于接种疫苗和对感染个体的支持性治疗，感染个体可能面临

30%死于感染的机率。然而，根据目前 H1N1 流感疫情的控制经验，疫苗和抗病毒药物都应作

为公共卫生应急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控制疫情爆发，又要降低感染者的病死率。 

本章中所描述的项目旨在获得两种获批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它们用于治疗临床天花病例，

但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如果要在疫情爆发期间使用这些药物，需要获得药品管理机构的批准。

这个批准是对药物疗效的肯定，公共卫生官员在制订控制策略时需要参考这些信息。由于大规

模接种疫苗，天花已经在人群根除，这些药物的有效性只能通过天花病毒感染非人类灵长类动

物模型来验证。 

目前进展 

任何抗病毒疗法的发展都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许多病毒感染的治疗都经历过失败，

包括对普通感冒的治疗。对天花而言， 初的药物开发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许多潜在的

候选药物需要用动物模型来评价。 

西多福韦、ST-246 和 CMX001 等三种化合物可以抑制天花病毒在培养细胞和多种动物模型

（替代正痘病毒感染模型）中复制，并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USFDA）用于治疗正痘

病毒感染的新药临床研究（IND）许可，初步的药物人体实验正在进行中。其中的两种化合物

（西多福韦和 ST-246）在天花致死性灵长类模型中表现出治疗活性，CMX001 是西多福韦的前

体药，可经口服用。ST-246 和 CMX001 的研发及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更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利用活天花病毒验证可获批的治疗天花的抗病毒药物 

尽管迄今取得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但根据药物开发行业经验提示只有不到 35％的化合物

能获得批准进入扩大安全性试验阶段（USFDA 第二阶段）。从新药临床研究阶段到新药应用阶

段平均需要五至七年的时间。 

由于天花病毒已经从人类根除，传统的临床药效试验无法进行。此外，在确保遵守伦理道

德的情况下开展人体临床试验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遵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制定的“动物

法规”（美国 21CRF310.610）。考虑到动物法规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以及目前还没有抗病毒药

物获批用于任何类型的天花适应症（治疗或化学预防），很难估计获得批准所需要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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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这些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与天花病毒有关的工作。动物模型研究与人类临床试验适用相

同的审查强度和科学审查级别，其中，前者旨在支持符合动物法规的相关适应症，而后者旨在

支持适于其他适应症的相关产品通过其它审批途径获批。 

在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获得类似的批准也具有相同程度的不确定性。 

直到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足够数量的药物获得管理机构的批准，并可用于对抗全球范围内

的天花爆发之前，是否必须继续开展使用活天花病毒的工作仍然存在争议。 

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一份题为《继续研究活天花病毒的考虑》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是“之所以长期保留活天花病毒储存库，是因为预测到大规模爆发天花时需要这些活病毒帮助

鉴定和开发抗病毒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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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引言 

自然发生的天花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已完全根除了，当时抗病毒疗法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当时的可用药物包括缩氨基硫脲美替沙腙（Marboran）和相关的 M&B7714，在治疗和预防

性现场试验中收效不佳（Rao、McFadzean 及 Squires, 1965; Rao、McFadzean 及 Kamalakshi, 1966; 

Rao 等 1966）。这些药物已撤出市场。阿糖胞苷（ara‐C）（Dennis 等, 1974）和阿糖腺苷（ara‐A）

（Koplan 等, 1975）也不能降低病死率，Smee 等已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了回顾（Smee 及 Sidwell, 

2003）。 

天花治疗药物的开发是一项复杂、漫长而昂贵的过程。迄今为止在药物开发上取得的大部

分进展均由大学、政府所属实验室和少数小型制药公司完成。治疗性化合物的开发常始于发现

一种能在细胞培养中选择性抑制病毒复制的化合物。这一发现引导有机化学家们合成类似的化

学结构，并确定该类产品中 有效的化合物。通常，接下来是用药物化学方法系统修饰化合物

的结构，并评估其抗病毒活性， 终筛选出产生 大药效的化合物，称为“先导化合物”。大

多数已发表的工作均完成了这些起始步骤的研究。 

先导化合物通常不具有理想药物的所有特性，如低毒性、口服给药、抗代谢失活、充分溶

解性以及其它的种种有利于治疗的特性。在开发过程中，药物化学家常常试图通过修饰结构，

以期得到理想的药物特性，比如更好的溶解度等，同时还要考虑除去诸如毒性等不利方面，往

往在权衡的过程中不得不牺牲一部分药效。按良好实验室规范（GLP）的要求，需要通过复杂

的多学科动物研究了解该化合物的代谢、药代动力学及组织分布和毒性。必须在多个物种中用

一系列适当的标准试验评估这些性质，并通过定制的研究确定该化合物是否能安全初施于人类。 

此时，必须在细胞培养和动物模型中进行一系列被称为“微生物学部分”的广泛评价。这

些评价将提供化合物抑制病毒复制以及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能力的初步信息。结合在同物种动

物模型中的药代动力学研究资料，这些研究将提供保证动物体内药物活性必需的 低浓度，结

合新药临床研究（IND）第一阶段的人体研究，可以初步估计相应的人体有效剂量。 

在美国，任何一种潜在药物对人体的临床评价都需要提交一份新药临床研究申请，其中包

括上述研究的正式申请，以及合成方法和质量控制程序的资料。通常在获得一个新药临床研究

批准前，需花数年完成相关的前期研究，这些研究必须在进行人体试验前完成。取得新药临床

研究资格的化合物中， 终获得批准的不到 10-25％。 

人体研究第一阶段一开始往往选择少数的受试者接受（至少 10 倍）低于预计造成毒性的化

合物浓度。在确定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分布，并基于临床前研究得到适当药物浓度后，缓慢增

加其浓度。如果候选药物的安全剂量具有治疗效果，可增加受试者人数，进行扩大安全性研究。

这些研究 终涉及到可用于治疗的候选特殊人群，包括那些具有复杂健康情况的人群。对于治

疗天花的药物应该选择各种人群，包括儿童、青少年、成年和老年人群，以及具有可以影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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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药物浓度的人群，如肾脏或肝脏病患者。 终，需要在数百名受试者（以平均对 600 名受试

者进行评估检测不到 1％的不良事件为标准）中进行安全性评估。 

按以往的惯例来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USFDA）进行药品审批必需的疗效数据都来

自“良好对照”及关键人群的临床试验。天花等高致病性疾病的治疗药物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为

解决此问题，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颁布了动物法规（USFDA, 2009）。该法规允许使用一

个动物模型（或多个动物模型）来验证药效，这些模型都必须能够充分再现疾病的关键特征，

并且在模型中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的预期将类似于降低人类疾病严重程度。然而，这给药物开

发带来了一些其它问题。明确用于人类的和进行药效测试物种的等效目标药物剂量变得非常重

要，这将 终帮助确定人体的有效剂量。通过当前的天花病毒感染灵长类动物模型推算针对人

类感染的治疗窗口期也很困难，现有模型可能由于其严重性而低估了可启动治疗的 晚时间。 

有效治疗天花的目标是降低疾病发作（大规模爆发期间的唯一实际诊断）后开始治疗时的

病死率。这淘汰了只降低发病率的药物，鉴于当前的天花病毒感染模型，对药物提出了一项更

严格的要求。 

除了在两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

术研究中心）进行的有限研究之外，对天花病毒的研究已用替代病毒进行，因为难以获得天花

病毒且很难在生物安全 4 级实验室中开展此类研究。大多数研究工作使用与天花病毒密切相关

的痘苗病毒（VACV）和牛痘病毒（CPXV）替代，并且通过鼠痘病毒（ECTV）和兔痘病毒（RPXV）

开展了其他一些筛查工作。这些病毒具有较低的生物危害性，鼠痘病毒和兔痘病毒可在生物安

全 2级实验室进行处理。经过筛选后，具有潜在治疗活性的化合物再用于对抗猴痘病毒（MPXV），

进一步筛选出少量化合物 终用于对抗天花病毒的实验。 

许多实验室都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抵抗正痘病毒（OPVs）的抗病毒化合物。2009 年，在

PubMed 中用搜索术语“正痘病毒（OPV）”和“抗病毒”，共找到 1041 篇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其

中大部分只涉及初步的药物研发工作，一部分依照建议使用痘苗病毒完成体外初筛（De Clercq，

2001）。其它工作也多按常规使用牛痘病毒；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进

行的一项研究涉及了 500 多种化合物，该研究证明可以在生物安全 2 级实验室中处理的病毒中，

利用牛痘病毒作为替代物评价化合物对抗天花病毒的药效可得到 好的预测结果（Huggins, 未

发表的观察资料, 2003）。多位作者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Goebel 等, 1982; Bray 等, 

2000; De Clercq, 2001; Baker、Bray 及 Huggins, 2003; Keith 等, 2003; Kern, 2003; Smee 及 Sidwell, 

2003; De Clercq 等, 2005; Smee, 2008），读者可直接到这些综述中找到特定化合物的详细资料。

这些作者比较了多种类别化合物的活性，并且按照作用机制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分类。 

6.2 药物研发 

正痘病毒是一种巨大、线性、双链 DNA（脱氧核糖核酸）病毒，它在细胞浆内利用多种病

毒编码的酶进行 DNA复制，其复杂的复制机制提供了多个药物靶点。正痘病毒基因组具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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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保守的中央部分，它能编码病毒复制所必需的蛋白；基因组比较易变的两端能编码影响毒

力和宿主范围的蛋白质。天花病毒的基因组能编码大量蛋白质干扰宿主识别外来感染性物质及

降低免疫系统产生抗感染的能力。病毒复制必需的蛋白是 常见的抗病毒药物的靶点，因为其

在正痘病毒中的高度保守性使得替代病毒如痘苗病毒和牛痘病毒都可用于初始药物研发。此外，

天花病毒病毒 DNA 聚合酶与其他 DNA 病毒（包括疱疹病毒）DNA 聚合酶活性部位具有高度

相似序列。 

6.2.1 缩氨基硫脲类药物 

缩氨基硫脲类药物是第一类表现出抗正痘病毒活性的药物（Bauer, 1955）；用美替沙腙治疗

天花已在第 6.1 节讨论。美替沙腙在基于 50％抑制作用的检测中表现出中等抗天花病毒活性

（Baker、Bray 及 Huggins, 2003），但在 高容许浓度下仅能够抑制 80％的病毒复制（Huggins, 

未发表的观察资料, 2003）。大量相关的化合物已在体外进行了评价，有的还在小鼠模型中进行

了评价，它们显示出中等抗病毒活性，但都没有进行下一步在灵长类动物体内的高级评价。 

6.2.2 评价已获批和正在研究中的新药 

目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药品已进行了体外抗痘苗病毒和牛痘病毒的系统评估

（Kern，2003）。其中包括有效抗疱疹病毒、乙肝病毒（DNA 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一

种 RNA [核糖核酸]病毒）的药物；核苷酸逆转录酶抑制剂、非核苷酸逆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酶

抑制剂；以及正在进行新药临床研究的几种化合物。对许多活性化合物也进行了抗猴痘病毒和

天花病毒的评估（Goebel 等，1982; Baker、Bray 及 Huggins，2003）。Kern 等（2002），确定

了具有相关活性的几种化合物，包括先前已知的西多福韦和阿德福韦酯（bis‐POM PMEA）；然

而，Baker、Bray 及 Huggins（2003）等的研究发现阿德福韦酯活性并不高。两个局部用药疱疹

净和三氟胸苷也具有活性，但由于毒性不能口服给药。对已批准的药物组成的化合物库进行评

估，没有发现其他候选药物（Huggins，来源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筛查项目未发表的成

果，2005）。 

6.2.3 开环核苷膦化物 

开环核苷 DNA 聚合酶抑制剂例如阿昔洛韦、喷昔洛韦和更昔洛韦等口服前体药 早用于对

抗疱疹病毒。它们需要由病毒编码的胸苷激酶或蛋白激酶磷酸化，然后由细胞激酶进一步磷酸

化，以产生活性三磷酸抗病毒化合物。人巨细胞病毒（HCMV）胸苷激酶不能磷酸化这些化合

物，所以开发了一类开环核苷膦化物。它们与核苷一磷酸相当，但采用不能被磷酸酶识别的化

学稳定磷酸，避免在循环中脱下一个单磷酸。关键是替代为稳定的 P-C 磷酸键，它不能被细胞

水解酶裂解成不稳定的 P-O-C 键（De Clercq, 2003; Helliot 等, 2003; Keith 等, 2003）。与人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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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病毒一样，正痘病毒胸苷激酶也不能磷酸化开环核苷，但经检测西多福韦（HPMPC）及其环

状类似物环状-西多福韦在体外对所有正痘病毒具备活性，包括天花病毒（Baker、 Bray 及

Huggins, 2003）。西多福韦是第一个在天花感染灵长类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保护作用的化合物，

并且在多种小动物模型中也表现出保护作用（见 smee,2008 表 3 清单）。已批准静脉注射西多

福韦（西多福韦注射液）用于治疗人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剂量为每周一次，每次 5 毫克/公

斤。其目前研究状况的评论见第 6.5 和 6.9 节。 

西多福韦通过胞饮形式被摄取，需要大剂量给药但同时又可导致肾毒性，霍斯泰特勒及其

同事们合成的西多福韦脂质衍生物可以克服其摄取问题（Painter 及 Hostetler 2004)。脂质类似物

使用乳糜微滴途径可达到有效吸收，具有较高口服生物利用度（Kern 等, 2002; Keith 等, 2004; 

Painter 及 Hostetler 2004; Beadle 等, 2006; Lebeau 等, 2006）。对一系列脂质类似物进行了评估，

并选出十六烷基丙氧基-西多福韦（后更名为 CMX001）进行更高级的评估（见 smee,2008 表 4，

部分已发表评估清单）。将在第 6.6 和第 6.9 节中对 CMX001 进行单独评论。 

6.2.4 肌苷单磷酸脱氢酶抑制剂 

肌苷单磷酸脱氢酶抑制剂包括第一个广谱核苷类似物利巴韦林（Sidwell 等, 1972）。利巴

韦林及该类别的其他若干化合物在体外对小鼠感染痘苗病毒和家兔感染兔痘病毒有保护作用。

参考其保护灵长类动物免于胡宁病毒（McKee 等, 1988）和拉杀病毒（Jahrling 等, 1980; Stephen

及 Jahrling 1979）的感染时预防性给药的剂量、途径和时间，利巴韦林在猴痘病毒感染灵长类

动物模型中没有表现出任何保护作用（Huggins, 未发表的观察资料, 2001）。较新的类似物

FICAR、EICAR、噻唑呋啉（在体外有抗天花病毒活性）和硒唑对牛痘病毒感染小鼠表现出保

护活性（Huggins, 未发表的观察资料, 2003），尚未评价其在灵长类动物模型中的活性（利巴韦

林无效），但有科学家估计这些类似物也不可能有效。 

6.2.5 S-腺核苷类胱胺酸水解酶抑制剂 

一些科学家认为 S-腺核苷类胱氨酸水解酶抑制剂能够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必需的加帽甲基化

的一个特定步骤（mRNA 加帽酶）而抑制正痘病毒（结构见图 4[De Clercq, 2001]）。此类化合

物的两个成员 3–去氮腺嘌呤和碳环 3-去氮腺嘌呤属于 有效的天花病毒抑制剂（Baker、Bray

及 Huggins, 2003），表现出抗鼻内牛痘病毒感染活性（Baker、Bray 及 Huggins, 2003）。虽然

在此感染模型中，这两个化合物都具有适度的抗病毒活性（Huggins, 未发表的成果, 2003），但

没有对它们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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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乳清酸核苷-5'-单磷酸脱羧酶抑制剂 

吡唑呋喃菌素是乳清核苷酸-5'-单磷酸脱羧酶抑制剂的原型，也是 有活性的体外抗病毒化

合物之一，但它对动物具有毒性。大量药物化学研究努力将其分子的抗病毒部分与毒性部分分

开，但尚未成功。因此，这种药物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明显毒性的抗癌药物（Huggins,来源于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筛查项目未发表的观察数据，2001）。 

6.2.7 胸苷酸合酶抑制剂 

虽然痘苗病毒不编码胸苷酸合酶，但胸苷酸合酶抑制剂 5 位取代的 2'-脱氧尿苷化合物（结

构见图 9 [De Clercq, 2001]，体外活性见表 1[De Clercq, 2001]）对通过尾部划伤感染痘苗病毒的

小鼠表现出抗病毒活性。5-碘苷及相关化合物在体内可快速被分解为无代谢活性产物，限制了

这类药物的应用。 近研究发现，4'-硫代类似物（SRI-21950）解决了这种代谢不稳定性，并且

对感染痘苗病毒或牛痘病毒小鼠也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Kern 等, 2009）。 

6.2.8 干预病毒组装的化合物 

阻碍正痘病毒组装的化合物包括利福平和 N1-异烟酰-N2-3-甲基-4-氯苯甲酰肼（IMCBH）。

利福平作用于痘苗病毒 D13L 基因编码的 65 千道尔顿多肽（Sodeik 等, 1994），IMCBH 作用于

痘苗病毒 F13L 基因编码的 37 千道尔顿蛋白，F13L 基因是一种胞外包膜病毒（EEV）或细胞外

病毒的外膜成分（Schmutz 等, 1991）。利福平通过阻断病毒首次感染方式的形成而起作用，该

病毒被称为胞内成熟病毒（IMV）或成熟病毒，阻碍了传染性后代的形成。与此相反，IMCBH

作用于来自顺式高尔基网状系统或早期内涵体的双层细胞膜，这些双层细胞膜已通过插入几种

病毒蛋白进行修饰，IMCBH 可阻止其包裹胞内成熟病毒颗粒。虽然在此阶段阻断病毒形态形成

并不阻止传染性胞内成熟病毒粒子的形成，但它可以防止病毒向细胞外运输而大大减少由胞外

包膜病毒或胞外病毒介导的传播。 

ViroPharma 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用一种非常简单的高通量筛选试验，从数以百万

计的化合物库中筛选出三分之一有活性的化合物，并对活性化合物的抗猴痘病毒活性进行了评

价。 终，经过大量药物化学研究（Bailey 等, 2007），挑选出了数量有限的候选药物，然后对

其进行抗天花病毒筛选（Yang 等, 2005）。ST‐246 被选定进行高级开发。S-246 表现出保护作

用的动物模型的部分清单见 Smee 撰写的综述（见 Smee 制作的表 4,2008）。对该化合物的开发

取得的进展将在第 6.7 和第 6.9 节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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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Abl-家族激酶 

格列卫已获批用于治疗人类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它可以阻止正痘病毒从细胞中运出。格列

卫对导致小鼠 70％病死率的痘苗病毒感染起到保护作用，并使其卵巢痘苗病毒滴度下降了

100000 倍。虽然这不是一次严格的保护作用实验，但它说明应进一步评估格列卫及相关化合物

的抗天花活性（McFadden, 2005; Reeves 等, 2005）。 

6.2.10 免疫生物学制剂 

人牛痘免疫球蛋白常用于预防和治疗许多疫苗接种后产生的并发症。然而，由于它具有供

体血液制剂的所有缺点， 好使用特定的人源抗正痘病毒重组抗体，尤其是完全人源重组（或

单克隆）抗体。为了生产这些抗体，需要将具有目标活性的人源抗体变量域与必需的同型人类

免疫球蛋白常量域相结合。开发完全人源重组抗体的关键是选择决定抗体特异性、亲和性和生

物学特性的变量域。一种生产方法是利用天花病毒 Ind3a 和巴特勒株从迷你抗体组合噬菌体库

中选择变量域。在后续研究中，检测在俄罗斯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构建的 34 种抗体

中和天花病毒株 Ind3a 和巴特勒传染性的能力，发现了五个单链抗体具有中和天花病毒的能力

（Tikunova, 未发表数据, 2006）。研究发现基于四个单链抗体的变量域构建的完全人源抗体能

够结合天花病毒与其他正痘病毒，及中和细胞培养中的天花病毒。这些抗体需要在天花病毒感

染动物模型中进行进一步的评价。 

6.2.11 其它化合物 

一系列腺苷-N1-氧类似物在体外和尾部划伤感染小鼠中（Kwong 等, 1998）均具有抗痘苗病

毒活性，对它们进行了体外抗天花病毒和痘苗病毒作用的评估（Huggins, 未发表数据, 2002）。

抗痘苗病毒效力与抗天花病毒效力之间的相关性很低。如果只根据抗痘苗病毒活性选择一种化

合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化合物的活性比抗天花病毒活性 高的化合物活性低 40 倍。这

也再次证实过多依靠替代病毒的风险，除非已知目标相同。 

6.2.12 研究后期才会公布其结构的化合物 

确定抗正痘病毒活性化合物的 初程序包括由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

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与俄罗斯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筛选大量抗替代性

正痘病毒的化合物，同时两个世卫组织合作中心通过体外细胞培养检测筛选出几千种抗天花病

毒化合物。在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报告了筛选检测结果（WHO，

2001，2002）。大多数化合物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抗天花病毒活性，也没有进一步评估。许多

经过初步评估的抗天花病毒化合物通过供应商识别码识别，而不是用化学类别进行描述。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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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用天花病毒感染动物模型评估的所有化合物的结构，其中包括三个已经进入临床研究中

的化合物。虽然专利保护制度因国家而异，但总体上只维持一定的年限。在某些国家，第一次

公布化合物的结构时，专利保护就随之开始了。这可能导致一些不良后果，比如很难开发一种

没有明确专利保护的化合物。这种考虑有时会导致一种行业惯例，即人体初试前才公布正在开

发化合物的结构（Huggins，未发表成果；美国医学研究所，2009）。 

6.2.13 抑制病毒复制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如 RNA 干扰 

RNA 干扰是一种细胞调节内在基因表达的机制，包括对外源 RNA 的抑制（Fire 等, 1998）。

实际使用这种机制来抑制病毒复制还必须等待运载系统的开发，这个系统可以实现 RNA 干扰，

并且需要保证小干扰 RNA 在传送至靶细胞的过程中在循环系统以无活性的形式存在（Nguyen

等, 2008）。 近，Alkhalil 等（2009）描述了通过 RNA 干扰抑制猴痘病毒。这个新的领域正在

迅速发展，而且可能产生下一代的抗病毒药物。 

6.3 天花和猴痘灵长类动物模型 

已经证明很难建立天花病毒感染的灵长类动物模型。20 世纪 60 年代的早期工作没有得到

令人满意的模型（Hahon 及 Wilson, 1960; Hahon, 1961; Hahon 及 McGavran, 1961; Lancaster 等, 

1966; Westwood 等, 1966），可能是因为自然界中的天花病毒只感染人类。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非

人类灵长目动物自然发生感染，因而只能依据估计的人类剂量的 10 万倍进行静脉接种建立非人

类灵长类动物的实验模型。 

为了实现对动物天花的评价，建立了两个天花病毒静脉感染食蟹猕猴模型。在人类，天花

和猴痘皮疹的发病范围（病灶数）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世界卫生组织评分系统根据痘病灶

数将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严重”的标准范畴一般与高病死率有关，而“轻度”或“中

度”疾病范畴通常指非致命性疾病（Jahrling 及 Huggins, 2005）。静脉感染超过 107空斑形成单

位（PFU）的猴痘病毒将产生一个致命性模型，它真实的再现了发疹性疾病天花和猴痘的特征。

接种 108PFU（2 × 109 基因组）天花病毒 Haper 株在食蟹猕猴中产生了类似的病变，出现 1000

多个病灶（世界卫生组织分类为严重）和 33％的病死率（第 11 天和第 13 天），与报导的人类

天花病死率相同。将天花病毒感染剂量增加 10 倍（增加到 1 × 109 PFU 或 2 × 1010 基因组），产

生了 100％急性致死性疾病（平均死亡时间为 4 天），与出血性天花更接近。死亡时器官病毒

滴度比感染 108 PFU 病毒时高 1000-10000 倍（Jahrling 等, 2004; Rubins 等, 2004）。这两种模型

的病死率取决于感染病毒的剂量，与病灶总数有关。本章的作者们推测静脉感染能引起人为二

次病毒血症，它能绕过潜伏期，直接造成高水平病毒的快速复制和快速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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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问题是，应该将已被大量病例证明了的实际可行的诊断方法用于制定治

疗性干预措施的规范。这导致基于临床症状将发疹、疾病和病灶的出现选为初始治疗时间。然而，

到此阶段，所有器官组织在感染后第 4 天开始治疗时均有超过 106基因组/每克的病毒负荷。 

必须设计一种能验证关键疗效的试验，以提供独立的数据（不依赖于其他研究），这些数

据应尽可能地模仿人类第三阶段的临床研究，因为医学评论家将使用该实验替代人体临床试验

以评定药物疗效。在美国医学研究所一份题为《继续研究活天花病毒的考虑》的报告中，表 4-1

将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模型描述为“ 有助于验证抗人类天花候选药物和疫苗的模型”（美国医

学研究所, 2009）。为了寻求一个具有降低天花病死率指征的药物，猴痘病毒感染灵长类动物模

型必须是关键研究之一。迄今为止建立的唯一一个模拟经典人类天花的天花病毒感染动物模型

有 33％的致死率，但可以进行天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无法容纳得到统计显著性结果所需的足够

灵长类动物（为增加对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根据样本大小，研究设计标准为 P = 0.05，双尾检验，

79%把握度时，需要 120 只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因此，为实现统计显著性，降低病死率的证

据必须使用与灵长类动物猴痘病毒感染密切相关的模型，该模型引起的病死率大于 90％。 

6.4 验证动物模型的人类数据 

天花根除时，目前用于研究疾病发病机理的方法多数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很少存在人类

数据可用于与使用食蟹猕猴感染天花病毒和猴痘病毒模型进行发病机制研究结果相比较。对此

信息的需求导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鼓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研究人类猴痘自然史，

因为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有 近的亲缘关系，以确认使用猴痘病毒感染动物模型符合动物药效

法规要求。目前此研究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Sankuru 地区科尔镇的科尔参考总医院开展。此项

研究是由位于金沙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联合

开展的（Huggins，个人通讯，2010）。 

6.5 静脉给予西多福韦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西多福韦（西多福韦注射剂）静脉给药用于治疗获得性免疫缺

损综合症（艾滋病）患者的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西多福韦是小分子核苷类似物，可以选择性

地抑制病毒 DNA 聚合酶，对 35 种代表 广阔地理区域和时间跨度的天花病毒分离株一致有效

（LeDuc 等, 2002）。西多福韦将细胞培养中的天花病毒复制降低了 1000-100000 倍（Baker、

Bray 及 Huggins, 2003）。对西多福韦治疗牛痘病毒感染 BALB/c 小鼠的疗效也进行了研究，以

评估抗致命正痘病毒感染小型动物模型的新疗法。分别于经腹腔、飞沫或鼻内感染后的第 0、2

或 4 天，肌肉接种 100 毫克/公斤西多福韦，结果在不同致命性模型中有 90-100％的幸存率。第

0 天的治疗将肺内病毒滴度峰值降低了 10-100 倍，减少了病毒性肺炎的严重程度，并防止了肺

出血（Bray 等, 2000）。 



 

 
108 关于 1999-2010 年天花病毒研究的科学综述 

两种接触病毒后预防性治疗的灵长类动物模型用于验证药物的疗效。第一种是猴痘病毒致

命性损伤模型，其中基于病死率、病变数和病毒载量的减少对药物的疗效进行评价。第二种是

天花病毒感染损伤模型，基于病变数和病毒载量的减少对药物的疗效进行评价。在这两种模型

中，感染后 24 小时开始治疗，此时所有器官组织中的病毒复制都超过了 104 基因组/克。为确定

是否可以成功治疗一个感染模型，用致死性静脉注射猴痘病毒模型证明西多福韦预防性治疗完

全可以保护动物，该模型与感染 108个空斑形成单位（PFU）的天花病毒模型更接近。接受西多

福韦治疗的猴子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且血液中的病毒复制得以控制；相比之下，接受安慰剂治

疗的动物出现 850 个以上的病灶，血液中的病毒水平大于 107 基因组/毫升，且第 12 天死亡。对

猴痘病毒的研究表明西多福韦剂量加倍（批准的人用剂量的四倍）可更好地控制病毒复制；然

而，这种高剂量不能用于人类艾滋病患者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治疗。西多福韦具有显著肾

毒性，治疗时需要静脉预充容量并给予丙磺舒和后静脉滴注，这在爆发期间可能造成医疗设施

严重消耗。对高剂量是否可能出现耐受性目前还存在争议，但还未发现有患者人群可以充分受

益于这种更高的剂量，因此无以验证其在人类中的药效。 

随后在接触病毒后预防性治疗模型中评估了西多福韦的抗天花病毒活性。在第 0、1 或 2 天，

开始对三组食蟹猕猴进行治疗，同时与安慰剂组进行对比。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猴子三分之一

（33％）死亡，且三组皆为重症，而接受西多福韦治疗的猴子无死亡或出现重症。与安慰剂组

相比，所有西多福韦组病灶数和病毒载量都降低（P<0.01）。出血性天花模型也用于验证西多

福韦的良好预防作用，但出血性天花导致病死率极高的特点使得出血性天花模型不适合验证对

典型天花的治疗疗效。 

这些结果表明出疹前而不是出疹后给予西多福韦（数据未显示）可阻止死亡。然而，得到

佳治疗效果需要 20 毫克/公斤的剂量。虽然人类和猕猴之间的确切剂量当量还不清楚，但该

剂量已超过批准治疗人类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 5 毫克/公斤的剂量。有限的人类安全数据表明

人类可能能耐受 10 毫克/公斤的剂量，但是无法进行必要的安全性研究，因为没有患者人群能

够克服高剂量导致的肾脏毒性。因此无法获取支持批准使用高剂量所必需的安全性研究数据。

并且发病后干预在这些模型中也没有成功。这两种模型都可能产生比天花更严重的病理改变，

尤其是当病程加快时，因此推测西多福韦可能还是对治疗天花有效果，但目前还没有可用于鉴

定药效的轻症模型。 

6.6 口服 CMX001 

西多福韦通过胞饮被摄取，静脉注射可能导致肾毒性。脂质类似物 1‐O‐十六烷基丙氧基‐西

多福韦（HDP-西多福韦，CMX001）具有更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且临床前毒性研究或人体试

验没有检测到肾毒性（Kern 等, 2002; Keith 等, 2004; Painter 及 Hostetler, 2004; Beadle 等, 2006; 

Lebeau 等, 2006）。第 6.9 节将对 CMX001 进行综述。CMX001 的脂质成分决定了靶器官中药

物的药代动力学特性，抗病毒活性位于核苷酸残基内。西多福韦被细胞摄取的效率不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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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联了一个类似溶血磷脂酰胆碱的脂质侧链，可使药物通过天然脂质的摄取途径进入细胞，实

现细胞内高药物浓度。一旦进入靶细胞内部，CMX001 脂质侧链被磷脂酶 C 裂解，以产生游离

西多福韦。通过细胞内合成代谢激酶催化的两步磷酸化过程，西多福韦转化为活性抗病毒药剂

西多福韦二磷酸盐。西多福韦二磷酸盐在胞内发挥其抗病毒效果，作为病毒 DNA 合成的一种有

效的替代性底物抑制剂。 

CMX001 抗病毒活性在小鼠、兔子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体外和体内的正痘病毒感染中都得

到证实。CMX001 体外抗天花病毒的效力是 0.1 微摩尔，抗牛痘病毒、痘苗病毒、鼠痘病毒和

兔痘病毒的范围是 0.5-0.9 微摩尔（Hostetler, 2009）。小鼠经鼻内感染致死接种量的鼠痘病毒、

牛痘病毒、痘苗病毒或猴痘病毒后数天给予 CMX001 能够有效防止死亡，其有效剂量范围为 1-20

毫克/公斤，每天一次持续 5 天。在某些情况下，单剂量 20-100 毫克/公斤也有效。兔模型中，

感染致死剂量的兔痘病毒后，CMX001 依然可有效预防死亡，其有效剂量范围为 1 毫克/公斤，

每天两次连续 5 天或者 20 毫克/公斤，每天一次连续 5 天。在某些情况下，单剂量 20 毫克/公斤

也有效。 近对兔痘病毒感染兔子模型的一项随机盲法研究中，皮内接种致死剂量的兔痘病毒，

出现病变后开始治疗，隔天给予 20 毫克/公斤的剂量，连续三次（总剂量为 60 毫克/公斤），与

安慰剂作组比较，实验证实 CMX001 具有抗病毒活性，使其免于死亡（CMX001 组有 11/12 的

幸存者，而安慰剂组有 2/12 的幸存者），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于非人类灵长目动物对 CMX001 吸收和代谢存在差异，针对猕猴的 CMX001 药效研究不

能完全等同于对人类的药效研究。西多福韦已在猴感染模型中表现出有效性，西多福韦和

CMX001 都能提供相同活性抗病毒化合物西多福韦二磷酸盐。例如，经静脉接种致死剂量的猴

痘病毒而感染后，第 1、6 和 11 天，给予西多福韦 20 毫克/公斤，可保护猴子免于死亡。西多

福韦组有 7 / 8 的幸存者，而安慰剂组仅有 1 / 8 的幸存者（Huggins,未发表的成果, 2004）。 

总的来说，CMX001 和西多福韦的复合动物研究表明，在一些情况下，包括接触前治疗和

接触后（即出现病变后）对症治疗，两者可有效抵抗体内各种正痘病毒感染。此外，静脉给予

西多福韦可以用于模拟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有效吸收西多福韦二磷酸盐，但由于其代谢差异，不

能直接评价 CMX001。有效剂量和给药方式导致的体内 CMX001 和/或西多福韦浓度以及外周血

单核细胞（PBMC）的西多福韦二磷酸水平即将确定。拟进行的研究将在以下动物模型中开展：

口服 CMX001 治疗兔痘病毒感染的兔模型，以及静脉给予西多福韦治疗猴痘病毒和天花病毒感

染的食蟹猕猴模型。 

CMX001和/或西多福韦的药代动力学数据以及西多福韦二磷酸在健康和感染兔子和猴子的

外周血单核细胞内的水平将用于衡量针对人类感染的有效剂量。西多福韦二磷酸盐在人外周血

单核细胞内的水平将在给予不同剂量 CMX001 后确定。为了治疗人类天花，CMX001 的有效剂

量和给药间隔将保持西多福韦二磷酸盐在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浓度大于或等于有效浓度（由动

物模型决定），且持续时间与天花正常进程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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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X001 能被人体很好地吸收，导致药物具有高血药浓度。一名进行性痘苗病毒感染的患

者使用 CMX001 得到了成功治疗；这一病例的详细资料可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周报》查阅13。CMX001 目前处于抗 BK 病毒和人巨细胞病毒的药物临床研究第二

阶段。迄今为止，已经在三次临床试验中对 80 多名健康志愿者和患者给药，均未出现与药物有

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6.7 口服 ST-246 

ST-246（特考韦瑞）是一种小分子化合物，它能够强力、有选择性地对抗多种正痘病毒，

包括猴痘病毒、骆驼痘病毒、牛痘病毒、鼠痘病毒和天花病毒（Yang 等, 2005; Bailey 等, 2007）。

发现该药物靶基因（牛痘病毒的 V061 基因、痘苗病毒的 F13L 基因或天花病毒孟加拉株的 C17L

基因-天花病毒‐ORF‐040）位于胞外包膜病毒外膜上，它主要编码包膜蛋白 p37。这种蛋白是生

产细胞外病毒必需的。ST-246 处理以后，空斑形成单位和病毒引起的细胞病变得到抑制。细胞

外病毒的形成减少了 158 倍，采用低感染复数检测病毒产量发现细胞内成熟病毒产量减少了 11

倍。ST-246 不影响细胞内成熟病毒产生，但抑制形成胞外包膜病毒，因此减弱病毒对正常细胞

的再次感染。通过透射电镜直接观察发现细胞内成熟病毒颗粒形成和形态不受 ST-246 治疗的影

响。鼻内接种 10 × LD50的痘苗病毒（国际卫生署毒株 J）后，口服 ST-246 保护 BALB/c 小鼠免

受致命性感染。药物治疗后在感染中幸存下来的小鼠获得保护性免疫力，并能耐受以后痘苗病

毒致命性剂量（10 × LD50）的感染（Yang 等, 2005）。ANC/R 小鼠鼻内接种 40000 ×LD50 的鼠

痘病毒后，每天两次给予 50 毫克/公斤 ST- 246 能保护其免受致死性感染。感染后第 8 天，接受

ST-246 治疗的小鼠肝、脾及肺部感染病毒滴度均低于检测下限（<10PFU/毫升）。而安慰剂组

在肝、脾和肺部组织平均病毒滴度分别为 6.2 × 107，5.2 × 107和 1.8 × 105 PFU/毫升。口服 ST–246

可抑制经尾静脉接种痘苗病毒的 NMRI 小鼠出现尾部病变。感染 3 天后口服 ST-246 还可保护十

三行地松鼠（条纹松鼠，13‐line ground squirrel）模型免受致命性猴痘病毒感染（Sbrana 等, 2007）。

总之，这些结果证实蛋白 p37 为抗病毒靶点，并且胞外包膜病毒形成抑制剂可保护小鼠免于正

痘病毒诱导的疾病。SIAG 技术公司基于其完善的药物临床前安全性研究系统，被批准对 ST-245

进行新药临床研究并获得快速通道（快速通道允许将获得的可用临床试验数据即时提交给美国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而不用等到研究结束）。 

随后对食蟹猕猴口服 ST-246 抗天花病毒感染的接触后预防性治疗疗效也进行了评价，这种

动物感染模型非常类似于人类的天花感染。安慰剂组出现典型的临床表现，感染动物出现 1250

多处痘病变和 33％的病死率。治疗组感染后 24 小时开始口腔灌服 ST-246，此时骨髓、脾脏、

一些淋巴结和肝等部位病毒滴度已超过 108 基因组/克，其它组织病毒量也都达到 104-106 基因组/

克。以完全没有疱疹形成（人类天花病严重程度的 好预测指标）而且没有任何显著的临床或

实验室阳性结果为标准来判断，ST- 246 处理完全治愈了疾病。血液病毒滴度的增加也没有超过

                                                              
13 http://www.cdc.gov/mm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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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前水平（106 基因组/毫升），病毒 6 天内被清除，而安慰剂组动物则需要 16 天（根据历史

数据）（Huggins 等, 2009）。 

随后又用另一种类似人类天花的感染模型——猴痘病毒感染食蟹猕猴模型对 ST-246 疗效

进行了评价。安慰剂组表现出典型的临床表现，感染动物出现 1500 多处痘病变和 100％的病死

率。感染后 24 小时开始口腔灌服 ST-246 治疗，此时骨髓、脾、一些淋巴结和肝等部位病毒滴

度已超过 107 个基因组/克，其它组织病毒都达到 105-106 基因组/克。以完全没有疱疹形成而且

没有任何显著的临床或实验室阳性结果为标准来判断，ST-246 处理完全治愈了疾病。血液病毒

滴度的增加没有超过治疗前水平，4 天内清除了体内病毒，而安慰剂组或静脉给予西多福韦治

疗组需要 16 天（基于历史数据）。在另一项独立实验中，感染后第 3 天开始口腔灌服 ST-246

治疗，此时骨髓、脾、一些淋巴结和肝等部位病毒滴度已超过 108 基因组/克，其它组织病毒超

过 106 基因组/克。治疗后三只猴子中有两只完全没有病变形成，第三只仅出现不到 5%的可控病

变（这些病变不会发展），而且均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临床或实验室结果，这证明治疗使疾病

消除或程度减轻。血液病毒滴度的增加没有超过处理前水平，6 天内清除了体内病毒，而安慰

剂组需要 16 天时间（Jordan 等, 2009）。在发生病变后，使用 10 毫克/公斤（相当于建议的人类

剂量）ST-246，能成功治疗猴痘。早期研究时使用 300 毫克/公斤，具有更显著的效果。 

ST- 246 是在相关类似物经优化效力和稳定性并通过 S9 肝脏代谢检测筛选出来的。该化合

物表现出中等蛋白结合能力（从 0.03 到 50 微摩尔，人体可结合 80％，小鼠和猴子可结合 88％）。

体内浓度受限于机体对它的吸收能力，可减少大约 30％生物利用度。由于这些限制，该化合物

的效力对确保疗效非常重要。蛋白结合、吸收和排泄小分子化合物因物种而异，这对动物模型

的药效有显著影响，限制了通过动物模型预测药物治疗人类疾病的效果。由于这些差异而产生

无法预料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小型啮齿动物模型中有活性，但不能产生可用的临床产品？ 

6.8 给予抗病毒药物对疫苗保护作用的影响 

6.8.1 西多福韦和 Dryvax 疫苗 

西多福韦和 Dryvax 疫苗联合应用的效果已在小鼠和猴子中进行了研究。食蟹猕猴中，联合

应用单剂量西多福韦（20 毫克/公斤）和 Dryvax 疫苗比单独使用疫苗降低了痘苗病毒载量和

Dryvax 疫苗不良事件；然而根据体液或细胞反应，西多福韦也降低了免疫力及对猴痘病毒感染

的保护作用（安慰剂组幸存/总数为 2/6，Dryvax组为 6/6，西多福韦+Dryvax组为 5/6）（Wei, 2009）。

Dryvax 疫苗和西多福韦（12.5 毫克/公斤）共同给予 A/NCR 小鼠比单独使用疫苗时，病灶部位

更小，且治愈速度更快。就使用猴子的研究而言，抗体反应减少了；然而与使用猴子的研究相

比，对免受异源性正痘病毒感染（鼠痘病毒）的保护作用并未明显减少。这些数据一致表明西

多福韦与 Dryvax 疫苗联合应用，即抑制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病毒复制的药物与典型接种物多轮复

制必需的疫苗联合应用时，正如预料那样抗体滴度下降。由于人类细胞中不会发生此类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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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对 CMX001 和高剂量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IMVAMUNE）疫苗联合应用时的疗效进

行评估。 

6.8.2 ST-246（特考韦瑞）、Dryvax 和 ACAM2000 疫苗 

研究表明接种时合并 ST–246 治疗并不影响 Dryvax 和 ACAM2000 疫苗的疗效。正常免疫活

性小鼠按标准的人体剂量和途径接种 Dryvax（Grosenbach 等, 2008）或者 ACAM2000（Berhanu

等, 2010）疫苗，接种疫苗后立即接受 ST-246 治疗。ST-246 治疗降低了疫苗接种导致的痘疹的

严重程度，缩短了恢复时间。同时还减少了从病变部位扩散的病毒量（Berhanu 等, 2009）。体

液免疫反应由于 ST-246 治疗略有减少，但细胞免疫反应似乎略有增加。接种疫苗并经 ST-246

治疗的动物在短期和长期实验中均得到保护免于随后的致死性感染，明确地表明联合 ST-246 治

疗对疫苗的效力没有负面影响。在一系列后续实验中，用大量免疫缺陷鼠模型按标准的人体剂

量和途径接种 ACAM2000，然后接受 ST-246 治疗（Berhanu 等, 2010）。除细胞免疫反应完全

缺陷（CD4+和 CD8+联合缺乏）之外，其它所有模型中 ST- 246 均有治疗作用。ST- 246 减少了

疫苗的反应原性并缩短了接种疫苗导致的痘疹的恢复时间。经 ST-246 治疗后，接种部位扩散的

病毒量也显著减少。局部免疫缺陷模型 ST–246 短期和长期处理的实验中，实验动物可安全接种

疫苗，并抵抗随后的致命性感染。这表明即使在部分免疫缺陷情况下，ST–246 也能提高疫苗接

种的安全性，同时诱导抵抗致命性感染的稳定免疫反应。 

6.9 处于临床研发中的药物 

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继续研究活天花病毒的考虑》中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长期保留

活天花病毒储存库，是因为预测到大规模爆发天花时需要这些活病毒帮助鉴定和开发抗病毒制

剂。”（美国医学研究所，2009）。 

虽然已经确定了众多的化合物在多种体外系统（包括对天花病毒的有限评估）中可抑制正

痘病毒复制，但这些化合物中只有较少量在小型啮齿类动物模型（通常是小鼠）中进行了评估。

近期 Smee总结了用于评估化合物疗效的正痘病毒感染动物模型，主要是鼠类动物模型（Smee, 

2008）。从这些模型中可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但它们还只是药品获批所必需的漫长、复杂及

多年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步。 

大多数化合物在初始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保护作用，但将它们成功地转变成药物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解决，如过量毒性、代谢失活、靶组织中低药物浓度、高生产成本以及许多其他可能出

现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三种化合物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终获得了新药临床研究资格，被允许进行人

体实验：西多福韦，是一种获批用于治疗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药物；CMX001，是西多福

韦的一种脂质前体药；以及 ST‐246。三种药物在多种替代正痘病毒感染小型啮齿动物模型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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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活性，而西多福韦和 ST–246 还在天花病毒感染的灵长类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保护作用。然

而，因为必需的临床评估尚未完成，三者均未获批用于治疗人类天花感染。 

由于使用天花进行临床试验不合乎伦理规范，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不得不制定了一项新

的药品审批办法，即允许用动物模型评价药物疗效，该方法通常被称为“动物法规”。根据这

项法规，动物模型研究与人类临床试验适用相同的审查强度和相同的科学审查级别，其中后者

旨在支持适于其他适应症的相关产品通过其它审批途径获批。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药物评价和研究中心并没有看到缺乏抗天花病毒活性的数据也能证

明药物抗天花症候群有效的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意味着如果不提供某药物在动物模型中抗

天花病毒的药效数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不会许可该药物用于治疗天花。由于天花病毒特

有的流行史和致病力，即使有天花病毒感染模型，用于天花症候群的药物批准途径也不明确或

不尽相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同等管理机构提供的正式指导则更少。尽管获得了新药临床

研究资格或与治疗天花产品相当的状况，一些新药研发单位仍可能会选择继续开发适用于其他

疾病或情况的产品。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获得新药临床研究资格产品会导致额外并发症，

包括后勤方面的问题。为了部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批准一项紧急使用授

权流程，但如何应用仍需考虑。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还公布了动物法规使用指南草案（USFDA，2007）。但是，由于对

人类天花缺乏详尽了解，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尚未能确定一种充分符合本法规的天花动物模

型。根据本法规批准的任何药物还必须符合发放许可证的其他所有要求，包括证明人类使用的

安全性。除非某药物也可用于治疗正痘病毒(属)所致疾病以外的其他疾病，否则必须在健康志愿

者中对其进行测试。这只适用于副作用不显著的药物，因为其对实验受试者没有任何益处。此

要求大大限制了可开发的候选药物。虽然治疗有 30％病死率风险的天花患者时，部分毒性可以

耐受，但不考虑在健康受试者中进行安全测试。 

6.10 开发抗天花药物的时间表 

所有抗天花病毒药物必须使用动物法规进行疗效评估，但是只需在动物中评价疗效显然并

不是将药物审批过程简单化。事实上，由于不断加强的监管科学的逐步发展，审批程序变得更

为复杂。迄今只有两种药物按照动物法规进行了评估，因此对验证天花药物疗效所必需的研究

类型和数量进行估计还为时过早。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许多科学研究，这也导致很难确

定批准抗天花药物上市的时间。 

是否结合体外实验及动物模型实验足以证明疗效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药品管理机构

提供的有关研究类型的指南可用于评估候选药物，但他们很难提供精确指导；相反，他们要求

新药研发单位提供临床开发计划供其审查。在一些地区，多个产品被批准用于治疗某一特定疾

病，成功申请的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然而，除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公开的行业指南，美国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召开的研讨班以及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与新药研发单位之间秘密召开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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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别药物的会议（通常不公开）之外，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使我们预测一个时间表。其它同等

机构提供的指导则更少。每个国家都需要在其境内批准药物的使用。归根结底，新药研发单位

有责任制定一个能指导递交全套资料的临床开发计划，这些资料必须足以证明所涉及产品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为了促进这一进程，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发布抗天花药物的《行业指导草

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将召集技术专家成立“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咨询小组”，以协

助确定需要什么样的动物模型组合以替代验证抗天花感染药物疗效的人类临床试验研究。这些

试验必须具有“良好的对照”；对于动物研究，这意味着它们必须符合良好实验室规范指导方

针的要求。完全遵守良好实验室规范要求在生物安全 3 级实验室中研究猴痘病毒虽然有困难但

还是可以实现的（Huggins, 未发表的数据, 2008），但是在生物安全 4 级实验室中进行抗天花病

毒的药物研究时遵守所有良好实验室规范要求则可能不切合实际，因为身穿保护性“太空服”使

很多工作受到限制。由于大量的未知情况， 终药物获批前可能随时需要额外的关于活天花病

毒的研究。当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规章要求关键研究资料在药品获批后保留两年，以备临床

使用期间出现问题时进行重新评估。此规定将如何应用于天花药物还是个未知数。 

行业经验表明进入第一阶段临床药物研究的药物大约有 10-25％的机率获得批准，而这个过

程通常需要五至八年的时间。考虑到这些限制，现有三种药物已经获得了用于天花治疗的新药

临床研究资格，并且有两家公司正与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协作以制定一个药品审批路线。实

际上，即使所有的研究都很成功，批准可能仍需要至少 5-10 年的时间。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进

行充分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获得管理机构的批准以出售药物，还为使公共卫生官员有足够的信息

来分配稀缺的卫生资源，以 大限度遏制流行病并降低临床病例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获得这些

信息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将动物模型的治疗效果应用于人类的治疗，以及评估对医疗

资源需求的可能影响。 

6.11 总结讨论 

对于许多病毒性疾病而言——包括诸如普通流行性感冒在内，都缺乏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

物，甚至连获得新药临床研究资格的药物都尚未存在，而如果出现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则可

能获取巨额利润。这一证据明确表明开发抗病毒药物的过程非常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候选药物已取得治疗正痘病毒所致疾病的新药临床研究资格，而且这三

种药物都用于治疗与痘苗病毒疫苗接种相关的不良事件。三种候选药物均未用于治疗人类猴痘

病毒感染，在研究其应用于治疗目前偏远地区正在流行的猴痘的安全性之前，仍需要获得其他

有关安全性的信息。 

很多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正痘病毒活性，但开发进程还未到达如此深入的阶段。数百种化

合物在基于细胞培养的检测中表现出活性，十几种化合物正在小型啮齿动物模型中进行初步评

估。毫无疑问继续研究这些化合物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努力寻找新的方法来抑制病毒复制。

药物开发的行业经验提示我们还不能预测目前这三种具有新药临床研究资格的药物是否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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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的批准。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并加大力度开发其它治疗天花的候选药物。这将不得不

包括通过替代正痘病毒进行新药开发，对具有抗天花病毒前景的药物进行评估，并且在更晚期

的开发进程中，在确定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相当药物剂量后——在临床诊断和治疗可行时开始

利用天花病毒感染灵长类动物模型评价其疗效。 

目前无法预测与活天花病毒相关的工作需要进行多长时间。但是可能肯定的是直至有至少

两种药物获得批准用于临床天花治疗时这些工作才能结束。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多次声明抗天花病毒药物的审批路径中不能缺少对抗天花病毒感

染模型的药效数据。由于不可能在人类进行天花的临床试验，药效验证必须符合美国食品和药

品管理局制定的动物法规（美国 21CRF310.610）或其它国家药品管理机构颁布的用于本国药品

审批的程序。考虑到由于目前动物法规使用频率较低，其实用性并未确定，且目前还没有抗病

毒药物获批用于治疗天花，因此很难对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审批所必需的时间表或数据

作出准确的估计。在其它国家获得批准也同样具有这些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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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 

BSL 生物安全等级 

CMX001 HDP-西多福韦、1-O-十六烷基丙氧基-西多福韦  

CPXV 牛痘病毒 

DNA 脱氧核糖核酸 

ECTV 鼠痘病毒 

EEV 胞外包膜病毒 

GLP 良好实验室规范 

HCMV 人巨细胞病毒 

HPMPC 西多福韦 

IMCBH N1-异烟酰-N2-3-甲基-4-氯苯甲酰肼 

IMV 细胞内成熟病毒 

IND 新药临床研究 

IV 静脉内 

MPXV 猴痘病毒 

OPV 正痘病毒（属） 

PBMC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FU 空斑形成单位 

RNA 核糖核酸 

RPXV 兔痘病毒 

USAMRIID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USFDA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VACV 痘苗病毒 

VARV 天花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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