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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的 WHA60.1 号决议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在 2010 年

对天花研究的现状和为实现公共卫生宗旨需要开展的其他相关研究完成一份重要综述。这项研究已

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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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V）储备的时间达成全

球共识。 

2008 年 11 月，世卫组织天花病毒咨询委员会决定，由一组获得咨询委员会认可并能代表正痘

病毒（OPVs）研究与开发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全面回顾了有关活天花病毒研究的已发表科学文献和未

发表数据。 

由此，在天花病毒咨询委员会的监督下，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 1999-2010 天花病毒研究的科

学综述》（以下简称“科学综述”）的综合文件。这份科学综述包括六个章节。 

1． 天花疫苗 

2． 天花的实验室诊断学（天花病毒） 

3． 天花基因组学 

4． 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天花病毒和核酸储存点的现状 

5． 动物模型和发病机制 

6． 治疗天花的抗病毒药物开发 — 小分子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 

这份科学综述由一个天花病毒研究领域之外的独立专家小组（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

询小组，AGIES）进行了审议。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由世界卫生组织天花秘书处

组建。本文件概述了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评论意见和随后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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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职权范围和成员资格 

职权范围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作为世卫组织决策和评价天花研究规划的咨询机构，具有以下职责： 

1． 审阅题为《关于 1999-2010 年天花病毒研究的科学综述》文件，以便： 

(1) 对已经完成的天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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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进行评论。 

(2) 从全球公共卫生的角度评价使用活天花病毒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是否有必要。 

2． 在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会议（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向世卫组织提交一份报告，

总结迄今取得的成就，以及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总结为确保与天花可能再发相关的高标准安全

措施还需要开展的工作。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成员资格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成员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选拔和任命，以个人身份任职，代表与天花研究规

划审查有关的广泛范围的学科领域，同时确保 佳的多样化以及个人经验、专业背景、性别和地理

来源的平衡。所有这些成员的名单和简介见附件。 

利益声明 

按照世卫组织政策的要求，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所有成员均完成并签署了一份利益声明。一位

专家声明与此次会议的主题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其他专家都声明不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Gerd Sutter

声明的利益被评定为轻微，不会影响或合理视为将不会影响他的判断。但是，秘书处还是决定将其

利益声明公开。Gerd Sutter 教授的利益声明如下：Gerd Sutter 教授所在的慕尼黑大学传染病和人畜

共患疾病研究所的“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作为下一代天花候选疫苗的比较分析”研究项目接受

过德国政府的资助，以及故意释放生物制剂研究项目接受过生物安全联合会（BIOSAFE）的资助，

“BIOSAFE”是欧盟资助的一个研究联合会，瑞士诺华公司是这个联合会的合作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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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关于 1999-2010 年天花病毒研究的科学综述》清晰全面，提供了关于

天花病毒研究准确和 新的综述，包括监管限制对当前和今后研究的影响。 

按照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职权范围，本报告全文分三个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提供科学综述每

章的摘要并附上详细评论。第二部分，包括委员会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和对天花病毒储存点的评论。

第三部分，概括了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关于确保与天花再发相关的高标准安全措施的建议。 

对进一步研究和使用活天花病毒的建议 

第一部分：基因组学，诊断学和储存点 

基因组学 

已获得大约 50 株天花病毒接近完整的基因组序列。由于天花病毒基因组只有有限的基因多样

性，并显示出与其他正痘病毒具有高度的同源性，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没有必

要对其他的天花病毒株进行测序。 

诊断学 

开发了几种基于核酸的检测方法。一些使用克隆或合成的来自天花病毒 DNA 的遗传物质来进行

检测评估和开发，一些使用完整的天花 DNA 基因组；还有一些使用克隆的天花 DNA 作为阳性对照。

他们进一步的开发不需要使用活天花病毒。 

在没有临床病例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这些试验在临床条件下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和阴性预测值。 

需要对这些检测方法进行监管审批。应对可用的检测方法进行直接比较和进一步 优化，特别

是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微矩阵平台。随着诊断技术的进步，应开发更新的检测方法。 

几种血清学的检测方法可检测出正痘病毒的抗体。抗原捕获检测法处在开发初期，到目前为止，

这些检测方法都是用于检测正痘病毒属的，没有任何方法是专门用于检测天花病毒的。这些检测方

法也可能从直接比较中受益。努力改善这些检测方法的性能特点是必要的。随着诊断技术的进步，

有可能开发出更新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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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天花病毒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无论是诊断试验的进一步开发还是技术检测方法的审批，都不需要使用

活天花病毒。 

储存点 

见第三节，安全问题。 

第二部分：疫苗，动物模型和药物——未来研究和使用活天花病毒的需要 

疫苗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应继续尝试开发比原始疫苗和/或现有获得审批的疫苗更安全但至少同

样有效的新天花疫苗。 

为了防备潜在的天花爆发，需要开发有效的治疗性免疫策略，如暴露后接种疫苗或注射抗痘苗

免疫球蛋白和/或单克隆抗体。假如爆发，这些方法可缩短公共卫生系统的反应时间。此外，被动免

疫可能会减轻特殊亚人群对现有疫苗的不良反应。 

动物模型 

无论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天花模型还是自然的痘病毒感染都无法精确地模拟人类天花。 

尽管当前使用天花病毒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模型不是 优的，在过去十年中进一步开发这些模

型的研究取得的成功也很有限。在没有人类天花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尝试开发这类模型的目的是为

了满足当前迫切的监管需要。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鉴于人类感染天花病毒的情况没有再发生，

需要重新考虑更有效的方法，以满足抗天花病毒感染的疫苗和药物审批的监管要求。 

因此，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建议，相比开发使用天花病毒的动物模型，研究应集中于改善使用其

他正痘病毒感染自然宿主的替代模型（如猴痘病毒（MPXV）、牛痘病毒（CPXV）、兔痘病毒（RPXV）

和鼠痘病毒（ECTV）感染非人类灵长目动物、兔子和啮齿动物的模型）。 

这些模型可允许研究痘病毒感染的发病机制，分析药物和疫苗的疗效，以及建立评价保护力的

标准。 

药物 

两种抗天花药物，即 CMX001 和 ST-246®，处于开发的后期阶段。已知这两种药物在体外的耐

药性，但是在体内因治疗引起的耐药性还不清楚。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建议，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天花

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ACVVR）认为在体内极可能发生耐药性，就应开发其他抗病毒作用机制的替

代药物。当然，精力首先应集中在西多福韦和 ST-24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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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天花病毒 

当前，假定围绕疫苗和药物试验的监管问题已经解决，需要使用活天花病毒的唯一原因就是需

要检验药物的体外效力。 

第三部分：安全问题 

监测控制政策 

继续对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SRC VB VECTOR）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CDC）的质量保证和控制措施进行定期严格审查。 

天花病毒基因工程，天花病毒变异株或包含部分天花病毒基因组的痘病毒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建议如下： 

制定新的策略来防范重新合成活天花病毒的可能，包括世卫组织会员国将其纳入国家政策。建

议从国家政策层面考虑 近的生物安全提案（Bügl et al. 2007）1。 

世卫组织应要求所有国家提供关于天花病毒 DNA（各种形式的，如片段、扩增子和/或质体）

库存的更新验证。 

按照现有的对实验室的限制措施，只有两个世卫组织合作实验室保留超过 20％的天花基因组，

建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向世卫组织提供关于哪些

DNA 片段已被分发到哪些实验室的编目文件。还应当征求关于完整的基因组是否已被分发（或应被

分发）给一些实验室的意见，尽管不同的基因片段构成不到 20％的基因组。 

                                                        
1 Bügl H et al. (2007). DNA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security. Nature Biotechnology, 25:6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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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关于天花研究结果的综述 

综合评论 

总的来说，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关于 1999-2010 年天花病毒研究的科学综述》清晰全面，

提供了关于天花病毒研究准确和 新的综述，包括监管限制对当前和今后研究的影响。 

注意到科学综述正文中没有给出具体建议，但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被告知，这不在作者们的职权

范围内。 

在本部分，提供科学综述每章的摘要并附上详细评论。 

提供的材料中有重复的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注意到科学综述的第 2、

3、4 章中被测序的天花病毒株的数量不一致：给出了几种数量，包括 45、46、49 和 50 株。数量不

一致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不同的时间点，或数据来自特定的研究小组有关。需要更新和明确准

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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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花疫苗 

摘要 

本章回顾了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预防接种活牛痘疫苗运动，于 1980 年实现了根除天花，取得了历

史上 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然而，天花根除后，世界稳定受到了恐怖主义的挑战，使用天花作为

生化武器的威胁也成为可能。自从停止接种抗天花疫苗，以及接种活疫苗在全球相当一部分的敏感

人群中存在禁忌，更加剧了这一威胁。 

本章总结了在疫苗开发方面的的进展，从天花根除运动中使用的疫苗开始，如那些基于痘苗病

毒（VACV）株的疫苗：纽约城卫生委员会（NYCBH）的 Dryvax®疫苗，Lister‐Elstree 株或天坛株

（中国），这些疫苗虽然有效，但大多数在活动物的皮肤上生产，它们的使用通常伴随着不同程度的

不良反应事件。为了公众的健康，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开发工作正在进行中，几种有潜力的疫苗

处在开发的不同阶段。本章严格审查了天花疫苗开发研究取得的成果和 1999 年至 2010 年间世界卫

生组织认可的进展。总得来说，本章认为基于原始痘苗病毒（ 初在动物身上生产，后来通过具有

复制能力的细胞培养生产）的疫苗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力，但其固有的安全性问题，必须通过开发新

的疫苗来解决。高减毒或基因修饰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具有减少不良影响的潜力，但其效力必须得到

改善。 

由痘苗病毒 NYCBH 株组织培养生产的一种斑块纯化活疫苗，ACAM2000 的开发、临床试验和

储存计划，代表了公共卫生和应急防备的进步。但是，对于严重的不良反应事件 — 主要是心脏并

发症 — 的担忧依然存在，并且其在儿童身上是否适合使用仍未经试验，也尚未确定。对于那些容

易发生不良反应事件的个体，免疫球蛋白治疗可能是有益的。然而，有关 ACAM2000 使用的试验仍

未开展。通过细胞培养生产的疫苗中，具有改善安全性潜力的是基于痘苗病毒的高减毒候选疫苗

MVA 和 LC16m8，它们是通过反复的组织培养传代制成的。 

文中也提到活痘苗病毒基因工程疫苗和使用选定的痘苗病毒抗原如 A33 及 B5 的亚单位疫苗，

在安全性方面有所改善。动物模型和人类有限的研究数据表明，这些疫苗在免疫原性和保护力方面

不及基于传统第一代通过痘苗病毒细胞培养或组织培养减毒生成的活病毒疫苗。 

科学综述提到暴露后预防接种作为治疗干预措施的潜力，但有关此有前景的方法的数据依然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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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文献回顾了包括疫苗的开发、 初的牛痘疫苗的描述、开发细胞培养疫苗在生产和提纯技术上

的进步、以及减毒疫苗的持续改进。早期的疫苗在 1980 年以前大量用于根除天花，之后仅用于特定

国家的危险人群。当前，突发事件中防备天花爆发 有可能使用的疫苗是基于细胞培养生产或细胞

培养生产然后斑块纯化但保留痘苗病毒完全复制能力的活疫苗。 

回顾了早期动物疫苗和细胞培养生成的痘苗病毒疫苗在严重不良并发症和激发保护性免疫反应

（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方面的信息，包括“第一代”疫苗生产方法本身所引起的不良反应。

细胞培养生产的疫苗在安全性方面比第一代疫苗好，但它们保留了完全复制能力，在疫苗的安全性

方面仍存在挑战。使用保留复制能力的病毒疫苗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大量具有禁忌症的

人群的存在（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现代生产方法（斑块纯化和细胞培养）改善了无

菌状态和纯度，降低了受外来制剂污染的风险，促进了基因同质产品的开发，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

能。ACAM2000 是已经获批的此类疫苗之一。 

天花爆发后需要进行暴露后预防接种，还需要开展其他工作确保此策略生效。可能是由于缺乏

相关信息，在本章中只简略地提及此问题。 

添加参考文献 

两个 近的出版物当时只有电子版，纸质版未正式出版，在报告提交后纸质版正式出版，应添

加到参考文献中。 

其中之一是一篇关于正痘病毒感染情况下人用亚单位疫苗的开发的有用的综述： 

Chapman JL et al. Animal models of Orthopoxvirus infection. Veterinary Pathology, 2010, 

47:852–870. 

另外一篇是关于猴痘病毒（MPXV）的免疫性试验： 

Buchman GW et al. A protein-based smallpox vaccine protects non-human primates from a lethal 

monkeypox virus challenge. Vaccine, 2010, 28:6627–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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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花的实验室诊断学（天花病毒） 

摘要 

本章回顾了诊断天花病毒感染（天花病原体）可用的方法。尽管天花已被根除，考虑到存在使

用这个病原体制造生物战或生物恐怖的可能性，以及感染的严重后果，仍然需要诊断这种感染的方

法。 

尽管与其他的出疹性疾病相区分有时存在困难，天花的临床诊断曾被认为很容易。天花根除后，

这种区分可能很困难，因为对于这类诊断，许多当代的医师缺乏经验。 

用于诊断天花病毒的标本包括痂皮、液体和水疱的外覆皮肤、开放病灶的涂抹标本（载玻片、

电子显微镜栅格或过滤纸上）和皮肤切片。血液和咽拭子在感染的早期阶段可能有用。基于抗体的

诊断方法使用血清标本（ 好是成对的早期和恢复期标本）。标本采集和运输程序在本章有详细的描

述。 

检测天花感染的试验分为四类： 

1. 病毒检测； 

2. 病毒核酸检测； 

3. 抗天花病毒抗体检测（血清学检测）； 

4. 病毒蛋白检测 

其中，近年来核酸检测方法取得了 显著进展。相比之下，在基于病毒本身、特异性抗体和病

毒蛋白质检测的诊断方法上的进展相当有限。 

病毒分离和培养技术 

这些技术包括电子显微镜（EM）和病毒分离，这两方面的进展都很有限，因为不能在全球仅有

的两个具备处理活天花病毒标本能力的实验室之外进行操作。 

根据它们的典型形态，电子显微镜可以区分痘病毒（包括天花病毒在内的相关正痘病毒和其他

非副痘病毒）和疱疹病毒（引起发疹性疾病，天花需要与其加以区别）。并且可迅速获得结果。但是，

电子显微镜无法区分天花病毒和其他正痘病毒，其方法不够敏感且检测要求高浓度的天花病毒。 

能够安全进行这项操作的实验室数量有限，限制了这种方法的应用，尽管它具有作为金标准方

法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活病毒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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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酸的诊断方法 

几种技术曾被尝试用于检测临床标本中的天花病毒，包括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聚

合酶链反应（PCR），PCR-RFLP 技术，实时 PCR，核酸测序和微阵列平台。 随着技术的进步，新的

更适合自动化的方法，如实时 PCR，测序和微阵列芯片，越来越多地被测试。这些反映了 有可能

用于诊断目的的技术。但是核酸技术不能区分活病毒和死病毒。 

简单的 RFLP 技术，尽管在区分天花病毒和其它正痘病毒以及区分各种天花病毒株方面非常有

用，但需要大量的病毒 DNA，因此需要预先进行病毒培养。结合新技术的应用如测序越来越方便，

预示着 RFLP 技术不久将成为多余。 

现有的 PCR 和 PCR-RFLP 技术，包括多重 PCR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区分天花病毒和其他

正痘病毒。然而，这些技术或多或少受到正痘病毒遗传异质性的限制，并存在因为实验室污染而导

致假阳性结果的风险。 

已经开发了几种实时检测天花病毒的 PCR 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快速、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且

易于实现自动化的特点。这些技术使用克隆或合成的天花病毒 DNA 作为阳性对照，而且显然能轻松

区分天花病毒和其它的痘病毒。并且，与常规的 PCR 技术相比，这些方法更不容易出现假阳性结果。

近像便携式实时PCR机器和冻干试剂的发展，使这些技术特别适用于在现场条件下诊断天花病毒。

基于病毒基因组不同部分的多重测试可用于进一步提高特异性。 

用于检测天花病毒的寡核苷酸微阵列技术包含了天花病毒和其它正痘病毒（可能还有其他病原

体，如疱疹病毒，其可能引起类似天花的临床表现）特有的几种 DNA 探针，固定在三维聚丙烯酰胺

凝胶片或玻璃片上。这些方法可靠、快速、适合用于大批量处理。这些方法已被证明具有高度可靠

性。 

PCR 产物扩增测序被用来区分天花病毒和其他相关的病毒。这种技术还可用于对各种病毒株来

源进行追踪。 

这些病毒核酸检测方法通常使用长度高达 500 个碱基的克隆或合成的天花病毒 DNA 片段，作为

引物/探针和阳性对照，这个长度在可用于没有特殊设备的实验室的天花病毒基因组片段长度上限

内，也不需要活天花病毒。 

所有可用的检测方法都受到它们是基于研究这个事实的限制。其中一种方法在市面上有售，但

仅用于研究，而不能用于诊断目的。然而，还没有一种方法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这限制了这些试

验在今后广泛应用于任何诊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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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蛋白质的检测方法 

一种抗原捕获法可用于检测正痘病毒。它使用多克隆抗体检测病毒颗粒的结构。这种方法尚无

详细介绍，但可能适用于现场使用。需要进一步评估天花根除时代之前所使用的血球凝集和血球吸

附抑制试验。这些试验在区别天花病毒和其它正痘病毒感染方面的特异性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抗天花抗体的血清学检测方法 

当没有用于检测病毒或病毒成分的合适的临床标本时，血清学检测对于确定一个人 IgM 抗天花

抗体是否阳性，然后因此判断 近是否接触过正痘病毒可能有用。虽然有几种可用的正痘病毒感染

血清学检测方法，它们都没有针对特定病毒株的特异性。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对于天花病毒感染的

诊断目前似乎没有多大用处。 

评论 

本章所提供的信息全面，并提供了关于天花病毒诊断学领域知识的准确摘要。任何用于天花病

毒感染检测的实验室诊断试验方法都不需要使用活天花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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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花基因组学 

摘要 

天花病毒基因组 

在 DNA 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方面的技术进步对获得基因组序列的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并且由于

其在这方面的速度和准确性，获得了 49 种天花病毒株几乎完整的基因序列信息。据作者们表示，

在公共数据库中可获得这些序列的信息1。由于目前可用的天花病毒基因组序列都没有包括末端发夹

结构的序列，所以（到目前为止）尚未获得一个真正完整的序列。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预防中心（CDC）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SRC VB 

VECTOR），目前还有大约 550 株天花病毒没有测序。然而，对额外的天花病毒分离株进行测序是否

值得，仍未能确定。 

和所有的痘病毒一样，天花病毒基因由双链 DNA（大约 185 千碱基对）构成，具有末端发夹结

构和末端反向重复序列（TIR）。所有推导的天花病毒基因组都有大约 200 个开放阅读框（ORFs）。

与大多数其它的痘病毒相反，天花病毒的末端反向重复序列（TIR）不编码任何病毒蛋白质。天花病

毒基因组的中心区域包含大约 90 种高度保守的痘病毒基因，这对于基因的复制、基因表达和病毒组

装是必要的。决定天花病毒生物学特性（如毒力、免疫反应的决定因素和疾病的发病机制）的基因

似乎位于基因组末端附近。基于天花病毒和其他正痘病毒（属）基因序列的高度相似性，可以预期

对其他正痘病毒（属） 具有活性的药物，如 ST‐246® 和西多福韦的衍生物即 CMX001，对于天

花病毒株也具备敏感性。对天花病毒的一些蛋白质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一些与人体免疫系统的特

定物质以及各种信号通路存在相互作用。 

天花的演变 

基于基因测序，发现了几组有明显区别的天花病毒群。一组包括来自亚洲的重型天花分离株和

来自非洲的分离株，另两组包括来自南美洲和西非的轻型天花。据估计，天花病毒在 16000-68000

年前由远古痘病毒演变而来，病原体可能来自非洲的啮齿类动物。据计算，天花病毒病毒的平均突

变率大约为 10–6 核苷酸置换/位点/年。 根据这个计算，天花病毒大约在 3400（±800）年前开始了独

立进化。 

正痘病毒（属）的原始祖先仍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当前的牛痘病毒株（CPXV）有关。人类出现

第一株天花病毒是重型天花还是轻型天花目前仍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天花根除为止，这

些毒株正处于相互进化的过程中。 

                                                        
1 at http://www.poxvirus.org and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last accessed Nov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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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病毒基因组技术 

近在 DNA 测序、克隆和基因合成技术上的发展让只使用现已公开的序列信息从头合成天花病毒

整个基因组和制造活病毒成为可能。合成组成完整天花病毒所必须的全部克隆的费用估计不到 200 000

美元，而将来这个成本很可能还会降低。 

其他方法也可用于合成完整天花病毒或天花类病毒：例如，重组正痘病毒（属）。这种重组病毒

具有潜在的危害，因为他们比野生型天花病毒更容易组装或生成。 

天花病毒基因组学指导方针 

目前，天花病毒控制策略包括只有上述两个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实验室被允许保留超过 20％的

天花病毒基因组的规定。此外，任何关于天花病毒 DNA 的操作必须与涉及其他痘病毒繁殖的操作在

地理上隔离。这些策略仍然适用。然而，需要制定新的额外的策略，包括国家层面采纳的政策，防

范重新合成活天花病毒的可能。 

评论 

为便于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审议，由原作者列出基因组序列信息的主要用途，并

评论每项用途（如，天花病毒和其他痘病毒的关系的研究、诊断目的、病毒和宿主相互作用的研究、

识别新的药物靶点以及疫苗开发）是否需要额外的基因组测序，将是有益的。在这一点上，作者只

从病毒进化研究的角度对潜在的额外收益提出了质疑。 

作者可能想要评论进一步对天花病毒基因组的末端测序是否可取和/或可行。 

应讨论可能合成对诸如 ST-246® 和 CMX001 等药物耐受的重组天花病毒株的风险。 

对于目前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对额外的天花

病毒分离株开展的进一步测序工作，作者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一方面，他们表明，进一步测序能够

识别分离株间更多的遗传变异，并可能带来关于病毒与宿主之间新的和更多相互作用的发现。另一

方面，考虑到在疫苗和药物方面的进展，他们质疑进一步测序的价值。考虑所有的意见后，审查天

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不需要开展进一步测序的工作。 

建议作者们提供 49 种天花分离株的清单或列表（注意：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是 50，正如科学综

述文件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根据此清单或列表可获得几乎完整的基因组信息，并建议作者们将此

清单或列表与第四章所提供的信息关联起来。此外，使用进化树通过图表绘出几个有明显区别的天

花病毒群（无论是作为三个不同的分支或两个主要分支，有一个包含两个亚群）的关系将会很有趣。

基于分析方法，对于提供此类明显差异的参考文献，应该在文件中明确列出（Esposito et al. 2006）1。 

                                                        
1 JJ et al. (2006). Genome sequence diversity and clues to the evolution of variola (smallpox) virus. Science, 

313:80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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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花基因组学”一 章中的“天花的演变”一 节的第一段，文中的引用（Gubser et al., 

2004)1应该提到保守痘病毒基因被认为是编码病毒基因组的基本部分。 

在“天花基因组学一章”中的“天花的演变”一节的第三段 后一句，关于在根除天花时期天花

病毒株正处于分裂演变的观点，应提供一个明确的参考文献。 

对 GenBank2中的公共数据库的一次检索表明，关于天花病毒的序列信息确实是公开的。至于这

些序列在何种程度上是完整的，则无法验证。 

                                                        
1 Gubser C et al. (2004). Poxvirus genomes: a phylogenetic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85:105–117. 
2 at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last accessed Nov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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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天花病毒和核酸储存点现状 

摘要 

本章概述了后天花根除时代到目前为止自我报告持有天花病毒和天花病毒 DNA 库存的历史，记

录了两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指定储存点所持有的天花病毒株。 

两个储存点分别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联邦新西伯利亚

州科尔索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SRC VB VECTOR)。 

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正痘病毒感染委员会建议彻底销毁所有天花病毒株和基因组DNA的储存。

但是委员会指出遗传物质必须以在生物学上可靠和安全的形式保存。目前这些形式就是基因组

DNA、扩增子库和重组质粒。作为重组质粒储存相比扩增子库克服了两个问题，即：(1) DNA 在长

期储存过程中退化的潜在风险；(2) 保留基因组 DNA 的需要，以维持扩增子全长库（科学综述第 4

章，第 4.2.2 节。） 

根据世卫组织 近更新的关于分发、处理和生产天花病毒 DNA 的建议1，两个储存点的实验室

可以向提出请求的科学家分发天花病毒 DNA 片段（不超过整个病毒基因组的 20%），只要双方遵守

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得。这两个储存点的实验室必须每年向世

卫组织提供有关活天花病毒使用和储存点现状的书面和口头报告。 

2010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收集的天花病毒包括 120 种毒株。其中 32

种含有活病毒（科学综述，第 4 章，第 4.2.1 节）。储存的遗传物质包括基因组 DNA（199 管，源自

39 种不同的天花病毒毒株）；扩增子库，每个库对应一种天花病毒株（1446 管，17 个库，每个库以

3 套重复装置储存）；以及重组质粒库（3795 管，16 个库，每个库以 3 套重复装置储存）。 

2010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收集了包含 451 株病毒株或临床标本（结痂）。其中 213

株的来源不明。对在时间和地点上存在差别、代表了病毒多样性的范围的 46 种流行病学类似株，进

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并储存在储存点，其中有三种病毒株被用来创建扩增子（309 管）和质粒库（875

管）。 

本章还列出了（2003-2008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向外部研究者提供特定病毒基因片

段的表格。 

                                                        
1 WHO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handling and synthesis of Variola virus DNA, May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csr/disease/smallpox/SummaryrecommendationsMay08.pdf , last accessed, Nov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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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SRC VB VECTOR）提

供的资料在格式上的主要不同在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了因实验目的向哪些外部研究者提

供过 DNA 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报告的整体内容是有用的。建议 SRC VB VECTOR 提供类似的信

息作为科学综述的一部分，即 SRC VB VECTOR 提供有关向其他研究机构提供天花病毒物质情况的

文件。 

SRC VB VECTOR 

科学综述中指出，SRC VB VECTOR 收集的 120 株天花病毒中，32 株具有活性（科学综述，第

4 章，第 1 部分，4.2.1 节）。表 4.2 中总结的 59 株病毒中，冷冻干燥的病毒株（n=25）仍然存活，

冷冻绒毛膜尿囊膜病毒株（n=19）和一份绒毛膜尿囊膜匀浆（＃57，没有迹象显示它是否是冷冻储

存）没有存活，14 份临床样本（结痂）中的 7 份含有活病毒（存储方法没有说明）。建议对继续储

存不能存活的标本和材料的需要进行评估，并且，如有必要，对存储和保存的整体条件进行优化和/

或标准化，以防止材料进一步损失。 

储存了 39 株天花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在表 4.2 中列出的 32 株具有活性的和 6 株不具活性的

病毒株以及另外一个未在表 4.2 中列出的病毒株，Ind-70）。17 株存活的天花病毒株被储存在扩增子

库；14 株（表 4.2 中的病毒株再加上另外 2 株）被储存在重组质粒库。源自 9 株天花病毒的 DNA 被

同时储存于扩增子库和重组质粒库。这些属于从不同地理区域分离的两个流行病学类型（科学综述，

第 4 章，第 4.2.2 节）。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增子库所包含的DNA来自全长基因组库中的1个病毒株和非全长基因

组库的 2 个病毒株；质粒库包含的 DNA 来自全长基因组库中的 5 个病毒株和非全长基因组库的 1

个病毒株。 

根据这个信息提出的问题 

是否有实验室有他们扩增子库中 DNA 状态（即是否发生退化）的证据？ 

多少株天花应被编码入扩增子和质粒库中？ 

非感染性的天花 DNA 片段一直保存在南非。在 2010 年 11 月版的科学综述第四章执行概要中，

使用了以下措词： 

“……尽管南非可能仍然保留克隆的非感染性天花病毒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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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此措词进行修改，以提示下列内容： 

初在英国制备并被送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DNA 克隆产物，在南非也有同样一套。

这套产物按照世卫组织和南非政府达成的协议被转运到南非，以允许南非卫生署保留一套克隆

产物作为销毁他们储存的天花病毒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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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动物模型及发病机理 

摘要 

本章着重介绍发病机理和正痘病毒疾病研究可用的动物模型。它不仅介绍了天花病毒有关的资

料，而且（主要地）介绍了有关感染动物的其他正痘病毒的资料，如鼠痘病毒（ECTV）、牛痘病毒、

兔痘病毒（RPXV）和痘苗病毒。本章指出，目前对天花病毒的基本病理生理学或致病机理所知甚少，

有必要建立一个可行的动物模型，以了解天花病毒的发病机理、开发新药和预防天花的疫苗。 

虽然天花已经被根除，但由于该病毒易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有高病死率（约达 30％）以及大

多数人口对其只有低免疫力或不存在免疫力，蓄意将天花病毒重新引入人类的问题仍然引起极大关

注。另外，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其他的正痘病毒，如牛痘和猴痘病毒，表明正痘病毒

种属具有引起人畜共患疾病的潜力。此外，目前可用的天花疫苗会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包括药物治

疗和疫苗在内的应对措施的开发和批准，将取决于用于论证的保护效力的动物模型。 

本章讨论开发动物模型的重要性，这种动物模型能使天花病毒产生类似人类天花的疾病，以提

供关于天花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保护效力的 有说服力的论证。监管机构（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

局，或美国 FDA）可能会要求使用可靠试剂（在当前情况下指天花病毒）按照“动物法规”的要求

进行效力测试，并且动物模型中的疾病过程要忠实于对于人类疾病。一个合适的动物模型的开发对

于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即确定人类使用新开发的抗天花药物的正确剂量以及合适的疗程，也将是必

不可少的。 

开发一个“完美”模型的主要限制是天花病毒的物种特异性。使用天花病毒感染啮齿动物、兔

和灵长类动物并引起疾病要么不成功，要么不能重现人类疾病的特征。因此，大多数研究都使用其

他正痘病毒感染其自然宿主的动物模型。这些模型能重现人类天花的部分（而非全部）特征。对每

个动物模型的单独分析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涉及物种特异性，可能无法可靠

地推广。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条件，现有的动物模型已经足够证明包括西多福韦和 ST-246®在内的几种候

选抗病毒药物的功效。然而，这些药物需要进一步改善，现有的模型没有一个能满足美国食品和药

品管理局“动物法规”（US 21CRF 310.610）要求的所有标准。 

本章阐明了 2 个重要的观点： 

1． 天花在现代免疫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之前被根除，导致我们目前对这种传染病的认知

有限。因此，必须继续开展促进对病毒发病机理、治疗和预防深入了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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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目前为止，通常用死亡时间和病死率、病毒血症和损伤数来评价疾病的严重程度，这些都是

粗略的指标。由于动物模型的死亡率不同于在人类感染中观察的结果，开发一组更好地反映疾

病的替代指标仍然是必要的。 

也有人指出，可能任何一种条件组合得到的模型都不能同时满足天花感染的理想模型的所有条

件：可能需要不同的模型来评估不同的指标。 

有观点提出灵长类动物可能是正痘病毒感染研究已知的 合适的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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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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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猴子感染天花病毒的模型相比，猴子感染猴痘病毒模型用于人类天花的研究是否更可

靠，这是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两种灵长类动物模型都可以为诊断、预防和治疗策略的研发提供帮助。

然而，应该牢记，在活的有机体内使用天花病毒可能不切实际。 

动物模型的比较 

科学综述第五章详细讨论了各种动物模型的优缺点。这些模型包括鼠痘病毒（ECTV）感染不同

品种的小鼠模型（ECTV 是一种天然的小鼠病原体），牛痘病毒（CPXV）（Brighton Red 株）感染

小鼠的模型，痘苗病毒感染小鼠的模型和兔痘病毒（RPXV）（在兔养殖场所引起兔痘爆发的痘苗病

毒株）模型。 

小鼠模型的一个主要优点是研究免疫反应的近交系小鼠和实验室试剂的可获得性，允许分析可

能与敏感性/耐药性和对治疗或疫苗的反应有关的特定因素。但是，必须考虑到病毒和小鼠品系都会

对观察到的疾病模式、致死率和免疫反应产生影响。 

虽然通过飞沫接触途径或皮内接种接触兔痘病毒的兔子出现类似人类天花的全身症状，但是使

用兔子作为动物模型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缺乏试剂和近交系兔子，对宿主免疫反应的详细分析受到

限制。 

猴痘和非人类灵长目动物模型 

猴痘通过啮齿动物宿主存在于自然界。尽管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比天花小，它也能对

人类致病，产生许多天花的症状和体征。因此，猴痘不仅应作为天花的替代模型来研究，还应作为

疾病本身进行研究。 

地松鼠、草原狗（Hutson et al．2009 年，2010 年）曾被作为猴痘病毒的实验模型进行研究。在

本章撰写之后，小鼠模型也被报道过。这些研究表明，低感染剂量可导致死亡和全身性感染（Americo 

et al．2010；Stabenow et al．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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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动物，特别是食蟹猴（Macaca iris 或 M. fascicularis）以及恒河猴 — 猕猴 — 已经通过

飞沫、肌肉内、气管内、支气管内和静脉内等接触途径感染了猴痘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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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于为生物战袭击后的

初次暴露建立模型。但是飞沫接触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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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经气管内途径的模型（Stittelaar et al. 2005）可能更具实用性。 

经接触飞沫感染猴痘病毒的猴子各项临床数据改变的顺序与人类相似，但数值水平相对更高。 

经静脉内接触猴痘病毒的食蟹猴同样都出现了全身性感染；其疾病严重程度与剂量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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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的效力，并将二者结合使用

（Stittelaar et al. 2005)。经静脉内感染猴痘病毒模型也被用于检验许多备选抗病毒药物的药效，包括

西多福韦和 ST–246®。 

对静脉内感染模型目前存在一些不接受的情况，理由是这种模型不是天花感染的“自然途径”。

但是，对抗静脉内强力感染的保护作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同时可以预测其它外周途径

感染的保护效能。包括气管内途径的其它接触模型正在研究之中。 

评论 

很多 新论文没有纳入到目前的科学综述第五章之中，这些论文可能提供了有关正痘病毒动物

模型数据的重要 新数据。 

其中一篇论文提出了另一种模型，使用一种新的牛痘病毒分离株 calpox 病毒，感染普通绒猴

(Callithrix jacchus)。本文作者提到，现有的使用天花病毒和猴痘病毒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模型，需

要非常高的病毒剂量通过静脉内或气管内，在猕猴身上引起致死性感染。他们表示，狨猴感染 calpox

病毒，不仅通过静脉内，还通过鼻内途径，在感染远少于在猴痘病毒感染中使用的病毒剂量后，再

现类似人类天花的症状。在体内滴定的结果是 MID50（猴子感染 低剂量的 50％），约比猕猴模型

使用的猴痘病毒和天花病毒剂量低 10 000 倍（Kramski et al.2010）。该模型尽管引起人们的兴趣，

但仍然具有局限性，比如：牛痘病毒在这种特殊宿主身上（但在其他宿主身上没有）引起了高病死

率，缺少关于绒猴的免疫系统组成部分的基本信息，以及研究这种动物模型的免疫反应存在试剂的

限制等。 

另一篇论文介绍了通过鼻内途径使 C57/BL6 小鼠感染鼠痘病毒的模型。作者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感染相比在 A/NCR 小鼠身上的感染，引起更慢的疾病进程和更低的病死率，且这种模型更接近

人类天花感染。该模型也被证明适用于抗病毒药物的分析(Parker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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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治疗天花的抗病毒药物开发 — 小分子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 

摘要 

本章回顾了在获得用于治疗天花的有效抗病毒药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这

一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发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因为根除自然发生的天花之前，尚未存在开

发合理抗病毒药物的现代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方法。应对天花病毒或其他致病正痘病毒可能再发

的治疗方法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规划的紧迫性。本研究

规划的总体目标是至少开发两种可获批的作用机制不同且适合口服的药物。 

作者们提供了抗病毒药物开发过程的详细叙述，包括对可能有用的化合物进行筛选 — 包括体

外试验（组织培养实验）和体内临床前期试验（动物模型）— 以及通过临床评价给抗病毒药物核发

执照/批准上市的可能的途径。特别强调了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实施的值得效仿的新药临床研究

（IND）的程序。这是恰当的，因为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批准抗天花病毒药剂

的监管机构。 

本章主要提供了针对许多处于研究中的不同化合物的概述，这些化合物代表不同的药物类别，

并根据拟议的作用机制进行分类。由于对天花病毒研究工作施加的必要限制，大部分研究已经使用

诸如痘苗病毒、牛痘病毒、鼠痘病毒和猴痘病毒等替代病毒进行。本章还报告了用于药物测试的灵

长类动物模型的开发和应用的现状：指出食蟹猕猴/猴痘病毒感染模型是 实用和 有价值的用于药

效检测的灵长类动物模型。 

后，作者们提供了关于进入临床开发的第一批候选药物的研究工作的详细说明。重要的是，

据报道，三项药物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新药临床研究的许可，并已开始进行人体试验。这

些化合物中有两种是基于西多福韦的，西多福韦是选择性抑制病毒 DNA 聚合酶的小分子核苷类似

物。静脉注射西多福韦（西多福韦注射剂），是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人巨细胞病

毒引起的视网膜炎的药物，对于治疗动物模型的正痘病毒（包括猴痘病毒和天花病毒）实验性感染

是有效的。临床开发西多福韦注射剂作为天花药物，受到了诸多限制，如需要静脉注射、可能需要

比治疗视网膜炎更高的剂量以及这种药物潜在的肾毒性等。 

新开发的衍生物 CMX001（HDP‐西多福韦）是西多福韦的一种脂质类似物，适合口服，因为

它利用了脂肪在体内的摄取途径。动物模型测试显示 CMX001 对正痘病毒感染的治疗有效，且已被

证明在人体口服具有生物活性。没有毒性研究或试验数据显示 CMX001 在人体具有肾毒性。正在进

行 CMX001 的二期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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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开发的第三种药物是小分子化合物 ST-246®（特考韦瑞，SIGA 技术公司），专门影响一种

主要的正痘病毒包膜蛋白的功能，这种包膜蛋白由与痘苗病毒开放阅读框 F13L 同源的基因编码。这

种包膜蛋白对于细胞外病毒颗粒的形成以及细胞内外感染性病毒的有效扩散很重要。因此，由于

ST-246®的存在，严重影响具有完整功能的感染性子代的繁殖，并有效地阻止了体内感染。ST-246

在所有可用的动物模型中已被证实对正痘病毒感染的治疗非常有效，而且由于此药物的临床前期安

全性极具前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授予了特考韦瑞临床开发的快速通道许可。快速通道是一个

监管程序，旨在加快治疗严重疾病药物的审查以及填补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使重要的新药更快的用

于患者，如那些显示出优越效能或毒性显著减低的药物。 

评论 

本章纵览了关于抗天花药物的开发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

小组确认了两个有前途的候选药物（CMX001，ST-246®）已进行到后期开发阶段的事实。这两个候

选药物干扰病毒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以抑制正痘病毒的复制，且都满足了适合口服的要求。ST-246®

作用于正痘病毒的一种蛋白且具有非常高的特异性，这解释了在疗效方面，以及更重要的，它的毒

性极小等方面出色的临床前期数据。相比 ST-246®，CMX001 药物在治疗正痘病毒方面可能有效性

稍差，但也在其他病毒感染的治疗方面具有明朗的前景。因此，药物开发的研究规划可能已即将实

现其总体目标—甚至可能比专家作者们相当谦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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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和储存点的评论 

第一节 基因组学，诊断学和储存点 

基因组学 

已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约 50 种天花病毒株几乎完整的基因组序列。这些菌株只显示了非常有限的

的基因组多样性且与其他正痘病毒在基因上有许多同源性。鉴于这一点，以及天花病毒 DNA 基因组

具有较低的发生主要基因组变异的可能性的事实，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尽

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对其他的天花病毒分离株进行测序可能会有意义，但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而

言则没有必要。 

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目前的天花病毒控制策略都或多或少基于历史经

验，在现代分子学技术使得任何具有适当设备和/或财政资源的实验室重新合成完整的天花病毒成为

可能的当今时代，这些控制策略是不足够的。此外，痘病毒基因重组技术通常很容易获得，并且可

用于规避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天花病毒基因工程的建议。因此，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

组建议制定新的策略来防范重新合成活天花病毒的可能，包括世卫组织会员国将其纳入国家政策。

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考虑 近的生物安全提案（Bügl et al. 2007）1。 

实验室诊断学 

可使用一种或多种技术诊断痘病毒的感染，包括电子显微镜检查、病毒分离术、病毒核酸检测

技术、检测完整病毒颗粒内的病毒蛋白和宿主的血清学反应。电子显微镜虽然是一种方便快捷的技

术，却受到限制，因为事实上天花病毒的直接诊断只能在世界上有能力处理活天花病毒标本的两个

实验室中进行。 

开发了几种使用各种技术平台进行天花病毒核酸特异性检测的方法，包括 PCR 检测，定量（实

时）PCR 检测和基于微阵列芯片的方法。这些检测一般采用克隆或合成的天花病毒 DNA 片段。实

时 PCR 检测可以使用高达 500 个碱基长度的片段作为引物/探针和阳性对照，这个长度在没有特殊设

备的实验室可以使用的天花病毒基因组片段长度上限内，而且不需要活天花病毒。需要对这些现有

的方法进行监管。应直接比较现有的技术，并努力进一步优化可用的基于核酸的检测方法，特别是

实时 PCR 技术和微阵列平台。 

                                                        
1 Bügl H et al. (2007). DNA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security. Nature Biotechnology, 25:6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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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血清学检测方法可用于检测正痘病毒抗体。抗原捕获方法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到目前为

止，这些方法是正痘病毒属通用的，但不是天花特有的。这些可能也受益于直接比较，和为改善其

性能特点以及使其更快、标准化和自动化所开展的工作。 

当前的分子和血清学检测可能也需要随时调整，以跟上其各自领域的技术和设备的进步和发展。 

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对于开发和改善确诊感染的诊断方法的相关工作，

没有必要使用活天花病毒。 

储存点 

科学综述中的信息提出了两个储存点保留不具活性的天花病毒株的目的的问题（根据本综述，

由世界卫生大会考虑销毁所有活天花病毒储存的时间表）。 

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确定有关病毒株的特点，以及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流行病学代表性，需要

确定扩增子库和质粒 DNA 库的所需病毒株的 佳数量。 

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专家认为知道哪些 DNA 片段已被分配给哪些实验室以

及 20％的规定（即除了两个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外，不允许单个实验室保留超过 20%的天花病毒基因

组）是否仍然适用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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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疫苗，动物模型和药物 

疫苗 

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必须继续努力开发比原始的和/或现有的获得批准

的更安全且至少同样有效的抗天花病毒感染疫苗。 

专家组指出，两个高度减毒的细胞培养疫苗，即 MVA 和 LC16m8 疫苗，正朝获得使用许可的

方向进展。有人认为，今后的研究应朝通过从现有疫苗株中去除引发不良反应的基因创造基因工程

疫苗的方向发展。可在动物正痘病毒感染模型中测试这些新病毒株预防正痘病毒感染的能力，然后

在人体临床试验测试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同样，也应对有前途的亚单位候选疫苗开展进一步的研

究工作，因为预期这些疫苗可能会比现有疫苗更安全，虽然他们的功效尚未得到证实。 

由于天花已根除，开发新疫苗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无法证明其在人体预防天花的保护性免疫力方

面的进步。世卫组织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前的监管规定，要求使

用活天花病毒在非人类的动物模型中验证疫苗效力。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

目前可获得感染各种正痘病毒的 佳动物替代模型（诸如食蟹猕猴，兔子和啮齿动物），而这些模

型可能无须使用活天花病毒进行药物和疫苗的效力检测。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与依靠其他正痘

病毒自然感染其宿主的模型相比，在动物体内使用活天花病毒进行疫苗研究的风险超过了收益。因

此，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这些替代模型对于测试新疫苗的效力可能有用。

此外，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建议，为了协助开发新一代疫苗，该领域的研究人员

和监管当局应紧急讨论，并在可接受的保护力的替代指标以及检验抗天花病毒感染疫苗的 合适的

替代模型方面达成共识。 

除了已知的禁忌症，免疫力低下状态（如 HIV 感染，营养不良等）对现有天花疫苗免疫接种的

应用的影响仍然不清楚。因此，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开展大量人口的预防免疫接种目前是没有

根据的。为了防备可能的天花爆发，也强烈建议开发有效的治疗性免疫策略，如暴露后接种疫苗或

注射抗牛痘免疫球蛋白和/或单克隆抗体。一旦发生爆发，这些方法应有助于缩短公共卫生系统的响

应时间。此外，被动免疫可以减轻对现有疫苗的不良反应。 

动物模型及发病机理 

开发一个天花病毒引起类似人类天花的动物模型可能是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需要的。关于这

点，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注意到此科学综述文件中表达的观点，即活天花病毒是

天花病毒感染发病机理前沿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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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天花病毒接种到各种非人类灵长目动物身上的多次尝试产生了高度人工化的模型，但

其结果并不能引发类似人类天花的表现。此外，鉴于目前对在体内使用天花病毒的研究存在严格管

制，使用天花病毒的动物模型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

为，将重点放在改善使用其他正痘病毒感染它们的自然宿主的动物模型 （如猴痘病毒、牛痘病毒、

兔痘和鼠痘病毒感染非人类灵长目动物、兔子和各种啮齿动物等模型）可能更适宜，因为这些似乎

是人类天花病毒感染合适和充分的替代模型。这些模型不仅允许对痘病毒感染发病机理进行研究，

也允许对预防这些感染的疫苗和药物的有效性进行测试，包括测定与疾病进展和/或保护力有关的生

物标志物、分析药物和疫苗的有效性、研究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以及建立评价保护力的标准。 

尽管目前使用天花病毒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模型不是 理想的，但还是开展了相当数量的研究

以促进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过去十年中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成就相当有限。尝试开发这样一个模

型的唯一目的是，在人类天花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满足当前严格的监管要求。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

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鉴于人类天花不会再发生，重新考虑关于审批抗天花病毒感染的疫苗和药品

的监管要求可能是效率更高的方法。 

药物开发 

此份提供给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科学综述文件提示，使用活天花病毒的研

究对于开发和批准防治天花的抗病毒药物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观点似乎是合理的，至少对于体

外试验而言是合理的。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支持，在直到感染其他正痘病毒的合

适动物模型、也就是替代模型的应用获得普遍认同并被成功实施之前，开发感染猴痘病毒的猕猴模

型（或其他 新发表的灵长目动物模型或可能建立的 C57Bl 小鼠模型），来开展对未来候选药物的

体内的疗效测试。 

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关切地注意到，保留储存的活天花唯一令人信服的科学

及公共卫生理由是：为了满足目前关于疫苗和药物开发的严格监管要求。因此，审查天花研究规划

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强烈建议，研究人员和监管当局会面并共同确定未来测试抗天花病毒的疫苗和

药物的替代模型，为销毁天花病毒储存作准备。本小组进一步认为，在过渡时期，也许可以确定有

限数量的天花病毒株用于这些测试，并且只保留这些特定用途的病毒株。 

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注意到，作用机制不同的两种有前景的候选药物，处于

开发的后期阶段，但是没有关于新开发的具有抗天花活性的药物（如 CMX001 或 ST-246®）获得

终监管审批的时间表的合理估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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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批抗天花药物而开展人体试验是不可能的。监管部门已经建立了针对此类问题的新监

管方法，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颁布了“动物法规”。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使用“动物法规”

进行药物审批的经验，并且目前对于如何执行“动物法规”进行抗天花药物的开发仍然存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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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此外，所有现有感染天花病毒的动物（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模型，必须作为次优选择，因为这

些模型不能重现人类天花疾病，也不便于操作。因此，在痘病毒领域的研究者和监管部门需要一起

努力，建立一个可接受的审批此类药物应遵循的途径或标准。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

组要求专家们在牢记以销毁储存的天花为 终目标的情况下，思考开发一个相关的天花基因在异源

系统中表达的体外模型是否可以替代使用天花病毒。 

本综述描述了每种药物在体外传代实验过程中其耐药性的发展情况；这些传代实验促进了有关

正痘病毒对这些药物产生耐药的分子机制的确定。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虽

然体内使用这些药物产生耐药的可能性尚不清楚，但是继续研究与处于开发后期阶段的药物的作用

机制不同的其他具有抗痘病毒活动的药物，可能是可取的。 

很难估计药物开发的总体情况，因为一些有潜力的化合物还没有被充分测试，和/或关于化合物

开发的数据由于专利保护的问题也尚未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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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确保有关天花再发的高标准安全措施 

有意或无意释放自然天花病毒或基因工程天花病毒可能会导致天花再发。据我们所知，尚未通

过基因工程制造出活天花病毒。然而，这样做的手段是可获得的，另一个更复杂的微生物（丝状支

原体）被创造出来，并且随着科学技术持续快速的进步，通过基因工程制造生物体所需的时间将减

少。 

目前，天花病毒的控制策略包括：只有两个指定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实验室被允许保留活天

花病毒储存或超过 20％的天花病毒基因组，以及禁止通过基因工程合成天花病毒。此外，任何关于

天花病毒 DNA 的操作必须与涉及其他痘病毒繁殖的操作在地理上隔离。然而，痘病毒基因重组技术

通常很容易获得，并且可以用于规避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天花病毒基因工程的建议。 

目前关于新药物和疫苗的监管要求规定，必须使用活天花病毒开展试验。此外，审查天花研究

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认为，目前天花病毒是体外测试新候选药物的 佳靶子。 

监测控制政策 

继续定期严格审查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质量

保证和控制措施。 

天花病毒基因工程，包含部分天花病毒基因组的天花病毒或痘病毒变异株 

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天花病毒基因工程是必要的，但此规定依靠个人来遵守。因此，审查天花研

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建议制定新的策略来防范重新合成活天花病毒的可能，包括世卫组织会

员国将此策略纳入国家政策。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考虑 新的生物安全提案（Bügl et al.. 2007）1。 

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专家认为，世卫组织应要求所有国家关于天花病毒 DNA

（诸如片段、扩增子和/或质粒等各种形式）储存进行更新验证。 

根据目前对实验室的限制措施，只有两个世卫组织合作实验室可以保留超过 20％的天花基因组，

建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向世卫组织提供关于哪些

DNA 片段已被分发到哪些实验室的详细情况的文件。还应当索求关于已经被分发到一些实验室的每

个小于 20%天花基因组的独立片段所覆盖的天花病毒基因组的比例，以及完整的天花病毒基因组是

否以这种方式已被分发（或应被分发）的意见。 

                                                        
1 Bügl H et al. (2007). DNA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security. Nature Biotechnology, 25:6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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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审查天花研究规划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简介 

Rakesh Aggarwal 博士教授，印度勒克瑙 

Aggarwal 教授于 1986 年获得了新德里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医学博士学位。他是胃肠病和肝

脏病学专家，并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的流行病学研究生学位。目前他正在印度勒克瑙的桑

贾伊甘地医学科学研究生院担任胃肠病学教授。 

Aggarwal 教授对肝炎病毒尤其是戊型肝炎病毒病毒的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包括肝炎流行

病学、临床、实验室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他还进行了乙肝病毒免疫接种的卫生经济学分析。 

他目前的职责包括接诊住院和门诊肝病患者，对胃肠病-肝脏病学人员开展教学和监督工作，并

主持一个活动性肝炎研究实验室的工作。他主要在病毒性肝炎和其他肝脏疾病领域担任若干临床和

实验室研究的首席研究员。 

Suleyman Al‐Busaidy 博士，阿曼马斯喀特 

Suleiman Al‐Busaidy 博士是阿曼的一个微生物学家，目前担任位于阿曼马斯喀特的卫生部中央

公共卫生实验室（CPHL）的主管。作为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他的职责包括领导开展科学和管

理工作，以预防和控制疾病为目标促进并将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与实践相整合。在他的领导下，CPHL

获得世卫组织的认可，成为脊髓灰质炎、麻疹、风疹以及肺结核的区域参比实验室，并成为东地中

海区域微生物领域外部质量保证规划的提供者。Suleyman 博士在阿曼建立了病毒学实验室。 

Luciana Barros de Arruda 博士，巴西里约热内卢 

Luciana Barros de Arruda 博士获得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微生物和免疫学学士学位（1997 年）、

生物科学（生物物理学）硕士学位（1999 年）以及生命科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2003 年）。

她是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UFRJ）微生物研究院病毒学系的副教授。她在 UFRJ 免疫学系完成理学

硕士实习，在那里她学习了 B 淋巴细胞对克氏锥虫的调节反应。她还在 UFRJ 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完成博士实习，在那里她开始研究预防艾滋病病毒基因疫苗的开发。 

目前，Luciana Barros de Arruda 博士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病毒学系负责病毒感染遗传和免疫学

实验室的协调工作。她的研究小组开发的项目集中在对虫媒病毒（登革热和辛德毕斯病毒）和艾滋

病病毒的免疫反应的研究，其中包括在人类和动物实验模型中的体液免疫反应和细胞免疫反应的研

究，以及抗病毒疫苗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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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红教授，中国武汉 

胡志红教授于 1986 年获得武汉大学学士学位（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1989 年获得中国科学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硕士学位（病毒学），后来成为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她于 1998 年获得了瓦赫宁

根农业大学的博士学位（病毒学）。 

自 1997 年以来，她一直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担任教授，并且于 2000 年到 2008 年期间在该研究所

担任主任。胡志宏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病毒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和杆状病毒的应用。自 2003 年

以来，她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新发传染性病毒病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和克里米亚-刚

果出血热（CCHF）。 

Siripen Kalayanarooj 教授，泰国曼谷 

Siripen Kalayanarooj 教授获得曼谷玛希隆大学医学科学学士学位（1975 年）和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医学博士荣誉学位（1977 年）以及儿科感染性疾病分委员会成员（1983）。 

自 1997 年以来，她一直在以前被称为泰国曼谷儿童医院的诗丽吉王后国家儿童健康研究所

（QSNICH），担任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登革热、登革出血热（DHF）及登革休克综合症（DSS）个案

管理的主任。她也是 QSNICH 感染性疾病组的主管（2005 年起）和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主席。QSNICH

是泰国公共卫生部医疗服务部下的三级保健/转诊医院，是兰实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Siripen Kalayanarooj 教授的职责如下： 

• 政策倡导：担任国家登革热、登革出血热（DHF）及登革休克综合症（DSS）临床管理小

组的领导，以尽量减少登革热病例的病死率为目标； 

• 开展服务：接诊住院和门诊儿科患者，尤其是传染病和登革热患者；为所有医生、辅助医

疗人员和一般民众提供有关疫苗和儿童传染性疾病的建议； 

• 担任教学工作：在传染病方面对儿科同行进行监督，在普通儿科及儿童传染性疾病方面对

住院医生和医学生进行监督；授课、提供咨询并组织所有医生和辅助医疗人员参与国家和

国际有关登革热、登革出血热（DHF）及登革休克综合症（DSS）的研讨会； 

• 开展研究工作：担任登革热临床和生物医学方面合作研究的首席研究员。 

Michael C Kew 博士教授，南非开普敦 

Kew 教授于 1978 年至 2009 年担任约翰里斯堡金山大学的医学教授。他曾经担任该大学医学研

究理事会-分子肝病研究组的主任。这个小组论证了肝病的各种原因，特别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其

在引起肝癌方面的作用，这促使南非卫生署规定所有在南非出生的婴儿要接种乙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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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Kew 教授在开普敦大学医学系和开普敦格鲁特斯库尔医院担任副名誉研究员。他是约翰

里斯堡金山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名誉研究教授。 

Rosemary Sang 教授，肯尼亚内罗毕 

Rosemary Sang 博士是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MRI）病毒研究中心虫媒病毒学和出血热组的负

责人。她是虫媒病毒学方面的专家，对虫媒病毒流行病学、监测和应对，以及病原体的发现方面感

兴趣。 KEMRI 是作为国家机构而建立的一个国有企业，负责在肯尼亚开展健康研究。Sang 博士同

时也是肯尼亚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热带医学和传染病研究所（ITROMID）的名誉讲师。 

Rosemary Sang 博士主持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问题的相关工作，她是健康、安全

与环境咨询委员会（HSEAC）主席。健康、安全与环境咨询委员会负责确保遵守安全工作准则和既

定的政策和指导方针。Sang 博士是肯尼亚医学研究所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KEMRI-IBC）的成员。

KEMRI‐IBC 是根据生物安全法（2009）设立的，并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重组 DNA 分子

研究的指南和其他适用的国际准则，为所有利用基因重组 DNA 形式的研究和感染性生物材料的安全

处理提供本地审查和监督。 

Tania Sorrell 教授，澳大利亚悉尼 

Tania Sorrell 是悉尼新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所主任（SEIB），传染病和微生物中心主任，悉

尼大学临床传染病教授，以及悉尼韦斯特米德在传染病方面的高级医师（前部门主任）。 

她长期对传染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感兴趣，尤其是免疫低下宿主和耐药性微生物出现方面。

她在严重真菌感染、隐球菌病方面的研究工作，为宿主-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和新药开发提供了新的见

解。她制定了真菌疾病新的诊断方法，是国际抗真菌治疗指南编写委员会的成员。她在权威杂志上

发表了 190 余篇文章，被邀请撰写 20 篇评论和 30 章节书籍，她还是临床传染病编委会成员。 

Sorrell 教授在澳大利亚将临床传染病作为内科医学专业，训练或培养了许多目前在临床传染病

和传染病/微生物学移植研究领域的国家学科带头人。 

她曾经担任或目前担任国家咨询委员会，在传染病、流感大流行计划和治疗药物的批准等方面

服务，也为澳大利亚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理事会人类伦理研究委员会服务。她是澳大利亚传染病协

会前会长。 

Gerd Sutte 博士教授，德国慕尼黑 

Gerd Sutter 教授是慕尼黑大学病毒学系正教授兼主任。从 2003 年至 2009 年，Sutter 教授担任保

罗–埃尔利希研究所病毒学部的主管，这是向联邦卫生部报告的一个机构。从 1994 年至 2003 年，他

在慕尼黑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小组负责人。从 1990 年到 1993 年，Sutter 教授是位于贝塞

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病毒病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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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te 教授是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 （BMBF）传染性疾病研究（1990-1996）的获奖者。他曾

在各种国际机构担任专家，如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以

及如世卫组织疫苗研究倡议——疫苗特征和质量方面的非正式协商委员会等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 

Sutter 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疫苗开发，重点是痘病毒疫苗的使用的、病媒、人畜共患病和新发病

毒感染的预防以及（痘）病毒感染宿主免疫系统的调节研究，包括对感染的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

的缺失。 

Stefan Wagener 博士，加拿大温尼伯 

Stefan Wagener 博士是位于温尼伯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生物危险管

理的科学总监。他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加拿大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加拿大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

的顾问，在前苏联、亚洲和非洲制定过规划并工作过。 

在德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他加入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一名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然

后转到职业健康与安全领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他曾担任生物危害方面的专家，为当地和州级生

物恐怖应急部门服务，并担任防范设施和和生物安全方面的专家。从 2001 年到 2006 年，他担任加

拿大食品检验局和加拿大卫生部的首席行政官员，负责管理位于曼尼托巴省温尼伯的加拿大人类和

动物健康科学中心的所有加拿大 4 级设施的运行和安全。 

目前，作为科学总监，他负责管理涉及生物危险管理、培训和研究的综合性国际科学计划，以

及基于评估、减缓和性能（AMP）模型的新的和高级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工具的开发。Stefan 

Wagener 是美国生物安全协会（ABSA）的前任主席，以及 2007 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研讨

会的主席，研讨会制定了第一部国际实验室生物危险管理标准：CWA 15793:2008。他目前担任欧洲

标准化委员会第 55 次研讨会的主席，正在为 CWA15793:2008 标准制定一份指导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