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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83年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以来，HIV 一直以惊人 

的速度在全球蔓延，感染 HIV 的人数也曰益增多。 

到目前为止，因患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已达到 2500万， 

到 2010年这 一数字可能会突破 8000万，因此研究预 

防和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也正日益迫切地摆在人们面 

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 种药物能完全制服艾滋 

病病毒(虽然著名美籍华人何大一先生发明的 “鸡尾 

酒疗法”在工业化国家遏制了艾滋病的流行)，如果 

对一名艾滋病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需耗资 20万美元 

以上，这对于广大低收入人群来说，无异为 笔天文 

数字。因而预防艾滋病毒的感染就成了一种更为经济 

有效的途径。根据对以往流行的传染病控制的经验， 

针对 HIV传染的有效 HIV疫苗则成为首选。 

l HIV 的生物学 

感染人并引起艾滋病的 HIV 包括具有遗传多 

样性的 HIV 病毒株系I】】，主要分为在两非流行的 

HIV一2和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流行的 HⅣ一1，HIV一1 

和 HIV一2在基因序列上差异甚大，以致于它们的外 

膜糖蛋白常常不能引起交叉免疫反应。HIV．1包括 
一

些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流行的不同病毒进化枝或 

株系，这些不同病毒进化枝或株系在基因序列上的 

差异导致世界上不同的地理区域需要不同的 HIV 

疫苗 。 

在 HIV感染某一个体的过程中，HIV基因的变 

异不断产生。由于目前还不确切的 HIV复制的酶机 

制而导致的病毒突变子不断产生，这样就导致了一 

种抗体只能中和一种病毒株而不能中和来自同一 

个体的另外的病毒株。在 HIV 中所发生的这种基 

因变异使得 HIV疫苗的研制过程更趋复杂。 

HIV可以通过性行为和血液传播，因而有效的 

HIV疫苗必须能诱导出抑制性传播病毒的粘膜免疫 

和抑制病毒直接进入血液的系统免疫。此外，HIV 

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即游离于细胞外和与细胞相结 

合而传播，因而提示一一个有效的HIV疫苗应能诱导 
一

种以上的免疫类型，即游离于细胞的病毒能被抗 

体结合并中和，与细胞相结合的病毒能被细胞免疫 

清除。最令 HIV疫苗研究者麻烦的是，HIV经常产 

生高水平的复制，而且与大多数感染人类的其它病 

毒不同，HIV的复制机理还不t分清楚，而这种复 

制的高水平和持续性不可避免地与临床疾病的快 

速进展相关联。到目前还没有一种疫苗诱导的免疫 

应答能完全清除或无限地抑制HIV的复制。 

2 传统的疫苗设计 

在进行 HIV疫苗的研究早期，人们首先想到的 

自然是曾成功地控制了脊髓灰质炎病毒、麻疹病 

毒、天花病毒等在人类流行的传统疫苗的设计方 

式。然而迄今为止，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和人体早期 

试验中，已经证实传统形式的疫苗如活的减毒病毒 

疫苗、失活的病毒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在预防HIV 

感染和 AIDS发生上均是无效的I引。而且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如活的减毒疫苗具有潜在的致病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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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剂的失活病毒疫苗只诱导有限的特异性中和抗 

体且缺乏 CTL应答；重组外膜蛋白疫苗只诱导针对 

病人 HIV一1的非中和抗体，并且缺乏 CTL应答。 

表达大多数 HIV 蛋白的活的减毒疫苗在灵长 

类实验中曾被证明是最好的免疫原，用这样的减毒 

病毒事先感染可以阻止随后的致病野生型病毒的 

感染 j，高度减毒的 SIV可以保护成年的恒河猴 

受 HIV的感染 和初生的恒河猴不产生艾滋病 J。 

不过，有些受保护的成年恒河猴最终还是发展成为 

艾滋病l6 J。而且，这类疫苗在人体的使用还存在安 

全上的隐患 J，因而采用这种活的减毒病毒方式 

生产 HIV疫苗是行不通的。 

失活病毒疫苗在人类预防流感病毒和脊髓灰 

质炎病毒方面曾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SIV／ 

恒河猴模型中进行的评价却令人失望。这种疫苗策 

略在预防由同种SIV病毒株感染猴子时可产生最大 

的保护l】川，然而这种保护既不广泛也不强烈；而且， 

当制备疫苗的病毒株与感染的病毒株在遗传上即 

使有轻微的差异或当免疫高峰出现几个星期之后， 

这种保护就不再存在。此外，有些研究提示在这种 

动物模型中这种保护可能反映的是实验的假象 

(artifact)而不是病毒特异性免疫lJ”。失活病毒免 

疫原在有限的早期人体免疫性试验中I121的结果也 

是令人失望的，这样的免疫原不能诱导中和 HIV的 

抗体应答，这样的疫苗也 能诱导CTL应答。因此， 

这种疫苗策略在 HIV疫苗研究中也是不可行的。 

通过重组 DNA技术产生的高度纯化的病毒蛋 

白对于人体预防乙肝病毒感染是一个高度有效的 

免疫原。几年前，这一技术被应用到 HIV疫苗的设 

计上，HIV的亚单位如 Env、Tat或 P24蛋白通过 

DNA重组技术产生，结果证明它们在人体试验中具 

有良好的安全性『j引。采用重组HIV外膜糖蛋白作为 

免疫原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中，动物只得到适当 

的保护，而且只有在感染病毒与免疫原的外膜糖蛋 

白序列相同时fj引。此外，这类疫苗倾向于只刺激抗 

体应答，而不能诱导CTL应答。今年 2月，由美国 

VaxGen生物公司研制的AIDSVAX gpl20 HIV疫苗 

在历经三年 5000人次的IIl期临床试验后，宣布该 

疫苗不能有效地预防HIV在人体的感染  ̈，从而为 

该种方法产生HIV疫苗蒙上了～ 层阴影。 

综上所述，采用传统的疫苗设计思路不能产生 

有效的HIV疫苗。 

3 新的疫苗策略 

HIV疫苗的两个重要潜在靶是病毒进入过程和 

病毒复制。HIV一1通过它的表面外膜糖蛋白 gpl20 

结合宿主细胞的CD4受体，并籍此改变构像促进与 

趋化因子受体的相互作用，从而感染靶细胞116]。抗 

体能中和病毒阻止这种进入过程，从而预防感染； 

T细胞不能预防感染，但能控制 HIV的复制。目前 

已知 CD8 T细胞可通过三种 同的机理控制 HIV 

的感染：(1)通过细胞毒功能杀死感染的细胞；(2) 

通过分泌可溶性因子抑制病毒复制 】；(3)通过分 

泌趋化因子如MIP一1 a、MIP一1 p和 RANTES而抑 

制病毒进入。因此，一个理想的HIV疫苗既要产生 

具有广泛交叉反应的抗体又要产生高水平的抗病 

毒T细胞。 

近来，HIV疫苗的研制主要集中在 DNA疫苗 

上 (见表 1)116]。最近，由编码 Env和／或Rev蛋白 

的治疗性 DNA疫苗在 15个无征兆 HIV感染病人 

中所进行的 I期临床试验表明，HIV DNA 疫苗具 

有潜在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对于 HIV DNA疫苗 

目前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以质粒 DNA、活的重组病 

毒或基因缺失病毒作载体；或采用初始免疫一加强 

免疫(prime—boost)相结合的组合疫苗策略等。 

质粒 DNA 疫苗在恒河猴能诱导 SIV 特异性 

CTL应答，这种疫苗诱导的免疫能促进第二次CTL 

应答的产生并能控制随后的致病性SIV感染后的病 

毒复制fj引；此外，许多研究表明质粒 DNA在二型 

rbimoda1)疫苗策略中作为初始免疫原是十分有效 

的【】 。采用质粒 DNA免疫原作为HIV候选疫苗的 

人体早期试验研究已在进行中。 

除裸露的质粒 DNA外，病毒载体正逐渐被用 

来携带各种HIV基因。最常使用的病毒有：水痘病 

毒[20,211、塞姆利基森林病毒 】、腺病毒 和辛 

德毕斯病毒l2踟等。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水痘病毒家 

族，如以牛痘作为载体制成的HIV疫苗在非人灵长 

类实验中能诱导针对HIV和SIV蛋白的较强的CTL 

应答『2 ，然而出于安全考虑而妨碍了牛痘作为HIV 

疫苗载体的进一步研究。另一种作为潜在的HIV疫 

苗载体的水痘病毒是修饰的牛痘安卡拉 (MVA)， 

MVA 是一种高度减毒的牛痘病毒株，在非人灵长 

类动物实验中，MVA可诱导强烈的免疫应答。MVA 

作为 HIV 疫苗载体不久将会在早期人体试验中进 

行评估。作为 HIV疫苗载体，研究最为广泛的水痘 

病毒可能是鸟类水痘病毒。重组金丝雀水痘病毒最 

近几年经历了广泛的人体试验L3⋯，这些研究表明它 

是安全的，并具有免疫原性，在接种疫苗的个体中 

能诱导 70％的人产生抗体应答和 30％的个体产生 

CTI 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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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最有希望作为 HIV疫苗的活的重 

组病毒载体或许是基因缺失的腺病毒。通过 E1和 

E3基因缺失或失活而失去复制能力的血清型V腺 

病毒已经证明在鼠科动物和非人灵长类动物具有 

强烈的免疫原性 ̈ ，这类载体在这些动物模型中能 

诱导高滴度的抗体和高强度的CTL应答。 

Abbreviations：Ad5，adenovirus 5；CTL，cytotoxic T lymphocyte；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IAVI，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lg， 

immunoglobulin；IHV，Institute of Human Virology；m-2，interleukin 2；MVA，modified vaccinia Ankara；NIAID，National Institutes for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More information Call be obtained from WWW．iavi．org／trialsdb／and WWW．hvtn．org 

一 些具有复制能力的病毒也用来研究作为HIV 

疫苗的可能，如单链 RNA甲型病毒、细小病毒等。 

此外，为了提高粘膜免疫，细菌载体如 Bacillus 

calmette guerin rBCG) " 等也在考虑之中。 

DNA疫苗在过去 10年中广受欢迎，因为它们 

简单和能诱导CD4和 CD8 T细胞应答。但研究表 

明，如果只用 DNA作为初始免疫和加强免疫则不 

能控制致病性免疫缺损病毒的进攻 b1卯J，这是因为 

DNA本身不能有效产生高水平的 T细胞。但是在 

DNA 疫苗中加入各种常规佐剂 引、基因佐剂【j j和 

包裹 DNA 的微球 J，则其免疫原性可增加 5～10 

倍。例如采用IL一2一Ig融合蛋白I 和CRL1005[381作 

为 DNA疫苗的佐剂可控制致病性 SHIV89．6P的进 

攻。 

最近，异质的初始免疫 (DNA)和加强免疫(活 

病毒载体)策略因为它们能产生高强度的细胞免疫 

和高滴度的体液免疫应答L3 而受到欢迎，通过活 

病毒载体如MVA[421或复制缺陷的重组腺病毒(rAd5) 

8】加强免疫则 DNA初始免疫的有效性得以加强。 

此外，同质的初始和加强免疫 (同为活病毒载体) 

疫苗也能产生较多的T细胞，但由同质的初始一加 

强免疫疫苗产生的 CD8 T细胞应答要比异质的初 

始一加强免疫疫苗低 引。 

尽管对于一个有效的HIV疫苗的组成仍不清楚， 

但我们已有了一个日趋一致的看法，即一个有效的 

HIV疫苗不是单一疫苗模式。在二型(bimo~)疫苗策 

略中，活的重组病毒载体和质粒DNA可以诱导CTL 

应答，而亚单位免疫原则可诱导中和抗体应答。 

～ 一r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l9卷 

4 小结 

HIV疫苗的研制近年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确 

实还存在许多困难。与其它病毒不同，HIV所侵袭 

的主要靶细胞是人体免疫活性细胞，从而导致疫苗 

无法发挥作用。HIV可以隐藏在淋巴器官、中枢神 

经系统和感染的静息CD4 T细胞 J，在这些部位 

它可以不表达病毒蛋白，因而杀伤性 T细胞难以 

发现它的存在。HIV的Nef、Tat和 Vpu蛋白下调 

I型 MHC和 CD4的表达，从而降低 厂细胞免疫 

应答。HIV在感染过程中，其与 CD4受体结合后 

构像会发生改变，从而暴露出gpl20上 些新的位 

点，但由于这种结合使得 HIV与CD4细胞更加靠 

近，因而在空问上阻止了gpl20上新近暴露的抗体 

结合位点与抗体的结合l4引。同时 HIV外膜蛋白因 

抗体而导致突变的速度非常之快，甚至远远超过因 

抗 HIV药物而产生的突变速度l4引，从而逃避体内 

抗体的攻击。HIV还能将自己的前病毒基因整合到 

靶细胞的基因组中去，从而在细胞内长期潜伏，逃 

避免疫攻击。 

HIV疫苗的研究也受到了 ‘些来 自大的制药公 

司的冷漠对待，尽管这一状况目前已有所改变。这 

或许是因为成功的 HIV疫苗将会减少抗 HIV药物 

的销售，也可能是因为 HIV疫苗的研制成本太高。 

难于得到足够多的实验动物模型也是制约 HIV 疫 

苗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黑猩猩可以被HIV一1感染， 

但并不致病；恒河猴可以被 SIV感染并致病，但所 

得结果对 HIV疫苗来说只有参考价值，因为SIV与 

HIV两者抗原在一级结构上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建 

立合适的足够数量的实验动物模型也是 HIV 疫苗 

成功的有效前提。 

此外，HIV疫苗的临床试验还受到 一些来自文 

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HIV疫苗的研究 

也带来了一一些困扰。 

尽管目前在HIV疫苗研究上遇到了 些挫折 ， 

但新的进展仍不断涌现，如能中和广泛的HIV一1的 

特殊抗体 2G12结构的阐明 、HIV小鼠模型的有 

望建立【 剐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HIV疫苗的研制会 

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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