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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人免疫缺 

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 

起的，以全身免疫系统严重损害为特征的传染性疾 

病。感染者终身携带病毒，迄今仍缺乏有效的预防 

和治愈措施 。艾滋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大传 

染性疾病之一。历史上对付传染性疾病最经济有效 

的方法就是发展安全有效的疫苗。 

l 艾滋病疫苗研究现状 

理想的疫苗应能诱导出广谱 的中和抗体和长 

期有效的记忆性 CTL应答 。目前正在研发的 HIV 

疫苗主要分为新型疫苗和传统疫苗两大类⋯。新型 

疫苗以基因工程疫苗为主，还包括合成多肽疫苗。 

基 因工程疫苗根据表达 形式及克隆载体可分为亚 

单位疫苗、DNA疫苗、病毒样颗粒 (VLP)和活载 

体疫苗等 。传统疫苗包括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亚单位疫苗是将HIV一1的各种具有抗原性的蛋 

白基因进行重组后在细菌、酵母和真核细胞系统中 

进行表达 ，用作候选的保护性抗原。2003年 2月，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VaxGen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完成 

III期临床实验的艾滋病疫苗 AIDSVAX 的实验数 

据。AIDSVAX是利用基因重组技术 ，将 HIV一1 env 

基因的 gP120蛋白作为抗原的亚单位疫苗。实验结 

果表明：疫苗接种组 (3330 人)和安慰剂对照组 

(1679人)中 HIV感染率分别为 5．7％和 5．8％，从 

统计学意义上讲，AIDSVAX 根本没有对受试者产 

生免疫保护作用 J。 

DNA 疫苗可含有多个 HIV 结构基因和调节基 

因，能在啮齿类动物中激发较强的细胞和体液免 

疫，但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中却难以达到这样的 

效果。 

合成多肽疫苗是运用肽合成技术，制备高纯度 

的含有重要中和抗体决定簇和／或CTL表位的多肽。 

但由于多肽疫苗不具有病毒原有结构，免疫原性较 

弱，加上免疫佐剂等因素的制约，难以提供足够的 

抗原决定簇，免疫效果不够持久。 

重组病毒载体和病毒样颗粒疫苗，可诱导较强 

的细胞免疫和相对较弱的体液免疫 ，再加上不含有 

HIV的核酸，避免了感染的风险，成为艾滋疫苗研 

究中的一个热点。目前广泛应用的病毒载体主要有 

痘苗病毒载体 (如牛痘苗病毒 、金丝雀痘病毒)和 

能激发粘膜免疫的腺病毒载体。病毒样颗粒疫苗是 
一

类以 HIV 核心蛋白 Gag为基础 的复合疫苗，但 

该类疫苗纯化及保存较难。 

灭活疫苗是将具致病性的病原体灭活处理，得 

到失去感染性而保留免疫原性的疫苗。但目前还未 

建立可靠的灭活指标和检查方法 ，仍存在安全性问 

题。 

对于减毒活疫苗而言，它所诱导的持久有效的 

体液和细胞免疫不容置疑，但其安全性问题一直是 

争论 的焦点，尤其 HIV是一种高度变异的病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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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可直接整合到人基因组 DNA中。研究者担心， 

万一减毒活疫苗中仍含有某些致病基因，或是减毒 

株出现了回复突变，安全性上就可能出现 问题。目 

前 HIV减毒活疫苗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尚无一种 

进入临床试验Ij J。 

但历史的经验不容忽视，减毒活疫苗在人类历 

史上被用来控制许多由病毒引起的疾病，如天花、 

黄热病、脊髓灰质炎、麻疹、病毒性风疹、流行性 

腮腺炎等。HIV在分类学上属于反转录病毒科慢病 

毒属中的灵长类慢病毒群 。在慢病毒属中，迄今为 

止成功的两个慢病毒疫苗也是减毒活疫苗：20世纪 

70年代末 由中国农科院沈荣显院士研制出来世界 

上 第 一 个 慢 病 毒疫 苗 一 一 马 传 染 性 贫 血 病 毒 

(EIAV)疫苗，该疫苗在二十 年的使用中，表现 

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保护效果，已经成功控制了 

马传染性贫血病在马群中的流行『4J；第二个则是 

2002年 由美国学者研制出的猫艾滋病毒 (FIV)疫 

苗 引。 

通常减毒活疫苗，是将野生型毒株体外或动物 

体内长期传代，或用人工方法将一些重要基因去除 

或造成突变，但保 留其生长和免疫原性，使之失去 

致病能力而获得的。但对艾滋病疫苗而言，直接对 

HIV一1进行减毒存在着许多缺点：一一是 HIV一1对宿 

主细胞特异性强，所能感染的细胞种类有限；二是 

HIV一1毒株变异太快，且容易出现回复突变；三是 

直接将 HIV一1减毒株用做减毒活疫苗，无论从伦理 

道德上，还是人们的观念上，都难 以让人接受。那 

能否在灵长类慢病毒群中找到一个与HIV一1具有高 

度同源性 ，从而具有与 HIV一1相似的免疫原性 ，但 

又相对比较安全的慢病毒作为研制疫苗的出发毒 

株呢?与 HIV 同属反转录病毒科慢病毒属的猴免 

疫缺陷病毒 (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SIV) 

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 

2 SHIV 在艾滋疫苗动物模型中的应 

用 

SIV可从不同种的猴子中分离得到，至今 已分 

离到 SIVmac(恒河猴)、SIVsmm(乌黑色 白睑猴)、 

SIVagm(~洲绿猴)、SIVmnd(狒狒)、SIVcpz(黑猩 

猩 )、SIVcym(食 蟹 猕 猴 )、 SIVstm(短 尾 猴 )、 

SIVmne(豚尾猕猴)等。SIV与 HIV基因序列比较显 

示，至少存在 4个不连续的灵长类慢病毒亚群： 

HIV．．1／SIVcpz；HIV--2／SIVmac／SIVmne／SIVsmm ； 

SIVmnd和 SIVagm。HIV一1与 HIV一2的基因组结构 

基本 相 同，但 它们之 间核 苷酸序 列 同源 性仅 有 

40％，然而 HIV．2却与 SIVmac具有 80％的序列同 

源性 1。 

在 SIV／猕猴动物模型中，用 SIV减毒株对猴子 

进行免疫能有效保护 SIV致病株经静脉或粘膜途径 

的攻击 。被免疫的猴子既产生了能够中和临床 SIV 

毒株的中和抗体，也产生了较强的 SIV特异性 CTL 

反应【7】c 

SIV／HIV (SHIV)，是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将 

SIV和 HIV的某些基因进行置换，构建出 SIV／HIV 

的嵌合病毒 J。SHIV嵌合病毒构建的初衷，是为 了 

建立一个合适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对 AIDS疫 

苗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当时评价 AIDS疫苗使用的 

是黑猩猩模型，因为黑猩猩是迄今除人 以外唯一可 

以被 HIV感染的灵长类动物。但 HIV在人和黑猩 

猩体中的复制情况是不 同的，且被感染的黑猩猩也 

很少会发展为 AIDS，再加上黑猩猩是价格昂贵的 

濒危动物，所以不适宜用于动物模型。与黑猩猩相 

比，恒河猴较易获得，且恒河猴被 SIV感染后会产 

生类似于 AIDS的症状。但 SIV感染恒河猴毕竟不 

同于 HIV感染人类，SIV和 HIV之间也存在一些差 

异，尤其是与宿主细胞识别、结合有关的 env包膜 

蛋白也不一样，所以不适宜直接用 SIV／恒河猴动物 

模型对 AIDS疫苗有效性进行评价 ’Ⅲ】。 

20世纪 9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首先以国际标 

准株 SIVmac239为亲本，替换上 HIV．1NL432的不同 

基因，构建了一系列的 SIV／HIV嵌合病毒 ，m，̈J。 

发现 以 SIVmac239为主要骨架 ，替换上 HIV一 

1NL432 的 env、tat、rev和 vpu基因的 SHIV NM一3 

可有效在人和猴的 PBMC中进行复制，并诱发猴体 

的体液免疫反应 。最初构建出来的 SHIV虽然能够 

体外在人和猴的 PBMC中进行复制，但将它们接种 

到恒河猴或猪尾猴中，并不能使猴子产 生类似于 

AIDS 的症状 。为提高病毒毒力，使之能在 SHIV／ 

恒河猴动物模型中作为攻击毒株，研究者除了将它 

们进行体 内适应性实验外，还进行了猴体内连续传 

代，重获后的SHIV传代株其复制能力和致病性都 

大大增强了，有几株还能使恒河猴或猪尾猴产生类 

似于 AIDS的症状 12,13]。SHIV在猴体传代实验中， 

其包膜蛋白基因和 (或)某些重叠基因的开放读码 

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表达 HIV一1的 tat、rev、 

vpu和 env基 因的 SHIV 89．6是不致病 的，经过猴体 

内连续传代实验后，其 env区的 gp41c末端发生缺 

失，gpl20和 gp41的膜外区域部分有 12个氨基酸 

发生了改变，产生强致病株 SHIV 89．6P。该传代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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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诱导 CD4 T淋巴细胞的迅速 下调，并使猴子产 

生类似于 AIDS的症状【】引。另一株较有代表性的是 

SHIV—KU1毒株，该毒株由在恒河猴体内复制能力 

差，无致病性的 SHIV—HXBc2经猴体内传代实验后 

产生的，它的复制能力很强，接种猴体后四周引起 

CD4 T淋巴细胞迅速下降，并最终产生 AIDSf 】。 

由于 SHIV 89．6P、SHIV—KU1等致病株携带有 

HIV一1的 env基因，因而可 以直接在 SHIV／恒河猴 

动物模型中评价 以 HIV一1的包膜蛋白为基础的 

AIDS疫苗。同时 SHIV能通过静脉接种，阴道、直 

肠和 口腔粘膜接种感染恒河猴，因而可以模拟 HIV 

感染人的主要途径，对于评价疫苗粘膜免疫保护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 

3 smV减毒株在艾滋病疫苗中的应用 

在多年的 SHIV研究中，有研究者考虑是否可 

以将 SHIV减毒活疫苗策略做为抗 AIDS的疫苗策 

略之一。因为许多研究表明I】7-19]：SIV减毒株和致 

病株差异很大，虽然减毒株在猴体内复制水平很 

低，但可诱导持久有效的免疫反应，免疫后的猴子 

可抵御 SIV 致病株攻击 】；SHIV 接种猴体后可诱 

导产生中和抗体和针对 HIV一1 Env的 CTL反应，而 

接种的猴子并未出现任何的临床症状；SIV 的 Gag 

蛋白和 HIV一1的 Gag蛋白具有免疫交叉反应，而 

Gag蛋 白是除 Env蛋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可诱导 

中和抗体的抗原蛋白；SIV和 HIV一2在基因结构上 

极其相似，两者的序列同源性高达 80％，但 SIV的 

致病性大大低于 HIV一2。 

SHIV—drn是 r、nef基因缺失的，携带有 HIV—l 

tat、yev、vpu和 env基因的嵌合病毒，SHIV—dxrn 

是连 vpx基因也缺失掉的嵌合病毒 。将 SHIV—drn 

免疫接种 4只猴子，再用同源的 SHIV—NM3rN进行 

攻毒 ，有 1／2猴子产生了持久而完全的免疫保护， 

DNA PCR 的方法没有检测到 SHIV—NM3rN 的复 

制 。其余的猴子也产生了部分的免疫保护，短暂出 

现的 SHIV—NM3rN的病毒载量也远远低于对照组， 

且猴体 内产生了记忆性抗体和针对 HIV一1 Env 的 

特异性杀伤细胞。与 SHIV—drn相比，SHIV—dxrn的 

免疫效果要弱一些，持久性也差一些 ，但仍然具有 

部 分 的免 疫保 护 效 果 。在 所 有经 SHIV—drn 和 

SHIV—dxrn免疫过的猴子中，其淋巴结都没有检测 

到攻击毒株的复制。接种过 SHIV—drn和 SHIV—dxrn 

的猴子三年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病症，这表明该减 

毒活疫苗是安全的【培' 】。至于为什么 SHIV—dxrn的 

免疫效果不如 SHIV—drn?这可能是因为 SHIV—dxrn 

缺失的基因太多，使得减毒活疫苗的体 内复制、免 

疫原性和有效保护性受到了影响。由此可见，在研 

制减毒活疫苗的时候 ，既要将与病毒毒力相关的基 

因缺失掉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 ，又要保留活疫苗的 

复制能力和免疫原性。 

由于 HIV一1高度变异，有效的疫苗不仅要能抵 

御同源 HIV一1毒株攻击，而且要能抵御异源毒株的 

攻击 。日本学者构建的 SHIV—drn减毒活疫苗不仅 

能抵御同源 SHIV—NM3rN的攻击，而且能部分抵御 

异源的强毒株 SHIV一89．6P的攻击。虽然 SHIV—drn 

不 能产 生 完 全 的 免 疫 保 护 ，但 它 阻 止 了 由于 

SHIV89．6P的攻击而致使 CD4 细胞数 目下降，这意 

味着即便攻击毒株能够逃逸机体的免疫反应并进 

行复制 ，SHIV减毒株仍能够阻碍疾病的进程【2州。 

Kumar A 等人将减毒株 DeltavpuDeltanef SHIV一4 

(疫苗 I)初始免疫四只恒河猴，然后用另一减毒 

株 Ddtavpu SHIV(PPC) (疫苗 II)加强免疫。在所 

有免疫接种的四只猴子中，这两种减毒 SHIV疫苗 

株都没有大量复制，但猴体内产生了抗疫苗 I的中 

和抗体以及可以特异性识别同源和异源 SHIVs致 

病株的 CTL反应。免疫后 3O周，用高度致病的异 

源 SHIV89．6P进行攻击。3只没有免疫接种的对照 

组猴体内有大量的病毒复制以及急剧的cD：T细胞 

缺失，其中 2只猴子没有产生任何的免疫反应，6 

个月内就发展成猴 AIDS，另外 1只产生一定的中 

和抗体，使得疾病进程缓慢，但 81周后最终还是 

发展为 AIDS。4只用减毒活疫苗免疫过的恒河猴被 

SHIV89．6P攻击后，攻击毒株的 毒载量远低于对 

照组，而且逐渐降低到检测限之_卜。除了攻毒的第 

3周cD：T细胞有一个短暂的下降外，攻毒后整个 

85周 CD4T细胞维持在正常水平，体 内一直保持着 

CTL反应【2l'。 

为进一步评价这两个 SHIVs减毒株作为疫苗 

的潜力，他们采用 DeltavpuDeltanef SHIV一4初始免 

疫 (疫苗 I)，Deltavpu SHIV(PPC) (疫苗 II)加强 

免疫的策略对 7只恒河猴进行了免疫接种。尽管这 

两个减毒疫苗株没有在猴体 内大量复制 ，但 7只恒 

河猴全部产生了结合抗体和抗疫苗 I、II的中和抗 

体，以及识别 同源和异源致病 SHIVs、SIV 的特异 

性 CTL反应，同时还产生了可阻断病毒体外复制的 

可溶性抑制因子。为模拟 HIV的 自然传播途径，将 

3种强致病性毒株 SHIV—KU，SHIV89．6P，以及 

SIVmacR71／17E 的混合物对这些猴子进 行直肠粘 

膜攻击。对照组的 2只猴子在攻毒后的 6-7周就发 

展为猴 AIDS，而所有 7只免疫过的猴子抵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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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迄今还未出现免疫缺陷，用 DNA PCR的方 

法在 6只猴子的淋巴腺中已经检测不到 SIV，在 5 

只猴子中检测不到 SHIV89．6P，在 3只猴子中检测 

不到 SHIV．KU f22】。 

减毒活疫苗可 以模拟 HIV．1自然感染人的方 

式，为免疫途径提供很好的参考模型。Abel K等人 

将非致病性 SHIV89．6通过静脉或粘膜 (鼻内或阴 

道)接种的方式进行免疫，再用致病 SIVmac239进 

行攻毒，发现将减毒株 的免疫时问延长后，免疫途 

径并不影响粘膜攻毒的结果。且减毒活疫苗对 SIV 

攻毒 的免疫保护效果与宿主体 内多种免疫机制有 

关㈣ 。 

Enose Y等人也尝试了用 SHIV减毒株进行粘 

膜免疫的可能性，他们将 nef缺失的 SHIV．dn分别 

通过鼻 内和静脉接种的方式对 4只雌性恒河猴进行 

免疫。虽然所有的猴子都产生了抗 HIV．1的中和抗 

体，但在鼻内粘膜免疫的猴子的粘膜分泌物中，检 

测到更高水平的 HIV．1 Env特异性的 IgG和 IgA。 

而且鼻内粘膜免疫的4只猴子中有 3只完全抵御住 

致病株 SHIV89．6P通过阴道接种的方式进行的攻 

击。从而他们认为，用 SHIV减毒株鼻内粘膜免疫 

可 以有效保护猴子免受致病株阴道途径的感染L2制。 

在 HIV．1感染的疾病进程中，会发生从 Thl型 

到 Th2型细胞因子的转变，Thl型细胞因子与病毒 

载量 的减少和疾病不进展有关，它能有效控制抗 

HIV的 CTL、NK细胞等免疫反应。IL．12是一类重 

要的介导细胞免疫反应的 Thl型细胞因子，它同时 

还具有治疗的潜力。因而在疫苗接种后激活机体免 

疫的时期，Thl型细胞因子的表达将有助于诱导一 

个更有效的抗 HIV．1的免疫反应 。研究者将一个 

IL．12基因插入到 nef缺失的 SHIV 中，IL—l2可在 

细胞中高效表达，细胞连续传代后仍可检测到其的 

表达。这些可产生 IL．12的 SHIV可作为减毒活疫 

苗候选株，诱导有效的抗 HIV．1细胞免疫 。 

4 结语 

在抗病毒疫苗研究史上，减毒活疫苗存在 一定 

的安全性 问题 ，但迄今为止所有成功的疫苗策略 

中，减毒活疫苗是最为有效持久的，因为它能诱导 

机体产生长期有效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和其它的 

免疫反应 。经十多年对艾滋病及其它疫苗的研究发 

现 ，许 多疫苗并不能完全阻止野毒株 的感染和 复 

制，而是通过降低野毒株的复制能力来阻断它对机 

体的进一步损伤和临床症状的出现。 

SHIV 强毒株 目前主要作为攻 击毒株广泛应用 

于评价 AIDS疫苗的动物模型中。但 SHIV减毒株 

也被许多学者用于 AIDS疫苗的研究策略中。在 

AIDS疫苗研究领域中，目前对疫苗的要求 已逐步 

过渡到只要能预防发病 (二级预防)的疫苗，就是 

好疫苗这种思路上。最近提 出三级预防疫苗 的策 

略，即以预防病毒传播为 目的疫苗 ，它是利用疫苗 

刺激机体的抗 HIV 免疫力，从而抑制体内 HIV 的 

复制，降低血液中病毒载量。能研制 出保护健康人 

不被 HIV感染的疫苗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如能研制 

出阻断感染后发病的治疗性疫苗也不错 。从这种意 

义上说，因为安全性问题 SHIV减毒株不能作为保 

护性预防疫苗，但也许可为阻断感染后发病的治疗 

性疫苗策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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