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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病毒科黄病毒属包括 70多种病毒，分为几 

种抗原复合组，大多数黄病毒为节肢动物传播的， 

其中40％以上的病毒对人有致病性，最重要的疾病 

有登革热／登革出血热(DEN／DHF)，日本脑炎(乙型 

脑炎，JE)，黄热(YF)，西尼罗热 (WNF)和璧虱 

传播脑炎(森林脑炎，TBE)等。登革热每年约有数 

千万至 1亿病人，数十万人发生严重的登革出血热。 

乙脑每年约发生 4～5万病例，病死率 25％，45％ 

的患者发生神经学或生理学上的后遗症。当前对黄 

热病已有减毒活疫苗，对登革热还没有疫苗，对乙 

脑已有鼠脑和地鼠肾细胞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对璧虱脑炎已有灭活疫苗，但各种疫苗都还存在一 

定的不足，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已知黄病毒为直径45—50nm的有膜RNA，单股 

正链，基因组约 1lkb，基因结构为含5’和3’非编 

码区，3个结构基因编码3种结构蛋白和7个非结构 

基因编码 7种非结构蛋白，其排列顺序为 5’ 
一UTR—C—P 一E—NSl—NS2A—NS2B—NS3一NS4A—NS4 

B—NS5一UTR-3’，其中E基因编码的E蛋白为糖基化 

蛋白，具有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介导膜融合，诱 

导产生保护性中和抗体并对病毒毒力起重要作用， 

因此是重要的抗原成份。非结构基因主要与病毒复 

制有关。因此多年前就有研究人员考虑以一种弱毒 

病毒为基因骨架(即载体)将另一种病毒的PrME结构 

基因(目的基因)替换载体病毒的相应基因构建成有 

感染性的嵌合体病毒，这种嵌合体保留载体病毒原 

来的弱毒特性而具有嵌入病毒的抗原性。嵌合体应 

对人体无毒力(安全)而又能诱生针对嵌入病毒的抗 

体并对以后该病毒的感染有保护作用。基因替换嵌 

合一般在作为基因背景病毒的cDNA中进行，将嵌 

入病毒结构基因C—PrM—E或PrM—E与cDNA相应基 

因替换，在体外转录为RNA后转染 Vero或其他细 

胞，培养后出现细胞病变或空斑，经检定证实为感 

染性嵌合体病毒后则可继续传代保存。 

目前选择作为基因背景的病毒主要有黄热疫 

苗 17D病毒，II型登革热狗肾细胞传代弱毒株 

DEN一2 PDK-53和对乳鼠毒力很弱的登革热4型野 

毒株DEN一4 814669株。用以上三种弱毒构建成功 

的嵌合体已有 10多种，其中有几种嵌合体经小鼠 

和猴体试验显示毒力很低并有较好的免疫性，正在 

进一步研究中，有希望作为候选疫苗。其中有一种 

以黄热 17D 为基因背景的黄热乙脑病毒嵌合体 

(YF／JESAI4—14—2)已进行 I、II期临床观察。现将 

嵌合体构建现状及其特性综述介绍如下。 

l 森林(璧虱)脑炎嵌合体病毒 

用DEN一4 814669株为基因背景已构建三种璧 

虱(TBE森林)脑炎的嵌合体病毒，Pletner等[1’2】最早 

将TBE病毒Sofjun(sof)野毒株的PrM—E取代DEN一4 

814669相应基因构建成功有感染性的 DEN一4／TBE 

嵌合体。嵌合体仍保留 TBE母株对成鼠的脑内毒 

力，但对神经外的皮内或腹腔感染则毒力降低，对 

小白鼠无致病性存活的小鼠21d后以10 TBESof野 

毒株腹腔攻击，动物均获得保护未死亡。而以 

DEN一4同样感染的小白鼠则对 Sof株攻击全部死 

亡，表明嵌合体中TBE的ME具有保护性的抗原决 

定簇。由于 DEN一4／TBE对小鼠脑内感染仍有较高 

的致病力，为了对人体更安全Pletner等认为有必要 

继续构建毒力更低的嵌合体。 

以后该小组[3-5]又应用 TBE的减毒株进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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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株是 1956年分离自马来西亚的天然减毒株 

LangatTP21(LGTTp21)，其对小鼠脑内毒力较低， 

另一株是由LGT-TP21在鸡胚内传42代后进一步减 

弱的毒株(LGT E5)。构建的二株嵌合体 DEN一4／ 

TP21和 DEN一4／E5对乳鼠脑内致病力均较其 LGT 

亲代株低，下降约5500～6250倍，对3周龄成鼠的 

神经外(腹腔)毒力也显著降低，以>105PFU病毒接 

种正常瑞士小鼠或 10 病毒接种免疫缺陷的 SCID 

小鼠均测不出毒力。 

以 105pfu腹腔接种这二株嵌合体病毒的小鼠各 

40只，小鼠全部存活，3周后产生对TP21的高滴度 

中和抗体(288和327)，并对TP21腹腔内攻击获得全 

部保护，对照小鼠则 80％死亡。进一步将这二株适 

应可用于制备疫苗的Vero细胞后证实对SCID小鼠 

腹腔接种完全无致病性。免疫小鼠对TBE病毒远东 

亚型和欧洲亚型毒株均有保护作用，但应接种 2针 

才可获得较好保护，其中 DEN-4／Ttr21的保护率为 

100％，较DEN-4／Es(67％)高。因此选择前者为候选 

疫苗株进一步作猴体试验。猴体试验以 10 ，105， 

107pFU的DEN-4／TP21病毒皮下接种，每组4只， 

接种后每日测病毒血症至第6天，结果除 10 的一只 

猴于第 1天时测出一个空斑外其余猴全部为阴性， 

而接种 TP21母株(105，107)的 8只猴和 DEN．4 105 

的4只猴均出现毒血症，持续1～5d。免疫后42dTP21 

母株和DEN．4／TP21免疫猴均产生对TP21和Sof株 

较高的中和抗体，GMT分别为 320~2344(DEN一 

4／TP21免疫猴)和 160~3311(TP21免疫猴)，但对 

DEN一4均为阴性。免疫后43d以TP21 10 PFU病毒 

皮下攻击，结果TP21和DEN一4 21免疫猴病毒血 

症全部阴性，而DEN一4免疫的4只猴均出现4d的 

毒血症。以上猴体试验表明DEN ．4／TP21嵌合体的毒 

力明显降低，有免疫性和保护作用。为了解嵌合体 

病毒能否通过蚊虫而感染人，将病毒胸内接种对登 

革热高度敏感的巨蚊T．splendens，14d后用免疫荧光 

法检测蚊头组织内的病毒抗原，结果所有接种 

DEN删 1的蚊子均未查出抗原，而 DEN-4感染 

的大多数蚊则测出病毒抗原，滴度 10 PFU。因此 

DEN 佃21嵌合体病毒有希望作为 TBE的人用候 

选疫苗，正在进一步研究中。 

2 登革热嵌合体病毒 

对登革热病毒的嵌合体构建，主要选择上述三 

种毒力较弱的病毒株作为基因背景，由美国三个研 

究组进行。 

美国NIH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一组人员(6Jl 

最早设想进行登革热病毒型间的嵌合，他们以 

DEN -4 814669株为背景构建成功 DEN -4／DEN一1， 

DEN-4／DEN一2，DEN-4／DEN一3嵌合体。其中嵌入的 

DEN—l(WP)、DEN一3 CH53489为野毒株，DEN一2 

(NGC)为有神经毒力的鼠脑适应株。这三株嵌合体经 

单克隆抗体检定表明为登革热型特异性结构蛋白， 

与登革热母株比较在细胞内复制能力下降，空斑变 

小，但DEN 一2 NGC嵌合体仍保留DEN一2对小鼠的 

脑内毒力。用 DEN-4／DEN一1和DEN一4／DEN一2嵌合 

体分别皮下免疫恒河猴后均能产生对 DEN一1和 

DEN一2的抗体(滴度640～1280)，但不产生对DEN-4 

抗体。经用DEN一1或DEN-2野毒株攻击后均获保护 

(8只试验猴仅一只出现毒血症)，而用DEN-4免疫 

的对照猴则无保护，均产生病毒血症。进一步用这 

二种嵌合体病毒混合后免疫恒河猴，结果每只猴均 

产生对DEN一1和DEN一2两个型的中和抗体并对这两 

个型DEN野毒株攻击都有保护(8只猴病毒血症均阴 

性)。现在考虑将3个型的嵌合体加上DEN-4 814669 

本身制成4联活疫苗进一步实验观察。 

美国疾病和预防中心与泰国Mahido大学合作， 

应用泰国在狗肾细胞传53代的DEN一2减毒株(DEN 

一 2PDK)作基因载体，构建嵌合体 J。DEN一2PDK一53 

减毒株具有空斑小，温度敏感，在C6／36细胞复制 

受限，以及对新生乳鼠毒力低的减毒特征，其基因 

变异主要发生在 5’端非编码区(5’NCR．57)，NS】一53 

和 NS3—250。人体观察表明安全而且免疫性较好。 

研究组人员以 DEN．2PDK．53作为基因背景将 

DEN一1 16007野毒株和 DEN一1狗肾细胞减毒株 

PDK一13的C—PrM—E分别与载体相应基因替换构建 

成功二株嵌合体。二株嵌合体均保留DEN一2PDK一53 

载体的弱毒各项特征。用DEN．2／DEN一1 16007嵌合 

体腹腔免疫3周龄小鼠1针和 2针，免疫后血清中 

和抗体对DEN一1本株为40—80(1针)和≥2560(2针)， 

而以DEN一2／DEN．1 PDK一13同样免疫后的抗体水平 

明显低于前者，分别为10~'40和80～160。该结果 

与以往泰国研制的 4联活疫苗在人体观察时 

DEN一1PDK一13株的免疫性差的结果相一致。因此 

考虑选用 DEN一2PDK-53／DEN．1 160o7嵌合体更换 

DEN一1PDK一13作为 目前登革热 4联活苗中的 

DEN一1型弱毒株。另外还设想以DEN．2PDK一53为 

基因背景再构建DEN一3和DEN一4的嵌合体，加上 

已构建的DEN一1嵌合体和DEN一2PDK-53本身作为 

登革热新一代4联减毒活疫苗。 

美国Acambis公司的一组人员以黄热17D疫苗 

株病毒为基因背景，构建4个型的登革热病毒嵌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俞永新，等．虫媒黄病毒嵌合疫苗研究进展 

体，进展的比较快，并已制成4个型嵌合体的4联 

候选疫苗，进行了猴体试验。首先构建成功的是 

DEN一2型与 17D的嵌合体 J，DEN一2为 1980年分 

离自泰国的 PUO一218株，该株对乳鼠脑内无致病 

性。将该株的PrM—E取代 17D黄热病毒的相应基 

因区，在Vero细胞转染成感染性病毒(嵌合体)。嵌 

合体与DEN一2母株序列比较，在PrM无变化，在E 

区发生一处氨基酸变化(E484 I—V)。与 17D核苷 

酸比较在NS2A，NS3，NS4A，NS4B，NS5和 3 

NCR共6个核苷酸发生变化，导致二处氨基酸变化 

(NS2．104 V—M，NS4B一7 E—K)。嵌合体对成鼠脑 

内无致病力，低于黄热 17D(YF 17D有较强的致病 

力，100PFU引起 50 成鼠死亡)。嵌合体以不同剂 

量(2~51og PFU)皮下接种 16只恒河猴后仅产生很 

低的病毒血症(1-3～1．6log pfu)，30d后均产生高滴 

度中和抗体(GMT 320~380)，60d后用DEN一2野毒 

株5．0 log PFU病毒皮下攻击，结果全部猴均未出现 

病毒血症，而对照猴则产生持续 5d的病毒血症， 

表明嵌合体病病力低而具有很好的免疫应答和保 

护作用。随后又构建成功DEN一1、DEN一3、DEN一4 

三个型与 17D黄热病毒的嵌合体Il叭，所用 DEN一1 

为 1980年分离自泰国的 PUO一359株，DEN．3为 

1988年分离自泰国的PaH881／88株，DEN一4为1978 

年分离自印尼的 1228株，均为野毒株。这三个型 

嵌合体病毒在 Vero细胞复制的病毒滴度可达 

7．51ogpfu／ml，对3～4周龄ICR小鼠脑内接种无神 

经毒力，对恒河猴皮下接种后产生的病毒血症水平 

(0．7～1．4 log PFU)和持续时间与YF 17D(1．9)相似， 

但较其3个型DEN母株(2．2～3．0 log PFU)低。免疫 

后22只猴均产生了中和抗体。 

将上述4个型嵌合体混合制成四联嵌合体疫苗 

并在猴体重新评价其安全性和免疫性Il“。以4联嵌 

合体和 4联野毒株(登革 4个型野毒株混合病毒)在 

猴体进行了比较，结果4联野毒株的病毒血症和持 

续时间均高于 4联嵌合体。抗体应答结果，4联嵌 

合体免疫 1针后均产生对4个型的嵌合体病毒和其 

他4个型野毒株病毒的中和抗体，第2针免疫后则 

抗体进一步提高。 

另外，实验还表明对 YF 17D免疫过的猴再用 

YF／DEN一1～4四联疫苗免疫，30d后仍可产生对四 

个型登革热病毒的中和抗体，GMT滴度分别为 

254，1016，350，80，与YF未免疫猴滴度(180，1280， 

36，63)Lt较无明显差别，表明黄热病毒抗体的存在 

对登革热4联的免疫无干扰。 

以上结果表明尽管是用登革热的野毒株与 17D 

嵌合，所形成的嵌合体对猴体的毒力(病毒血症)较登 

革热母株的毒力降低，仅保留17D的低毒血症水平， 

而嗜神经毒力则较 17D株更低。由于 17D黄热疫苗 

已在人体广泛应用数十年证明是安全的，因此预计 

DEN一1～4型与 17D的4联嵌合体疫苗对人体应是安 

全的，该4联疫苗已计划进行I期临床观察。 

3 乙型脑炎嵌合体病毒 

美国 Acambis公司一组人员Ilz~H 将我国应用 

10多年安全有效的乙脑弱毒SA14—14—2株和分离自 

日本 的 Nak 乙脑 野毒 株 的 PrM—E 分 别与 

YF一17DcDNA的相应基因置换而构成二种嵌合体， 

前者为 YF／JE SA14-14-2(YF／JE—S)后者为 YF／JE Nak 

(YF／JE—N)。小鼠试验表明YF／JE—S对4周龄小鼠脑 

内感染不致病，不但保留 SA14—14．2原株的弱毒特 

性，而且较 YF一17D原株的毒力更~(YF-17D原株 

对小鼠的致病力约log3．OLD50)，而YF／JE—N的脑内 

毒力与Nak原株相似，对小鼠脑内仍有较强的毒力， 

但腹腔感染的毒力较原株降低。 

在恒河猴脑内接种 YF／JE—S嵌合体和 YF一17D 

活疫苗进行神经毒力比较，每组 10只，结果嵌合 

体 10只猴均未出现发病症状，而 YF-17D疫苗 10 

只中4只 (40 )在接种后 15—19d出现神经症状， 

持续 4—15d后恢复。对脑和脊髓的病理检查结果显 

示接种 YF-17D 猴的病变显著重于接种嵌合体病 

毒，病变记分分别前者为 1．17和后者为0．29。脑内 

接种的猴，血液中的病毒滴度YF一17D高于嵌合体 

约 2～4倍。恒河猴皮下接种 YF／JE—S后产生低水 

平短暂毒血症并产生对乙脑病毒的中和抗体，但不 

产生对 YF／17D的抗体。但进一步对4只免疫猴血 

清用6株不同地区乙脑分离株作中和抗体测定则发 

现其中有的猴血清对一些毒株的抗体很低或测不 

出滴度(<20)。免疫猴用乙脑野毒株脑内攻击后，均 

不产生病毒血症，除1只死亡外均活存，而未免疫 

猴全部产生较高的病毒症并且发生脑炎死亡。以上 

结果表明 YF／JE_S嵌合体的神经毒力很低，与 

SA14—14—2原株相似，并较 17D原株更低。神经外 

毒力(毒血症)与 17D原株相似。免疫动物对乙脑病 

毒有较好的抗体应答，经乙脑野毒株脑内攻击后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可以用作人用候选疫苗。 

YF／JE-S PrM．E 嵌合体制备的疫苗(Chimed 

Vax—JE)已进行 I、II期临床观察【l ，l州。I期临床以 

5．0、4．01ogPFU的Chimed Vax—JE和 5．0log的黄热疫 

苗(YF-VAX)各接种有黄热抗体和无黄热抗体的成年 

志愿者，每组各 6名，接种后观察局部和全身副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l6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l9卷 

应，不同时间病毒血症和抗体应答水平。结果在接 

种部位出现轻度短暂的疼痛，红斑肿等反应，各组 

间无显著差别。全身副反应在 Chimed Vax—JI三低剂 

量有黄热抗体组和 YF-VAX无黄热抗体组，各发生 

1例体温为102．1。F(14d)和 100．4。F(15d)的反应， 

研究人员考虑与疫苗本身无关。但另有二例在接种 

Chimed Vax—JE高剂量和低剂量疫苗后 1一lld出现体 

温升高(>99。F)，考虑与疫苗有关。病毒血症检查结果， 

10／12无黄热抗体和1 1／12有黄热抗体者接种Chimed 

Vax一厄后产生低滴度短暂病毒血症。而YE—VAX接 

种的6名无黄热抗体者均产生毒血症，另 6名有黄 

热抗体者均未测出毒血症。毒血症水平和持续时间 

二种疫苗无显著差异。抗体检查结果，24名接种 

ChimeriVax—JE者在接种后31d均产生对嵌合体病毒 

的中和抗体，抗体水平高剂量组比低剂量组高，有 

黄热免疫组比无黄热免疫组高，但无显著差异。6 

名无黄热免疫者接种黄热疫苗后抗体均阳转，而 6 

名有黄热免疫者则只有3／6阳转。 

Ⅱ期临床以双肓法对 119名 18~59岁健康成 

人进行观察，其中包括不同病毒量(1．8～5．8 log) 

Chimed Vax—JE疫苗和YF—Vax等不同免疫程序组。 

结果显示未发生严重的副反应，但发生5例发热反 

应认为与 Chimeri Vax．JI三疫苗有关，另 2例与 

YF—Vax有关，另外一例在接种后引起严重的肌痛， 

认为与疫苗有关。一例在第2针4．8log接种后3周 

患胆囊炎而住院，认为与疫苗接种无关。接种不同 

病毒量的Chimed Vax一厄 和 YF—Vax均产生短暂低 

滴度病毒血症，二种疫苗间无差异，但不同病毒量 

间无剂量关系，1．8 log组的滴度反而高于5．8 log组。 

免疫后 30d时的中和抗体阳转率对嵌合体 Chimed 

Vax—JI三病毒为 82 ～100％(GMT103~299)，也无 

剂量关系。加强一针未显示抗体增长应答。但是嵌 

合体疫苗免疫对其他乙脑野毒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较低，抗体阳转率对 Beijing一1株为 70％～100％ 

(GMT19~74)，对 Nak株为 73~A~91％(GMT38~ 

132)，对902／97株(1997年分离自越南)为82 ～100 

％(GMT59~160)。实验还证实经 YFI7D免疫的人 

对ChimedVax一厄 免疫无干扰作用。 

以上人体初步观察显示乙脑嵌合体疫苗对人 

体的安全性与17D黄热疫苗相似，并具有刺激机体 

诱生中和抗体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4 西尼罗热嵌合体病毒 

在美国有二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西尼罗热病 

毒(WNV)与其他黄病毒的嵌合体。一组是美国NIH 

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ll7】，他们以DEN一4 814669 

野毒株及其 3’去除30个核苷酸的减毒株(DEN4 3’ 

A30)为基因背景，将 WNV NY99野毒株的PrM—E 

分别替换入 以上两株 的相应 基 因区，而 获 

DEN4／WN和 DEN4—3’A30／WN)Z．种嵌合体。经 

小鼠试验表明二种嵌合体对小鼠的毒力均有显著 

下降，WNVNY99亲代株病毒对3周龄小鼠腹腔感 

染时，10FFU病毒即可致死，而嵌合体病毒以 104 

或 lO 病毒同样感染，对小鼠不致死，约降低 10000 

倍；WNV-NY99亲代株对3日龄乳鼠脑内感染，约 

0．35FFU可致死，而嵌合体病毒以 l04F兀 感染时 

仅引起少数动物死亡，约降低28500倍。嵌合体病 

毒对乳鼠的脑内毒力也较DEN4亲代株低，后者对 

乳鼠脑内 LD50为 407 FFU。免疫力试验则表明以 

10 FFU病毒腹腔免疫小鼠，一个月后产生对WNV 

的中和抗体，以100ipLD50WNV腹腔攻击后 90％ 

100 获得保护。 

进一步对 l2只猴用 105和 10。FFU病毒皮下感 

染试验，结果DEN4／WN嵌合体对猴的病毒血症较 

其 WN 或 DEN4原株感染的猴降低 100倍，而 

DEN4—3’△30／WN 嵌合体对猴不产生毒血症，表 

明其对猴的毒力更加减弱．尽管毒力高度减弱，二 

种嵌合体均产生中等水平至高水平滴度的中和抗 

体(GMT 186至661)，特别是当用 WNV野毒株 105 

FFU皮下攻击后所有 l2只猴全部未产生病毒血症， 

表明获得完全保护。由于 DEN4—3’△30／WN嵌合 

体对动物高度减弱，能产生中等度中和抗体并对 

WN野毒株攻击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表现该嵌合 

体有希望作为人用活疫苗的候选疫苗，已计划今年 

内进行人体临床试验lJ引。 

另一组美国Acambis公司的研究人员【l 删，他 

们以YF／17D为基因背景将WNV的PrM—E嵌入相 

应基因区也构建成功YF一17D／WN的嵌合体。以地 

鼠为模型进行感染和免疫实验显示对地鼠无致病 

性，以 103 和 106～TCID5o嵌合体肌内免疫动物后 

1月均产生对WNV的HI，CF和空斑减少中和抗体 

(1：80～≥64O)，以10~VNV野毒株腹腔攻击动物 

未发病和死亡。 

以上两研究组的工作均证明 WN 嵌合体病毒 

的毒力较亲代株低并可诱生对 WNV的抗体应答和 

保护作用，已计划进一步作猴体试验证实嵌合体疫 

苗的安全性和免疫性。 

5 小结 

总结以上黄病毒间嵌合体构建结果，可看出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俞永新，等．虫媒黄病毒嵌合疫苗研究进展 417 

合体具有以下特性 (1)核苷酸序列除个别外基本 

上与各自的二个亲代株病毒一致。(2)嵌合体基本 

保留作为基因背景亲代株 (载体)病毒的弱毒特性， 

但其神经毒力尤其是神经外致病力和毒力 (病毒血 

症)则较二个亲代株都更低。这可能是由于二种病 

毒基因间的不相容性的关系。(3)嵌合体抗原性表 

现为嵌入病毒的抗原性，即免疫动物后诱生针对嵌 

入病毒的抗体并对其攻击有保护，而对载体病毒则 

无抗体和保护作用。(4)载体病毒抗体的存在对嵌 

合体免疫无干扰作用，即嵌合体对存在载体病毒抗 

体的动物仍可免疫成功。 

因此嵌合体疫苗较其他基因重组活疫苗或基 

因亚单位疫苗具有一定的优点，它在细胞培养内能 

高效复制，病毒释放在培养液中的滴度高，收获病 

毒液即可制备疫苗不必通过纯化加工，生产工艺简 

单；具有减毒活疫苗的特性，在体内能有限复制， 

诱生体液和细胞免疫；其载体在免疫中不起作用， 

对嵌合体疫苗免疫无干扰作用，既可对存在载体抗 

体的人免疫也可对嵌合体疫苗免疫后的人再作加 

强免疫。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作为基因载体的 

弱毒株的安全性是否可靠，目前用的最多的是 

YF一17D病毒，但 17D疫苗近来接种后已出现多例 

与疫苗相关的嗜神经和嗜内脏的严重病例，其他弱 

毒载体虽然对动物的毒力低，但在人体上的应用例 

数还不多，安全尚难肯定，另外嵌合体病毒多次传 

代或人体大面积应用后的毒力稳定性以及嵌合体 

疫苗是否对不同野毒株均有保护作用等还有待进 
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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