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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行业新冠专题研究（20200321） 

❖ 回顾：历次 PHEIC 的疫苗研发终局如何？ 

我们回顾了 2005 年 WHO 设立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机制以

来，除本次新冠疫情外的 5 次 PHEIC，以及同为冠状病毒引起的非典和 MERS

疫情。历次疫情涉及六种病毒（甲型 H1N1、脊髓灰质、寨卡、两次埃博拉、

非典、MERS），截至目前为止对于其疫苗的研发进展：（1）仅有一种病毒的疫

苗从立项研发到获批上市，是在疫情的大规模流行期间完成的，即 H1N1 甲流

疫苗（当时已具备成熟的流感疫苗制备工艺）。（2）共有 3种病毒疫苗目前获

批上市，分别为 H1N1甲流疫苗、脊髓灰质疫苗（在该 PHEIC 之前早已上市）、

埃博拉疫苗（从启动临床 I期到获批注册用时 3-5 年）。（3）寨卡疫苗的研发

始于 15年，目前最快的进入临床三期；MERS疫苗最快的 16年进入临床一期，

目前进入临床二期；SARS 疫苗的研发先后停摆。 

❖ 技术：当前新冠疫苗的主要技术路线有哪几种？ 

目前制备新冠疫苗的技术路线主要有 5 种：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

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其中（1）智飞生物（合作中科

院微生物所）采用了重组蛋白技术。（2）康希诺（合作军科院）采用了与此前

埃博拉疫苗一样的腺病毒载体平台技术。（3）核酸疫苗包括 RNA 疫苗与 DNA

疫苗，本次 Moderna、复星医药（合作 BioNTech、辉瑞）、冠昊生物（合作 ZY）

等使用 mRNA 技术；康泰生物（合作 Inovio、艾棣维欣）使用 DNA 技术。 

❖ 审批：从研发到上市需要经历什么？ 

传统疫苗的研发流程一般需要 5-8 年甚至更长，新型疫苗在研发时间上具有一

定优势，但仍然不可操之过急。对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的疫苗，

我国《疫苗管理法》在注册申请、批签发、使用范围及期限等范畴内均有应急

审批的法律依据。截至目前，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美国 FDA 也仅在体外诊断设

备和个人防护医疗设备的审批中使用了紧急使用授权（EUA）。 

❖ 资金：药企愿意为疫苗的诞生付出多少投入？ 

一支新疫苗的研发成本通常在 5 亿-21 亿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制造商和疫苗。

而疫苗的时效性和商业可行性也是药企投入研发的考虑之一。回顾 2009 年甲

型 H1N1 流感疫苗的情况，取消政府采购之后的二类苗需求或大幅下滑。 

❖ 在研：当前全球在研新冠病毒疫苗 

目前全球在研新冠疫苗不完整统计约 60 余个。Moderna（合作 NIH）和康希诺

（合作军科院）已进入临床一期，康泰生物（合作 Inovio、艾棣维欣）和复星

医药（合作 BioNTech、辉瑞）预计最快 4 月启动临床试验。 

❖ 风险提示：研发失败的风险，竞争风险，行业生产安全性风险，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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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顾：历次 PHEIC 的疫苗研发终局如何？ 

1. 五次 PHEIC、两次冠状病毒疫情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自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设立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机制以来，

除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外，共宣布过 5 次，分别为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

感、2014 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 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16 年的

“寨卡”疫情以及 2018 年开始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于 2019 年 7 月宣

布）。 

此外，同为冠状病毒引起的，2003 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在 2012 年及 2015

年于中东及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虽未被列为

PHEIC，对本次疫情也有借鉴意义。 

 

表格 1. 2005 年以来 WHO 历次宣布的 PHEIC 

时间 PHEIC 疫情 

2009 年 H1N1 流感 

2014 年 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疫情 

2014 年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2015-2016 年 寨卡病毒疫情 

2018-2019 年 刚果基伍埃博拉出血热爆发 

2019-2020 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资料来源：WHO，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2. 其它由冠状病毒引起的重大疫情 

时间 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 

2003 年 非典疫情 

2012 年 中东 MERS 疫情 

2015 年 韩国 MERS 疫情 

资料来源：WHO，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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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苗成功获批： 

2.1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老流感、新毒株，最快疫苗 3个月上市 

甲型 H1N1 流感是猪的一种高度传染性急性呼吸道疾病，由一种或多种猪流

感 A 型病毒引起，发病率较高，但死亡率偏低(1-4%)。2009 年 4 月，甲型

H1N1 流感开始在墨西哥爆发，至 2010 年 5 月, 全球 214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30 万人感染 H1N1，总死亡人数约为 1.8 万人，患者平均死亡率为 1.3%。

2010 年 8 月，世卫组织宣布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期结束。 

 

表格 3.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发展时间轴 

时间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发展 

2009/4/15 美国发现第一例甲型 H1N1 流感样本 

2009/4/18 美国国际卫生条例规划署向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报告了 H1N1 流

感病例。 

2009/4/21 美国 CDC 开始研发用于疫苗制备的病毒株，即候选疫苗病毒。最终 

a / california / 07 / 2009 被选定为制造疫苗用的疫苗病毒。 

2009/4/24 美国 CDC 将 2009 年 H1N1 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上传到国际流感数

据库。 

2009/4/25 WHO 总干事宣布 2009 年 H1N1 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2009/6/11 WHO 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升至 6 级，确认全球 75 个国家和

地区，共确诊 27737 例患者，死亡 141 例 

2010/8/10 世卫组织宣布，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已经结束。 

资料来源：WHO，美国 CDC，川财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 2009 年 4 月 21 日甲型 H1N1 的毒株被选定，到 9 月 3 日 CFDA 正式批

准北京科兴甲型 H1N1 流感疫苗注册申请，全球首支甲型 H1N1 人用疫苗仅

用了 4 个月时间完成研发和上市。但这一案例对于新冠疫苗上市时间的参考

作用相当有限，因为流感疫苗的制备已经有相当成熟完善的流程。 

人类在 1945 年就已经能够大规模制备流感疫苗，但由于流感病毒的高变异

性，疫苗的配方也会根据特定的流感病毒株做出更改，并不会涵盖全球所有

正在流行的病毒株，而特定的流感疫苗又只能在几年内提供有效保护。一般

来说，从调配到生产出来大规模分发，大约需要 6个月时间。所以每年世界

卫生组织会根据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其他合作机构的监测结果，预测隔年最

可能流行的病毒株，以便药厂能够据此来生产疫苗。即便如此，全球大流行

性流感疫苗的保护效力也不过 60%左右，年产能力只有 30 亿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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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甲型 H1N1 流感疫苗系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甲型 H1N1 流

感病毒株（疫苗生产株）接种鸡胚，经病毒培养、收获病毒液、灭活病毒、

浓缩、纯化、裂解后制成。截至 2009 年 11 月 19 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从

大约 40 个国家中进行国家 H1N1 大流行疫苗运动的 16 个国家接收了疫苗接

种信息。根据这 16 个国家的信息，世卫组织估计已分发了约 8000 万剂大流

行疫苗，约有 6500 万人接种了疫苗。 

 

2.2 2014 年脊髓灰质：已有疫苗的背景下由局部地区触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第二次 PHEIC 是 WHO 在 2014 年 5 月宣布的脊髓灰质炎疫情。此次 PHEIC

中并不涉及新疫苗的研发，是因为该次 PHEIC 是在全球基本已经控制脊髓灰

质炎流行、WHO希望早日根除这一种可以通过疫苗来预防的疾病的前提

下，由于个别国家的病例数突然增多，并出现了大量向其他国家的输出病

例，而全球很多地区的人群又已经不再具有针对脊髓灰质炎产生免疫力的情

况下触发的。这个 PHEIC 在目前依然有效。 

脊髓灰质炎疫苗有两种：减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OPV）和灭活脊髓灰质

炎疫苗（IPV）。OPV 价格便宜且易于管理，并且可以将免疫力传播到接种者

之外的人群。但是，在疫苗接种人群中疫苗病毒长期存在并传播的情况下，

突变可能重新激活病毒，从而产生脊髓灰质炎衍生株，而在极少数情况下，

OPV 还能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引起脊髓灰质炎或持续无症状感染。IPV 处于

灭活状态，没有这些风险。IPV 成本更高，交付物流也更具挑战性。 

 

表格 4. 我国脊髓灰质疫苗的种类及其免疫规划  

种类 接种方法 2019 年最新版免疫规划 

减毒活疫苗（OPV） 口服 “2+2”：2 月龄和 3 月龄各接种 1 剂次脊髓灰

质炎灭活疫苗，4 月龄和 4 周岁各接种 1 剂次

2 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灭活疫苗（IPV） 肌肉注射 

资料来源：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川财证券研究所整理 

 

鉴于有大量无脊髓灰质炎病例流行但饱受冲突折磨和卫生体系脆弱的国家，

这些国家常规免疫接种服务被严重破坏，并有再次感染的高风险，进一步国

际传播的后果尤为严重。如果要重新出现输入性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这

些国家将难以作出有效反应。随着许多跨越国界的蔓延，世卫组织便促进采

取协调一致的区域方法，以加速中断每个流行病学区域的病毒传播。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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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埃博拉病毒：17年康希诺获批国内应急储备，19年默克大规模获批 

扎伊尔埃博拉病毒(EBOV)最早在 1976 年于扎伊尔共和国（现刚果民主共和

国）发现，此后在非洲曾多次爆发。WHO 在 2014 和 2019 年分别宣布两次

由埃博拉病毒引发的 PHEIC 事件。 

 

表格 5. 历次埃博拉疫情发展时间轴 

时间 历次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发展 

1976 年 
扎伊尔埃博拉病毒(EBOV)首次在扎伊尔共和国（现刚果民主共和国）

发现。据报道，有 318 人受到感染，其中 280 人死亡。 

1995 年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疫情使 315 人感染病毒，至少 250 人死亡。 

2000-2001 年 乌干达地区疫情爆发，致使 425 人感染，224 人死亡。 

2001-2002 年 
在加蓬和刚果共和国边界爆发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疫情，造成加蓬方面

53 人死亡，刚果共和国至少 43 人死亡。 

2002-2003 年 刚果共和国爆发埃博拉疫情，据称有 143 名病例其中 128 人死亡。 

2007 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疫情，264 名受感染者病例中有 187 人死

亡。年底时，疫情波及乌干达，149 名受感染病例中有 37 人死亡。 

2014/3/22 
几内亚卫生部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导致 80 人感染，其中 59 人死

亡。 

2014/3/26 
法国里昂巴斯德研究院证实埃博拉病毒应为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初

步报告表明此为埃博拉病毒的新菌株，后来改称扎伊尔毒株的宗族。 

2014/8/8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14/9/26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称，截止 9 月 23 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

利昂三国累计发现埃博拉病毒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 6574 例，其

中至少 3091 人死亡。 

2018/5/8 
刚果（金）卫生部确认该国西北部出现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暴发，导

致至少 17 人死亡。 

2018/7/24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刚果（金）此次共报告 53 例埃博拉出血热病例，

其中 29 例死亡，6 月 12 日后未再发现新增确诊病例。 

2018/8/5 
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再次暴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在新一轮疫情

中已报告有 33 人死亡。 

2018/8/22 
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导致 102 人

感染，59 人死亡。 

2019/4/4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病例累计达 1100 例，其中 1034 例确诊，66 例

疑似，共计 690 人死亡。 

2019/7/17 世卫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资料来源：WHO，川财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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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 埃博拉目前发现的四个亚型及其致死率 

亚型  致死率 

扎伊尔型（EBO-Zaire） 对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致病性和致死率很高 

苏丹型（EBO-Sudan） 对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致病性和致死率很高 

莱斯顿型（EBO-R） 对人类不致病，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具有致死性作用 

科特迪瓦型（EBO-CI） 对人类有明显的致病性，但一般不致死，对黑猩猩的致死率

很高 

资料来源：WHO，川财证券研究所整理 

 

截止目前，全球仅两款埃博拉疫苗获得注册申请，分别为默克生产的 Ervebo

和康希诺参与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疫苗。其中，Ervebo 在 2019 年先后获得了

欧洲药品管理局和美国 FDA 的上市注册申请，并获得了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内的四个非洲国家的注册批准；康希诺重组埃博拉疫苗则是于 2017 年 10

月获得中国 CFDA 的新药注册批件，用于应急使用及国家储备。两款埃博拉

疫苗的临床一期实验均于 2014年开展。此外，GSK 和强生也是最早启动埃

博拉疫苗临床试验的公司之一，强生已经完成三期临床，在上市审批的申请

阶段，而 GSK 作为埃博拉疫苗最早启动临床实验的公司之一，三期临床数据

却迟迟没有出炉。 

 

表格 7. 埃博拉疫苗的重点研发进展时间轴 

时间 埃博拉疫苗的部分重点研发进展 

2014 年 9 月 葛兰素史克（GSK）启动埃博拉疫苗 ChAd3-ZEBOV 的临床 I 期试验 

2014 年 11 月 默克启动埃博拉疫苗 V920 的临床 I 期试验 

2014 年 12 月 康希诺启动埃博拉疫苗的临床 I 期试验 

2015 年 1 月 强生启动埃博拉疫苗（Ad26-EBOV+MVA-EBOV）的临床 I 期试验 

2015 年 1 月 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埃博拉疫苗即将进入临床 III 期 

2015 年 3 月 默克启动埃博拉疫苗的临床 III 期试验 

2015 年 5 月 康希诺在塞拉利昂启动埃博拉疫苗的 II 期临床试验 

2015 年 8 月 默克 V920 疫苗启动 III 期临床 

2017 年 3 月 康希诺的埃博拉重组疫苗二期临床试验结果出炉 

2017 年 10 月 
CFDA 批准康希诺重组埃博拉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的新药注册申

请，用于应急使用及国家储备 

2018 年 8 月 

刚果（金）宣布启动第一批疫苗接种。这款由默克生产的试验性疫苗，

没有获得上市许可，但有效性在先前有限接种中获得确认。临床试验

显示，疫苗对包括扎伊尔型的两种类型的埃博拉病毒有效。 

2019 年 10 月 
刚果金宣布引入第二种埃博拉疫苗，是由强生研制的 Ad26-ZEBOV-

GP。强生公司首批将向刚果（金）供应 50 万剂埃博拉疫苗。 

2019 年 11 月 
强生向欧洲药品管理局提交了 2 份营销授权申请（MAA）。2 份 MAA

得到了来自 I 期、II 期和 III 期临床研究的数据支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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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埃博拉疫苗的部分重点研发进展 

2019 年 11 月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宣布授予默克公司的埃博拉扎

伊尔疫苗营销许可。 

2019 年 12 月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批准 Ervebo，这是 FDA 批准的第一款

预防由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引起的 18 岁以上个体埃博拉病毒病疫苗。 

2020 年 2 月 
默克公司确认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在内的四个非洲国家已经

批准了 ERVEBO 疫苗。 

资料来源：WHO，川财证券研究所整理 

 

默克的 Ervebo 全称为 v920（rVSVΔG-ZEBOV-GP），是一种具有复制能力

的重组埃博拉疫苗，由水泡性口炎病毒（VSV）组成，该病毒经过基因工程

改造以表达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糖蛋白，从而引起对埃博拉病毒的中和免疫

反应。 

重组埃博拉疫苗由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团队和天津康

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自主研制。该疫苗是用基因工程的方式合成埃博

拉病毒的 GP 蛋白作为抗原制成的，避免直接接触埃博拉病毒，该蛋白质并

不具有毒性，故而是安全的。疫苗为冻干粉剂型，可长期储存于 2-8℃，

37℃下可稳定储存 3 周，更适合冷链条件困难的地区使用。 

强生的埃博拉预防性疫苗方案分为两针：（1）第一针是 Ad26.ZEBOV，该疫

苗基于杨森的 AdVac 技术开发；（2）大约 8 周后，注射第二针 MVA-BN-

Filo，该疫苗基于 Bavarian Nordic 公司的 MVA-BN 技术。目前，强生正在与

FDA 讨论监管所需数据，并与 WHO 合作在非洲国家注册上述疫苗方案。 

 

 

3. 疫苗至今尚在研发/研发终止： 

3.1 2015 年寨卡：2016 年底紧急状态解除，疫苗仍在研发 

2015 年 5 月，巴西报告首例确诊本地感染寨卡病毒的病例，随后的一年时间

里，该疫情在巴西以及美洲多个国家迅速流行。根据 WHO 美洲办事处的通

报，这次的寨卡疫情导致了美洲 53.2 万例的感染，确诊约 17.5 万。寨卡病

毒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主要通过蚊媒传播。临床分析显示，寨卡病毒感

染与新生儿小头症及成年人格林-巴利综合症等神经系统疾病显著相关。动物

实验证明寨卡病毒可感染脑部，损害神经组织，导致小头症及其它症状。

2016 年年底，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寨卡疫情紧急状态。目前，尚无批准使用的

预防疫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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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 2016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已知有 18 种寨卡病毒疫苗正在开发

中，这些疫苗进展最快的也仅处在临床前的早期研发中。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我们在 NIH 的临床研究信息系统中仍能看到至少有 9 项寨卡疫苗相关

的研究仍在进行，其中美国 Cerus Corporation 已进入临床三期，其余均在

一期阶段。 

 

图 1： 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信息库的寨卡疫苗研发（截至 2020 年 3月 20 日） 

 

资料来源：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临床信息库, 川财证券研究所 

 

3.2 MERS-Cov：2012 年沙特首发，19 年公布临床一期数据 

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 MERS），是第 6 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

毒。MERS 病毒自 2012 年在沙特被首次发现以来，连续 7 年持续导致散发

性的传染病。2015 年 5-7 月，韩国因一例 MERS-CoV 输入病例导致 186 人

感染、35 人病死，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 100 亿美元。2015 年 12 月 24 日

零时，韩国宣布 MERS 疫情结束。 

然而 MERS 疫苗的相关进展一直较为缓慢，2015 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公布

了 MERS 疫苗在动物实验中的效果良好。2016 年疫苗核心学术期刊

《Vaccine》显示，当年共 5 种技术平台至少 13 个公司在研 MERS 疫苗，仅

一款 DNA 疫苗进入临床一期实验，其它均处于临床前。直到 2019 年，《柳

叶刀传染病》上才首次报道了由 Inovio 和 GeneOne Life Science 共同开发

的 MERS 病毒疫苗(GLS-5300) I 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我们在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的临床研究信息系统中检索到，至少有 8 项

MERS 疫苗相关的研究仍在进行，其中进展最快的疫苗已进入临床二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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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信息库的 MERS疫苗研发（截至 2020 年 3月 20 日）  

 

资料来源：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临床信息库，川财证券研究所 

 

3.3 2003 年 SARS：大部分项目随着疫情结束而停摆 

2002 年 11 月 16 日 广东佛山发现首个非典病例。截至 2003 年 4 月 28 日，

北京累计确诊病例 1199 人，死亡 59 人。2003 年 6 月 8 日，北京首次迎来

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2003 年 6 月 24 日，世卫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

疫区名单中排除。 

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当时的疫苗类型选择非常有限，研发进展也比较缓

慢。2003 年 4 月，中央财政设立了 20 亿非典防止基金用于药物研发，而截

至 6 月申报的生物制品药物已经达到 206 项，疫苗研发项目达到 26 项。广

州甚至专门建立了生物科技园用于非典疫苗生产。2003 年夏天 SARS 疫情

基本结束，国内所有非典相关研发项目先后停摆。 

2004 年 12 月 5 日，中国科技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宣

布三部门共同组织的 SARS 灭活疫苗Ⅰ期临床的研究结果。这是世界上第一

个完成Ⅰ期临床试验的 SARS 疫苗，但是此时距离 SARS 疫情结束已经过去

了一年半。 

此后，许多基金会、制药公司和政府都先后停止了对研发机构的资金支持。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信息库显示，仅有三项 SARS病毒疫苗试验记录。其

中两项都被收回，未能开展；另一项在 2007年才完成临床一期试验，随后就

戛然而止，既因为临床病人招募困难，也因为相关疫苗的市场不复存在，商

业和科研动力随之消失。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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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信息库 SARS 疫苗相关研究搜索结果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川财证券研究所 

 

二、技术：当前新冠疫苗的主要技术路线有哪几种？ 

1. 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由完整病毒组成，其致病性丧失仍然保持病毒的全部或部分免疫

原性，接种后病毒抗原可以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达到保护作用。灭活疫

苗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在合适的细胞上培养筛选毒株，获得代表病

毒抗原特征、滴度较高并且稳定的病毒，用于建立作为以后大规模生产疫苗

的种子库。通过培养、灭活、提纯等过程制备候选疫苗，工艺较为简单，为

传统经典的疫苗制备方式。 

主要障碍在于两点：（1）对于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和免疫学机制的研究尚不

深入，灭活全病毒有可能携带有害成分；（2）目前活病毒培养要求在 P3 级

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产能会受到限制。 

 

图 4： 传统灭活疫苗的一般制备流程 

 

资料来源：互联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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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组亚单位疫苗（重组蛋白疫苗） 

重组亚单位疫苗：将某种病毒的目的抗原基因构建在表达载体上，将已构建

的表达蛋白载体转化到细菌、酵母或哺乳动物或昆虫细胞中，在一定的诱导

条件下，表达出大量的抗原蛋白，通过纯化后制备的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适合长期、规模化储备，但一般体积较小，免疫原性差，需要

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和佐剂增加其免疫原性。构建和设计以及有效性评价是关

键。 

本次智飞生物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就采用了重组蛋白

技术。 

 

图 5： 重组蛋白疫苗的一般流程 

 

资料来源：互联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3. 腺病毒载体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以腺病毒作为载体，将保护性抗原基因重组到腺病毒基因

组中，使用能表达保护性抗原基因的重组腺病毒制成的疫苗。 

腺病毒载体可能面临的问题是载体自身的免疫反应。机体预先存在的载体免

疫会影响载体疫苗的初次免疫效果，载体疫苗接种产生的载体免疫反应会影

响该疫苗再次免疫效果。研究显示默克的 HIV 疫苗 IIb 临床试验失败可能与

受试者事先存在的高水平腺病毒抗体有关。 

本次康希诺与军科院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就采用了腺病毒载体平台技术，表

达新型冠状病毒 S 蛋白。而此前康希诺获批的埃博拉疫苗也是基于腺病毒载

体平台。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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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一般流程 

 

资料来源：互联网, 川财证券研究所 

 

4.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利用减毒的流感病毒作为载体，携带 S 蛋白，共同

刺激人体产生针对两种病毒的抗体。 

 

5. 核酸疫苗（基因疫苗） 

核酸疫苗包括 RNA 疫苗和 DNA 疫苗，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快速制备，安全

性较好，但是目前全球没有类似的人用疫苗上市。 

mRNA 疫苗：其工作原理为携带细胞制造抗原蛋白指令的 mRNA，进入人体

后被细胞吞噬，细胞内的蛋白质制造工厂便根据指令，将抗原蛋白制造出

来，从而激活免疫系统，引起特异性的免疫反应。 

mRNA 不需要病毒或其蛋白质的实际样本，就能生产具有遗传密码的核酸

（药物/疫苗），指示人体自身的细胞从病毒中合成某些蛋白质，来引发免疫

反应。因此该技术相比传统疫苗，其研发和生产更快，可在短时间内针对病

毒关键靶点，合成多种不同抗原序列的 mRNA，并结合新型的载药技术制备

疫苗。 

针对本次新冠疫苗的研发，Moderna、Biontech（合作复星医药、辉瑞）、冠

昊生物（合作 ZY）以及国内的斯微生物等，均使用 mRNA 技术。而康泰生

物（合作 Inovio、艾棣维欣）使用 DNA 技术开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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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用 mRNA 来指导抗原蛋白的合成 

 

资料来源：Moderna官网,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审批：从研发到上市需要经历什么？ 

1. 以中美两国为例：疫苗的审批流程 

1.1 我国疫苗研发到上市的完整流程 

疫苗产品的研发主要分为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研究两个阶段，具体流程如下： 

临床前研究：包括疫苗毒株/细胞种子库建立、生产工艺研究、质量研究、稳

定性研究、动物安全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以及临床试验方案等。以病毒疫苗

为例，实验室阶段需进行毒株的筛选、必要的毒株减毒、毒株对培育细胞基

质适应及传代过程中的稳定性研究，并探索工艺质量稳定性，建立动物模型

等。在初步提示工艺可控、质量稳定及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可以向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进行临床试验。 

申报临床：企业需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送药学、药理毒理、临床等不

同专业的研究资料。生物制品药学、药理毒理学、临床等相关领域专家根据

国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疫苗相关的技术评价要求进行技术审评，符合

要求的获发疫苗临床试验批件。 

临床试验机构申请：企业获发疫苗临床批件后，根据国家《一次性疫苗临床

试验机构资格认定管理规定》选择符合要求的临床研究现场和临床研究者，

并向监管部门提出疫苗一次性临床试验机构认定申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核发一次性临床试验机构批件，方可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所用样品必

须在符合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的厂房生产，企业自

检结果和中检院检定结果均需合格。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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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期临床试验：初步考察人体安全性，一般受试者为几十至百例。鉴于首次进

行人体 I 期临床的重要性，国家专门发布《药物Ⅰ期临床试验管理指导原

则》。 

Ⅱ期临床试验：主要进行疫苗的剂量探索研究，以及初步的有效性评价并考

察进一步扩大人群后的安全性。一般受试者为几百到上千例。 

Ⅲ期临床试验：采用随机、盲法、安慰剂对照（或对照苗）设计，全面评价

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一般受试者为数千到几万例不等。该期是疫苗上市

获得注册批准的基础。若关键性Ⅲ期临床试验获得预期临床保护效果，安全

性良好，企业方可将临床数据资料递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报生产。 

 

图 8： 疫苗的一般研发流程 

 

资料来源：沃森生物招股书, 川财证券研究所 

 

生产批件：完成疫苗临床试验后，企业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要

求申请生产批件。经专家审评，认为疫苗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并经临床

数据核查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即发给企业生产现场检查通知。企业要

在 180 天内准备好符合 GMP 要求的生产车间，在检查组检查期间进行三批

生产车间系统验证，三批疫苗一致性系统验证，验证均为生产全过程的系统

性动态验证，包括从投料开始直至形成最终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并实施全

过程控制，对关键中间品进行抽样、检定。检查组将对三批检查期间的产品

现场封样，送中检院检定。待中检院检定合格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

现场动态检查结果、中检院检定结果，与注册审评意见进行三合一综合评

价，对认为安全、有效、工艺真实、质量可控的疫苗，将给企业核发生产批

件，附带质量标准、生产工艺和使用的说明书/标签。企业拿到生产批件后，

方可在 GMP 车间生产疫苗。 

疫苗上市后还要进行上市后扩大人群的 IV 期临床研究和观察，对疫苗在更大

规模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持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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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我国疫苗研发、生产、销售、流通等各环节的相关监管法规 

相关环节  相关监管法规 

全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临床前研究 《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GLP） 

临床试验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疫苗临床试验质量管理指

导原则》、《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药

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疫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工作技术指南》等 

疫苗注册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注册现场核查管理规定》 

疫苗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 

《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管

理办法》 

疫苗销售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SP）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 

疫苗接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 

异常反应处理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药品召回

管理办法》、《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 

资料来源：康泰生物招股书，川财证券研究所 

 

1.2 美国对于疫苗的审批流程 

FDA的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CBER）负责监管美国的疫苗。疫苗监管的

权限主要位于《公共卫生服务法》第 351 节以及《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

法》的特定部分中。疫苗的临床开发遵循与药物和其他生物制剂相同的一般

途径。 

新药研究申请（IND）：IND 包含了疫苗及其制造方法、质量控制测试，还包

括有关疫苗在动物试验中的安全性和引发保护性免疫应答（免疫原性）的能

力的信息，以及拟议的人类研究临床方案。 

上市前（许可前）疫苗临床试验，通常分三个阶段进行： 

I 期临床：针对健康志愿者，主要目的是观察新药对人体的安全性、是否产

生副作用、初期的药物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以及药物的分布、吸

收、代谢及排泄等。 

Ⅱ期临床：针对少数患者，主要了解试验新药的疗效，进行药理研究，确定

用途、短期毒性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确定药物的有效性，同时安全性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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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也是密切观察的对象。 

Ⅲ期临床：针对多数患者，目的在于全面研究药品安全性与疗效。针对不同

的人体族群、不同的计量、与其他药物的交互反应以及长效服药的副作用等

开展试验。 

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成功完成临床三期后，可以提交 BLA。BLA必须向

多学科的 FDA 审查小组提供进行风险/获益评估以及建议或反对批准药物的必

要有效性和安全性信息。 

在 FDA对新适应症的许可申请进行审查之后，申办者和 FDA可以将其发现结

果提交给疫苗和相关生物产品咨询委员会（VRBPAC）。该非 FDA专家委员会

（科学家，医师，生物统计学家和消费者代表）就建议的适应症疫苗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向管理局提供建议。同样在此阶段中，需通过生产设施及主要临

床试验基地的美国 FDA现场检查（Inspection）。 

 

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审批 

2.1 我国突发事件中疫苗管理的法律依据 

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涉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条

例如下： 

表格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涉及突发事件的相关法律依据 

  具体法条 

第十九条 对疾病预防、控制急需的疫苗和创新疫苗，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予以优先审评审批。 

第二十条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的疫苗或者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认定急需的其他疫苗，经评估获益大于风险的，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可以附条件批准疫苗注册申请。 

出现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

件，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传染病预防、控制需要提出紧急使

用疫苗的建议，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论证同意后可以在一

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使用。 

第二十八条 预防、控制传染病疫情或者应对突发事件急需的疫苗，经国务院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免予批签发。 

第五十七条 对批准疫苗注册申请时提出进一步研究要求的疫苗，疫苗上市许可持

有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研究；逾期未完成研究或者不能证明其获

益大于风险的，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处理，直至注销该

疫苗的药品注册证书。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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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的疫苗，在注册申请、批签发、

使用的范围及期限等范畴均有应急审批的依据，但需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要想获批上市进行人群的大规模接种，临床实验仍然是不可掉以轻心

的重要阶段。 

 

2.2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EUA）和同情用药制度 

紧急使用授权（EUA,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指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下，允许紧急使用未获批准的医药产品，或已获批准产品的未获批准的用

途。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可以授权特定医疗产品（药物、生物制品和医疗设

备）紧急使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截至目前，在本次新冠疫情中，FDA仅在体外诊断设备和个人防护医疗设备

的审批中使用了 EUA授权。 

药物同情使用（Compassionate use）：又称扩大使用（Expanded access）或

批准前使用（Pre-approval access），即尚处于研究阶段药物在临床试验外

给予患有严重或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使用。在美国和欧盟法律法规中，均明

确规定了药物同情使用条款。 

药物同情使用的申请方式有两种，即由发起人（制造商）或研究者单独递交

同情使用 IND，或在已有 IND中补充提交同情使用方案。医生（研究者）提

出申请，则应按照要求填写申请表，并获得研究用药物制造商的授权信。同

情用药还应当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 

 

表格 10.  美国对于同情用药的法条规定 

  当同情用药申请符合下列条件时，FDA 可批准该申请: 

1 患者患有严重的或直接危及生命的疾病，没有其他可比的、有效的替代疗法来

诊断、监测或治疗该疾病； 

2 具有足够的安全性、有效性证据支持研究药物的使用，该药物治疗的潜在风险

不能大于患者疾病的风险； 

3 该同情用药不会影响正常的药物临床试验； 

4 提交特定用途的同情用药申请，可以是在特定用途使用研究药物的研究用新

药申请（以下简称 IND），或者是对现有 IND申请的特定用途的拓展。 

资料来源：《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川财证券研究所 

 

同情用药限于对特定疾病、特定群体、特定病情的治疗，需要严格的适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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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同情用药不仅要符合法定的适用条件，也需经过患者、执业医师、伦理

审查委员会、企业和监管部门的同意后，才能适用于特定患者。 

 

四、资金：药企愿意为疫苗的诞生付出多少投入？ 

1. 投入：疫苗的全流程研发成本通常在 5 亿美元以上 

一支新疫苗的研发成本通常在 5亿-21 亿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制造商和疫

苗。 

默克-埃博拉疫苗： 2014 年 11月，默克支付 Newlink 5000万美元专利费，

接手了埃博拉疫苗的研发并开启临床实验；此后仅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

发展局（BARDA）就投入了超过 1.75亿美元支持默克的埃博拉疫苗研究。 

强生-埃博拉疫苗：截至 2014年 10月，强生已经为研发埃博拉疫苗投入了大

约 2亿美元资金。2015年 1月，欧盟下属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向其追加投资

1.16亿美元。BARDA也在 2015和 2017 年先后签署了价值 6900万美元和

44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 

Inovio-MERS 疫苗：2018年流感准备创新联盟（CEPI）资助其 5600万元。目

前进入 MERS 疫苗二期临床。 

 

2. 回报：时效性至关重要 

2009年 9月 3日，北京科兴甲型 H1N1 流感疫苗获批 CFDA注册申请，成为全

球首支甲型 H1N1 人用疫苗。截至当年年底，科兴生物仅用了一个季度，便售

出 H1N1疫苗 1008万剂，带来收入 297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2.07 亿）。 

然而 2010年，科兴生物的 H1N1疫苗全年销售额降至 720万美元。主要原因

有两点：（1）随着 2010年全球疫情的退潮，接种需求明显下滑。（2）与我国

疫苗实施分类监管有关。当 2009年甲型 H1N1流感爆发时，政府紧急采购疫

苗并免费接种，然而 2010年大流感在全球退潮，H1N1疫苗随即被列入二

类，政府不再采购，由国民自费、自愿接种，接种人群便大幅下降。 

因此，疫苗的时效性和商业可行性也是药企投入研发的考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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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研：当前全球在研新冠病毒疫苗 

1. 全球在研新冠疫苗部分汇总 

 

表格 11. 全球在研新冠疫苗部分整理 

机构 合作单位 技术 进展 

Moderna NIH mRNA  进入临床一期（3.16） 

康希诺 军科院军事医学研究所 腺病毒载体 进入临床一期（3.17） 

复星医药 Pfizer、BioNTech  mRNA 预计最快 4 月启动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康泰生物 Inovio Pharmaceuticals、北

京艾棣维欣 

DNA 预计最快 4 月启动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冠昊生物 ZY TherapeuticsInc mRNA  2 月 3 日公告，拟确定 1-2 个候选药

物，由 ZY 做成制剂开展临床前研究。 

智飞生物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重组蛋白 2 月 21 日表示，已完成疫苗的设计，

正在动物体内进行免疫效果的验证。 

沃森生物  重组基因工程

等 

上海泽润、昆明北部研发中心分别在

研重组基因工程、DNA 疫苗，也在和

苏州一家企业研发 mRNA 疫苗 

贝达药业 北京鼎成、瑞普基因等 通用型DC疫苗  

博雅生物 罗益(无锡)生物制药等 未公布 2 月 10 日申报了“新冠病毒疫苗制备

和临床前测试”项目 

华兰生物  未公布  

科兴生物  未公布  

步长制药 浙江天元生物、浙江大学 未公布  

中生集团  灭活病毒疫苗  

成大生物 清华大学 蛋白  

成都生研所 四川省人民医院等 蛋白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人源细胞载体  

斯微生物 同济大学 mRNA  

艾博生物  mRNA  

中科院  mRNA  

蓝鹊生物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 mRNA  

帝国理工  mRNA  

ARCT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 mRNA  

CureVac  mRNA  

Takis Biotech Applied DNA Sciences DNA  

Zydus Cadila  DNA、减活  

浙江省 CDC 浙大一院、杭州医学院 灭活、核酸等  

AIM Vaccine  抗体、灭活  

Institut Pasteur 减活  

Codagenix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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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合作单位 技术 进展 

GSK CEPI 佐剂  

天津大学  蛋白  

Generex Biotechnology 蛋白  

Novavax  蛋白  

睿诚海汇 iBio 蛋白  

复旦大学 德州大学医学部等 蛋白  

ImmunoPrecise Antibodies 蛋白  

萨省大学  蛋白  

Sanofi   蛋白  

ExpreS2ion  蛋白  

昆士兰大学  蛋白  

Vaxil Bio  蛋白  

恒元生物 Laval university 等 病毒载体  

博沃生物 GeoVax Labs 病毒载体  

强生  病毒载体  

牛津大学  病毒载体  

Altimmune  病毒载体  

Greffex  病毒载体  

Tonix Southern Research Institute 病毒载体  

Vaxart  病毒载体  

MIGAL Galilee Research  Institute 未公布  

匹兹堡大学  未公布  

华盛顿大学  未公布  

北生所  未公布  

祥瑞生物  未公布  

长春卓谊  未公布  

中科生物  未公布  

中逸安科  未公布  

医科院  未公布  

香港大学  未公布  

艾美生物  未公布  

宇之波生物  未公布  

资料来源：WHO，公司官网、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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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与研发的部分国内上市公司 

 

表格 12. 参与新冠疫苗研发的部分上市公司估值比较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

（元） 

总市值

（亿元） 

EPS（元/股） PE(X) PB(X)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2019E 

002007.SZ 华兰生物 43.20 574 1.23 0.92 1.21 1.42 35.3 47.0 35.6 30.5 9.3 

300122.SZ 智飞生物 59.69 937 0.91 1.48 2.14 2.71 65.8 40.3 27.9 22.0 16.6 

300142.SZ 沃森生物 30.29 461 0.68 0.09 0.68 0.93 44.5 321.2 44.5 32.6 9.5 

300601.SZ 康泰生物 100.26 661 0.70 0.90 1.25 2.07 143.2 110.9 80.5 48.5 23.5 

300294.SZ 博雅生物 35.55 148 1.11 1.00 1.46 1.81 32.0 35.6 24.3 19.6 3.9 

002581.SZ 未名医药 12.68 92 -0.15 0.06   -87.3 221.7   3.5 

300238.SZ 冠昊生物 18.02 48 0.17 -1.68   106.0 -10.7   6.5 

300558.SZ 贝达药业 66.30 268 0.42 0.56 0.69 0.90 157.9 118.4 95.6 74.0 11.1 

600196.SH 复星医药 29.56 765 1.07 1.32 1.42 1.73 27.6 22.4 20.9 17.1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股价为 2020/3/20 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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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研发失败的风险 

 

产品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风险 

 

行业生产安全性风险 

 

行业的政策风险 

 

疫情发展超出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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