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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苗研发是国内疫苗技术跃升到国际一流水平、实现弯道追赶的空前良机

在新冠疫苗的全球研发竞赛中，新型疫苗技术大放异彩。在新冠疫苗极速审批和多方合作的研发模式下，国内疫苗企业迎来快速实现技术升级的空

前良机。新冠研发中三代的病毒载体技术被广泛使用，DNA疫苗有望通过新冠疫苗品种完成首次验证，RNA疫苗技术已经见到顺利获批的曙光。

二代疫苗的佐剂技术和抗原结构设计技术也多点开花。尤其是在三代疫苗技术上国内企业已经与国际前沿接轨，这种平台型技术帮助国内企业跨越

和国际巨头在二代技术上的鸿沟，实现弯道追赶。

➢ 国际疫苗巨头已应用创新技术布局下一代大品种，新技术大有可为

国际疫苗巨头在上一代大品种之后已经将目光投向新型技术的开发和下一代大品种。技术方面以病毒载体疫苗技术和mRNA疫苗技术为代表的三

代疫苗和新型佐剂、抗原结构设计等技术加持的二代疫苗成为创新主力。基于创新型技术，下一代大品种趋势已酝酿成熟。除了多联多价品种外，

从有到优的结核杆菌疫苗、尚未攻克的RSV疫苗、延展到治疗属性的乙肝疫苗和肿瘤疫苗等都成为热门研发方向。

➢ 国产大品种放量成燎原之势，自主创新周期崭露星星之火，疫苗行业开启十年成长长周期

国内疫苗企业不同于国际企业，在疫苗品种的进程上仍处于仿创品种追赶阶段，当前正处于国产大品种开始放量的新阶段之初，仿创PCV13、

HPV疫苗等已现燎原之势；而在国际前沿品种研发上国内企业也初见成效，新型技术平台多点开花，点燃自主创新的星星之火。疫苗行业已经历

2010年前一类疫苗供应阶段、2011-2020年二类品种管线拓宽产品大幅丰富两个阶段，当下国产大品种放量阶段刚刚开启，有望支撑未来5年业

绩增长。新冠研发带动的三代疫苗技术是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而自创国际大品种将是未来10年国内疫苗市场的强劲推动力，因此以新冠疫

苗研发为契机，我国疫苗产业将开启自主创新大周期。

建议关注：在新冠研发中布局三代平台型技术的创新型企业研发潜力可期，建议关注沃森生物、康泰生物、华兰生物、康希诺生物；在二代技术和

品种上，部分企业纵向开拓，研发管线囊括多个重磅品种，业绩有望快速增长，建议关注智飞生物、万泰生物。

风险提示：新冠疫苗研发失败，新技术应用进展低于预期、新品种研发进展低于预期、行业黑天鹅事件、政策变化风险、企业经营管理风险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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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2020-11-12 评级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300142.SZ 沃森生物 46.00 买入 0.09 0.65 1.00 1.35 511.11 70.77 46.00 34.07

300601.SZ 康泰生物 162.95 增持 0.84 1.21 1.87 3.14 193.99 134.67 87.14 51.89

300122.SZ 智飞生物 135.00 买入 1.48 2.01 2.67 3.35 91.22 67.16 50.56 40.30

300841.SZ 康华生物 503.02 买入 3.11 7.07 10.94 16.18 161.74 71.15 45.98 31.09

002007.SZ 华兰生物 44.33 买入 0.70 0.87 1.08 1.30 63.33 50.95 41.05 34.10

000661.SZ 长春高新 350.11 买入 4.39 7.22 9.40 11.82 79.75 48.49 37.25 29.62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摘要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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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疫情持续恶化，亟需有效的疫苗：截至2020年11月12日，海外新冠肺炎确

诊累计约5180万人，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达到127万人，全球疫情将长期处于失

控状态，疫苗作为预防型手段，阻断疫情传播扩散的根本措施，其重要性凸显。

➢全球企业共赴新冠研发，三代技术成为亮点，mRNA疫苗向成功获批大步迈进：

目前已申报临床的疫苗品种达202种，并有10个品种进入临床3期，其中包括核

酸疫苗、病毒载体疫苗三代疫苗技术的应用成为亮点。最早公布3期临床初步数

据的BioNTech/辉瑞mRNA疫苗品种已经取得接种后7天超过90%保护率的成果，

mRNA技术在三代疫苗品种竞赛中一马当先，同时也向技术平台成功验证迈出

一大步。

图：全球新冠疫苗临床阶段研发进度

图：疫苗研发进度统计

资料来源：WHO，腾讯新闻，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全球疫苗企业加速推进新冠疫苗研发，三代技术成为亮点，mRNA疫苗向成功获批大步迈进

Ⅰ期 Ⅰ/Ⅱ期 Ⅱ期 Ⅲ期
科兴生物 灭活疫苗
武汉生物所/国药集团 灭活疫苗
北京生物所/国药集团 灭活疫苗
牛津大学/阿斯利康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Moderna/NIAID mRNA疫苗
康希诺/军研所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BioNTech/复星医药/辉瑞 mRNA疫苗
Gamaleya Research Institute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Novavax 蛋白亚单位疫苗
Jansse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智飞生物/中科院微生物所 蛋白亚单位疫苗
Curevac mRNA疫苗
民海生物 灭活疫苗
Cadila DNA疫苗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灭活疫苗
哈萨克斯坦生物安全问题研究所 灭活疫苗
Bharat Biotech 全病毒灭活疫苗
Symvivo DNA疫苗
Inovio /国际疫苗研究所 DNA疫苗
赛诺菲巴斯德所/GSK 蛋白亚单位疫苗
以色列生物研究所/Weizmann Inst. of Science 复制型病毒载体
SpyBiotech/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VLP

Arcturus/Duke-NUS RNA

大阪大学/ AnGes/ Takara Bio DNA疫苗+佐剂
Kentucky Bioprocessing 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
Arcturus/Duke-NUS mRNA疫苗
ImmunityBio, Inc. & NantKwest Inc.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ReiThera/LEUKOCARE/Univercells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康希诺生物/军科院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Vaxart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Ludwig-Maximilians - University of Munich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
帝国理工学院 saRNA疫苗
Genexine DNA疫苗
三叶草生物制药公司/GSK/Dynavax 蛋白亚单位疫苗
Vaxine /Medytox 蛋白亚单位疫苗
Medigen Vaccine Biologics Corporation/NIAID/Dynavax蛋白亚单位疫苗
Instituto Finlay de Vacunas, Cuba 蛋白亚单位疫苗
Instituto Finlay de Vacunas, Cuba 蛋白亚单位疫苗
FBRI SRC VB VECTOR, Rospotrebnadzor, Koltsovo蛋白亚单位疫苗
华西医院 蛋白亚单位疫苗
University Hospital Tuebingen 蛋白亚单位疫苗
COVAXX / United Biomedical Inc. Asia 蛋白亚单位疫苗
MSD/IAVI 复制型病毒载体
巴斯德所Pasteur/Themis/Univ. of Pittsburg CVR/MSD复制型病毒载体
昆士兰大学/CSL/Seqirus 蛋白亚单位疫苗
军科院/沃森生物/苏州艾博 mRNA疫苗
ReiThera/LEUKOCARE/Univercells 非复制型腺病毒载体疫苗
北京万泰/厦门大学 复制型病毒载体
Medicago Inc 植物源性VLP

研发机构 疫苗类型 临床前
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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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技术不断发展，向三代疫苗迈进

资料来源：《 An Overview of History, Evolution, and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Generations of Vaccines 》，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疫苗的预防属性：疫苗通过让健康人的免疫系统提前识别病原体以形成记忆，从而在真正感染时迅速形成高水平免疫应答以实现预防效果。

➢疫苗向三代疫苗迈进：疫苗的升级是抗原从完整到精准，平台从专用到通用，免疫应答从单一到全面的过程。一代苗是使用完整的病原体作为疫苗，包括

减毒疫苗和灭活疫苗。二代疫苗将抗原精简为病原体的蛋白或多糖，可以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来实现抗原设计，并在体外表达、提纯。三代疫苗则是将抗原

简化成顶层的核酸物质，接种后借用人体细胞实现一步到位的胞内抗原表达。当前疫苗技术升级正处于二代疫苗向三代疫苗迈进的节点，新冠疫苗的研发

加速了三代疫苗技术的应用与成熟。三类疫苗平台各有特点，三代疫苗在研发速度、产业化、以及疫苗的免疫原性上优势明显，未来应用前景良好。

图：疫苗技术和关系

技术平台
特点

优势 劣势
平台定
位研发速

度
产业化能
力

上市产
品验证

灭活疫苗 中等 较高 是
工艺成熟、制
备简便

免疫原性弱，需多
次免疫

一代疫苗

减毒疫苗 慢 较高 是
免疫力持久，
工艺成熟

储运要求高，安全
性差，有毒性逆转

风险

重组蛋白亚单位疫
苗

较快 高 是
安全性好，稳
定性好

持久性和免疫力较
弱，通常需要佐剂

配合使用
二代疫苗

类病毒颗粒疫苗 较快 高 是
可诱导体液免
疫和细胞免疫

对生物发酵技术和
质粒提纯技术要求

高

非复制性病毒载体
疫苗

中等 高 否 可有效诱导体
液免疫和细胞

免疫

对病毒载体的纯度
和活性要求高，机
体易对宿主病毒产
生免疫反应

三代疫苗

复制性病毒载体疫
苗

中等 高 是

核酸
疫苗

DNA疫
苗

快 高 否
研发速度快、
免疫原性好。

细胞内传递效果差；
DNA疫苗存在染色
体整合治癌风险，
mRNA稳定性差

RNA疫
苗

快 高 否

图：三代次疫苗技术平台及特点

完整病原体 蛋白质/多糖 RNA和DNA

二代苗一代苗 三代苗技术升级

构成顺序

适用性

细胞免疫

灭活疫苗、减毒疫苗 亚单位疫苗 mRNA疫苗
DNA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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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疫苗更符合理想疫苗的标准

➢ 冠状病毒通过S蛋白结合ACE2进入细胞后，在人体细胞中进行复制和释放，从

人体防御机制上看，病毒会被抗原呈递细胞摄入，展现给辅助性T细胞，以激活

B细胞产生抗体、细胞毒性T细胞识别并摧毁病毒的感染细胞。

➢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对疫苗均很重要。从免疫效果上看，新冠疫苗的理想目标，

是能够激发高水平的特异性抗体免疫反应，产生足够的抗体在病毒尚未感染细

胞之前就将它们消灭。这种免疫状态能够让接种者对病毒达到完全免疫，不会

表现出疾病症状，而且病毒在体内也无法存活和传播。另一种“有效”方式则

是疫苗激发的免疫反应虽然不足以完全防止病毒感染细胞，但是在病毒感染细

胞之后能够迅速将它们消灭，大幅度减轻接种人群的疾病症状。这时疫苗激发

的抗体免疫反应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抗体免疫反应与T细胞免疫反应的结合，能

够迅速杀死受到感染的细胞和细胞内的病毒。

➢ 从疫苗开发角度看，结合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理想的新冠疫苗应具备以下几

个特性：

1）可激发广泛的免疫应答：体液免疫（包含粘膜免疫）、细胞免疫

2）可刺激B细胞产生强中和抗体，非中和抗体产生少

3）可激活以TH1为主的CD4+T细胞（辅助T细胞）和CD8+T细胞（细胞毒性T细

胞）

➢三代疫苗的优势在于其优异的免疫原性，可有效的诱导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非常契合理想疫苗的特征。

图：COVID-19感染人体细胞并诱发免疫反应的机制

资料来源：《The race for coronavirus vaccines: a graphical guide》，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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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疫苗平台型技术优势良多

病毒载体疫苗 DNA疫苗 RNA疫苗

生产工艺简便、产能高 ✓ ✓ ✓

诱导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 ✓ ✓

研发周期短 ✓ ✓ ✓

平台型技术研发快
管线易拓展

✓ ✓ ✓

多联多价能力 ✓ ✓ ✓

高于传统疫苗的抗原编码能力 ✓

自体免疫刺激效应 ✓

单位核酸抗原扩增能力 ✓

➢三代疫苗优点良多：三代疫苗平台包含病毒载体疫苗、DNA疫苗、RNA疫苗三类技术，三类技术有很多共同的优点，例如技术平台的延用可以缩短安

全审批等方面的研发时间，并可以通过改变技术平台上搭载的抗原核酸序列实现疫苗品种的迅速拓展。三代疫苗制备过程省略了细胞培养的过程，大

幅缩短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周期，且核酸作为抗原制备简易，提高了产量。免疫反应方面，由于三代疫苗可以在胞内表达，模拟病原体感染过程，因此

在免疫应答诱发上更均衡全面。

表：代表性三代疫苗技术特点

资料来源：《mRNA as a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to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9资料来源：《New Vaccine Technologies to Combat Outbreak Situations 》，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三代疫苗技术占据新冠研发半壁江山

6

12

17

初代疫苗 二代疫苗 三代疫苗

图：临床阶段新冠疫苗技术平台分布（个）

图：历次疫情爆发和三代疫苗开发时间点 图：临床前新冠疫苗技术平台分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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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疫苗技术趋于成熟，在新冠研发品种中占比50%：三代疫苗技术从2003年开始在以往的流行性疾病上尝试研发，到2015年前后在寨卡病毒、埃博

拉病毒、流感疫苗研发中广泛使用，十余年的尝试促进了三代技术的成熟。在新冠疫情突然爆发的局面下，病毒载体疫苗、DNA疫苗、RNA疫苗的三

代疫苗技术平台集体亮相，当前临床和临床前阶段品种占比都接近50%。mRNA疫苗技术更是后来居上，率先披露三期保护率初步数据，已临近顺利

获批的关键节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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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体疫苗-三代疫苗先行者

资料来源：WHO，《Multivalent and Multipathogen Viral Vector Vaccines》，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病毒载体 核酸类型 在研品种

腺病毒 dsDNA

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多联苗

埃博拉多价苗

流感多价苗

马尔堡病毒多价苗

新冠肺炎疫苗

柯萨基病毒 ssRNA 心肌炎

流感病毒 ssRNA
呼吸道感染/麻疹多联苗

新冠肺炎疫苗

麻疹病毒 ssRNA 麻疹联合

乙肝疫苗

HPV疫苗

HIV疫苗

SARS疫苗

登革热疫苗

安卡拉病毒 dsDNA
H5N1多价流感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

水痘-带疱病毒 dsDNA 水痘/带疱/腮腺炎三联苗

仙台病毒疫苗 ssRNA 新冠肺炎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是唯一获批过的的三代疫苗技术，是当前疫苗技术升级的重点方向之一，候选的病毒载体和相应的疫苗品种在不断的丰富。衡量病毒载

体质量的主要标准：插入基因序列在病毒基因组上的稳定性；诱导免疫反应的能力；安全性；大规模生产的潜力。当前已经有人类腺病毒、痘病毒、

麻疹病毒等应用到疫苗研发中，目前在研的病毒载体疫苗品类广泛，针对埃博拉病毒的腺病毒载体和rVSV载体疫苗已经获批，新冠品种中包含多种病

毒载体平台。

图：病毒载体疫苗构建及原理示意图 表：主要候选病毒载体和在研品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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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体疫苗平台已在埃博拉病毒疫苗研发中获批

资料来源：康希诺生物招股说明书，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病毒载体技术在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引发的研发热潮中广泛使用并首次有产品获批。2019年11月11日，默沙东rVSV-ZEBOV获欧洲药物

管理局（EMA）有条件批准上市；2019年12月20日，获美国FDA批准上市，品牌名为ERVEBO®，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的主动免疫，以预防由扎伊

尔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病毒病。2020年2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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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几内亚完成的

临床三期实验数据显示ERVEBO保护率达100%。

➢ Ad5-EBOV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和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共同研发，是一种5型腺病毒载体埃博拉病毒病疫苗。该疫苗于

2017年10月获得中国新药申请批准，注册分类为1类预防用生物制品，已申请作为应急使用及国家储备，是我国第一款获批的埃博拉疫苗。二期临床结

果显示，在安全性良好的前提下，疫苗的抗体阳转率达96%。

➢俄罗斯的gamaleya研究所针对埃博拉病毒开发2剂的rVSV/Ad5 GamEvac联合疫苗,在临床一期和临床二期未见疫苗相关严重不良反应，现已在俄罗

斯获批上市并开展四期临床。

➢除了上述三种获批品种外，杨森制药的Ad26病毒载体品种Ad26.ZEBOV正在美国进行Ⅲ期临床试验。

疫苗/在研疫苗 生产商/研发企业 研发阶段

Ad5-EBOV 康希诺生物 在中国获批作为应急使用及国家储备

GamEvac联合疫苗 Gameleya研究所 于俄罗斯获批开展上市后Ⅳ期临床试验

VSV-ZEBOV 默沙东 已获得欧盟和FDA批准上市

Ad26.ZEBOV 杨森制药 在美国进行Ⅲ期临床试验

图：应用病毒载体技术的埃博拉病毒疫苗重点品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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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利康黑猩猩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良好的安全性与免疫应答
➢体液免疫：COV001是一项设盲、多中心、随机对照1/2期临床试验，共有1077例健康成人受试者参加，年龄18-55岁，并按剂量分为单次注射和28天第二

次注射，以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注射组作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在接受一剂ChAdOx1 nCoV-19接种的志愿者中，与针对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抗体水平在

接种后第28天达到峰值，在接种后56天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在两次接种疫苗的志愿者中，针对S蛋白的抗体水平显著高于接种一次疫苗的志愿者。在接种

后1个月，91%的接种一剂疫苗的参与者和100%接受第二次接种的参与者中观察到了有效削弱新冠病毒活性的中和抗体。中和抗体水平与COVID-19康复期

患者相当。

➢细胞免疫：研究人员也使用了特异性干扰素γ酶联免疫斑点测定对志愿者的T细胞免疫反应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志愿者在接种疫苗后第7天就出现细

胞免疫反应，这一免疫反应在接种疫苗14天后达到峰值，并且在接种后第56天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安全性：ChAdOx1 nCoV-19组出现一次性局部和全身反应，与既往试验和其他腺病毒载体疫苗相当。包括暂时性注射部位疼痛和压痛、轻度至中度头痛、

疲乏、寒战、发热、不适和肌肉疼痛。试验未报告严重不良事件，使用预防性对乙酰氨基酚（一种止痛药）后反应减轻，第二次给药后不良事件发生频率

降低。此疫苗的2b/3期临床试验已经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展开。在英国已经有4000名志愿者入组，预计将再注册1万名志愿者。在巴西进行的临床试验计划

注册5000名志愿者。

图：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技术检测接种后抗体水平 图：酶联免疫斑点技术检测接种后γ干扰素表达水平

资料来源：《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the ChAdOx1 nCoV-19 vaccine against SARS-CoV-2: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phase 1/2, single-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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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希诺生物-腺病毒载体疫苗二期临床试验显示良好的细胞免疫应答

实验结果

28天

低剂量 中剂量 P-value

抗S蛋白抗体滴度

GMT 571.0 656.5 p<0·0001

四倍抗体（%） 97% 96% p<0·0001

抗S蛋白中和抗体滴度

GMT 18.3 19.5 p<0·0001

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剂量 中剂量 安慰剂
P-

value

不良反应 98 (76%) 196 (77%) 61 (48%)
<0·00

01

3级副反应 1 (1%) 24 (9%) 2 (2%)
0·000

2

➢实验设计：单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组分为低剂量5×1010颗粒和中剂量1×1011 组。

➢低剂量组抗体水平达标：在两种剂量组中，28天时RBD特异性的ELISA抗体滴度的峰值是656.5和571.0，血清阳转率分别为96%和97%。两个剂量组

都诱导了明显的新冠病毒SARS-CoV-2的中和抗体反应，1×1011 Vp和5×1010 VP剂量组的GMT分别为19.5和18.3。在1×1011病毒颗粒剂量组253人

中有227人，占比90%，及5×1010病毒颗粒剂量组的129中有113人，占比88%，观察到了特异性的γ干扰素酶联免疫斑点反应阳性结果。中低剂量组

分别有24人(9%)以及1人(1%)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但是整个临床试验无严重不良反应。

➢试验结果表现良好的细胞免疫：临床数显示该疫苗能够成功诱发Th1型CD4+T细胞的免疫应答,相关细胞因子IFN-γ表达量显著升高。

表：体液免疫和安全性 表：Th1型免疫应答细胞因子IFN-γ表达量显著升高

资料来源：《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a recombinant adenovirus type-5-vectored COVID-19 vaccine in healthy adults aged 18 years or older: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2 trial》，
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14

鼻喷疫苗叠加病毒载体平台助力新冠研发

资料来源：《Defending the mucosa: adjuvant and carrier formulations for mucosal immunity》，《Mucosal immunity and vaccines》，《The development of mucosal vaccines for both mucosal and systemic 
immune induction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adjuvants》，《An adenovirus-vectored COVID-19 vaccine confers protection from SARS-COV-2 challenge in rhesus macaques》，澎湃网，WHO，天风证券研究所
整理

➢鼻喷疫苗可激活呼吸道粘膜免疫，对新冠病毒预防有独特优势。大多数的感染性疾病都是经粘膜入侵人体，粘膜免疫是人体抵抗病原体的第一道屏障，可以通

过局部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协同作用实现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应答，从而第一时间扑灭入侵的病原体。已获批的粘膜免疫疫苗主要是针对各类病原体的一代

疫苗。对应到新冠病毒，呼吸道粘膜的局部免疫就成为重中之重。鼻喷新冠肺炎疫苗可以模拟呼吸道病毒感染过程，激活呼吸道粘膜免疫应答，叠加三代病毒

载体技术在兼顾安全性的同时或对新冠病毒起到独到的预防效果。另外，鼻腔喷雾的接种方式简便高效，让接种者避免了打针的痛苦，能够促进疫苗的推广。

➢北京万泰与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合作，利用减毒流感病毒载体平台开发鼻喷新冠肺炎疫苗可以模拟呼吸道病毒感染过程，激活呼吸道粘膜免疫应答，叠加三代

病毒载体技术在兼顾安全性的同时或对新冠病毒起到独到的预防效果。现已进入临床Ⅰ期；百克生物同样与香港大学、厦门大学合作研发冻干鼻喷重组新冠疫

苗（流感病毒载体），目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恩宝生物与华兰生物合作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在动物实验观察到鼻喷免疫组可引起全身和肺部抗体响应，

并在攻毒实验中达到保护效果。

➢粘膜免疫疫苗的免疫耐受效果可延用到自身免疫病和过敏型疾病的治疗中，应用领域广阔，并且结合三代病毒载体技术或可发挥平台型技术的优势实现产品端

的快速突破。

图：粘膜系统和粘膜免疫 图：鼻喷新冠疫苗在研品种

应用领域

传染性疾病

呼吸道感染

自身免疫病

过敏性疾病

图：呼吸道粘膜免疫疫苗潜在应用领域

机构 技术平台

万泰生物 流感病毒鼻喷疫苗

华兰生物/恩宝生物 流感病毒鼻喷疫苗

eTheRNA RNA鼻喷疫苗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Ad5病毒载体鼻喷疫苗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亚单位蛋白鼻喷疫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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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疫苗技术优点良多

资料来源：WHO，《MOLECULAR MEDICINE DNA VACCINES》，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 DNA疫苗技术体现三代疫苗优势。DNA疫苗将含有编码的蛋白基因序列的质粒载体，经肌肉注射导入体内，通过宿主细胞表达抗原蛋白，进而诱导体

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尽管需要特定辅助系统，但DNA疫苗制备相对简单，易于大规模生产，在产业化方面优势明显；DNA疫苗制备工艺稳定性好，可

重复性高，生产成本低，生产周期短，优点突出。DNA疫苗虽然有潜在致癌风险，但目前仍未得到验证。

图：DNA疫苗原理 图：DNA疫苗特点

优点 缺点

诱导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有潜在致癌风险

研发快（设计快） 需要特定系统辅助DNA进入细胞核

制备工艺（稳定性、可重复性、质
量可控性）

生产流程周期短、产能高（低成本
量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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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新冠疫苗研发进展顺利

资料来源：WHO，Clinical Trials.gov ，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机构 临床阶段 类型

Inovio&艾棣维欣 Phase Ⅰ 电穿孔技术的DNA质粒疫苗

Osaka University/ AnGes/ 

Takara Bio 
Phase Ⅰ 佐剂结合DNA质粒疫苗

Cadila Healthcare Limited 
Phase Ⅰ DNA质粒疫苗

Genexine Consortium Phase Ⅰ DNA疫苗（GX-19）

图：新冠疫苗中处于临床阶段的DNA疫苗

➢艾棣维欣与Inovio合作研发的INO-4800临床1期结果表明安全性良好，且观察到明显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试验包括40名18至50岁的健康成年人，

他们分别接受了两次疫苗接种，间隔28天，剂量为1.0mg和2.0mg两组。所有10例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均为1级，大多数为局部注射部位发红。没有严

重不良事件。两次注射后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总阳性率为94%。另有三个DNA疫苗品种已进入临床Ⅰ期。

➢ DNA新冠疫苗或是首个落地的DNA疫苗。在新冠爆发前DNA疫苗已经成为其它主流传染病的研发解决方案之一，例如寨卡病毒、登革热、埃博拉病毒，

目前相关进度多处于临床一期阶段。新冠疫苗可能凭借快速审批模式成为首个获批产品。

疾病 品种 临床阶段

寨卡病毒

VRC320 Phase Ⅰ

ZKADNA085-00-VP Phase Ⅰ

VRC705 Phase Ⅱ

登革热
D1ME100

Phase Ⅰ
GLS-5700

流感 VRC-FLUDNA082-00-VP Phase Ⅰ

埃博拉 INO-4201 Phase Ⅰ

图：其它类型DNA疫苗的研发进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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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疫苗-最新型的三代疫苗

➢ mRNA疫苗技术是最新的三代疫苗技术，克服递送系统难题后凸显其技术优势。早在90年代，核酸疫苗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mRNA技术经过近三十

年的技术改进，近年来在研发尝试中试错逐渐趋于成熟。mRNA疫苗不仅能够全面的诱导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应答，并且RNA本身可以作为激活DC细

胞TLR样受体的配体以达到刺激Ⅰ型干扰素分泌及其下游基因的响应，进而抑制病毒复制、增强抗病毒的效果。而mRNA疫苗技术平台的研发快，成

本低，制备周期短等优势也得到了发挥的空间。

图：mRNA疫苗注射后诱发适应性免疫的过程

资料来源：《Three decades of messenger RNA vaccine development》，《mRNA vaccines — a new era in vaccinology》，《mRNA as a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to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特点 疫苗改进

高度模拟病毒感染自然过程 刺激更全面、更强烈的免疫应答

囊括多种抗原编码序列
更容易实现多联多价设计，避免多

抗原拼接

基于基因序列设计，序列扩增速度快，
规模大

研发快，产量高

平台型技术、通用的生产流程和设备 成本低、扩充产品管线迅速

图：mRNA疫苗特点和对新型疫苗的重要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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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技术已趋于成熟

图：新冠研发中前沿mRNA疫苗企业对比

资料来源：《COVID-19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a potential nanomaterial path forward》，《Tools for translation: non-viral materials for therapeutic mRNA delivery》，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moderna 艾博生物 BioNTech CUREVAC

成立时间 2010 2019 2008 2000

递送手段 LNP(自主研发） LNP(自主研发） LNP（合作获得） LNP（合作获得）

疾病类型
疫苗、罕见病、肿瘤免疫（瘤
内注射）、抗体（静脉、肝脏）

传染病疫苗，肿瘤免疫
（静脉注射），双抗，

罕见病

疫苗、罕见病、肿瘤免
疫（瘤内注射）、抗体
（静脉、肝脏）

疫苗、罕见病、肿瘤免
疫（瘤内注射）

➢ mRNA技术在递送系统和医疗应

用场景上经过多年的尝试和改进

逐渐成熟。由于mRNA的稳定性

差，递送系统成为了mRNA技术

的关键。1960s年代mRNA被人

类发现，自90s年代开始研究人

员不断探索体外mRNA如何通过

合适的递送系统稳定运送至体内

环境，包括脂质体、鱼精蛋白、

电穿孔等方法，2017年在mRNA

寨卡疫苗中首次亮相的LNP系统

因其稳定的递送效果成为当前国

际上多数mRNA技术相关企业的

共同选择。另外通过mRNA修饰

的方法可以改善免疫原性、半衰

期、表达稳定性。可以说mRNA

疫苗技术已经做好了在新冠研发

中规模化应用的准备。

图：mRNA技术的递送系统和医疗应用发展史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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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Tech/辉瑞BNT162b2三期初步数据显示保护率达90%以上，向技术平台成功验证大步迈进

➢ BioNTech/辉瑞mRNA技术路径新冠品种BNT162b2成为首个披露临床三期初步数据的品种，数据显示完成接种后7天保护率超过90%，新技术路径成

功验证的确定性大幅提高。公司计划在11月第三周安全性评价达标后向EUA和FDA提交紧急使用申请。

➢临床实验共入组近4.4万人，首针接种后21天接种第二剂，第28天数据显示疫苗保护率达90%以上，且目前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目前该实验已记录

94个确诊病例，将继续收集确诊病例到164例以收集更多数据来定位疫苗对其他研究终点的表现。

➢公司预计在2020年供应5,000万剂，在2021全年供应13亿剂。

➢回顾之前披露的美、德两地临床1/2期数据，均观察到良好的中和抗体反应和细胞免疫应答。

图： 1/2期临床试验（美国）观测到高滴度中和抗体反应 图： 1/2期临床试验（德国）观测到的细胞免疫反应

图： 1/2期临床试验（德国）观测到高滴度中和抗体反应

资料来源：《Phase 1/2 Study to Describe the 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a COVID-19 RNA Vaccine Candidate (BNT162b1) in Adults 18 to 55 Years of Age: Interim Report》，
《Concurrent human antibody and TH1 type T-cell responses elicited by a COVID-19 RNA vaccine》，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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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a的新冠疫苗mRNA-1273临床一期结果向好

➢ mRNA-1273兼顾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且呈现Th1偏向型T细胞免疫反应。 Moderna作为RNA技术的前沿代表之一，在新冠疫苗研发前已布局多种

mRNA疫苗品种。新冠品种mRNA-1273 25μg、100μg两组在S1和S2肽环境刺激下都引起CD4+ T细胞应答，100μg剂量组在第二次接种后检查到低水

平的CD8+ T细胞应答。整体上看，mRNA-1273数据积极，继BioNTech新冠品种打头阵之后，看好后续同平台产品研发成功的可能性。

图：S蛋白特异性抗体

图：中和抗体水平

图：诱导Th1型细胞免疫效果明显

资料来源：《An mRNA Vaccine against SARS-CoV-2 — Preliminary Report》，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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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技术是引领疫苗技术革命的平台型技术，应用前景广阔

资料来源：Moderna，《mRNA-based therapeutics — developing a new class of drugs》，《The promise of mRNA vaccines: a biotech and industrial perspective》，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 mRNA平台型技术应用范围大，前景广阔。体外RNA技术获批后其应用将不仅局限于普通疫苗，更可以直接打通RNA技术在免疫疗法、基因工程、基

因疗法等各领域的障碍，从而实现RNA医疗的多元构建，拓展RNA技术的应用场景。当前包括新冠品种在内，感染性病领域已有多个重磅品种在研，

包括RSV疫苗、狂犬病疫苗、巨细胞病毒疫苗等领域，其中新冠肺炎品种中期数据已实现疫苗保护率的初步验证，疫苗技术平台成功验证的概率增强，

mRNA技术平台离看到曙光又近了一步。

图：mRNA技术可开发用途 图：传染病领域在研的mRNA疫苗主要品种

病种 临床阶段 疫苗 递送系统 机构

RSV
Phase1 mRNA-1172 MSD专有制剂 MSD/Moderna

Phase1 mRNA-1777 未披露 MSD/Moderna

狂犬病

Phase1 RG-SAM
阳离子脂质制

剂
GSK

Phase1 CV7202 LNP Curevac

Phase1 CV7201 鱼精蛋白 Curevac

H10N8流感 Phase1 mRNA-1440 LNP Moderna

H7N9流感 Phase1 mRNA-1851 LNP Moderna

巨细胞病毒 Phase2 mRNA-1647 LNP Moderna

寨卡病毒
Phase1 mRNA-1893 LNP Moderna

Phase1 mRNA-1325 未披露 Moderna

新冠病毒

Phase3
mRNA-1273 LNP Moderna

BNT162b1 LNP BioNTech

Phase1b - LNP
艾博生物/沃森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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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疫苗技术升级正当时，有望开启新纪元

…
1963 脊髓灰质炎疫苗
1963 麻疹疫苗
1980 狂犬病疫苗
1994 霍乱疫苗
1995 水痘疫苗
1996 甲肝疫苗
2006 轮状病毒疫苗
2006 带状疱疹疫苗

灭活/减毒疫苗 纯化蛋白/多糖疫苗

1920s 白喉、破伤风类毒素疫苗
1970 炭疽疫苗

1974 脑膜炎多糖苗
1977 肺炎球菌疫苗

1981 乙肝疫苗
1985 b型流感嗜血杆菌多糖

1994 伤寒疫苗
2000 7价肺炎疫苗

2005 4价脑膜炎疫苗
2010 13价肺炎结合疫苗

新冠疫苗
HIV疫苗
RSV疫苗
龋齿疫苗
肿瘤疫苗
……

资料来源：《History of vaccination》，《Vaccines:Accelerating Innovation》，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三代疫苗是当前全球技术升级的主旋律。疫苗发展史中历次关键技术的突破都是疫苗新时代的起点，是革新疫苗品种的推动力。体外细胞培养，基因

工程，佐剂技术，基因组学等都带动了创新疫苗品种出现。而当前三代核酸疫苗技术正是下一次疫苗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流行

病考验下，三代疫苗技术获得了从落地到推广的契机。

首支天花疫苗

1796 1948

首支D&T多联苗

1950s

体外细胞培养

1970s

首支多糖疫苗
脑膜炎、肺炎疫苗

1980s

首支多糖蛋白
结合疫苗HIB

首支重组抗原疫苗
乙肝疫苗

1981

首支治疗性疫苗
前列腺癌疫苗

2010 2013

基于基因组的
反向疫苗学

2020s

基因工程

1980s

基因工程

1986 乙肝表面
抗原重组疫苗
1993 霍乱重组
类毒素疫苗

2006 4价HPV

重组疫苗
2009 2价HPV

重组疫苗
2013 B型脑膜
炎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

2017 ad5-埃博拉病毒疫苗
2016 rVSV/Ad5-埃博拉病毒疫苗

2019 rVSV-ZEBOV

核酸疫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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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疫苗技术-当前疫苗行业的中流砥柱

➢二代疫苗仍是当今疫苗行业主体，佐剂和抗原结构设计与展示是二代疫苗的创新引擎。重组蛋白疫苗通过借助基因工程技术，将编码病毒抗原的基因装配

到酵母、细菌中，通过质粒构建，借这些细胞生产病毒的蛋白（新冠肺炎疫苗针对S蛋白），后纯化制成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是基因工程重组亚

单位的疫苗的典型案例。抗原提纯疫苗则是将病原体蛋白或多糖纯化并利用其免疫原性制成疫苗，经典的13价肺炎疫苗就属于这种类型。但相对于传统

的灭活疫苗，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和纯化疫苗的免疫原性不强，往往需要改变抗原构象和展示方式或添加合适的佐剂提高免疫原性。当前在研新冠品种中

有近一半采用二代疫苗技术，二代疫苗是当前整个疫苗市场的主要技术平台，既成熟又创新。

图：二代疫苗的技术升级图：重组蛋白疫苗基本流程

资料来源： CHARLOTTE LOZIER INSTITUTE ，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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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剂赋能创新二代疫苗

资料来源：《From discovery to licensure, the Adjuvant System story》，《Key roles of adjuvants in modern vaccines》，《Vaccine Adjuvants review》，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佐剂持续创新，带动二代疫苗突破。二代亚单位疫苗在提高安全性的同时，受到了免疫原性的限制，佐剂是提高疫苗免疫原性的关键手段之一。近二十年

来，疫苗佐剂的开发有了显著的进展，含有新佐剂配方的疫苗有很多突破性品种，为二代疫苗提供了更大的潜力。佐剂的主要作用有两方面：1.刺激免疫

应答 2.配合疫苗递送。在二代疫苗技术普遍应用的情况下，新型佐剂的应用是决定疫苗成败的画龙点睛之笔。好的佐剂可以帮助疫苗实现节约剂量、减少

接种次数、克服免疫缺陷和免疫抑制等效果。佐剂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激活固有免疫进而提高免疫系统对抗原的适应性免疫程度，近几十年来佐剂已经

衍生出针对多种免疫机制的多种类型。

图：佐剂类型

图：佐剂弥补二代疫苗免疫原性弱的缺陷
图：各类佐剂激活免疫系统的主要机制

类型 佐剂 机制 产品

免疫调节分子
MPL、

CpG ODN、双链RNA类
似物、皂苷、CD1d

TLR3、TLR4、TLR5、RLT7、
TLR8、TLR9（抗体，TH1, CD8+

T 细胞）
2价HPV等

微颗粒 铝盐、乳剂、病毒体
免疫受体酪氨酸活化基序，Nod样
受体，抗原递送、免疫细胞招募

（抗体，TH2）
PCV13等

二者结合型
AS01、AS02、AS04、
AS15、IC31、CAF01、

ISCOMs

TLR4、TLR9、抗原递送、凝集素
(抗体、TH1、TH2、CD8+） 9价HPV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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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结构设计和展示技术纵向开拓二代疫苗创新道路

图：DS-Cav1设计抗原RSV pre-F蛋白稳定呈现中和抗体敏感位点

➢抗原结构设计技术助力二代疫苗创新。在人源单克隆抗体快速识别和选择、病毒表面蛋白原子级结构信息解析、蛋白质免疫原精密工程和自组装纳米颗

粒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二代疫苗衍生出病原体构象设计、类病毒颗粒和纳米微粒等设计和展示抗原的技术。抗原结构设计可以帮助提高抗原免疫原性、

诱导细胞免疫、实现多价苗设计，是对亚单位疫苗的纵向升级。类病毒颗粒（VLP）是一种在形态、结构、立体对称性、构象表位等方面均与天然病毒

相似但无致病性的蛋白质颗粒。VLP免疫原性强，能通过模拟天然病毒有效激发机体免疫系统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抵御天然病毒入侵。因此，基

于VLP的重组疫苗是基因工程疫苗研制的最主要方向之一；纳米微粒技术可以作为递送系统并提供佐剂效应（与APC互作）来提高二代疫苗的有效性，

另外可以裹挟佐剂实现抗原和佐剂的同步递呈，并且擅于模拟病原体的多价特征，便于多价的蛋白/肽展示。

➢ Novavax的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疫苗就是通过固定RSV的pre-F蛋白构象使其中和抗体敏感位点稳定暴露从而实现中和抗体表达量的大幅提高，是突变

抗原编码基因改变构象的典型案例；MSD的Gardasil系列HPV疫苗和GSK的2价HPV疫苗Cervarix都是采用了VLP的技术，并且研究发现男性本身感染

HPV病毒的抗体阳转率只有20%-30%，远低于女性的70%，而接种VLP疫苗后观察到男性的抗体阳转率达到100%；纳米微粒疫苗由于对二代疫苗优秀

的辅助性，当前在多个前沿领域被寄予厚望，包括RSV、结核杆菌、乙肝病毒等领域的疫苗研发中。

图：HPV类病毒颗粒疫苗示意图与实物图

资料来源：《A proof of concept for structure-based vaccine design targeting RSV in humans》，《Tumour virus vaccines: hepatitis B virus and human papillomavirus》，《COVID-19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a 
potential nanomaterial path forward》，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乙肝病毒抗原纳米微粒疫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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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vax基于Matrix-M1佐剂和纳米微粒技术的重组蛋白疫苗展现优秀免疫原性

➢佐剂对免疫反应增强效果明显：NVX-COV2373是Novavax基于新冠病毒S蛋白基因序列，结合重组纳米微粒技术和Matrix-M1佐剂的新冠疫苗品种，试

验设计按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形式，招募健康成人志愿者131名在0天, 21天各注射1剂,并分为有/无佐剂疫苗、安慰剂三组。结果表明佐剂Matrix-

M1显著增强了疫苗的免疫应答，接种2剂5μg的NVX-COV2373可以检测到的S蛋白特异性抗体和中和抗体水平超过康复患者，大幅节省了疫苗使用量。

➢试验结果表现良好的细胞免疫：试验表明NVX-COV2373能够成功诱发Th1型CD4+T细胞的免疫应答,相关细胞因子IFN-γ、TNFα、IL-2等表达量显著升高。

图：佐剂辅助下5μg剂量诱发S蛋白的特异性抗体水平显著升高 图：佐剂辅助下5μg剂量诱发显著的Th1型免疫应答

资料来源：《First-in-Human Trial of a SARS CoV 2 Recombinant Spike Protein Nanoparticle Vaccine》，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佐剂辅助下5μg剂量诱发中和抗体水平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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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飞生物-基于抗原结构设计的β冠状病毒联合疫苗

➢抗原二聚体结构设计增强疫苗效果。中科院微生物所基于β冠状病毒的S蛋白RBD区段提出通用型的冠状病毒疫苗策略，利用S蛋白RBD区段的二聚体

提升免疫原性，并且可以将两种冠状病毒的RBD蛋白结合，目前在两种SARS-CoV-2二聚体和MERS-CoV二聚体的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中观察到了相

对于传统单体蛋白产生的10-100倍的中和抗体滴度。这样的设计思路和免疫应答结果对于冠状病毒联合疫苗的开发给出了明确的指引，这使得未来出

现SARS-CoV2、SARS、MERS以及其它新型冠状病毒的联合疫苗成为可能。动物保护试验结果显示，该疫苗免疫能诱导产生高水平的中和抗体，显

著降低肺组织病毒载量，减轻病毒感染引起的肺部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智飞生物与微生物所签订合作协议获得相关技术并负责制备和销售，

目前已完成临床I,II期揭盲，并观察到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资料来源：《A Universal Design of Betacoronavirus Vaccines against COVID-19, MERS, and SARS》，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RBD二聚体的原理和体液免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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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草生物制药-三聚体蛋白质技术平台开发新冠疫苗
➢自主专利的三聚体蛋白质技术应用广泛：公司具备蛋白质三聚体化技术平台专利，可将目的蛋白的构象设计成类似于众多天然靶点的三聚体结构，包

含RNA病毒表面蛋白和肿瘤和自身免疫病中的TNF-α、CD30等多种靶点。目前公司已经将该技术应用到RSV、HIV、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疫苗研发上，

新冠品种已经进入临床1期。

➢临床前研究数据公布表明，三叶草生物的重组“S-三聚体（S-Trimer）”亚单位候选新冠疫苗联用佐剂，在多种动物模型中成功诱导高滴度中和抗体

免疫反应，并能保护恒河猴免受新冠病毒攻击。 I期临床试验初步数据向好，计划在2020年底之前启动一项全球 II/III期疫苗有效性研究。临床结果证

明该疫苗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且诱导高水平的中和抗体。详细的I期临床试验数据将于随后公布于同行评审出版物。

图：RNA病毒包被的三聚体蛋白图：三聚体蛋白技术原理

资料来源：三叶草生物制药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疫苗 临床阶段

RSV

临床前研究HIV

流感疫苗

新冠疫苗 Phase Ⅰ

表：三叶草生物的Trimmer-Tag技术在疫苗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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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研发中应用VLP技术和纳米微粒技术的品种
➢当前新冠研发中二代疫苗品种上，VLP技术平台共有17个品种在研，nanoparticle技术平台共有4个新冠品种在研。

➢ SpyBiotech与印度血清研究所(SIIPL) 针对COVID-19的新型VLP疫苗已对第一/二期试验的首批受试者进行了注射。该候选疫苗使用SpyBiotech公司专有

的SpyCatcher/SpyTag蛋白超级胶技术，在乙型肝炎表面抗原VLPs表面显示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临床试验在澳大利亚展开。

➢ Medicago在获得SARS-CoV-2基因20天后，就成功生产出了冠状病毒VLP疫苗，I期临床试验是对180名年龄在18-55岁的男性和女性的正常健康受试者进

行的随机、部分盲法研究，将评估仅使用重组冠状病毒样颗粒(CoVLP)候选疫苗或在prime-boost方案中添加佐剂的临床效果，预计在11月开启Ⅱ期临床，

在12月开启Ⅲ期临床。

平台 疫苗类型 研发机构 临床阶段

Protein Subunit
Full length recombinant SARS CoV-2 glycoprotein nanoparticle 

vaccine adjuvanted with Matrix M
Novavax Phase 3

VLP RBD-HBsAg VLPs SpyBiotech/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Phase 1/2

VLP Plant-derived VLP adjuvanted with GSK or Dynavax adjs Medicago Inc. Phase 1

Protein Subunit VLP-recombinant protein + Adjuvant
Osaka University/ BIKEN/ National Institutes of Biomedical Innovation, 

Japan
临床前

VLP VLPs produced in BEVS Tampere University 临床前

VLP VLP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ynamics of Complex Technical Systems 临床前

VLP Virus-like particle-based Dendritic Cell(DC)-targeting vaccin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临床前

VLP VLP Bezmialem Vakif University 临床前

VLP VLP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临床前

VLP Enveloped Virus-Like Particle (eVLP) VBI Vaccines VBI Vaccines Inc. 临床前

VLP S protein integrated in HIV VLPs
IrsiCaixa AIDS Research/IRTA-CReSA/Barcelona Supercomputing 

Centre/Grifols
临床前

VLP VLP + Adjuvant
Mahidol University/ The Government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 

(GPO)/Siriraj Hospital
临床前

VLP Virus-like particles, lentivirus and baculovirus vehicles Navarrabiomed, Oncoimmunology group 临床前

VLP Virus-like particle, based on RBD displayed on virus-like particles Saiba GmbH 临床前

图：新冠研发中VLP和纳米微粒技术平台的主要品种

资料来源：WHO，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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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应急审批模式10倍提速，国内企业火热布局三代疫苗技术

➢新冠疫苗研发提速10倍，是搭建新技术平台的空前良机。为了更快的遏制新冠疫情，新冠疫苗的临床研发开启应急审批模式，流程从普通研发10年以

上的周期缩短到1-1.5年。国内企业通过技术积累和多方合作把握三代技术升级趋势，其它二代疫苗也多采用了新型技术。沃森生物、智飞生物、康希

诺生物等国内前沿疫苗企业都把握了这个机会，复星医药，康泰生物，万泰生物等也通过和国外巨头合作的方式参与到新冠疫苗研发中，并借此机会

应用了3代疫苗技术平台或新型佐剂。

图：新冠疫苗研发多线程模式开展

资料来源：《Developing Covid-19 Vaccines at Pandemic Speed》，WHO，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4

3

5

一代疫苗 二代疫苗

公司/机构 技术平台
沃森生物 mRNA疫苗(艾博生物合作)

康希诺生物
腺病毒载体（Ad5-nCoV）/LNP mRNA疫苗

（PrecisionNanoSystems 合作）

艾棣维欣 DNA疫苗（合作Inovio）

万泰生物 鼻喷型减毒流感病毒载体/GSK系统佐剂AS04

华兰生物 腺病毒载体（恩宝生物合作）

康泰生物 黑猩猩腺病毒载体/DNA疫苗（阿斯利康/Inovio合作）

智飞生物 基于结构的冠状病毒联合重组蛋白疫苗

三叶草生物制药 GSK佐剂AS03/Dynavax新型佐剂CpG1018

复星医药 mRNA疫苗（Biontech合作）

图：国内企业自主或参与新冠疫苗研发使用的技术平台

图：国内新冠疫苗研发中使用创新技术的主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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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疫苗技术是国内企业弯道追赶国际前沿的契机，奠定未来10年技术升级基础

➢二代疫苗有客观差距，三代疫苗技术是国内企业跨越技术鸿沟走向世界的新起点。二代疫苗技术经1980年的首支乙肝重组疫苗开始经过了持续的改进，

包括佐剂、抗原结构设计、抗原展示系统等。以佐剂为例，GSK为了应对疟疾、HIV等疾病的挑战自90年代起开始开发系统型佐剂，并在2000年后开始

配合各品种使用，例如Cervarix（AS04）、H1N1疫苗（AS03）等。近年来获批的MF59、CpG1018等在流感疫苗、乙肝疫苗、带状疱疹等大品种中使

用。而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国二代疫苗佐剂技术仍停留在铝剂水平，新型佐剂的开发使用依然任重道远。而在mRNA疫苗等三代疫苗上国内领先企业已经

和国际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新冠疫情的快速审批更是缩短相关技术标准制定、审批流程的空前良机。一旦以mRNA疫苗为代表的的三代疫苗技术能

应用成功，则标志着国内疫苗行业在新一代疫苗技术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图：新冠疫情成为国内mRNA疫苗技术迈向国际前沿的分水岭

资料来源：《From discovery to licensure, the Adjuvant System story》，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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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PCV13的意义：疫苗行业创新大品种是王道

➢ PCV13可媲美Top10畅销药，疫苗大品种回报丰厚。PCV13的19年销售额约60亿美元，且在11年上市之初即获得了40亿美元的销量，在利润率上也

常优于制药板块。可见疫苗行业大品种可在销售额上媲美畅销药且放量迅速、稳定、生命周期长。另外疫苗品种的交替只通过创新品种因而不存在专

利悬崖，过渡模式相对平滑。

资料来源：Bloomberg，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排名 药品 销售额（Bil $）

1 Humira 19.7

2 Eliquis 12.1

3 Keytruda 11.1

4 Revlimid 9.4

5 Imbruvica 8.1

6 Opdivo 8

7 Eylea 7.4

8 Avastin 7.3

9 Enbrel 7.2

10 Xarelto 6.8

表：2019全球Top10畅销药 图：依鲁替尼和PCV13的放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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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PCV13的意义：疫苗行业创新大品种是王道

图：辉瑞、赛诺菲疫苗的品种结构

89.90%

3.54%
3.38%2.08%

1.12%

Prevnar 13/Prevenar 13 Nimenrix FSME/IMMUN-TicoVac T Trumenba All other Vaccines

33.96%

9.40%

11.90%
9.82%

33.00%

1.92%

脊灰、百日咳、hib疫苗 地方性疫苗 脑膜炎、肺炎疫苗

成人后续疫苗注射 流感疫苗 other

资料来源：Bloomberg，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全球前十大疫苗销售额合计超过200亿美元：全球疫苗十大品种全部被TOP4企业包揽，即默沙东、辉瑞、GSK、赛诺菲。而顶级疫苗企业对重磅品种

也是非常依赖的，PCV13占据辉瑞总营收的90%，赛诺菲的六联苗和流感疫苗占营收的67%，足见当今疫苗行业中大品种对国际巨头的重要性。

排名 商品名 针对病种 生产厂家
2019销售额
（亿美元）

1 Prevnar13 肺炎 辉瑞 58.5

2 Gardasil HPV 默沙东 37.4

3 Shingrix 带状疱疹 GSK 24

4

ProQuad/MMR 

II/Varivax麻腮风三联
苗

麻腮风 MSD 22.8

5
Polio/Pertussis/Hib 

Vaccines
六联苗 赛诺菲 21.8

6 3价、4价流感疫苗 流感 赛诺菲 21.2

7 Hepatitis 肝炎 GSK 11.4

8 Infanrix,Pediarix 五联苗 GSK 9.5

9 23价肺炎疫苗 肺炎 默沙东 9.3

10 Bexsero B型脑膜炎 GSK 8.8

总计（亿美元） 205.6

表：2019年全球疫苗十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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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疫苗主导全球疫苗市场

图：2017年各类疫苗全球使用量和市场空间 图：2017年各类疫苗分地区使用量和市场空间

资料来源：WHO，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新型疫苗占全球不到20%的疫苗数量，但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纵观全球疫苗市场，新型疫苗和传统疫苗在市场空间、剂量、地区分布上各不

相同。新疫苗的消耗剂量并不多，却支撑了全球主要的市场空间，而且在欧美高收入国家的市场份额远高于其它地区。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疫苗市场

的三类增长动力1.新型疫苗替换传统疫苗市场空间 2.突破品种开辟新市场 3.提高中低收入国家新型疫苗渗透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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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新品种市场替代明显

资料来源：Bloomberg，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同类新品种可凭借品种优势迅速抢占原品种市场。4价的Gardasil因为先发优势略高于2价的Cervarix，但后来Cervarix由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销售额

明显下滑。2014年默沙东推出9价HPV疫苗Gardasil 9，并将护率从70%提升到90%后，市场基本被9价的Gardasil占据。默沙东的Zostavax在上市后

一直占据带状疱疹的主流市场。直到新品种gsk的Shingrix上市后因其使用重组技术而在安全性方面胜过减毒疫苗Zostavax，CDE推荐其替代Zostavax

进而实现市场快速抢占。

图：默沙东与GSK的带状疱疹疫苗销售额（百万美元）图：默沙东与GSK的HPV疫苗销售额（百万美元）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2019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

Cervarix Gardasil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19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
销

售
额

（
百

万
美

元
）

Zostavax(默沙东) Shingrix（GSK）

http://ipoipo.cn/


39

目录

1、新冠疫苗研发中新一代技术大放异彩 …………………………………… 4

新一代技术支撑新品种，下一个“PCV13”指日可待2、 ………………… 34

相关标的4、 ………………………………………………………………… 56

1.1 新冠研发中国内与国外的三代疫苗创新技术 …………………………… 4

1.2 新冠研发中国内与国外的二代疫苗创新技术 …………………………… 23

1.3 新冠研发是国内疫苗技术弯道追赶的良机 ……………………………… 31

2.1 下一个“PCV 13”的重要意义 ………………………………………………… 34

2.2 从国际前沿企业管线看创新品种趋势 …………………………………………… 39

风险提示5、 ………………………………………………………………… 59

国产大品种放量成燎原之势，自主创新周期崭露星星之火3、 ……………… 51

http://ipoipo.cn/


40

国际巨头布局的下一代创新大品种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研发阶段 疫苗

新药申请

带状疱疹疫苗

轮状病毒疫苗

Phase Ⅲ

婴儿用脑膜炎疫苗

麻腮风三联苗

Phase Ⅱ

治疗型COPD

儿童RSV疫苗

ABCWY五价流脑疫苗

ACYW-135四价流脑疫苗

疟疾疫苗

志贺氏杆菌疫苗（痢疾）

母体RSV疫苗

Phase Ⅰ

老年RSV疫苗

治疗性慢性乙肝疫苗

艰难梭菌疫苗

SAM平台狂犬病疫苗

表：GSK研发管线

研发阶段 疫苗

Phase Ⅲ

PCV20（成人/儿童）

艰难梭菌

母体RSV疫苗

五价流脑疫苗

Phase Ⅱ

莱姆病疫苗

B型脑膜炎疫苗

成人RSV疫苗

Preclinical

mRNA平台季节性流感疫苗

新型佐剂技术

表：辉瑞研发管线

➢国际巨头引领创新。在GSK、辉瑞等四巨头的研发

管线中可以发现前沿企业的目光已经从现有品种的

竞争移到了未解决的问题和新技术平台的应用。主

要方向有四种：1.多联升级 2.多价升级 3.技术升级

带动的旧苗改良和新病攻克 4.治疗型疫苗。

➢ GSK和辉瑞分别应用mRNA疫苗平台研发狂犬病疫

苗和流感疫苗、MSD开发mRNA疫苗平台的癌症领

域应用，辉瑞还兼顾了新型佐剂技术的开发；RSV、

CMV、HSV-2、艰难梭菌疫苗等领域一直没有成功

研发的产品，是巨头企业研发突破的重点。GSK尝

试将治疗型疫苗拓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病和慢性乙肝

领域。可见四大企业当前的疫苗研发管线，创新本

色尽显。

研发阶段 疫苗

Phase Ⅲ

脑膜炎4联苗（6周龄+）

儿童用六价苗

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

Phase Ⅱ Tdap疫苗

Phase Ⅰ

PCV结合苗

HSV-2治疗型疫苗

儿童RSV

黄热病疫苗（Vero细胞）

表：Sanofi研发管线

表：MSD研发管线

研发阶段 疫苗

Phase Ⅲ 带状疱疹灭毒苗

15价肺炎球菌结合苗

Phase Ⅱ
巨细胞病毒疫苗

基孔肯雅病毒疫苗

Phase Ⅰ
mRNA疫苗（癌症）

登革热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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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阶段 疫苗

Phase Ⅱ
巨细胞病毒疫苗

个体化癌症疫苗

Phase Ⅰ

RSV疫苗

儿童RSV疫苗

寨卡病毒疫苗

偏肺病毒疫苗

H7N9疫苗

研发阶段 病种 品种

Phase Ⅲ

癌前宫颈增生

VGX-3100癌前外阴增生

癌前肛门增生

Phase Ⅱ

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瘤 INO-3107

头颈癌
MEDI0457

宫颈、外阴、肛门癌

胶质瘤 INO-5401

前列腺癌 INO-5151

HIV PENNVAX-GP

MERS INO-4700

Phase Ⅰ

埃博拉 INO-4201

寨卡病毒病毒 INO-4600

拉沙热 INO-4500

表：Inovio研发管线

研发阶段 病种

Phase Ⅰ

黑色素瘤

前列腺癌

头颈癌

三阴性乳腺癌

卵巢癌

非小细胞肺癌

Pre clinical

非小细胞肺癌

结核杆菌

HIV

流感

多种实体瘤

表：BioNTech研发管线

➢新病种攻克和治疗型肿瘤疫苗是前沿疫苗企业的主要布局方向。以BioNtech、Moderna、Inovio为代表的国际前沿技术企业将mRNA和DNA两种平台型技

术广泛应用到癌症治疗领域中，这打破了传统疫苗单一的预防属性，以更多元灵活的形式参与到人体免疫系统的调控，为核酸技术带来广阔的应用前景。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国际核酸疫苗前沿企业集中布局治疗型肿瘤疫苗和未攻克病种

表：Moderna研发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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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趋势一：多联苗提高接种效率推动市场
➢多联苗提高接种效率带动接种率升高，并且联苗附加值更高。多联疫苗大幅减少疫苗接种次数，简化了婴儿在紧张的疫苗接种规定时间内的接种方案，

使多种疫苗的接种可行性提高进而带动整体接种率，因此其市场替代往往会带来渗透率的提升及市场规模的扩容。目前市场上的多联苗主要以包含百

白破的联合疫苗为主，如百白破-脊灰-Hib联合疫苗、百白破-脊灰-Hib-乙肝联合疫苗，在简化接种程序后为其它二类疫苗的接种留出时间，提高疫苗

接种可行性。由于联苗的价值意义大，因此可享受更高的附加值，联苗的价格随着涵盖的病种数量增加成明显的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The Use of Combination Vaccines Has Improved Timeliness of Vaccination in Children》，CDC，药智网，WHO，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中、高等收入国家百白破相关多联苗价格

表：五联苗优化0-6月龄婴儿接种程序

病种
出
生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百白破-脊灰-Hib五联苗 ✓ ✓ ✓

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 ✓ ✓

百白破 ✓ ✓ ✓

脊髓灰质炎疫苗 ✓ ✓ ✓

PCV13 ✓ ✓ ✓

5价轮状病毒疫苗 ✓ ✓ ✓

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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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联苗提高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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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苗
单
价
（
美
元
）

中等收入国家 高等收入国家

疫苗类别 接种规划
接种
剂数

合计
（剂）

价格（元）

百白破-脊灰-Hib 2、3、4、18-24月龄各1剂 4 4 599/剂

分批接种

百白破
3、4、5、18月龄及4-6岁各

1剂 5

13

免费

脊灰 2、3、4月龄、4岁各1剂 4
免费

Hib
6月龄内3剂并间隔1-2个月，

18月龄1剂 4 约70/剂

百白破
+Hib+
脊灰分
开接种

五联苗

接种程
序重叠
的其它
代表性
二类苗

表：五联苗减少接种剂数，附加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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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趋势二：多价苗进一步提升保护范围

➢ 多价苗是提高疫苗保护率的主要手段。相应的整合多种血清型抗原对技术要求也在提高，需要解决安全性、生产、免疫原性等多方面问题。随着各领

域技术的积累，在2000年后多价苗的上市数量才明显变多。肺炎疫苗是多价面的代表性品种之一，多价品种对保护率提升明显。而且多价疫苗可以更

好的防范由于疫苗普及带来的主流抗原转移，使疫苗的应用价值更持久。以EV71举例，近年来我国HFMD 病原谱发生较大变化，CV-A6 和CV-A10逐

渐替代EV-A71 和CV-A16 成为主要病原体。而EV-A71 疫苗的大量应用，也影响了我国HFMD 的病原构成。EV-A71 和CV-A16 二价疫苗可覆盖47.

5% ~80. 7%的EV感染所致HFMD 病例，EV-A71、CVA16、CV-A6 和CV-A10四价疫苗则可覆盖77. 6% ~94. 0%病例。

资料来源：《多价手足口病疫苗：现实与梦想》，《Polyvalent vaccines: High-maintenance heroes》，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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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苗多价升级或成新型大品种

疫苗 阶段 机构

15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Phase 3 智飞生物

15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Phase 3 MSD

20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Phase 3 辉瑞

24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Phase 1/2 Affinivax

重组肺炎蛋白疫苗（PBPV） Phase 1 康希诺生物

➢肺炎疫苗将延续多价升级趋势，新品种有望提供更高附加值。肺炎链球菌包含90多种亚型，高价品种能提供更高的保护率，目前国际上已有多家前沿

企业布局更高价的肺炎疫苗，其中包括国内的智飞生物15价肺炎结合疫苗和康希诺生物的重组肺炎蛋白疫苗。

➢肺炎疫苗覆盖率提升空间大。相对于其他更早出现的疫苗，肺炎疫苗的覆盖率在50%左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高价态肺炎疫苗研发领域国内企业处于领先地位。国内企业在肺炎疫苗多价升级的研发队伍中处于第一梯队， 智飞生物的15价PCV已进入3期临床，

康希诺生物的广谱型PBPV也进入临床阶段。

表：新型多价肺炎疫苗研发图：2018年各类疫苗覆盖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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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疫苗三：技术升级下旧苗改良和新病攻克

➢技术升级背景下品种改良和突破是不变的旋律。当前有许多旧品种疫苗在安全性和免疫保护效果以及持久性上力不从心，比如传统的卡介苗、乙肝疫

苗等。以带状疱疹疫苗为例，GSK的二代疫苗品种Shingrix代替旧品种就是因为在安全性上远好于之前的一代减毒疫苗。Heplisav-B是25年来首款

FDA获批乙肝疫苗，其使用新型佐剂CpG1018增强了保护能力，减少了接种次数，并适用于成人注射提供长久保护。结核杆菌的新型疫苗多采用病毒

载体技术，也展现了优于传统卡介苗的免疫应答效果。除了已有品种的升级，大量未被攻克的病种疫苗也依赖新技术的支持，如HIV、RSV、巨细胞

病毒、诺如病毒等。

普通乙肝疫苗品种 获批时间

Recombivax HB 1980s

Engerix-B 1980s

Fendrix 2005

HEPLISAV-B 2017

图：新型佐剂推动乙肝疫苗更新

待突破品种

HIV

RSV

巨细胞病毒

HSV2

艰难梭菌

……

图：待突破品种

资料来源：CDC，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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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杆菌疫苗升级需求迫切

资料来源：《Tuberculosis Vaccine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Clinical Evaluation》，Our world in Data，WHO，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持续时间有限，二次接种效果差促成结核杆菌疫苗升级的迫切需求。 2018年全球结核分歧杆菌新发感染者近1000万，并导致了HIV阴性人群中120万例

患者死亡。肺结核的发病率和致死数字显示结核杆菌带来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而疫苗保护失效是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传统卡介苗在婴幼儿期注

射后持续保护时间约10余年，而成人很难通过再次接种卡介苗获得保护。当前有十余种新型结核杆菌疫苗在临床研发中，智飞生物的微卡（Vaccae）

疫苗即将获批。从研发管线上我们可以捕捉到技术更迭的趋势，早年开发的疫苗品种更依赖减毒分枝杆菌和分枝杆菌提取物，之后过渡向重组蛋白类疫

苗，而近年出现的品种更偏爱病毒载体类技术。新技术下研发的疫苗对免疫应答的激发效果更佳，理想的结核杆菌疫苗激发的免疫应答涉及到17种免

疫细胞的协同作用，主要关注的有TH1、TH17、CD8+T等。而当前研究结果展示新技术的疫苗更易激发相关的免疫应答。

图：传统结合疫苗卡介苗的免疫应
答

图：全球TB死亡率（/10万） 图：结核杆菌疫苗临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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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疫苗有望突破
➢多技术平台推进RSV疫苗研发。近年来随着肺炎疫苗和Hib疫苗的广泛接种，以RSV病毒感染为首的病毒引起的肺炎病例高达62%，每年全球数以百万

计的人因RSV而患病，超过10万人死亡。然而自1950s起RSV疫苗的研发屡次受挫，婴儿在接种后感染时症状加重，造成严重后果。直到近年来研究人

员揭示了RSV疫苗激活Th2-CD4+ T细胞分泌相关细胞因子介导肺炎发生的机制，GSK、Janssen、Novavax、MedImmune等公司才竞相重启了RSV疫

苗研发，过程中依然遭受很多挫折，当下该方向品种研发成功的希望在经基因工程技术在原子水平改造的Pre-F蛋白亚单位疫苗和人腺病毒载体疫苗上。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RSV Vaccine and mAb Snapshot》，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RSV疫苗临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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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疫苗四：治疗型疫苗拓宽疫苗属性

➢治疗型疫苗突破预防属性。免疫学和疫苗技术的发展帮助疫苗打破固有的预防性角色，以更多元的方式参与到免疫系统的调控中。治疗型疫苗多用于调

节免疫系统应答，如抑制自身免疫的乙肝、肿瘤等，主要通过疫苗抗原让人体免疫系统消除影响其功能的蛋白以恢复人体对病原体的抵御效果。

➢治疗型疫苗丰富免疫疗法。近三十年基础学科和技术的升级帮助基础免疫学飞速发展，免疫系统的调控机制和各种疾病过程牵涉的免疫机制逐渐浮出水

面，这为各个层面的治疗手段铺平了道路，免疫疗法不断突破创新。 2010年人类研发出了第一种前列腺癌治疗性疫苗，这标志着疫苗属性变化的开端，

同时也是免疫疗法的新起点。虽然国际药企在肿瘤疫苗的研发上屡次折戟，但大浪淘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肿瘤治疗型疫苗大步向前的姿态，临床结果的

积极验证和龙头新锐争相入场的局面。

图：以乙肝为例的治疗型疫苗设计阐释 图：肿瘤疫苗的开发流程

资料来源：《A generic approach to preparing autologous cancer therapeutic vaccines》 , 《Design of therapeutic vaccines: hepatitis B as an example》，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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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型乙肝疫苗国内研发已见阶段成果

➢治疗型乙肝疫苗多点开花。据2017年WHO首次发布的病毒性肝炎报告，在西太平洋和非洲地区的患病率超过6%，病毒性肝炎的致死人数约134万人，

相当于结核病与HIV致死数之和 ，且有增长趋势。乙肝是病毒性肝炎中最恶劣的类型。全球慢性乙肝患者约2.6亿，主要集中在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区。

国内约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患者约3000万人。之前的乙肝疫苗在单独使用或与其它治疗方法联合使用时，免疫应答效果差， HBeAg和

HBsAg的抗体阳转率低。治疗性疫苗想达到效果，主要难点在于打破乙肝病毒的免疫抑制，因此近年研发的治疗型疫苗采用针对多种抗原的方式去激

活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目前在临床阶段的主流品种中包含多个国内的产品，且部分品种采用了Ad5病毒载体疫苗和DC细胞的RNA递呈疫苗技术。

疫苗
研发机
构

临床阶段
技术平
台

抗原设计 最新进展

TG1050 天士力 PhaseⅠ
非复制Ad5

载体疫苗

HBcAg，HBV多聚
酶，2个HBV表位区

段

无严重不良反应，成功诱导IFN-γ+T细胞，在
NUC联合治疗中展现特异性细胞免疫应答

GS4774 吉利德 Phase Ⅱ 蛋白疫苗
HBsAg,HBcAg，

HBx
成功诱导CD4+IFN-γ+T细胞、CD8+T细胞，

NASVAC CIGB Phase Ⅲ 蛋白疫苗 HBsAg+HBcAg

可诱导抗-HBs，并降低使用核苷（酸)类似物
(NAS)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慢性HBV感
染者的 HBsAg ，部分患者获得功能性治愈。

DC细胞疫苗
重庆医科大
病毒性肝炎
研究所

PhaseⅠ
细胞疫苗
（RNA）

DC细胞
诱导产生HBeAg特异性抗体，HBV DNA拷贝

量降低

治疗性双质粒
HBV DNA疫苗

白云山拜迪
生物

Phase Ⅱ DNA疫苗 HBeAg -

治疗性乙型肝炎
疫苗

北京生物制
品研究所

Phase Ⅲ 蛋白疫苗 HBeAg

59.6%的患者病毒载量降至临床阴性，84.4%

的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表面抗原水平下降，
肝组织活检及细胞免疫均出现炎症缓解等。

TVAX-008 远大生物 PhaseⅠ 蛋白疫苗 HBsAg 和 HBcAg -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Toward a Functional Cure for Hepatitis B: The Rationale and Challenges for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the B Cell Immune Response》, 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990年和2017年乙肝全球发病率对比 图：主要的临床阶段治疗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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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型肿瘤疫苗大有可为

资料来源：《Therapeutic Cancer Vaccine and Combinations With Antiangiogenic Therapies and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Recent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ancer Vaccine:Targeting
Neoantigens》，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治疗型肿瘤疫苗是疫苗治疗属性的主要战场。2020年ASCO大会上公布了首款前列腺癌疫苗PROVENGE首个现实世界研究结果，在常规口服药物治

疗方案（醋酸阿比特龙或恩扎卢胺）的任意进程中添加PROVENGE可将死亡风险降低45%，总生存期（OS）延长了14.5个月（35.2个月 vs 20.7个

月）。这样的临床结果在相比于其他肿瘤免疫治疗是非常突出的，例如肿瘤免疫疗法中最火爆的品种之一默沙东K药在2019公布和PARP抑制剂联合

治疗临床数据，其中位OS为13.5个月。这标志着疫苗的属性和功能的拓展，也标注着肿瘤疫苗在应用和市场上的无限可能。而针对前列腺癌、乳腺癌、

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等大癌种的疫苗也一直是开发重点，当下已有多个品种进入临床Ⅱ、Ⅲ期。

图：肿瘤疫苗简介

疫苗 癌种 技术类型 临床阶段 临床结果

TG4010

mRCC

病毒载体

Phase2 观察到MUC-1免疫应答

NSCLC Phase2
MUC-1特异性应答患者OS延长

19.4个月

PROSTVAC mCRPC 病毒载体 Phase2
死亡率降低44%，OS中位数提高

8.5个月

Allogenic 

GM-CSF 

secreting 

tumor

Pancreatic 

adenocarci

noma

肿瘤细胞疫苗 Phase2
中位生存期24.8个月，优于已有数

据

IMA901 mRCC 蛋白疫苗 Phase2 中位OS23.5个月

图：肿瘤疫苗临床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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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疫苗市场开启大品种时代

资料来源：中检院，药智网，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国内疫苗市场国产替代空间大。目前国内前十大疫苗品种销售总额达238.8亿元，其中进口品种占比71.5%达170.7亿元，而国内企业在相应的仿创品

种上广泛布局，部分大品种已经开始进入放量阶段，以国产13价肺炎结合疫苗、国产2价HPV疫苗获批为开端，未来5年的国产大品种时代已经拉开序

幕。
图：国内企业主要仿创大品种图：国内疫苗十大品种

品类 品种 厂家 临床阶段

HPV疫苗

2价HPV疫苗
沃森生物 生产批件申请

万泰生物 获得生产批件

9价HPV疫苗

沃森生物 Phase Ⅰ

万泰生物 Phase Ⅲ

博唯生物
Phase Ⅲ

4价HPV疫苗

Phase Ⅲ

北京生物所 Phase Ⅲ

上海所 Phase Ⅱ

肺炎疫苗 PCV13

沃森生物 获得生产批件

康泰生物 生产批件申请

兰州所 Phase Ⅲ

科兴生物 Phase Ⅰ

百白破多联苗

吸附无细胞百白
破灭活脊髓灰质
炎联合疫苗

康泰生物 获得临床批件

五联苗 康泰生物 获得临床批件

脑膜炎多联苗 MCV4

康希诺生物 生产批件申请

沃森生物 Phase Ⅰ

智飞生物 Phase Ⅱ

品种 厂家 销售额（亿元）

九价HPV疫苗 MSD 43.1

四价HPV疫苗 MSD 42.4

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辉瑞 33.2

五联苗 SANOFI 27.5

狂犬病疫苗 辽宁成大 21.5

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 上海所 18.6

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 昆明所 16.2

口服五价重配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 MSD 12.9

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
合疫苗

康泰生物 11.8

2价HPV GSK 11.6

合计 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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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国产大品种时代元年
➢ 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为例，国产大品种迎来放量成长元年。今年开标主要集中在Q2、Q3，我们以沃森生物重磅13价肺炎疫苗为例。截至 11 月

5 日，沃森生物的 PCV13 一共完成了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平台准入 ，并实现了大多数省份开针接种，随着终端端口的放大预计沃森的 13

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将在 Q 4 加速放量增长 。 我们认为 2020 年是国产大品种时代开端之年，是 2019 年年底获批的国产 2 价 HPV 疫苗、 13 价

肺炎疫苗， 是 今年新批准的鼻喷流感疫苗、以及如康泰四联苗新规格、新包装等的销售元年，从中标结果看， 截至目前 以上重 点品种均实现了全国

绝大多数省份的准入，其放量时间节奏和沃森 PCV13 类似，通过招标的持续落地，相应产品终端端口不断放大，季度业绩有望加速增长，国产大品种

时代已然开启。

图：2020年沃森PCV13批签发加速放量（单位：万剂）

图：沃森重磅PCV13首针时间 图：截止11月6日重点新品种今年各省中标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疫苗招标平台，新华网等媒体报导，中检院，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省份 沃森13价肺炎疫苗 康泰四联苗预充式 高新鼻喷流感疫苗 万泰2价HPV疫苗 GSK带疱疫苗
江西 ✓ ✓ ✓ ✓ ✓

吉林 ✓ ✓ ✓

云南 ✓ ✓ ✓ ✓

湖北 ✓ ✓ ✓ ✓ ✓

广东 ✓ ✓ ✓ ✓ ✓

河南 ✓ ✓ ✓ ✓ ✓

浙江 ✓ ✓ ✓ ✓ ✓

山东 ✓ ✓ ✓ ✓

山西 ✓ ✓ ✓ ✓

内蒙古 ✓ ✓ ✓ ✓ ✓

上海 ✓ ✓ ✓ ✓

河北 ✓ ✓ ✓ ✓

陕西 ✓ ✓ ✓ ✓

海南 ✓ ✓ ✓ ✓

北京 ✓ ✓ ✓

黑龙江 ✓ ✓ ✓ ✓

天津 ✓ ✓ ✓

江苏 ✓ ✓ ✓

辽宁 ✓ ✓ ✓ ✓ ✓

湖南 ✓ ✓ ✓ ✓

广西 ✓ ✓ ✓ ✓ ✓

福建 ✓ ✓ ✓ ✓ ✓

青海 ✓ ✓

宁夏 ✓ ✓ ✓ ✓

重庆 ✓ ✓ ✓ ✓ ✓

新疆 ✓ ✓ ✓ ✓ ✓

安徽 ✓ ✓ ✓ ✓ ✓

四川 ✓ ✓ ✓ ✓ ✓

甘肃 ✓ ✓ ✓ ✓

贵州 拟中标 拟中标 拟中标 拟中标 拟中标

西藏 未开标

合计 30 27 27 2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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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在全球新品种布局上已初见成效

资料来源：药监局，Clinical trial gov，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主流疫苗企业和创新企业在国际创新品种上已初见成效。在疫苗创新的国际前沿热门领域中，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发声，涉猎HPV、肺炎、乙肝、RSV、

结核杆菌、带疱等潜在的大品种领域以及诺如病毒和痢疾等全球创新品种上；技术上三代技术也崭露头角，RNA疫苗、DNA疫苗、病毒载体疫苗都已

投入使用。 图：国内企业布局全球创新品种

疫苗 品种 研发机构 临床阶段 技术平台

结核杆菌疫苗

母牛分枝杆菌疫苗（微卡疫苗） 智飞生物 生产批件申请 亚单位疫苗

冻干重组结核疫苗（ AEC/BC02） 智飞生物 Phase Ⅰ 亚单位疫苗

结核病加强疫苗 康希诺生物 Phase Ⅰ 病毒载体疫苗

肺炎疫苗
15价肺炎多糖结合疫苗 智飞生物 Phase Ⅲ 亚单位疫苗

重组肺炎蛋白疫苗（PBPV） 康希诺生物 Phase Ⅰ 亚单位疫苗

痢疾疫苗 福氏宋内氏痢疾双价结合疫苗 智飞生物 Phase Ⅰ 亚单位疫苗

诺如病毒疫苗
四价重组诺如病毒疫苗 智飞生物 Phase Ⅰ 亚单位疫苗

六价重组诺如病毒疫苗 康华生物 临床前 亚单位疫苗

轮状病毒疫苗 轮状病毒基因工程疫苗 康华生物 临床前 亚单位疫苗

治疗型乙肝疫苗

DC细胞疫苗
重庆医科大病毒性肝炎

研究所
PhaseⅠ 细胞疫苗（RNA）

治疗性双质粒HBV DNA疫苗 白云山拜迪生物 Phase Ⅱ DNA疫苗

治疗性乙型肝炎疫苗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Phase Ⅲ 亚单位疫苗

TVAX-008 远大生物 PhaseⅠ 亚单位疫苗

RSV疫苗
重组蛋白RSV疫苗 艾棣维欣 PhaseⅠ 亚单位疫苗

RSF-F-Trimer 三叶草生物制药 临床前 亚单位疫苗

带状疱疹疫苗 mRNA带疱疫苗 沃森生物 临床前 mRNA疫苗

埃博拉病毒疫苗 Ad5-EBOV 康希诺生物 获得生产批件 病毒载体疫苗

11价HPV 11价重组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 国药中生 PhaseⅡ 亚单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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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升级支撑国内疫苗行业开启自主创新大周期

2010-2018 2019-2030年2011-2019
2020-2025

覆盖国际大品种

自创国际大品种

一类传统疫苗市场

以百白破、乙肝疫苗等为主的

一类疫苗生产，主要由国有疫

苗机构承担，市场规模小，缺

乏增长活力。

领先企业拓宽品种管线

二类疫苗市场快速增长，国际大

品种陆续引进，国内领先企业跟

随研发国际大品种并自主创新国

内大品种。

仿创大品种持续放量、新

技术创新周期开启

跟随研发的品种管线获批后持

续放量，如PCV13、HPV疫苗、

带状疱疹疫苗、五联苗等，为

疫苗公司提供稳定业绩增长，

修复估值。同时进一步完成技

术革新，布局自主创新品种。

传统疫苗供应

三代疫苗技术赋能自主创新

新冠疫情提供前沿企业技术突破

契机，平台型新技术快速应用到

多品种研发中。国内国际的疫苗

技术水平差距跨越式缩小，国内

涌现出自主创新品种登上国际舞

台。在新一代产品获批后为国内

疫苗企业提供持续增长。

国产大品种持续放量

2026-2030

➢ 我国国内疫苗产业进入大产品放量和创新新周期：行业已经历了从满足一类疫苗基础供应阶段和国际品种引进、二类疫苗市场快速增长的阶段，当前正

处于仿创大品种快速放量阶段的开端，而新冠研发带动的技术升级已为下一阶段，即自主创新阶段奠定了基础，自创国际大品种的新周期伴随着创新技

术升级趋势已经开启。以新冠疫苗研发为契机，我国疫苗产业将开启自主创新大周期。

图：我国疫苗产业发展阶段总结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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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疫苗技术布局企业，技术升级潜力大

图：沃森生物产品管线

研发阶段 疫苗

获得生产批件 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生产批件申请 2价HPV

Phase Ⅰ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9价HPV

mRNA新冠疫苗

4价流感疫苗

获批临床申请 EV71疫苗

临床前
新冠重组蛋白疫苗

mRNA带疱疫苗

研发阶段 疫苗

生产批件申请

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冻干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PhaseⅢ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

甲型肝炎灭活疫苗

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

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60μg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Phase Ⅱ EV71疫苗

Phase Ⅰ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获得临床批件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组分）脊灰联
合疫苗

百白破-脊灰-Hib五联苗

图：康泰生物临床在研产品管线

研发阶段 疫苗

获得生产批件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汉逊酵母)

Phase Ⅰ H7N9流感疫苗

获得临床批件
冻干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吸附手足口病(EV71型)灭活疫苗(Vero细胞)

临床批件申请

吸附破伤风疫苗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

A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

吸附手足口病(EV71型、CA16型)双价灭活疫苗
(Vero细胞)

吸附手足口病(CA16型)灭活疫苗(Vero细胞)

图：华兰生物临床产品管线

研发阶段 疫苗

获得生产批件 Ad5-EBOV

新药申请
MCV2

MCV4

Phase Ⅱ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Phase Ⅰ

婴幼儿用DTcP

DTcP加强疫苗

PBPV

PCV13i

结核病加强疫苗

临床批件申请

青少年及成人用Tdcp

腺病毒

CSB016-Shingles

CSB015-Meningitls

CSB017-Polio

CSB013-ZIKA

图：康希诺生物临床产品管线

➢三代疫苗技术布局企业赋能自主创新，打开全球竞争的大门，是未来10年疫苗企业持续增长的稳定支撑，是疫苗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沃森生物在新冠疫情助力下有望迅速打通mRNA疫苗的平台型技术，成为国内首家获批mRNA技术平台的企业，并真正实现迈入mRNA疫苗技术的国

际第一梯队。公司的管线布局覆盖多个大品种，PCV13放量可期。在现有品种布局提供稳定高增长收益的同时，mRNA技术平台将为公司带来业绩和

估值的双重弹性。康泰生物在新冠研发中多方合作，多技术平台并行，为公司的技术革新打下基础，在原有管线的基础上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

华兰生物通过和恩宝生物合作搭载病毒载体平台，为疫苗布局提供创新基因，为现有品种放量后的新增长点打下基础。康希诺生物作为国内唯一成功

研制Ad5腺病毒载体埃博拉病毒疫苗的企业，新型技术平台成熟，创新属性深刻，并且广泛布局国际前沿品种。为公司新一轮行业竞争奠定基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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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品种和二代创新技术布局企业，有望诞生国际创新品种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二代技术仍是当前疫苗行业的中流砥柱，纵向升级提供创新动力

➢从品种角度看，智飞生物作为国内疫苗企业的龙头之一，持续深耕二

代品种，除了新冠品种外研发管线覆盖四价流脑结合疫苗、四价流感

疫苗、EV71等多类大品种，更在新品种上多向发力，预防微卡疫苗

上市，四价重组诺如病毒疫苗、15价肺炎疫苗按部就班开展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Ⅱ期临床结果良好，公司未来业绩可期，管线有望诞生国产

和国际大品种。

➢万泰生物与GSK在HPV疫苗和新冠疫苗上展开合作，获得其佐剂技术

支持，公司拥有独特的大肠杆菌表达系统技术平台并结合其特点建立

了完善的VLP纯化、体外组装的技术，现自主研发的戊肝疫苗和2价

HPV疫苗已经上市，9价HPV疫苗已进入临床Ⅲ期。与厦门大学合作

的流感病毒载体技术和新型佐剂的引入有望帮助公司拓展创新品种管

线。

研发阶段 疫苗

获得生产批件
2价HPV疫苗

戊型肝炎疫苗

Phase Ⅲ 9价HPV疫苗

Phase Ⅱ 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

Phase Ⅱ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鼻喷新冠疫苗

临床前 亚单位新冠疫苗

图：万泰生物临床产品管线

研发阶段 产品

Ⅲ期临床

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MRC-5细胞）

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结合）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联
合疫苗）

Ⅱ期临床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

福氏宋内氏痢疾双价结合疫苗

Ⅰ期临床

皮内注射用卡介苗

卡介菌纯蛋白衍生物

15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组份百白破疫苗

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细胞）

四价重组诺如病毒疫苗（毕赤酵母）

冻干重组结核疫苗（ AEC/BC02）

图：智飞生物临床在研产品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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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 新冠疫苗研发失败，新技术应用进展低于预期。

2. 行业黑天鹅事件。

3. 新品种研发进展低于预期：疫苗产品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风险高、工艺复杂等特点，其研发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

临床研究和生产许可三个阶段，研发周期长，通常需要 7-15 年的时间，需先后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药物临床试验、药品

注册批件，接受其严格审核，研发项目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新产品开发风险。

4. 政策变化风险：医药行业属于高度行政监管行业，从研发、生产、销售、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受国家严格监管和控制。近年

来，国家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疫苗管理法》的实施,《药品管理法》的修订，进一步规范管理疫苗行业的行

为准则，加强了行业监管的广度和深度，构建了更严格的惩戒体系，对疫苗生产企业的研发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5. 企业经营质量管理风险。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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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沙：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士，2018年1月加入天风证券，曾就职于彧辉基金，主要从事大健康、消费、环
保等领域投研工作，目前主要负责医药商业板块研究，对药品流通与零售行业较为熟悉。

赵楠：中国药科大学药学硕士，沈阳药科大学制药工程学士，南京大学管理学学士，通过CFA一级，2019年3月加入天风证券，曾就职
于恒瑞医药，主要从事肿瘤创新药研发，导师为恒瑞全球研发负责人，目前主要研究创新药领域，身处医药行业多年对产业理解较为深
入。

赵雅韵：西安交通大学化学硕士，制药工程学士，2019年7月加入天风证券，目前主要研究血制品领域。

天风医药团队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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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300指数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300指数的涨跌幅

买入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20%以上

增持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20%

持有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10%

卖出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以下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5%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以下

投资评级声明

类别 说明 评级 体系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述的所有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
人看法。我们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投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一般声明
除非另有规定，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版权均属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及其附属机构（以下统称“天风证券”）。未经天风证券事先
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内容。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为天风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本报告是机密的，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天风证券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天风证券的客户。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天风证券对这些信息的
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
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
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天风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在不同时期，天风
证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天风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天风证
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天风证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天风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
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天风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http://ipoipo.cn/


THANKS

63

http://ipoip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