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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避孕疫苗研究现状和前景 

(暨南大学生殖免疫研究中 广州 51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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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薹：国产第1代避孕疫苗已经研制成功。疫苗构建是采用妊娠特异性强、妊娠期短暂出现的糖蛋白激素 
— — 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L咖 chorion／c gonadotmpic hormone．hCG)为靶抗原，应用蛋白质工程技术研制 

的。抗原不但保留了hCG的生物活性．而且不与垂体的其他3种激素交叉，并克服了 “自身免疫耐受性”，使 

免疫系统对它作为 “非自身”而产生抗体反应。 此构建的第 1代避孕疫苗原型，经临床前非人灵长类的免疫 

原性、安全性和毒理学试验达到预期效果后，参照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委员会避孕疫苗任务组指导 

委员会制订的第 1期临床试验方案，两位主要研究工作者和 10位输卵管结扎妇女志愿者接受了免疫注射．在严 

密的监护下完成了国产第 1代避孕疫苗的第 1期临床预初试验，结果证明疫苗在人体可诱发抗体反应，免疫反 

应有可逆性和记忆。受试者无任何毒副反应，月经周期正常，排卵不受影响。第 2代新型避孕疫苗的研究．将 

在第 1代原型的基础上，通过基因和蛋白质工程技术，解决抗原的大量生产、挖掘内在的决定簇，或引人外源 

性生殖活性抗原，构建多特异性多功能复合免疫原．发展复合避孕疫苗，这些都将是十分有吸引力的研究领 

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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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 

近 3O年来，随着生命科学的深八发展，科学 

家们发现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 

杂的关系。以往所谓的不明原因不孕症中，有一部 

分属于免疫不孕。科学家们开始设想能否调动免疫 

系统来达到调控生殖的可能性，免疫避孕的构思由 

此而被提出。经过近 30年的发展。各学科问的相 

互渗透，已形成一新的边缘学科——生殖免疫学， 

它是研究生殖过程中的免疫学现象，以及应用免疫 

学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生殖活动的调控。避孕疫 

苗的研究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各国际组织分别拨出 

巨额资金，组织协调国际性大协作，开展多中心合 

作研究 ，已研制出第 1代、第 2代避孕疫苗，并完 

成了第 1、2期临床试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满意 

效果。使免疫避孕的构想成为现实，也使人类可以 

操纵自己的免疫系统来调控生殖活动的设想成为现 

实。(表 1)(陈慰峰等，1999；Gupta。1988) 

总结起来，世界各研究中心采用的生殖关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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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hCG为首选。以hCG—S为主体，进行拼接或 

删减，以增加抗原决定簇和减少交叉反应性。 

20多年的研究。免疫避孕领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表现为：①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可以调控的， 

人为地操纵免疫反应 。阻断某一特定的生殖环节是 

可能的。②生殖系统和生殖活动中，存在有特异的 

关键靶抗原，而机体的其他组织和其他生理活动中 

无类似的抗原存在。③免疫系统对自身的抗原所具 

有的免疫耐受性。可以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对抗原 

进行改造。使免疫系统不再能识别它为 自身”． 

而作为 “非 自身”发生免疫反应。产生特异性抗 

体。改造后的抗原仍保留自身的生物活性，产生的 

抗体具有中和原抗原生物活性的能力。产生避孕效 

果。④免疫反应消退后 ，抗体滴度下降，生育力恢 

复。说明免疫避孕是可逆的。⑤生殖特异抗原免 

疫，免疫系统发生记忆，如再次强化免疫，抗体反 

应再次出现。⑥无自身强化之虑。以 hCG为例， 

接受免疫的妇女，如果将来妊娠，自身胎盘产生的 

hCG不会强化免疫反应。⑦抗体滴度下降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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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以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p亚单位 c hCG— )为基础的避孕疫苗 

Table1 Hmm dM{mic gomaou-,~e hm"mone D sulzmit(心 口)based c~ttracepfive vaccinefcrmulat|cn 

妊娠 ，抗生育阈值以下抗体的存在不会对胎儿产生 

影响。印度2期临床试验少数阈值下抗体滴度发生 

怀孕，未出现畸胎等毒副作用。⑧避孕疫苗为生物 

制剂，所用抗原为人体所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无 
一 般药物的毒副作用，对后代无影响。印度2期临 

床试验少数怀孕妇女大多采取中止妊娠，一例维持 

正常妊娠、分娩，后代发育正常。 

早在 70年代后期我国派专家组进人世界卫生 

组织，有关专家分别加入到人类生殖特别规划委员 

会和其属下的各任务组指导委员会，包括：女性 

组、男性组、药物组、宫内节育器组、避孕疫苗任 

务组。笔者受国家委派加入避孕疫苗任务组指导委 

员会，与来自其他 8个国家的 9位专家一起，组织 

领导了避孕疫苗研究的世界性大协作攻关。在连续 

两任7年间经历了避孕疫苗的基础性抗原筛选。后 

确定以 hCG一日为首选生殖特异靶抗原，构建以 

hCG一8一CTP (109～145)37肽段为抗原的第 1 

代避孕疫苗。经狒狒的免疫原性、安全性及毒理学 

试验，抗生育试验，并一起规划设计了第 1期临床 

试验方案。 

“七一五”期间，我国比较研究了几类抗原 (表 

2)，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1cG抗原应列为首选 

生殖特异抗原，因为它是妊娠所必需的关键抗原。 

②特异地存在于胎盘绒毛，其他组织无此激素，故 

无交叉反应之虑。③正常机体不存在，仅在妊娠期 

内暂时性出现的激素。④它的分子结构已十分清 

楚。⑤}1CG一0中存在着决定簇如 }1CG一目一CTP 

(109～145)37肽段，或 (110～145)36肽段，这 

些决定簇诱发的抗体能中和}1CG生物活性。⑥抗 

原决定簇暴露在外 ，可诱发抗体反应，如被大分子 

掩盖，则不能诱发抗体反应，如 hCG—B—C'TP 

(109～145)37肽段偶联 rrr，抗原决定簇在外， 

而 hCG一日一CTP (110～145)36肽段 一B一半乳 

糖苷酶则抗原决定簇被掩盖，不能诱发抗体反应 

⑦hCG一日二聚体出现两个亚单位的立体决定簇， 

抗原性增加。⑧hCG一日酶切片段暴露被掩盖的内 

部决定簇也可增强抗体反应。 

“八-五”国家下达指令性任务，由原攻关课题 

组 }1cG分课题组成员，开展 hCG避孕疫苗的研 

究。经过5年的努力，构建成功 hCG一目避孕疫苗 

原型，并完成非人灵长类的免疫原性、安全性和毒 

理学试验，在 1O名志愿者中开展第 1期临床预初 

试验 (表3) 

国产第 1代 hCG一目避孕疫苗的诞生，标志着 

我国在免疫避孕研究领域缩短了与国外的差距 与 

国外同类研究相比，我们仅用了10年的时间，投 

入经费 120万元人民币，而世界卫生组织则用了 

23年，耗资 1 80O万美元。 

2 前 景 

国产第 2代新型避孕疫苗的研究路线，仍是在 

借鉴、引进、总结、创新的方针指导下，从几个方 

面着手进行深入研究： 

①从hCG一8分子内部结构上将抗原决定簇暴 

露或台成这些决定簇，拼接在 hCG一目主体上或载 

体蛋白上，构建空间立体决定簇。Ta／war(1994) 

的异种二聚体是个成功的尝试。}1CG—目二聚体属 

同种目亚单位的聚合，出现二、三、四聚体，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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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几种生殖特异抗原的比较研究 (多中心合作研究) 

(刘学高等．1991) 

裹 3 国产第1代避孕疫苗的构建、非人灵长类免疫原性、安全性和毒理学试验厦第1期临床预试验① 

Table 3 China’s first~enevation contraceptive vaccine-ils formnlation，n∞ heman primate删  Tl耐 竹-safety＆ 

质量控制 (q~ity o~ntrot)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加工制备，无菌、无热原、安全试验合格。 

广东药检所第 2次检验台格 

广东微生物学专家第 3次质控检验台格。 

临床前非^是长类安全性和毒理学试验 

(n∞ Ⅱm prlnmte p dl ∞hr 】 

广东顺德灵长共中心．动物为恒河虢，证明疫苗有免疫原性．可诱发机体产生抗 hCG抗 

体．加免疫佐荆可增强免疫反应，抗体滴度随时间延长而消退，有免疫记忆．强化注射 

可诱发更强的抗体反应，疫苗是安全的，无任何毒副作用。 

先接受一般体检，血常规、肝功、肾功及血液生化指标检验．免疫注射后 1周内记录血 

人体先导试验 (课题组组长和主持临床试 压、心跳、体温、呼吸，每日4敬，每6 h 1扶，免疫后除因疫苗含有 TTt体温有短暂 

验的研究人员)两十年龄层次 (40岁和 60 低烧外，无任何不良反应。生理指标均正常。 

岁 上)(h蚶蛐 pilot t血】) 结果证明：有免疫原性，可诱发机体产生抗 hOG抗体，无不良毒副反应。 

安全性在^体合格。 

第 1期临床预初试验 (10名志愿者为输卵 果发现国产第 1代避孕疫苗可 I起抗体反应，第 2次注射有回忆反应·抗体反应随时阃 

管结扎蛆女，年龄 30～39岁) 推移会消退，有可逆性，无任何毒副反应，一般体检项 目及月经周期无变化c血 规 

(first phase clinical bc tria1) 参数、肝功、肾功、心功、血痕、胆固醇等血液生化指标无变化t B超显示子宫附件正 

常。LH、FSH、P、F4、Td5种激素无异常．免疫安全性好。 

①刘学高，李伟雄，刘世范等，1996 hCG—p避孕疫苗研究总结报告 (内部资料．未发表)[LiuXGt LiwX，Liu SF el口f·1996 

F d工eport or"hCC-．0 co~traeeptireⅥcane research(。。nf 即d ．~publisbed)]。 

朱伟杰，刘学高，1996 国产第1代hCG避孕疫苗第1期临床预实验 (内部资料，末发表)[Zhuw J，LiuXG，1996 First Fh~sedird‘ 

cB1口ilot t of e．him’s first generatio~hcG。。n∞嘴pt LVe vac锄e( 目】 ，mp )](潘善培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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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靠分子量的增大，成分难掌握。 war(1994) 

的异种二聚体是 n·8的共价键结合，二聚体成分稳 

定，而且 OLH—a属异种蛋白，增强了其抗原性。 

Steverls(1996)也在hCG一口内部的空间立体决定 

簇上进行过尝试，并取得一定进展。 

②从外部引进一些有特异性的生殖关键抗原， 

构建人工合成的、多特异性、多功能的复合抗原。 

诱发免疫系统产生多种抗体，从多个生殖关键部位 

阻断生殖过程，起到双保险或三保险的抗生育作 

用。构建复合疫苗，近 1O多年来国际上在卵表面 

透明带中已分离出含有精子受体蛋白的组分，Sac一 

∞在这方面和 Yurewicz合作，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分离得到含精子受体蛋白的ZP一3和其去糖基组 

分ZP一3a及ZP一3B。用zP一3免疫猴抗生育效果 

明显，但对卵巢功能有一定影响；去糖基后 ZP一 

3a、口免疫兔，已发现对卵巢无影响；我们现在计 

划在食蟹猴用 zP一3a、8免疫观察其抗生育效果和 

对卵巢功能的影响。Tal Lr(1994)已用ZP一3将 

之引入hCG一13，在恒河猴上进行了试验，结果甚 

为满意，完全消除了对卵巢的影响 (Bagavant等， 

1994)。所以，引入 ZP—a、8既可代替 TT作为异 

种载体蛋白，同时又有生殖活性，诱发的抗体能阻 

断精卵结合，在精卵结合早期起抗生育效应。比起 

hcG的抗早孕更为优越，二者结合在一起，形成 

双功能复合避孕疫苗，这将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 

研究领域 (Uzumeu等，1998)。 

③在基因疫苗研究方面，科学工作者已提出基 

因免疫避孕的建议。国内已着手就两个有希望的抗 

原 hCG一日和 ZP—a、口中的肽段开展工作，探讨 

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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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C0NI1 EIqlVE VACCINE RESEARCIt 

LIt3 Xue．-gao 

(Gm ＆ 御 ImmunologyResearch．^嗽 u t帅  ．(；挑 勘 u 510632) 

Al~-'aet；China’S first generation of contraceptive 

v~ccine has been developed through the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research program supported by National 

ResearchProject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The b&~ic 

naiple of the vaccine’S formulation Was designed to 

use a key pregnant—depentent，transit present，ussue 

specific and molecular structure well-known glycopro- 

tein horm one--human chorionic gonadotmpic hot— 

ttloll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protein engineering 

techniques，the cm~reactivity with three other pitu— 

itary glymproteln horm ones and the immunotoleranoe 

of the body to this“self”horraone have been overecame 

and the bidogical activity of hCG remained intact． 

pre-clinical non-human primate toxicology ＆ safety 

studyhas been carried outinGuangdongPrimateCen— 

ter successfully．Two principalinvestigators ofthis re— 

search project have receb：ed the pilot inoculation d 

China ’S first generation of contraceptive vaccine to ob— 

tBinthe direct experience ofinlr~urle response，ten vol— 

unteers oftubularligated femalehave enteredintothe 

first phase clinical pilot trial in 1995 and suCCeSsfully 

proved that China's first generation of hCG controcep— 

tire vBccine is immunogenic，safe，no toxic reactions in 

human being s． 

The form UIt【tion of second generation of a new 

vaccine to enhance the immunogeneeity through pro— 

tein an d genetic eng ineering is nOW in progress 

Key wor&s：Contraceptive vaccine~hCG；Non—human primate trial；First phase dinical pilot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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