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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缺乏病毒体内感染的小动物模型是制约HIV一1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大障碍。研究者将 

胎儿的胸腺和胎肝组织移植到重症联合免疫缺陷 (SCID)小鼠体内，构建了SCID—hu(Thy／I|i )人鼠嵌合模型。 

该模型具备正常功能性的人造血器官 “Thy／Liv”，较真实地模拟了HIV一1感染人胸腺后的状况，是研究 HIV一1 

体内感染较成功且很有潜力的嵌合鼠模型。SCID—hu(Thy／Liv)模型的构建使得在小型动物体内研究HIV的某 

些致病机制、临床前评价各种先导药物的体内抗 HIV活性、评价新的治疗方案及寻求合适的基因治疗等成为可 

能，为在体内研究人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病理生理机能及人干细胞基因治疗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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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limitation in advancing the study of HIV一1 is the lack of a suitable small animal model system that al— 

lows for HIV一1 infection to be monitored．A mouse model of AIDS would be very useful because of it practicality and the 

ready availability of knowledge，reagents and immunogenetics．SCID—hu(Thy／Liv)mouse model，in which human fetal 

thymus and liver tissue are CO—implanted into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t mice and resulting in a functional human 

hematopoietic organ(Thy／Liv)，recapitulates the effects of HIV一1 infection in the human thymus．SCID—hu(Thy／Liv) 

mice are attractive and well—established small animal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HIV一1 infection in vivo．The humanized 

SCID mouse model would be served as valuable tools for in vivo studying pathogenesis of HIV．analysis of candidate anti— 

HIV drugs and vaccines prior to their clinical evaluation in human． 

Key WOrds：SCID—hu；AIDS；HIV；Animal model 

艾滋病 (AIDS)是一种全球性的传染病。其预 

防和根治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各国认真对待的 “全球 

性政治问题”。自1981年全球首例 AIDS患者被发 

现迄今 20多年以来，AIDS的流行已严重危害人类 

健康和社会发展。在 AIDS治疗及疫苗研究方面要 

取得重大突破，其关键是动物模型。因此，寻找廉 

价、简单适用的 AIDS动物模型用于疫苗、药物评 

价和发病机制的研究一直是 AIDS研究者的目标。 

建立合适的AIDS动物模型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虽 

然黑猩猩 (Pan troglodytes)、长臂猿 (Hylobates 

lar)等可以感染 HIV．1，出现一些如淋巴节肿大等 

炎症反应，但不能发展为AIDS样症状，且这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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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源稀缺，维持与饲养的费用较高，给试验带来 

了困难。其他种类的动物又因各种条件 (细胞表面 

不表达病毒受体 CD4，辅助受体 CXCR4、CCR5 

等)限制了HIV一1病毒在细胞内的繁殖。用其他引 

起免疫缺陷的慢病毒 (如马传染性贫血病毒、猫免 

疫缺陷病毒等)来感染马、猫等动物作为 HIV的 

替代感染模型，实验病毒本身并非 HIV，症状与 

AIDS表现也不尽相同，且这些动物的亲缘关系与 

人类相差较远，效果不理想。因此目前为止还没有 

用 HIV一1病毒做出与 AIDS症状相近似的合适的动 

物模型 (Huang et al，1997)。小鼠是研究得最为清 

楚的一类实验动物。SCID—hu小鼠即人源化的重症 

联合免疫缺陷鼠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nciencv 

mice，SCID)，是研究肿瘤、免疫等很好的动物模 

型，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SCID—hu小鼠与灵长类动物模型相比，具有体型 

小、易管理、费用低、可规模化、研究时间短等优 

点。国内已有 SCID小鼠繁育及其在肿瘤研究中应 

用的报道 (Yao et al，1998)，而目前国内尚无该小 

鼠作 HIV动物模型研究的实例。本文简要介绍 

SCID—hu小鼠在HIV研究方面的应用，旨在探讨这 

种人一鼠嵌合模型在 AIDS研究中的可能性及价值， 

以引起国内研究人员的重视。 

1 SCID小鼠的饲育和个体渗漏 

1．1 饲育 

SCID鼠首先是由美国Bosma et al(1983)发现 

并培育成功的。它是由 Balb／c系小鼠的同类系 C． 

B．一17近交小鼠第 16号染色体基因突变形成的。 

SCID鼠由于其免疫球蛋白 (Ig)基因和T细胞受体 

(TCR)基因的重组受到破坏，导致体内缺乏成熟 

的功能性T、B淋巴细胞，血清中也很难检测到Ig， 

从而成为联合免疫功能缺陷的小鼠。SCID小鼠对 

体外移植物免疫排斥反应较低，是异体移植的良好 

动物模型；但同时由于免疫功能缺陷，易受微生物 

感染而死亡。因此，其饲育条件要求很高，需采用 

无特定病原体 (specefic pathogen free，SPF)屏障 

系统繁育。饲料、垫料、笼具及饮水等物品均需经 

120 oC、30 min高压蒸汽灭菌，且须严格按照 SPF 

要求规范操作。国内也有应用层流架内带滤帽的鼠 

盒短期繁育成功的例子 (Wang et al，1999)。由于 

该种小鼠的自发性胸腺瘤的发生率较高，其存活时 

间大约 1年 (Su&Zhang，2003)。 

1．2 个体渗漏 

SCID小鼠随着鼠龄增加，免疫学特性也随之 

发生变化，部分小鼠出现T、B淋巴细胞功能恢复， 

称为 “免疫渗漏” (1eaky)现象 (Bosma et al， 

1988)。造成 “免疫渗漏”的原因是 SCID鼠出生后 

编码 Ig和TCR的基因有可能随机重排，从而表达 

有功能的抗原受体，使部分淋巴细胞恢复功能而出 

现 “免疫渗漏” (Carroll et al，1989)。 “渗漏”型 

SCID小鼠具有低水平的功能性 B、T淋巴细胞，因 

此 “免疫渗漏”现象会影响实验结果，是造成实验 

误差的重要因素。在用 SCID小鼠进行免疫学研究 

时，为了避免小鼠自身免疫功能的影响，通常用 

ELISA法测定鼠血清中总 Ig含量来判断小鼠是否发 

生 “渗漏”(Li et al，2002)。SCID小鼠的 “渗漏” 

特征不遗传，其出现的频率及产生 Ig的水平与鼠 

龄、饲养环境有关。因此，在免疫学研究中要尽可 

能使用小于 6～8周龄的 SCID小鼠，并及时剔除 

“渗漏”个体。 

2 SCID．hu小鼠的建立 

在 SCID小鼠体内重建人免疫系统的方法有两 

种：一种是 Mosier et al(1988)构建的 hu—PBL— 

SCID嵌合小鼠，即采用人的成熟或未成熟的淋巴 

细胞，包括人外周血淋巴细胞 (PBL)、人骨髓细 

胞、脾细胞或腹腔淋巴结的淋巴细胞，腹腔注射小 

鼠培育而成。另一类是 McCune et al(1991)构建 

的SCID—hu(Thy／Liv)嵌合小鼠，即采用胎肝 (个 

体发生中多谱系造血作用的主要器官)组织与胎儿 

胸腺组织，进行小鼠肾包膜下移植。比较而言， 

hu—PBL—SCID嵌合小鼠血清中常能产生较高水平的 

人 IgG，但不能产生初始的免疫反应，还会出现移 

植物抗宿主反应。而 SCID—hu(Thy／Liv)嵌合小鼠 

则不会出现移植物抗宿主反应，且对抗原刺激能产 

生完整的免疫应答和初始的免疫反应。 

SCID—hu小鼠免疫重建效果采用检测鼠血清中 

人 IgG的含量来鉴定。SCID—hu小鼠嵌合模型大约 

经过了9年的试验和优化，目前研究用较多且较成 

功的是 SCID—hu(Thy／Liv)小鼠。早期 SCID—hu小 

鼠的构建是在肾包膜下移植人胎儿的胸腺片断，随 

后在胸腺内注射人造血祖细胞。结果发现移植组织 

可以生长且祖细胞能分化为 T系细胞与髓系细胞， 

但存在时间短暂。究其原因是只有在胸腺外 T祖细 

胞不断流人的情况下，胸腺微环境才能够维持；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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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与胎儿胸腺同时移植 “Thy／Liv”较单独胸腺移 

植的存活时间持久，且移植后多数动物的外周血中 

可以检测到人T淋巴细胞 (McCune，1996)。 

3 SCID—hu(Thy／Liv)小鼠在 HIV研究中 

的应用 

SCID—hu小鼠迄今已广泛用于人体生理学、病 

理学、病毒学、免疫学和血液学等的研究。病毒学 

方面主要用于 HIV病毒和肝炎病毒的致病性、致 

病机理、抗病毒药物筛选、疫苗效应与安全性试 

验。免疫学方面则主要用于研究人免疫系统的发育 

过程及功能、人单克隆抗体的制备等。血液学方面 

主要用于研究人类镰刀性贫血、白血病等 (Mc— 

Cune，1996；Wu，2000；Chu&Ying，1996)。本 

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介绍该模型在 HIV研 

究中的应用。 

3．1 HIV病毒接种 

McCune等构建的 SC1D—hu(Thy／Liv)嵌合小 

鼠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无功能性外周人淋巴组织， 

无针对病毒的初始免疫反应，外周血中人 T淋巴细 

胞数量很少，脾脏中人T淋巴细胞水平也很低，从 

而降低了静脉或腹膜腔内接种 H1V的成功率，当 

然也偶有成功的报道。目前认为接种 HIV最可靠 

的方法是在移植物 “Thy／Liv”胸腺内直接注射小 

量的病毒。该接种方法难度大，操作繁琐 (Bristol 

et al，1997)。移植物中接种病毒又使得外周血HIV 

感染的发生受到限制。因此有学者考虑改良SCID— 

hu(Thy／Liv)小鼠来提高外周血中人淋巴细胞的含 

量。具体改良的方法有：增加肾包膜下移植胸腺或 

胎肝组织的数量；在两个肾包膜下均移植 “Thy／ 

Liv”；移植物 “Thy／Liv”胎肝与胸腺组织进行优 

化。这些措施使改良后的嵌合小鼠外周血中人的淋 

巴细胞数量大大增加，病毒接种的成功率也随之加 

大 (Goldstein et al，1996)。 

3．2 影响HIV接种成功的因素 

有两个因素影响SCID—hu(Thy／Liv)小鼠接种 

HIV的实验结果。第一，不同的病毒株在嵌合小鼠 

的移植组织中的复制能力不同，这种能力在一定程 

度上又取决于 HIV的嗜性 (Berkowitz et al，1998)。 

HIV实验室适应株的感染力较弱，而未在体外长时 

间传代的初始 HIV分离株有较强的感染力。有些 

HIV病毒株可以感染 SCID—hu(Thy／Liv)小鼠却不 

会诱导其发病，接种无症状的HIV阳性患者 HIV一1 

NSI型病毒株 (R5或 R3R5)的嵌合小鼠几乎不表 

现CD4 细胞缺失；而来 自同一患者 AIDS发作前 

的sI型 (R5X4或 R3R5X4)病毒株，会快速引起 

CD4 淋巴细胞缺失 (Camerini et al，2000)。为了 

避免这种由于病毒株不同而造成的影响，实验一般 

要求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毒株。第二，是来源 

于不同供者的 “Thy／Liv”移植物，其支持 HIV复 

制的能力也不同。为了减小不同供者移植物的个体 

差异，同一实验应尽可能使用来源于同一供者的移 

植物构建的嵌合鼠。 

3．3 用于HIV致病机制的研究 

3．3．1 HIV一1诱导 CD4 T淋巴细胞缺失的机制和 

免疫重建 CD4 T淋巴细胞的缺失是 AIDS的一个 

重要特点，但其机制仍不十分清楚。Jamieson et al 

(1997)研究 HIV诱导体内 CD4 细胞缺失的机制 

时发现，在 CD4 淋巴细胞严重缺失的时候，没有 

检测到细胞凋亡的相关改变；在淋巴细胞缺失后期 

才发现细胞凋亡水平增加，但凋亡细胞表面缺少 

CD4分子。据此认为 HIV一1是通过直接杀死感染的 

细胞或通过诱导未感染的旁观者细胞凋亡这两种途 

径来引起细胞缺失的。Kovalev et al(1999)报道 

H1V一1感染 SCID—hu(Thy／Liv)小鼠后，多数 的 

CD4 CD8 双阳性淋巴细胞 (DP)被诱导表达高 

水平的MHC—1分子。由于HIV直接感染的DP胸腺 

细胞只有一小部分，因此，该诱导表达是通过 IL一 

1O间接介导的。通常MHC．1分子在DP细胞表面的 

表达量是很微弱的，而该种分子的过量表达干扰了 

胸腺淋巴细胞的成熟，最终导致胸腺细胞凋亡。 

细胞因子在 HIV／AIDS感染的免疫重建中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即细胞因子影响 X4型 HIV病 

毒感染机体后淋巴细胞的丢失。用 HIV一1Nl4_3病毒 

感染 SCID—hu(Thy／Liv)小鼠2—3周后，用 IL一2、 

IL．4、IL一7、IFN一7处理动物，检测胸腺细胞中的病 

毒载量和细胞的免疫表型。结果表明，感染后 3周 

某些细胞因子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鼠体内淋巴细 

胞的分布。IL一4与IL一7延长了未成熟的淋巴细胞的 

丢失时间，但却增加了病毒载量；而 IL 2与 IFN一了 

也延长了其丢失时间但体内的病毒载量不增加。因 

此可考虑用细胞因子来提高患者免疫系统的重建能 

力 (Uittenbogaart et al，2000)。 

3．3．2 HIV一1辅助基因的功能 对于含有辅助基 

因缺失突变的HIV一1NL4—3病毒在体内的感染力、复 

制能力和致病性，用 SCID—hu(Thy／Liv)小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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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表明：vpr缺失对病毒的感染力、复制能力、 

致病性几乎没有影响；而 vpu或 vif对病毒的感染 

力及致疴l生有较大的影响；Nef的缺失对病毒的影 

响最大，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病毒的感染力和致病 

性。然而这些辅助基因的缺失可以弱化但不能消除 

病毒的致病性。加大病毒的接种量或延长检测时 

间，突变后的病毒仍然能够引起淋巴细胞不同程度 

的缺失 (Aldrovandi&Zack，1996)。Nef基因的表 

达产物能够使 HIV感染者的病毒载量上升，加快 

临床 AIDS的进程。Nef有一系列的生物学活性， 

包括下调细胞表面 CD4分子和MHC—I抗原的表达， 

改变 T细胞的活化状态，增加病毒颗粒的感染力 

等。Stoddart et al(2003)在实验中构建了携带 Nef 

不同突变位点的重组的 HIV一1NL4．3病毒颗粒，这些 

突变位点分别选择性地削弱了Nef的不同功能。用 

SCID—hu(Thy／Liv)鼠来评价重组病毒的致病力， 

发现 Nef下调细胞表面 CD4分子表达的能力与其体 

内增强 HIV的致病能力相一致。提示 Nef介导的 

CD4分子的下调可能开发小分子抑制剂的新靶点。 

3．3．3 HIV．1感染对胸腺的影响 胸腺能产生新 

的淋巴细胞并释放到外周，是主要的淋巴器官，又 

是病毒早期复制的重要场所。通过对 HIV感染的 

儿童和成年人进行临床和形态学上的分析发现， 

HIV感染后导致胸腺功能损害的作用机制有很多， 

如病毒直接杀死胸腺细胞、细胞凋亡或破坏胸腺基 

质构造。SCID．hu(Thy／Liv)嵌合 鼠可用于研究 

HIV．1感染胸腺后的病理机制，已有研究表明幼儿 

患者中HIV．1引起胸腺功能紊乱与加快 AIDS进展 

相关。Miller et al(2003)以 HIV．1(1o或 NL4．3) 

感染 SCID．hu(Thy／Liv)小鼠，然后检测移植胸腺 

细胞 9183种基因的表达，发现有 19种基因的表达 

量上升了3倍，其中12种是IFN诱导型的，6种是 

未知的 EST克隆。病毒感染也诱导了 STAT1与 

STAT2蛋白的活化，从而引起细胞信号传导。因 

此，HIV．1感染胸腺后导致胸腺细胞中STAT1信号 

传导途径的活化与 HIV在胸腺里的发病机制密切 

相关。 

3．3．4 HIV潜伏感染的机制 HAART治疗能够降 

低HIV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增加病人 CD4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延缓病程的进展，但却不能清除 

患者体内的 HIV病毒。一部分病毒逃逸了机体免 

疫系统的攻击，潜伏在一小部分静息的细胞中，这 

部分病毒在合适的时机会活化引起再度复制增殖。 

要根除患者体内HIV，必须消除这--d,部分稳定的 

潜伏感染的T细胞。HIV复制与细胞的活化和细胞 

基因的转录密不可分，只有 HIV感染的活化细胞 

在发生病变前停止转录转为静息状态，病毒基因组 

才能以潜伏的状态存在。由于这部分潜在感染的细 

胞数量很少，因此给研究病毒及其在细胞体内的相 

互作用带来 了一定 的难度。HIV感 染 SCID—hu 

(Thy／Liv)小鼠后，胸腺细胞在成熟时其 RNA转 

录水平下降，是一个活化成熟的细胞演变成静止的 

过程，而且这种潜伏感染的细胞可以释放到外周血 

中，病毒仍然保持潜伏状态直到 TCR被刺激活化。 

实验表明胸腺可能是 HIV在体内潜伏的一个场所 

(Brooks et al，2001)。 

SCID．hu(Thy／Liv)小鼠是研究 HIV潜伏感染 

的很好的动物模型，可以提供大量的潜伏感染的细 

胞，确定各种刺激对潜伏感染的影响。实验研究发 

现，潜伏感染细胞表现出正常的细胞表型，细胞激 

活后，细胞的表型发生改变 (如 CD4和 MHC．1分 

子下调)；潜伏感染的细胞正常表型及 HIV的不表 

达与病毒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能力紧密相关，可能 

是 HIV可以在体内长期潜伏的本质原因 (Brooks& 

Zack，2002)。为了消除潜伏感染的 HIV，确定可 

以活化潜伏感染的信号转导途径是很有必要的。 

Brooks et al(2003)用 SCID．hu(Thy／Liv)模型分 

析T淋巴细胞信号转导途径，发现静止的细胞主要 

通过PKC与NF．AT两条细胞外信号转导途径而活 

化，而抑制或活化其他的T细胞信号途径并不能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病毒的表达。活化 NF．xB对于病毒 

的激活很关键，而抑制NF—xB后病毒仍然可以通过 

NF．AT活化。通过对几种引发潜伏HIV活化的信 

号分子途径的分析，初步结果表明 HIV能够稳定 

地潜伏感染主要是由于静息细胞中缺乏某种转录因 

子所致。 

3．3．5 SCID．hu(Thy／Liv)嵌合小鼠模型与 HF． 

TOC技术的结合 HF．TOC指人胎儿胸腺器官培 

养，是一种体外活体培养用于检测 HIV感染致病 

机理的方法。常与 SCID小鼠模型结合用以研究 

HIV在人类胸腺中的复制和致病性机理、CD4 T 

淋巴细胞缺失的机制和免疫重建等。Kovalev et al 

(1999)在 HIV感染 SCID．hu Thy／Liv小鼠上发现， 

在感染的胸腺 中双 阳性不成熟 T细胞 (CD4 

CD8 )表面 MHC一类抗原分子被诱导而大量表 

达，这一现象同时为 HF．TOC体外实验所证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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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观察到HIV感染后，由IL一10在内的间接机制引 

起 MHC 1分子的表达。Miller et al(2001)以体内 

胸腺感染模型研究了 HIV一1 gpl20的决定簇和复制 

的关系，从 HIV一1 IIlB衍生的分离株 LW／C能够有效 

感染单核细胞衍生的巨噬细胞，尽管它的感染嗜性 

已经和ⅢB不同。在 LW／C V3 loop区的一个单点 

突变造成了对中和抗体的抗性，同时也影响在胸腺 

内的复制，然而却不改变对于靶细胞 的嗜性。 

Meissner et al(2003)系统阐述了 SCID—hu(Thv／ 

Liv)小鼠和HF—TOC模型联合使用的研究意义：通 

过 HIV在胸腺中的复制可以研究复制过程中涉及 

的HIV病毒决定因素和宿主因子、与胸腺细胞缺 

失相关的病毒和宿主因子、在 HIV诱发的病理过 

程中的多重机制 (包括祖细胞的消耗和抑制，胸腺 

细胞自身直接和通过旁系的裂解性损耗等)。 

3．4 用于抗 HIV药物的效果评价 

众所周知，很多化合物在体外有较好的抗 HIV 

活性，但是在体内却没有多大的效果。其原因有多 

种，如代谢后不能形成有活性的物质、半衰期短、 

生物利用度差等，从而导致不能临床应用。SCID— 

hu(Thy／Liv)模型作为药物的临床前评价研究工 

具已经标准化且证实有效、可控、重复性好。该动 

物模型可用作评价治疗药物 (单独用药或者是联合 

用药)的药效，检测先导药物的活性或毒性，确定 

最优化的用药途径和给药方案。 

由于一个供者的胎儿组织可以构建 40～50只 

嵌合小鼠，因此 SCID—hu(Thy／Liv)模型用于临床 

前评价药物，可以扩大实验规模，其结果又能进行 

统计检验。一般实验设置 6～7个不同剂量的药物 

处理组，每组 5～8只小鼠。实验中还可设置 5～8 

个 HIV接种但没有用药的小鼠作为阳性对照；1～5 

个未接种病毒且未用药物处理的小鼠作为阴性对 

照；药物毒性对照组 (未接种 HIV的用药组)。病 

毒接种前 1～5天至接种后 1～7天根据药代动力学 

选择不同的途径给药，包括腹膜内、静脉内、皮下 

注射用药、经口给药等多种方式。通过终点检测来 

判断抗 HIV药物的治疗效果，包括细胞内 HIV一1 

p24抗原 ELISA定量检测、PCR检测前病毒载量、 

流式细胞仪检测 CD4 与 CD8 T细胞亚型的细胞 

数量、共培养分离病毒等 (Rabin et al，1996)。 

Stoddart et al(1998)曾在 HIV感染的SCID—hu 

(Thy／Liv)小鼠中检测化合物 ISIS 5320的体内抗 

HIV一1活性，结果表明ISIS 5320能抑制病毒的体内 

复制且有显著量效关系，对 T细胞嗜性 HIV一1有很 

强的抗病毒活性，而对 HIV一1初始病毒株的活性则 

较弱。Datema et al(1996)报道化合物 SID 791可 

以有效抑制 HIV一1的复制及 CD4 T淋巴细胞的缺 

失 (SID 791引起病毒剂量依赖性地减少)。St0d— 

dart et al(2000)研究发现化合物 BCH一10652对 

HIV一1感染 SCID—hu(Thy／Liv)产生抑制作用，且 

该作用也有量效关系。 

3．5 用于抗HIV基因治疗体内效果的评价 

虽然抗 HIV药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 

是由于不能根除病毒，存在很大的局限性。AIDS 

基因治疗目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建立人 

的造血干细胞 (HSC)为基础的 HIV基因治疗，在 

造血干细胞中引入外源的抗 HIV基因可以长效地 

治疗 HIV疾病。Goldstein et al(2002)和 Bai et al 

(2002)的实验结果都表明用 SCID—hu嵌合鼠模型 

可以成功地评定体内的基因治疗效果。 

3．6 在研究 HIV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SCID—hu嵌合小鼠作为 HIV研究的模型之一， 

既有优点也有不足。它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①该 

动物模型需要人工构建，构建的过程也较复杂，目 

前的技术仍不能提供充足的动物进行大规模的试 

验。②由于该模型移植的是人胎儿的组织，有些研 

究结果适用于 HIV婴幼儿患者，可能与成人生理 

相差较大。③SCID—hu嵌合小鼠对外界环境中的病 

原微生物很敏感，需要在 SPF级屏障系统中繁育， 

其饲养和维护费用较昂贵。④人的 “Thy／Liv”移 

植物处在鼠环境中受到一些鼠细胞、鼠源因子等的 

干扰，而一些对人类细胞有重要作用的因子如激 

素、维生素等在小鼠体内可能缺乏。SCID—hu嵌合 

鼠代谢和清除外源物质 (如抗病毒制剂、细胞产物 

等)的方式与人体不同，因此有时检测的抗 HIV 

制剂的体内活性也不能真实反映人体内的治疗效果 

(MeCune，1997)。 

SCID—hu小鼠模型目前主要应用于分析人体内 

的造血作用、体内 HIV感染急性期致病效应的研 

究，阐明HIV在人胸腺内复制的病毒学、细胞生 

物学、免疫学机制，研究 HIV体内感染的病理生 

理机制，临床前评价抗HIV制剂的治疗效果及造 

血干细胞为基础的基因治疗的可行性。该模型也可 

以用于体 内研究 其他 的病毒包 括巨细胞病 毒 

(CMV)、麻疹 (measles)、带状疱疹病毒 (VZV) 

等。为了满足不同试验的需求，目前已构建了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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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研究的多种 SCID小 鼠模型，包括现在用于 

HIV基因治疗研究的NOD—SCID (nonobese diabetic／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disorders) 小 鼠 

(Miyoshi，2004；Davis et al，2004)。该模型在 HIV 

干细胞基因治疗的可行性研究中受到了研究人员的 

青睐，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4 结 语 

目前仍没有 HIV一1临床前研究所需的良好 

AIDS小动物模型。虽然恒河猴等灵长类动物也可 

以作为 HIV研究的模型，但其动物资源缺乏，不 

能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SCID．hu 

嵌合小鼠模型已经用于抗 HIV的某些致病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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