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 2.44亿年前的“盘州暴鱼”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光

辉研究团队在贵州盘州发现 2.44 亿年前一种大型
肉食性基干新鳍鱼类，命名为盘州暴鱼。 盘州暴鱼
代表了疣齿鱼科最古老的化石新证据，也是暴鱼属
在贵州的首次发现。相关研究成果 4 月 7 日在国际
学术期刊《PeerJ》发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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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

�� 近日，，皖产全国首款““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CHHOO
细胞））””获批在国内紧急使用，，引发广泛关注。。 该疫苗是怎

么研制出来的？？与其他新冠病毒疫苗有何不同？？安全性、、有

效性如何？？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解码皖产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
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本报通讯员 查必祥 张雅婷

“这是安徽针灸人第一次站在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竞争的平台上， 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和骄傲。 ”安
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骏教授说 。 4 月 12
日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合肥召开 ，杨骏教
授领衔的针灸治疗贝尔氏面瘫临床疗效及其机制
研究突破项目，获得了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

据介绍，这是安徽针灸界重大历史性突破，也是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作为第一主持单
位所获得省科技最高奖项。面瘫是临床常见疾病，占
神经系统疾病第 6 位， 从婴儿到老年任何年龄均可
发病，其中 15％的患者存有后遗症，后遗症目前尚无
有效治疗方案，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 杨骏教授带领团队在针
灸治疗面瘫的研究道路上潜精研思，不懈努力。 历
经 20 余年，在国家 973 等重大项目支持下，突破了
面瘫早期不可针刺的固有观点，创立长病程疑难面
瘫针灸治疗方案，制定贝尔氏面瘫辨证特色针术灸
法并形成相关标准，大大提高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
的临床疗效。 杨骏教授团队联合中国科技大学、韩
国庆熙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应用功能磁共振等
先进技术 ， 肯定针灸可促进面瘫病人皮层功能重
组 ，促进神经修复 ，部分突破针灸了治疗贝尔氏面
瘫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科技速递·

新实验平台开建助力“碳中和”
4 月 10 日，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在黑龙

江省大庆市开工， 作为推动新能源行业技术进步、加
速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发展的创新平台，将努力为全
球新能源行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标
准，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开发利用太阳能和发展储能已成为实现 “碳达
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
和应用国，储能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如

何研制出来的？

3 月 10 日，由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发的
全国首款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CHO 细
胞）”（以下简称重组新冠病毒疫苗）获批在国内
紧急使用。目前，该疫苗已在乌兹别克斯坦获批
正式上市， 是国际上第一个获批临床使用的新
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

作为全国首款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它的“面
世”都经历了什么？

时间倒回至新冠疫情暴发之时，举国上下，
齐心协力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科技抗疫工作，多次组织省卫健委、
省经信厅、 省发改委及合肥市等相关部门商讨
研究，并协调安徽智飞龙科马公司等相关方面，
集中一流人才和科研力量投入疫苗研发， 取得
重大成果，成功研制出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安徽智飞龙科马利用自身在疫苗研发领域
10 多年来的积累和优势， 攻关新冠病毒疫苗的
研发，成为我省唯一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企业。
“在疫苗研发初期，最困难的工作无疑是蛋白的
纯化工艺。 通常完成纯化工艺需要至少半年到
一年时间，为了早日研发成功，技术人员加班加
点， 仅用 7 天 7 夜便完成了蛋白纯化工作，为
疫苗早日研发成功并投入生产打下坚实基
础。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因新冠疫情对疫苗需求的紧迫性， 安徽
智飞龙科马将原计划用于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Vero 细胞）项目的车间改造用于新冠病毒
疫苗生产， 并在原有生产范围基础上增加重组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2020 年年 6 月 19 日，该疫苗获批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6 月 22 日和 7
月 10 日，先后开展Ⅰ、Ⅱ期临床试验；11 月 18
日和 12 月 10 日， 分别在湖南省湘潭县和乌兹
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启动国内、 国外部分的
Ⅲ期临床试验。

目前，该疫苗正在乌兹别克斯坦、印尼、巴
基斯坦和厄瓜多尔开展国际多中心 III 期临床
试验， 并于 3 月 1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获批注册
使用。

前不久，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
疫苗研发专班已经批准该款新冠病毒疫苗紧急
使用。

与其他新冠病毒疫苗有

何不同？

目前， 我国有 5 款新冠病毒疫苗获批附条
件上市或者是获准紧急使用， 包括 3 款灭活疫
苗，1 款腺病毒载体疫苗，还有 1 款重组亚单位
疫苗。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参与
研发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则属于重组亚单位疫
苗，它与其他 4 款新冠病毒疫苗有何不同呢？

据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 灭活疫苗是先生
产活病毒，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把病毒灭活
以后做成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是将有效的病

毒抗原基因插入到腺病毒基因组里面， 通过腺
病毒感染人体细胞，将基因导入到人体细胞中，
人体细胞表达抗原，从而激起人体的免疫反应；
重组亚单位疫苗是将有效的抗原成份在体外通
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在细胞中来表达，通过类似
于工业发酵的方式， 也就是生物反应器来生产
抗原蛋白，最后制成疫苗。

根据试验设计， 皖产重组亚单位疫苗需要
接种 3 剂。 其中，首剂和第 2 剂的间隔、第 2 剂
和第 3 剂的间隔建议要在 4 周及以上； 第 2 剂
尽量在接种首剂后 8 周内完成， 第 3 剂尽量在
接种首剂后 6 个月内完成。

为什么有的疫苗只打一针， 而有的疫苗需
要打两针或三针呢？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苗的接种次数主
要看疫苗本身特点和临床试验方案及其安全
性、有效性数据。 “目前，乙肝疫苗、HPV 疫苗与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都是相同的技术路径疫苗，
均需接种 3 针，从而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省
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国内新冠病毒疫苗研究一共有 5 种技术
路线，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是其中之一。就
目前来看，各种疫苗都有各自的优势。相比较而
言， 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安全性和免疫原
性好，技术先进成熟，工艺成熟稳定，易于规模
化生产。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同时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只需 2℃
至 8℃环境下冷藏即可，便于运输和储存。

安全性、有效性如何？

前不久，皖产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I 期、II 期
临床试验结果在国际医学期刊 《柳叶刀·传染
病》发布。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性良好，接种 3 剂
次疫苗的 97%入组者产生了可以阻断活病毒的
中和抗体，中和抗体水平超过康复患者血清。

据介绍， 疫苗在国内的两期临床试验共招
募 950 名 18 岁至 59 岁的健康成年人， 采用随
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的试验方案。试验对疫苗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进行评估， 包括不良事件

和严重不良事件、抗体滴度、中和抗体滴度以及
血清阳转率。

试验结果表明， 没有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
事件发生，符合亚单位疫苗不良反应小的特点，
且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与目前国际上重组蛋白
疫苗、mRNA 新冠病毒疫苗相当。 接种 2 剂次疫
苗后，83%的人可以产生中和抗体。 接种 3 剂次
疫苗后，97%的人可以产生中和抗体。

那么，对于变异新冠肺炎病毒，皖产重组新
冠病毒疫苗又是否有效呢？

日前，中科院微生物所发布了重组新冠病
毒疫苗 （CHO 细胞 ） 对新冠病毒南非新变种
（SARS-CoV-2 variant of concern (VOC)501Y.
V2）的保护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疫苗接种
者血清对南非新变种的中和效果稍有下降，但
是依然保留有大部分中和活性，表明疫苗对南
非新变种依然有保护效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信息，从全
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情况看，尚无证据证
明病毒变异会使现有的新冠病毒疫苗失效。

省疾控中心专家表示，目前临床结果显示，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良好， 但为尽量减少
接种产生的不良反应，建议手臂接替进行接种，
且尽量避免相同部位接种。

关于接种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作用时长问
题，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疫苗的保护期限取决于体内有效抗
体的存在，只要体内有一定水平抗体存在，就可
以证明疫苗仍然有效。 ”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建立全
民免疫屏障是最终战胜病毒的重要手段。

当前， 我省为加快新冠病毒疫苗目标人群接
种工作，构筑免疫屏障，正根据各地摸底和目标人
群分布实际，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原
则，分阶段实施疫苗接种。预计至 6月 20日，全省
40%以上的常住人口将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题图：合肥市居民接种皖产新冠病毒疫苗。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