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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印刷

如需获得本书或其他艾滋病疫苗知识材料，请与国际艾滋

© 2005年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计划（IAVI）版权所有

病疫苗行动计划（IAVI）联系：

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
本书所有内容均可用于转载,不必获得 IAVI 许可，条件是注
明 IAVI 为信息来源。然而，大量复印本守则内容或者用于
教育以外及商业目的，必须首先获得 IAVI 明确的书面许可。

如需获得使用许可及相关询问，请联系：

Stacey Hannah, 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 Inc., 110 William Street, 2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8.

本书内容也可在互联网上找到：

http://www.iavi.org/vaxlit.

110 William Street, 2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8
Tel: +1.212.847.1111
Fax: +1.212.847.1112
Email: info@iavi.org
Website: http://www.iavi.org

IAVI 致力于研发一种安全、有效、可获得的艾滋病疫苗，并
在全球推广使用。IAVI 同时努力促进世界上其他社区和国
家改进疫苗试验。这一目标涵盖了许多行动计划，包括通
过恰当的、可持续的教育和培训机制逐渐普及疫苗知识。

付梓出版前，编者已竭尽所能，希望确保本书所含信息的
准确性；然而，随着艾滋病疫苗研究深入开展，本书信息也
可能会有所更改。

各章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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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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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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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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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套从预防到治疗的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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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 “疫苗”的定义
• 预防性疫苗如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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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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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预防性疫苗所具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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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滋病疫苗的基本科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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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候选疫苗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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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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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菌体疫苗
次单元疫苗

重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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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试验数据库
第一轮艾滋病疫苗药效试验第三阶段结果

艾滋病疫苗发展面临的挑战

66

如何生成疫苗
缺乏众所周知的预测性动物样品
对免疫与保护的相关性了解不足
变异和亚型相关的复杂性
总结：艾滋病毒变异给疫苗发展带来哪些挑战？

参与艾滋病毒疫苗研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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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免-加强疗法（prime-boost）

截至 2004 年一月艾滋病疫苗研究进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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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疫苗

艾滋病疫苗研究史上的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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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什么是“基因复制”？

其他关于艾滋病候选疫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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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剂

艾滋病疫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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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知识“核心内容”目录

疫苗知识核心内容
核心内容包括艾滋病疫苗基本信息，语言简洁，格式明了。本书分为十一章节，涉及各类
课题，从与疫苗研制、测试相关的基本科学和临床试验到社会、伦理问题，以及将来疫
苗途径和使用问题。

疫苗知识成套材料
疫苗知识核心内容是疫苗知识成套材料的一部分，是其他部分的技术基础。这套材料包
括艾滋病疫苗宣传、培训材料，可直接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其中的材料为资源贫
乏地区提供准确的全球资讯。

这套材料（截至 2004 年末）将包括以下部分：

• 核心内容
• 培训材料样本
• 培训指南
• 基于核心内容章节的电子版展示材料

核心内容的使用对象

疫苗知识成套材料的对象是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疫苗工作有关的广大利益相关者。虽
然其中的所有材料均可经改编后用于地方社区层面，但一般而言，其使用对象主要为艾
滋病相关领域工作者或熟悉艾滋病疫苗研发的工作人员。

核心内容的使用对象为提供艾滋病疫苗相关资讯和教育的个人和组织，所以并不适宜
做大众宣传。



可使用这些材料的组织包括（但不限于）：

• 临床艾滋病疫苗试验点工作人员
• 非政府组织（NGO）人员，将艾滋病疫苗信息融入其工作之中
• 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为病人提供疫苗信息或将其融入平时的倡导工作之中
• 自愿咨询测试（VCT）中心，为接受咨询的人员讲解疫苗知识
• 学术或宗教领导，为接受辅导的人员提供信息或知情建议

核心内容的使用

核心内容可用于多重目的，以满足多种需要。某些人群可将其作为参考资料，比如作为
培训班学员的背景阅读材料。也可以参照这些材料，开发其他宣传教育材料或工具，
或将艾滋病疫苗信息融入目前工作中。比如：

• 制作以具体艾滋病疫苗为主题的事实卡片
• 开发用于发放给未来疫苗试验参与者的小册子
• 录制用于社区播放的资料
• 编排用于社区表演的小品
• 录制广播节目

这些材料和工具可直接用于招募试验参与者，或用于促使社区或国家级利益相关者理
解和支持临床试验以及最终研发出的疫苗。核心内容包括十一章，每一章都涉及一个具
体主题，所以使用者可以随意选择对其最有用的信息。

开发宣传教育材料

核心内容提供的信息可以被融入到宣传教育材料和其他工具之中。开发高质量的宣传材
料需要采取某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步骤。以下介绍了一些基本步骤：



1 确定听众和目标
辨析目标人群的特征和针对此人群的目的：

•	确定听众已了解哪些艾滋病疫苗知识
•	确定听众应了解哪些和艾滋病疫苗相关的信息或主要问题的优先顺序
•	确定合适的、可行的信息传播方式（比如，印刷材料还是小品或戏剧表演）
•	评估听众对印刷材料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以及一般的知识水平
•	确定需要传递给听众的信息

通常，获取以上信息最有效的方法是个人面谈，非正式小组会谈，以及小组专题讨论。

2 开发、设计内容
以核心内容为基础，开发设计宣传内容，可作以下考虑：

•	若恰当，可直接使用核心内容里的文字材料。
•	基于听众的特点（第一步中已确定），改编一些文字材料。如果可以的话，
这些内容应该用当地语言编写。

•	可考虑使用有效的工具向听众解释一些概念，比如插图或当地通俗的比喻。
•	草拟材料，并与技术小组或其他适当人员一同修改。
•	将“关键信息”放在“核心内容”的每个章节末尾，以便读者捕捉到最
相关的信息。

3 设计工具
印刷品的制作涉及到对第二步确定的信息和插图进行细心设计和布局。以下方式有助
于制作出一份高质量的材料：

•	使用简单插图，一幅图只说明一个信息。
•	让材料具有互动性，比如采用问答方式。
•	留足空白 – 材料内容不应给人拥挤的感觉。
•	使用熟悉的、现实生活图片，颜色搭配恰当。

10

4 前期测试与修改
材料定稿前，应该在目标人群中测试使用效果。结合目标人群的反应和反馈，在定稿和
印刷前再对材料作进一步修改。收集的信息包括目标人群对所接收内容的理解情况，
内容的趣味性和可接受性，目标人群对信息的认知程度，以及该材料是否会促进他们
改变行为或产生不同的想法。前期测试可以个人和小组形式开展。总之，前期测试应使
用“开放式”和“询问式”问题。

5 印刷、散发和评估
关于印刷材料，有几个重要方面需要考虑，包括所需数量，尺寸和页数，材料的色彩数，
以及所用纸张的型号。

定稿和已制作完成的材料需要周密的散发计划，其中包括最终使用者的评估意见。

请参见“针对低文化水平人群开发的性病、艾滋病材料”1（PATH/FHI），以获得关于
以上步骤的详细指导信息。

更多关于开发材料的资源

《记载和交流艾滋病工作：一套支持 NGOs/CBOs 的工具》，国际艾滋病联盟，

2001 年 10 月。<http://www.aidsalliance.org/_res/civil_society/technical_
support/Documentation/Documentation_Toolkit_Eng.pdf>

O’Sullivan GA, Yonkler JA, Morgan W, and Merritt AP，《现场守则：设计一
套健康交流策略》，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播项目中
心，2003年3月。<http://www.jhuccp.org/pubs/f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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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VI 序言与材料评估

如前所述，
“核心内容”主要用作艾滋病疫苗参考资料，以开发或编写其他资料和内容。

如果 IAVI 没有参与制作以“核心内容”为基础的材料或工具，则该材料无须经 IAVI 评
估，但应声明 IAVI 对“艾滋病疫苗知识读本”的版权，只是不能使用 IAVI 图标。

IAVI 要求了解任何已开发出的工具和材料，以便将其添加入疫苗知识资源中心，这是一
个服务于整个艾滋病疫苗领域的公共资源。应恰当地引用资源中心的所有资源。

浏览“核心内容”

为便于使用，每章节采用统一结构。各章节的目的描述如下：

本章概述
罗列本章内容的简短介绍，
“主要概念”部分包含的各个主题。

要点总结
各章的“简要总结”：罗列主要事实，具体内容将在各章节主体部分深入探讨。

主要概念
各章主要内容，根据内容有序地分成各小节；包括文本框和图表，以便更清楚地解释某
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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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体和斜体，表示该字词罗列在词汇表中并附定义（附件一）。

某些问题或概念在不同章节都有描述。这些“交叉型问题”，比如知情同意，在其他
章节里互为参考，并以粗体注明出处。（例如，如需更多关于知情同意的信息，请参见
第七章。）

与艾滋病疫苗相关的重要信息
简单说明一些观念性的问题，比如重要的需告知利益相关人群的事实，或一些通常被
误解的概念。在开发工具或传播重要理念给那些无须懂太多技术性知识的人时，这些
内容可能会特别有效。

参阅更多信息
参考其他资料以获取更多信息。总之，这部分列出的是本章涉及内容的参考信息。

注释

1 本章资料以 PATH/FHI 的 Developing Materials on HIV/AIDS/STIs for Low-Literate Audiences 为依据。欲深入了解有关资料和指导，
请参阅该文献。该文献可在 http://www.path.org/materials/materials-areas.php?kc=iec%20materials%20development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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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一章
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章概述

艾 滋 病是世界所 遭 遇的最 严重的疫 情之一。本章以 艾 滋 病在全球
蔓延、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为背景，介绍艾滋病
疫苗。

本章讨论：

• 艾滋病在全球蔓延的情况
• 艾滋病流行对男性、女性的影响
• 全球采取的艾滋病应对措施
– 预防措施
– 治疗、护理与支持
– 新技术：疫苗与微生物杀菌剂
• 需要一套从预防到治疗的综合措施

14

要点总结

1

艾滋病在全球蔓延，其影响极具破坏性。非洲亚撒哈拉地区艾滋病蔓延情况最

严重；在亚太地区、东欧及中亚部分地区正快速增长；正蔓延到其他几个国家。

艾滋病已蹂躏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用于预防和护理感染者的

核心内容

2

资源有限。  

3

在许多患病地区，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严重，可能的原因包括生物易感性、性别

不平等、社会经济能力欠缺。

4

预防措施（比如推广安全套）已取得一些成效，但效果毕竟有限，部分原因是社会因

素对个人行为有很大影响以及由于资源有限而工作做得太少太迟。目前的预防策略有

5

艾滋病感染者抗病毒（ARV）药物治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然而，由于费用、

然有限。有必要继续扩大病人获取抗病毒药物治疗的途径。

6

对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预防是关键。有必要开发更多简单、便宜、有效的预防措

施。微生物杀菌剂和疫苗是新技术，正处在不同研发阶段，一旦成功将发挥重要作用。

7

预防新的感染将有助于节约更多资源用以治疗感染者。

8

简单的干预远远不够。消除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是将疫苗融入一整套措施当中，包括

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设施、治疗方案、获取艾滋病毒检测途径有限，以及耻辱感等原因，获取治疗的途径仍

第一章

待强化。

其他预防方案，治疗、护理与帮助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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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艾滋病在全球蔓延

成人、儿童感染者估计数，截至 2003 年底

9

7
4

1

2

10

6

3

1

8

5

2

3

4

5

年底

加勒比海地区

拉丁美洲

西欧

北非和中东

1 000 000
(520 000–
0–1 600 000)

430 000
(270 000–
0–760 000)

1 600 000
(1 200 000–
0–2 100 000)

580 000
(460 000–
0–730 000)

430 000
(270 000–760 000)

6

7

8

9

10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

东欧和中亚

南亚和东南亚

东亚

大洋州

25 million
(32.1–27.9 million)

1 300 000
(680 000–
0–1 900 000)

6 500 000
(4 100 000–
0–9 600 000)

900 000
(450 000–
0–1 500 000)

32 000
0–46 000)
(21 000–

带艾滋病毒的成人和儿童总人数：38
3800
00万 (35
35––42)
带艾滋病毒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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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

成人：

妇女：

儿童（15 岁以下）：

3780

3570

1700
17
00

210

万 (32.7–39.8)

7–39.8)
8)
万 (32.7–

万 (15.8–18.8)

万 (1.9–2.5)

摘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04 年全球艾滋病蔓延报告

截至2003年底，全球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预测

主要概念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 ）估计，截至 2003 年底，全球已有 4,000 万人感

全球蔓延

染艾滋病，包括 3,600 万成人和 210 万儿童。仅 2003 年，全球就有 500 万新增感

核心内容

艾滋病在

染者，300 万人死于艾滋病。自从艾滋病毒被发现以来，病毒感染人数累计已超过

7,000 万。

艾滋病在全球蔓延极具破坏性。据估计，95% 的感染者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用于
防治、护理的资源极其有限。

• 该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约占世界感染人数的三分之二（2,500 万）。
• 艾滋病是该地区人口的主要死因，2003 年，约 220 万人死于艾滋病综合症。

保持稳定。2003 年，这些国家艾滋病平均感染率为 7.5–8.5%，最少为 1%，最
高达 40%。

• 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15 至 24 岁的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机率比同年龄段男性
高（此年龄段中，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和男性之比为 13:10 ）。在南非，该比例
为 20:10；在肯尼亚和马里，该比例为 45:10。

• 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艾滋病患病率最高，15 至 49 岁成年人中约 40% 感染了艾滋
病毒；在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超过 20% 的 15 至 49 岁成年人感染

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 过去几年，艾滋病患病率（某一特定时间，感染病毒的人口百分比）一直很高、并且

第一章

非洲亚撒哈拉地区艾滋病蔓延最为严重:

了艾滋病毒。

• 在肯尼亚，每天有近 700 人感染艾滋病毒，截至 2002 年，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肯尼
亚人已超过 260万。

• 2002 年，南非每天有 600 至 1,000 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综合症。
• 乌干达的艾滋病蔓延与患病率开始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改变了行为。在坎帕
拉（Kampala），孕妇艾滋病感染率以前高达 30%，而现在已降至 8%，全国艾滋
病感染率不超过 10%。截至 2004 年，还没有其他国家能取得如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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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正在世界其他地区快速蔓延，包括东欧和中亚部分地区，新的蔓延趋势已出现在
中国、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中亚、波罗的海及北非的一些国家。

艾滋病疫情在亚太地区正快速蔓延。在一些亚洲国家，虽然从全国来看，患病率很低，
但这可能会隐藏艾滋病正在一些州或省蔓延的严峻事实。再者，虽然全国艾滋病患病
率较低，但是在有些人口大国，实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会非常多。

这些例子包括：

• 	 印度的全国艾滋病毒感染率为 0.4% 至 1.3%，但是，截至 2002 年，艾滋病感染
者已近 400 万人（382 万至 458万），2003 年新增感染者至少 30 万人。

• 	 艾滋病的蔓延情况在印度某些省相当严重，虽然从全国性的统计数字看不出这一
问题。

• 	 三个亚洲国家已经在同艾滋病蔓延作斗争，艾滋病在这些国家的患病率分别是：
柬埔寨（3%）、缅甸（1-2%）和泰国（2%）。

• 	 据估计，2010 年以前，亚洲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将会超过整个亚撒哈拉地区。

艾滋病蔓延已摧毁了许多国家、社区和家庭，影响涉及到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蔓延逐渐吞噬着近 50 年来许多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比如，
在一些艾滋病患病率较高的非洲国家，平均寿命急剧下降，婴幼儿死亡率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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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流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化，疫情数据每年不同。若要参考目前流行数据,请访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网站 <http://www.unaids.org/en/default.asp

>。

最近十年，男女艾滋病感染者比率一直在稳定增长。在欧洲、非洲亚撒哈拉和北美一些

与艾滋病流行

地区，艾滋病已成为 20 至 40 岁年龄段妇女的主要死因之一。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妇

核心内容

妇女、男人

女感染艾滋病毒比率已超过男人：该地区 57% 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妇女。特别是年轻
妇女比同龄男子更具易感性。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 15 至 24 岁人群当中，妇女感染病毒
的风险比男性高 2.5 倍。

妇女受到的影响很不成比例，这可能是由于妇女更具生物易感性（艾滋病毒从男人传给

得妇女很难有机会讨论更安全的性行为（参见第八章）。在世界许多地区，由于经济原
因或风俗习惯，妇女和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男子发生性关系，这使她们经常处于感染病

第一章

女人比从女人传给男人更容易）。社会因素，比如性别不平等、缺少社会及经济能力使

毒的危险中。

一系列干预措施已经被用来应对艾滋病蔓延。许多已采用的预防措施从提高意识着手，

艾滋病采取的

侧重宣传教育以及促进行为改变。迄今为止，预防性传播艾滋病还只能依赖有限的技

应对措施

术：男用安全套和女用安全套。研发新的预防技术（疫苗与微生物杀菌剂）已经开始并取
得进展，但是应用推广这些新技术还有待时日。在治疗变得可以负担的地方，艾滋病相
关治疗，包括机会性感染治疗和抗病毒治疗，已大大降低了艾滋病人死亡率。发展中国

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全球对艾滋病毒/

家才刚刚开始接触抗病毒治疗。其他艾滋病应对措施包括护理与支持、减少耻辱感、社
区教育与动员，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愿咨询测试（VCT），它为防治艾滋病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介入点。很明显，这些措施相辅相成。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应作为综合措施的一部
分，相互协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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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失去 300 万人。治疗能够减缓但并不能消除这一大屠杀。每
天有 14,000 人感染艾滋病毒。如果 5 至 10 年内我们不能攻克微
生物杀菌剂或疫苗，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令人绝望的人类损失。至
少应该让全世界联合起来以尽早终结这一大灾难。这意味着各条战线紧
急行动起来，协同作战：护理、预防、治疗、微生物杀菌剂和疫苗。”
— Stephen Lewis，联合国秘书长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

预防措施
虽然艾滋病蔓延极具破坏性，但重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被病毒感染；即使
在疫情最严重的非洲亚撒哈拉地区，仍有 90% 以上的人口尚未被感染。预防工作仍应
被放在紧要、优先的地位，以防止人们感染艾滋病毒并保护后代。

努力防止其通过最普遍的性传播途径传播，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 行为干预，重点是：
– 推广、发放男（女）用安全套
– 减少性伴  
– 未感染者之间保持一夫一妻制  
– 禁欲或推迟性行为
– 改进或停止某些文化习惯  
• 性病管理

艾滋病预防项目经常采用大众媒体、同伴教育、人际交往以及其他许多极富创造性的方
式来增加人们的知识，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应重点促进性别
关系和其他社会准则的长期变化，以解决艾滋病易感性问题，从而形成大范围、可持续
的行为改变。

20

努力防止艾滋病毒通过非性传播途径传播，包括：

• 确保血液安全，如献血筛检

• 向非法吸毒者推出注射器交换计划  

核心内容

• 正式或非正式的医疗场所均实施安全注射

• 预防母婴传播（婴儿喂养方式，抗病毒治疗，其他支持性干预措施）

各种各样的支持性干预措施对防治工作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比如自愿咨询测试（VCT），
它不但是一项重要的预防策略，而且为其它健康服务提供了关键的切入点，包括对感染
者的护理与支持。其他支持性活动侧重于尽量减少社区居民的耻辱感，把艾滋病预防
工作与对感染者的护理、支持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阻断母婴传播，已经明显减少了传播危险。虽然预防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对于已

第一章

在有些地区，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已取得了一些成就。特别是血液安全、使用抗病毒药物

蔓延了二十多年的艾滋病而言，所取得进步明显有限，特别是在预防性传播方面。改变

足，防治工作做得少而迟。

通过行为改变促进预防工作，这对于妇女而言尤其困难。一些增加妇女易感性的社会因
素限制了她们采取更安全的性行为。对许多妇女而言，导致易感性的不是她们自己的行
为，而是其性伴的行为。社会约定俗成的性别准则限制了她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同时也
限制了男性改变其行为的意愿和（或）能力。

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人们的行为很难，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很大，限制了行为干预的效果。由于可用资源不

重要的是，要继续强化目前的预防措施，同时开发新的防治措施和技术，例如疫苗和微
生物杀菌剂。

21

治疗、护理与支持
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疗，包括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机会性感染治疗和病毒感染治疗本身。
抗病毒药物能延长生命，降低病毒感染所带来的影响。直到最近，大多数贫困感染者
都无法负担这些药物，但是在最近几年，价格已经下调了许多。

抗病毒药物的应用在发展中国家正变得更加广泛，促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社区动员、
政治意愿、机构捐助，药品厂家生产通用类药物，药品价格因此明显降低。使用这些药
物确实有助于减少艾滋病蔓延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 费用 —— 自许可抗病毒药物上市以来，治疗费用已明显降低。然而，相对于发展中国
家有限的资源而言，药物费用仍然很高，至今仅有少数人能得到免费或廉价药品。

• 基础设施 —— 在许多资源匮乏的国家，治疗和护理感染者的基础设施与公共卫生
机构不足。

• 治疗 —— 治疗本身有不足之处，包括有些疗程复杂、治疗引起有害副作用（可能会
很严重）、病人需要终身坚持治疗，以及病毒在部分病人体内演变而产生抗药性。

• 艾滋病毒检测 —— 许多本可以受益于治疗的人还没有接受过艾滋病毒检测。许多人
不打算接受检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感染病毒的风险，或者他们害怕知道检测
结果。即使有人愿意接受检测，但许多地方的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仍极其有限。即
使在有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的地方，耻辱感、害怕被歧视等因素仍然阻碍着人们接
触、使用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应该尽快推广，这将成为治疗工
作的切入点。一旦治疗范围变得更广泛，对这些服务的要求将会明显增加。

为社区的感染者提供护理和支持已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那些
没有治疗或治疗有限以及卫生体系负担过重的地方。大量干预措施已被开发出来，用于
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其中涉及到医疗、经济和社会方面；艾滋病孤儿也得到相关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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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微生物杀菌剂与疫苗
即使预防和治疗得到了推广，我们仍需要尽快开发更多简单的、可负担的预防措施，以

剂，但两者都会对未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新技术同其他预防、治

核心内容

扩大人们的选择范围。现在还无法知道何时能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疫苗或微生物杀菌

疗、护理措施以及防治策略一起，加强卫生设施及其能力，改变某些社会准则、解决健
康服务供需障碍，促成全球努力，共同应对艾滋病。

如果被证明有效，疫苗与微生物杀菌剂的应用将成为降低妇女易感性的重要手段，因为
其使用甚至无需性伴的合作。较之目前的预防方法，疫苗可能使妇女获得更多主动权，
因其使用与性行为没有联系。较之目前技术，妇女使用微生物杀菌剂可以让自己获得更

于告知性伴而导致妇女处于感染、暴力等危险中。  

第一章

多主动权，预防感染。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由妇女自行采用而无需性伴合作，从而避免由

疫苗 —— 艾滋病疫苗对于遏制艾滋病蔓延相当关键。有效的艾滋病疫苗是一种物质，

毒。许多疫苗正处于研发、测试阶段，目前还没有一种艾滋病疫苗被证明为有效或者可
以实用。

对艾滋病疫苗的需求很明显。历史上，疫苗一直是控制或消除（阻断传播）疾病最有效
的公共卫生手段。比如，由于疫苗在全球的广泛使用，天花病毒已灭绝。小儿麻痹症即
将消除，这也是疫苗的作用。若与目前的防治措施结合起来，则疫苗是最有希望遏制艾

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该物质进入人体（通常经注射或口服）后，通过刺激人体免疫系统预防或控制艾滋病

滋病疫情的一种方法。  

本文后面几章将详述艾滋病疫苗的研发、测试与应用过程。

微生物杀菌剂 —— 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开发一种新的艾滋病毒预防技术，称之为微生物
杀菌剂。微生物杀菌剂是一种凝胶体或奶油状物质，可放入阴道或直肠以降低艾滋病
毒的传播危险。研制微生物杀菌剂非常有必要，因为妇女经常无法讨论更安全的性行
为及使用安全套。目前急需一种可由妇女控制，并可在无需性伴配合的情况下使用的
产品。许多微生物杀菌剂正处于研发、测试阶段，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进行动物和人体测
试，以证明其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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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套从预防

疫苗或微生物杀菌剂的出现不会减少对治疗和其他预防策略的需求。艾滋病毒感染者需

到治疗的综合措施

要治疗，对于没有感染病毒的人们，我们需要一系列预防策略，其中包括疫苗和微生物杀
菌剂。第一批疫苗和微生物杀菌剂可能只是部分有效（第六章、第十一章全面阐述了部分

有效 的原因），所以，继续其他改变行为、降低风险的措施非常有必要，这样才能确保
疫苗和微生物杀菌剂的效果。人们有不同的需求和喜好。可以同时应用一系列措施与方
法，比如疫苗、微生物杀菌剂、安全套，以优化防治效果。预防新的感染也将有助于节
约更多资源用以治疗感染者。

把技术和支持性干预措施结合起来，其防治效果比侧重某一特定措施更有效。这就是
通常所说的从预防到治疗的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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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

遏制艾滋病蔓延方面起主要作用。

重要信息

核心内容

病疫苗相关的

艾滋病/艾滋病毒是世界所遭遇的最严重的疫情之一。艾滋病疫苗一旦研制成功，将在

行为（干预）预防策略已减缓了世界部分地区的疫情蔓延，但并没有遏制疫情；目前急
需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艾滋病疫苗。

艾滋病疫苗永远不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艾滋病应对措施必须包括目前的行为（干
预）策略和新的防治技术，包括成功研发疫苗和微生物杀菌剂，以及对感染者的治疗与
护理。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n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
02nd%20Edition-2002-web.pdf>.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Microbicides <www.ipm-microbicides.org>.
UNAIDS, and UNAIDS Best Practices Collection. AIDS Epidemic Update.
<www.unaids.org> (December 2003).

艾滋病疫苗与全球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的应对措施

Global Campaign for Microbicides <www.global-campaign.org>.

第一章

请参阅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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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第二章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本章概述

艾滋病疫苗研究，是全球应对艾滋病蔓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疫苗研究不单是科学上的探索。社会各界均应支持试验，此外，确
保患者能够获得和使用疫苗也非常重要。在试验尚未开始前，国家和国
际社会已开始重视营造国内环境，以大力支持试验。要确保国内“相关
人士”全程参与试验，这点至关重要。

本章讨论以下问题：

•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艾滋病疫苗研究
• 国内倡导者和相关人士团体
• 国内相关人士团体的角色
• 相关人士的支持对试验招募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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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艾滋病疫苗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往往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关注。

2

艾滋病疫苗试验不能缺少国内相关人士的紧密合作。

3

国内相关人士，包括决策者、非政府组织（NGOs）和社区组织（CBOs）、医疗专

核心内容

1

业人士、媒体和其他人士；他们参与试验的每一阶段：试验筹备、正式试验以及试验结
束后的后续工作。

4

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即提高意识和加强教育，让人们熟悉艾滋病疫苗和临床试

验；国内倡导者和相关人士是强大的盟友，鼓励社区成员多了解并考虑自愿参加试验。

倡导者应熟悉本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的工作，这样才可以处理与试验研究有关的

期望、恐惧和（或）错误观念。

第二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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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

在发展中国

艾滋病候选疫苗必须在疫情肆虐的国家进行测试，这一点非常重要。了解一种疫苗对特

家进行艾滋

定人群是否安全有效，最好的方法是一开始就让特定人群参与疫苗的研究与开发。

病疫苗研究
虽然研究人员的目的是研制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疫苗，但是这个目标是否
能够实现仍然是个未知数。最理想的目标是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所有亚型艾滋病毒的
疫苗，但是不同亚型的艾滋病毒可能需要不同的疫苗（要了解更多关于亚型的信息，请
参阅第五章）。由此，疫苗应该在常见亚型的相应地区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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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对于决定一种艾滋病疫苗应该在哪里测试重要吗？

科学研究尚未发现亚型影响特定的人或人群使用疫苗的效果，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例如，针对艾滋病毒亚型A研发的疫苗，对艾滋病毒亚型 A 常发地区的人群有保护
作用，对艾滋病毒亚型 C 常发地区的人群也可能有保护作用。

因此，一种艾滋病候选疫苗应在不同国家测试，以了解疫苗在不同亚型常发地区有什么
效应。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艾滋病疫苗研究，可能会使有些人士或团体对试验动机感到怀疑，
并关注试验对本国或本地区究竟有益还是有害。要消除任何误解，就要与社区和相关
团体一起工作，强调艾滋病疫苗试验符合最高国际伦理标淮。整个试验过程受到严格
检察和监管。确保社区和相关人士了解这些伦理保障，这一点至关重要。

社区人士和其他国内相关人士一定要完全明白：在本社区或本国进行试验的原因，可能
从试验过程中得到的好处以及伦理保障。在艾滋病疫苗工作初期，邀请决策者和政府
领导参与至为重要，这样可以确保国家参与试验、理解并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工作。

许多国内研究人员、政府领导人、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与试验赞助人和其他研
究人员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确保试验在本国顺利进行。这种伙伴关系对试验赞
助人特别有利，因为国内合作伙伴熟悉当地情况，大大方便了试验的进行。这种伙伴关
系的优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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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增加社区对艾滋病疫苗、疫苗研究和其他艾滋病疫苗试验相关事项的了解。
• 相关的国内研究人员、调查员、试点小组和其他团体都是研发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

• 来自发达国家的试验赞助人确保培训和传授知识是试验过程的一部分，还将帮助改

核心内容

部分。

善社区情况，开展以下工作：

– 改善卫生基础设施
– 培养实验室能力
– 增强监管评估系统的能力  
–	培养参加研究计划的国内科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士、试点小组、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的技能

先获得疫苗。

研究应在全面应对疫情的背景下进行，其中包括预防、已感染者的治疗和研发新预防技
术的临床试验，这一点非常重要。

本国倡导者
与利益相关团体

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CBO）和宗教团体（FBO）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疫情最严重的社区有许多需求，有些需求比疫苗研究更迫切。疫苗

第二章

•	如果疫苗全部试验阶段结束，且被证实安全有效，则曾参加试验的社区很有可能优

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宗教团体是社区的守门人，可通过他们与广大社区建立起有效
的联系。

基层工作组织可以帮助招募自愿者。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宗教团体可以成为政府官
员、研究人员和社区人士之间的沟通渠道。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建议，试点小组要主动
和他们联络，告诉他们临床疫苗试验的设计和程序，共同努力，把艾滋病毒疫苗研究与
现有的社区外展工作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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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宗教团体可以作为倡导者，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透过自身网
络，用当地语言沟通，建立和维系社区大众的兴趣，消除人们对疫苗和试验的猜测，以
及引导大众的期望。他们可以促进社区的参与，确保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影响当地政治家
和国际相关人士。这些组织也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当地社区的看法，还可参加一些技
术性的活动，例如预防教育、媒体工作和翻译等。

国会议员、决策者和卫生部
决策者对本地、国家以及全球艾滋病疫苗工作起着重要作用，通常涉及到高层决策。尤
其卫生部，它是艾滋病疫苗研究的重要成员。在试验初期和最后取得已批核的艾滋病
疫苗时，应尽早向政府成员咨询并与之建立伙伴关系。

政府领导和艾滋病疫苗研究人员及科学家建立伙伴关系的例子如下：

• 泰国政府承诺一贯坚定地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工作。公共卫生部在动员公众、私
人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以及支持本国和国际研究人员的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南非政府为艾滋病疫苗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最明显的例子是创建了一个协调南非
研发和测试艾滋病疫苗的组织：南非艾滋病疫苗计划（SAAVI），并且提供了大部
分资金。

• 2003 年末，肯尼亚政府启动国家艾滋病疫苗计划。
• 乌干达成立了艾滋病疫苗国会常务委员会，国会议员成为艾滋病疫苗研究工作活跃
的合作伙伴。

• 印度总理、总统、卫生部部长和其他政党的著名领导，都发表声明并一贯公开支持
艾滋病疫苗研究。

• 卢旺达总统和其他著名政治领导人为艾滋病疫苗研究提供了有力而直接的公开
支持。

• 在巴西，十几年以来，艾滋病疫苗研究一直是固定的倡导议程。国家采取的艾滋病
应对措施中，疫苗研发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获得治疗和安全套等其他措施同等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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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记者
媒体作为大多数社区的重要信息来源，能够形成不同程度的舆论影响。媒体必须准确掌

员已经和媒体接触，为他们组织艾滋病疫苗讨论会，使他们完全了解艾滋病疫苗。因为

核心内容

握有关艾滋病疫苗和试验的最新信息，以及当地机构的工作情况，这非常重要。研究人

这些信息比较复杂，因此，研究人员有必要与媒体成员一起工作，帮助他们理解科学知
识，以给普通民众提供准确且易于理解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媒体和记者可以发放准确信息，也可以帮助开展一些特别的招募活动，前提是事先给他
们讲解清楚。否则，媒体会在无意中宣传不正确观念，引起误解。

医务专业人员

问题。在进行试验的社区，所有卫生工作者（包括健康护理医生、护士和其他没有直接

第二章

社区成员往往向当地的医务专业人士请教有关艾滋病、艾滋病疫苗和参加临床试验的

参加艾滋病疫苗试验的诊所员工）都要熟悉艾滋病疫苗的科学知识和参加试验的程

和建议方面，他们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者与宗教领袖
社区成员在作重要决定时经常听取学者和宗教领袖的建议，包括参加疫苗试验。学者和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序。如果社区还有传统医师，吸纳他们加入相关小组很重要，因在为社区成员提供护理

宗教领袖深受社区成员的敬重，所以，他们对社区成员的决定有巨大影响。让他们知晓、
了解并支持艾滋病疫苗试验，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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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顾问董事会（CABs）

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的艾滋病活跃人士要求研究人员和监管机关尽快行动，研制出
对抗艾滋病毒的药物。有些活跃人士自学科学研究和艾滋病毒知识，并争取对试验计
划提出意见。通过抗议、写信和游说美国政府，他们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药物审批程
序。这些活动又催生了由非科学家组成的社区顾问董事会，负责评审协议，监察试验并
在社区进行宣传教育。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社区顾问董事会遍及美国，并从事一些美国早期的艾滋病
毒疫苗工作。早期，大部分社区顾问董事会成员由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组成，特别是
在美国；在某些社区，现在还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的社区顾问董事会由社区领袖和宗教
团体、学校或大学、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组织的代表人士组成。20 世纪 90 年代
后期，乌干达尝试成立非洲艾滋病疫苗试验社区咨询委员，并在1998 年 7 月召开了介
绍会，随后成立第一个非洲艾滋病疫苗试验社区咨询委员，以为来年的试验做准备。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区顾问董事会已成为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主要成员。委员
会一般不超过二十人，负责社区与试验研究人员之间的主要联系。试验小组通常派出资
深科学家、医生和其他成员定期参加委员会会议，这正是委员会在试验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标志。

社区顾问董事会可在艾滋病疫苗试验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下：

• 一般社区外展工作与宣传教育
• 传播有关试验的信息，有助于招募自愿者
• 提供试验协议的反馈信息，包括参加资格、知情同意书和程序、
招募和保留自愿者

• 协助调查员了解候选参加者对试验的看法
• 保障参加者的权益（作为伦理检查委员会的补充）
• 出席重要的国家、地区和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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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承认，试验要获得成功，首先要获得试验参加社区的大力支持。既然
社区顾问董事会是研究人员和社区之间的桥粱，研究人员可与社区顾问董事会磋商即将

教育材料等发表意见。这些磋商不属于正式批准过程（参见第十章），但研究人员可应社

核心内容

进行的试验。社区顾问董事会亦有机会就试验程序、知情同意书、将在社区使用的宣传

区要求修正试验程序和其他文件。这有助于社区获取恰当信息、解疑答问，以使试验在社
区顺利进行。

试验前的艾滋

在向当地和全国各种人群提供相关教育时，国内和社区利益相关人士极其重要。试验开

病疫苗教育

始前，需要进行社区教育，以便人们了解试验过程，为以后最终发放和有效使用疫苗做
好准备。但是，方法和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因为在试验启动之前，太早进行太具体的疫

开始教育才适当，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清楚的答案。教育工作应当视社区反应而定。

点社区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例如艾滋病毒传播和预防）可能了解得不多。因此，教育
应从一般性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知识开始，包括了解和接受自愿咨询与检测（VCT），其
后才可以进一步涉及临床研究的复杂问题，以及与艾滋病疫苗有关的具体信息。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社区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有一般认识是艾滋病疫苗教育的基础，这点相当重要。有些试

第二章

苗宣传教育可能使人们迷惑和/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究竟提供多少教育或者多久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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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团体可通过以下方式将艾滋病疫苗教育推广到试点以外的社区：

• 将疫苗发展知识与艾滋病预防信息相结合 —— 应将疫苗发展视作艾滋病防治的一
部分，恰当利用现有的社区外展网络讨论艾滋病疫苗的发展。

• 评估人们对艾滋病疫苗的态度和加强人们的了解 —— 和人们讨论艾滋病疫苗，帮助
他们了解艾滋病疫苗有助于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并帮助他们克服恐惧，澄清迷
惑和错误观念。社区聚会和网络是讨论疫苗发展的好机会。

• 形成国内政策和支持力量 —— 成功开展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尤其是大规模试验，
需要科学家、决策者、社区组织和媒体通过政策宣传、能力建设，以支持快捷的监督
评审、充足的社区健康基础设施和有意义的社区参与，共同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 链接本地，本国和全球的信息资源 —— 网上资源是取得艾滋病疫苗发展资讯的最佳
途径（网站名单见本文件最后一页）。在各地，医疗中心、卫生部、大学、非政府组织
和其他参与艾滋病疫苗研发工作的人士之间可建立联系。在全国、各个地区和全球，
参与艾滋病疫苗工作的不同群体之间可建立网络。

• 信息分享 —— 借鉴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研发经验，通过国际合作研发艾滋病疫苗。信
息分享的有效途径包括：参加本地、本国和国际会议，加入当地艾滋病防治网络和试
点，在简报和网站上发表文章等。同时，为当地媒体提供疫苗研发信息，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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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社区中
倡导者和相关

相关人士皆能发挥重要作用。国内相关人士可在以下活动中起主要作用：

• 策划试验
• 建议试验如何进行

核心内容

人士的角色

建立人们对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信心和责任感，提高他们参加本国和社区试验的兴趣，

• 确保试验符合社区的伦理道德
• 确保试验符合社区需要
• 传播信息，提高社区对艾滋病疫苗的了解
• 疫苗问世后，协助做好发放疫苗的准备工作

社区领导可以协助教育有意参加试验的候选者。他们也可以指导试点小组如何与社区

• 社区的特点和文化习俗
• 社区内的风险行为

• 社区对教育的观念和关于知情同意的沟通策略

只要相关团体消息灵通，有责任心，并且研究人员和/或试验赞助人和这些团体保持良
好关系，以上因素都有助于试验顺利进行。

动员自愿人员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 招募自愿者并联系更多自愿者群体的方法

第二章

联系，并提供以下的资料：

国内相关人士在招募自愿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大规模的新试验，相关人士更
能起到关键作用。招募自愿者很费精力。功效试验可能需要几千名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
自愿者；要招募这么多自愿者，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对艾滋病和疫苗研究有基本认识，
才可以动员他们参加自愿咨询与检测，从而知道自己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
（见以下表
框内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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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咨询与检测
（VCT）：重要的

要参加艾滋病疫苗试验，个人必须知道自身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自愿咨询与检测（VCT）是参加疫苗试验的
主要切入点。

切入点和对艾滋
病疫苗试验的支持

如果艾滋病疫苗试验场所周围有高质量的自愿咨询与检测，则可以带来几大好处。可以减轻试点地区的工作
量；如果试点地区是人们获得艾滋病毒咨询和检测的唯一地点，则该地区将会不堪重负。再者，这会防止人们
仅为咨询和检测之目的前往试点地 —— 这不是设立试点地的目的。

确保试点周围的社区成员可以获得并接受自愿咨询与检测有助于减少社会耻辱感，使更多已知自身感染状况
的人群成为自愿者。虽然病毒感染者能获得高质量的服务与治疗，社会耻辱感和对艾滋病的恐惧仍会是自愿
咨询与检测的主要障碍。相关团体的工作有助于降低人们的恐惧心理和社会耻辱感，帮助个别人士认识到了
解自身情况的好处，包括接受降低风险咨询，如果感染上艾滋病毒，还可以获得医疗服务。有些疫苗试验相关
团体可以协助建立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

有关疫苗试验的自愿咨询与检测，请参见第七章。

从事艾滋病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媒体和政府部门是动员自愿者的强大联盟。
这些合作伙伴可以协助评估和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疫苗的态度和认识，了解疫苗对控制疫
情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乌干达的艾滋病支持组织（TASO），肯尼亚的非
政府组织联盟（KANCO），都是非政府组织把艾滋病疫苗项目融入现有外展项目的例
子。将来要发放疫苗时，这些组织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参见第十一章）

以下两个图表进一步描述了不同社区或因素如何影响动员自愿者参加艾滋病疫苗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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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利益相关人士渠道

以下渠道图描述了具有不同影响力的利益相关团体（从广泛的全球性政策到具体的试验）对最终获取和使用疫
苗作出的贡献。

核心内容

活动

决策者、媒体、捐赠者、研究
究人员、国际 NGO

全球政策和倡导

非政府组织（NGO
）、社区组织（� � O）、决策者、
N

全国/地区推广

第二章

妇女团体、专
专业医疗人员、宗教和民权协会领袖

研究人员、当地有影响的团体和个人（如社区领袖、

试验人员招募

试验行动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服务提供者）、将来的自愿人员

自愿人员、试验人员、试验审核和监督团体

资料来源：IAVI

利益相关团体

最终使用安全、
有效和价格合理的疫苗
艾滋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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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下的图表描述了艾滋病疫苗试验参与者周围的不同社区。由最近的一层（参与者的家庭和密友）到最外面一层
（全球/国际层面），图表显示：试验参与者要面对广泛的外部影响。请注意这些是外部影响，图表并不意味着这

影响参与者的因素

些“社区”知道个人参与试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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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望值

一般而言，当人们知悉本地社区有艾滋病疫苗试验时，就会增加对试验结果的期望。举
例来说，人们会假设试验期满后，很快就有高效的疫苗问世。疫苗即使通过第一或第二

通过了全部必要测试，数据分析也有可能显示疫苗还不能有效地或安全地在大众人群

核心内容

期测试（参见第六章），它还必须通过更多测试，而这些测试可能需时数年。即使疫苗

中使用。
（有关安全性和效能，参见第四章）最后，就算疫苗通过全部测试，被证实安全
有效，仍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完成监管审批程序。

重点是要让社区清楚地了解疫苗正在本国进行测试以及全球疫苗的研发情况，这有助
于人们了解艾滋病疫苗研究的“大形势”以及个别试验的重要经验。

第二章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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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关键

•

长时间（2004 年之后）。

信息有助于人们
处理期望值：

艾滋病疫苗试验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研究工作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可能还要持续十年或更

•

全球正在测试不同种类的疫苗；研究人员还不知道哪一种疫苗最适合哪一类人群或某个地区。唯一的办
法是在世界各地试验不同种类的疫苗。

•

在一种（或多种）艾滋病疫苗最后获得批准面世前，要进行许多疫苗测试；许多通过测试的疫苗到最后可
能得不到批准。

•

有多种候选艾滋病疫苗已通过测试，其中一种已到了第三期试验阶段（见第五章）：即使某一候选疫苗的
测试结果为无法预防艾滋病毒感染，这也不意味着试验失败。无论结果如何，任何试验都能提供宝贵的
经验教训；知道哪些疫苗不适用，科学家就可以决定怎样进行下一步研究。

•

根据以往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疫苗的研发历史，我们估计大多数候选疫苗的试验结果会令人失望。这就是
必须在同一时间尽快测试多种候选疫苗的原因：增加辨明全球适用疫苗的机会。

•

相关团体将分享疫苗试验的成功，但是也要分担其失败的后果，政治家、社区、媒体和其他团体必须理解
和接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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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病

功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常常能提供可改进临床试验的重要见解。

重要信息

核心内容

疫苗相关的

尽早与社区代表和主要利益相关团体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对于艾滋病疫苗试验的成

一定要和社区及国内相关人士建立互信，让他们成为盟友。让他们了解并参与研究，这
是他们的权利；否则会引起误解，使他们对试验产生负面看法，从而延误试验进程。

参与试验的社区所得到的好处应大于其所作的贡献；试验结束时，他们的处境应该更
好。这些好处可能包括改进了的艾滋病防治服务。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艾滋病疫苗研究十分重要，虽然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必须了
解，疫苗应该用于最需要它的地方，在这些国家进行试验有助于疫苗更快面世。

AIDS Vaccine Handbook: Global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the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
www.avac.org/primer.htm>.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ition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
%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营造一个支持艾滋病疫苗的环境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Report 2004: AIDS Vaccine
Trials – Getting the Global House in Order <http://avac.org/pdf/reports/
2004AVACReport_High.pdf> (May 2004).

第二章

请参阅更多信息

Public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e of a first generation HIV vaccine.
Report from a WHO-UNAIDS-CDC Consultation, Geneva, 20–21 November
2002. AIDS 17, W1–W1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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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与艾滋病

第三章
免疫系统与艾滋病毒/艾滋病

本章概述

本章介绍与艾滋病毒/艾滋病及艾滋病疫苗相关的免疫系统，并不是完
整的免疫学概要。

本章将讨论以下内容：

• 免疫反应类型
• 免疫系统的主要构成
• 免疫系统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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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免疫系统由器官、组织、细胞构成，保护人体免受感染。

2

免疫系统非常复杂，并能感知进入人体的任何有害的病原体（一种能致病的细菌或

微生物），比如病毒，细菌或寄生虫。

3

核心内容

1

免疫系统对侵入人体的微生物做出防御反应，并能“记住”这一反应，以应对将来病

菌的入侵。

4

艾滋病毒对人体非常有害，因为它攻击免疫系统某些部分，使人体在遭受病菌侵入

时难以自卫，无法防止感染。

艾滋病毒能够“逃避”人体的某些免疫反应，艾滋病疫苗研发工作因此变得非常

困难。

疫苗反应类型

!

免疫系统与艾滋病

主要概念

第三章

5

人体免疫系统分为两大类：“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

先天性免疫防御是针对侵入人体的病菌（病原体）而发生首轮防御反应。这些防御并不
针对某一具体病原体，而是像护卫人体的一支安全部队，在人体内搜寻不确定的东西，
但不特别针对某一入侵者。免疫系统并不能通过接种疫苗而“学习”如何做出更好的
反应。

获得性免疫防御只有在人体免疫系统探测到一种特定病原体后才会被激活。这些具体防
御活动就像警察追踪一个罪犯：所有活动都针对一个具体的入侵者。疫苗可以“教”获得
性免疫系统对病原体做出更快更强的反应，也就是说，疫苗帮助人体免遭疾病侵害。获
得性免疫系统分为两类：细胞类（或细胞载体类）免疫，胡麻若（或抗体载体类）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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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类（或细胞载体类）反应 —— 免疫系统反应由 T 细胞反应来协调（ T 细胞和
CTLs 细胞起协助作用）；这些反应活动针对的是那些已经感染病原体的细胞。
• 胡麻若（或抗体载体类）反应 —— 包括抗体/ B 细胞反应（B细胞，见后）。这些活
动有时也称为“胡麻若”免疫反应，其命名来源于古希腊关于体液的被称作“胡麻
斯”的理念。

获得性免疫反应是疫苗机理反应的一种。本章着重介绍获得性免疫。

主要的免疫概念以及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概念

免疫系统

说明/ 定义

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免疫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能让人体探测到

艾滋病毒破坏免疫系统，该系统本应协助人体防御，

任何不同于自身的（外来的）或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避免感染艾滋病毒。

免疫系统生成的屏障能够防御入侵者（病原体）。
首先，免疫系统生成一个屏障，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
维持几年健康状况。最终，艾滋病毒将攻破这些防御
网，引发疾病和死亡。

免疫系统能产生抗体以对抗艾滋病毒。一种检测艾滋
病毒感染的方法是测试人体内的抗体。由于抗体存在
于血液的液体（血清）中，因而艾滋病毒感染有时又
被称为“血清学阳性”。
病原体

外来的、有害的生物，能导致人体发病；最普遍的

艾滋病毒是一种病原体，是侵入人体的病毒。艾滋病

病原体是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比如蠕虫。

毒感染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杀菌（或其他病原
体）变得十分困难。

机会性感染（OIs）

由各类生物引起的发病，少发于免疫系统健康的

艾滋病毒感染免疫系统的关键部分，导致人体不能防

人或症状较轻

御病原体的侵害。感染病毒之后，如果有健康人不易
致病的病原体侵入人体，感染者便可能因此而生病。
弱化了的免疫系统为感染提供了机会，然而，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感染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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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免疫概念以及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继续)

说明/ 定义

核心内容

概念

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卡氏肺囊虫肺炎（PCP）和鹅口疮就是机会性感
染的常见例子。其他感染性疾病对于艾滋病毒感染
者而言可能更严重，比如肺结核或性病疱疹。
免疫反应

当病原体侵入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反应者

艾滋病毒有多种方法能够使其逃避免疫反应。

（巨噬细胞 和树状细胞）就将其抓住并将其部分包
装起来（称作抗原），然后将这些部分展示在其外
表上，其他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因此能看见该病
原体并对其做出反应。

从传播的最初时刻开始，艾滋病毒与免疫系统里的
许多细胞相互作用。艾滋病毒利用这些细胞复制
更多的病毒细胞。

“逃避”那些攻击它的免疫细胞。

艾滋病毒能杀死一种称作 CD4+的免疫细胞，

T 细胞，

这两类细胞都是防御艾滋病毒的主要力量。
因此，艾滋病毒能杀死那些对人体起保护作用的
免疫细胞。

免疫系统与艾滋病

这类细胞能生成抗体并指挥 CD8+

第三章

通过改变免疫细胞的某些特征，艾滋病毒也能

这就是为什么研发一种有效的艾滋病疫苗如此困
难的原因。
抗原

病原体的一个部分或片断（通常是一种蛋白），

免疫系统能对艾滋病毒的许多部分做出反应。

被某些免疫细胞抓住并改变或被“处理”后，其某

艾滋病毒也能改变自身某些部分以逃避免疫反应，

些部分被暴露给免疫系统，由此引起免疫反应。

这种现象有时称为“免疫逃逸”。

设计艾滋病疫苗的一个主要困难是确定一类尽可
能最好的抗原，这些抗原能引起强烈的艾滋病毒
防御反应。已被用在艾滋病疫苗中的一些抗原包
括 gp120，p24，gag，pol 和 nef。
巨噬细胞/
树状细胞/
吞噬细胞

这些细胞的主要任务是搜寻体内的病原体。当遇

通常认为，树状细胞和巨噬细胞在艾滋病毒感染

上一个病原体是，它们向其他免疫细胞发出警报。

早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巨噬细胞也能起抗原呈现细胞（APCs）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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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免疫概念以及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继续)

概念

说明/ 定义

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抗原呈现细胞

APCs的任务是包围并处理抗原，然后将抗原放

APCs 能携带病原体进入免疫系统内有许多 CD4+

（APCs）

在其外表，以便其他免疫细胞（淋巴球）能看见。

细胞的区域。由于 CD4+

这一过程能刺激淋巴球做出反应。能起到抗原呈

攻击对象，这就为艾滋病毒快速感染 T 细胞提供了

现细胞作用的免疫细胞包括：

机会。

淋巴结

•

B 细胞（见后）

•

巨噬细胞

•

树状细胞

T 细胞是艾滋病毒的主要

当树状细胞展示出抗原时，淋巴球会收到警报，并

当 T 细胞被艾滋病毒激活后，它们开始呈几何级数增

对与这一抗原有关的病原体做出反应。有两类淋巴

长以防御艾滋病毒对人体的侵害。这些防御在一段时

球最为重要：T 细胞 和 B 细胞。

间内能够保护人体免遭病毒侵害。这就是人们感染艾
滋病毒后一段时间内不会致病的原因。

T 细胞

T 细胞是一种免疫细胞，能辨认出病原体或被感

艾滋病毒需要寄存于（或感染）人体，才能自我复

染的细胞。它们能释放可引起炎症的物质并能杀

制。T 细胞能辨认出并攻击这些已被感染的细胞。

死非正常的或已感染病毒的细胞。T 细胞有两类：

CD4+ 淋巴球 和CD8+ 淋巴球。

CD4+ T 细胞也易受艾滋病毒感染，因为它们是艾
滋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

CD4+ 细胞

这类 T 细胞的主要功能是，当 APCs 展示出抗

艾滋病毒喜欢攻击并杀死 CD4+ 细胞。这就是艾滋

原时，辨认出抗原并协助针对该抗原的其他具体

病毒感染者必须注意自己的“CD4+ 数量”的原因。

免疫反应。因此，它们被称为“T 细胞助手”。

CD4+ 含量低，意味着艾滋病毒已杀死大量CD4+
细胞。CD4+ 数量越少，人体对抗病原体就越困难。

CD8+ 细胞

B 细胞

这些 T 细胞能杀死已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或减缓它

对于艾滋病毒感染者，CD8+ 细胞能杀死被艾滋病

们的活动，因而被称为毒性 T 型淋巴球（CTLs）

毒感染的细胞。然而，由于免疫系统已弱化，这些细

或“T 型杀手细胞”。它们通过“毒性”活动，

胞无法与病毒抗衡。最新的艾滋病候选疫苗就考虑到

杀死已被感染的细胞。

增加很强的 CTL 反应。

B 细胞主要对抗那些还没有感染人体细胞的

感染发生后短期内，B 细胞开始产生对抗艾滋病毒

病原体。

的抗体；然而，由于艾滋病毒能逃避免疫防御，
许多抗体不能成功粘附在病毒上或者不能有效阻

B 细胞指挥着抗体 的生成，是一种粘附在病原体
上并能阻滞其活动的物质。B 细胞有两个主要类
型：B 型血浆细胞，B 型记忆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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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病毒。

主要的免疫概念以及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继续)

B 型血桨细胞

抗体

说明/ 定义

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核心内容

概念

这些细胞将产生特别适合抗原形状的抗体。

抗体是一种蛋白，存在于血清或淋巴液，也分布在

艾滋病毒善于伪装并变异（改变自身基因），

其它体液中（眼泪、唾液以及宫颈分泌液）。抗体主

以避开免疫系统的辨认。一些抗体能够粘附于艾

要用来粘附于一个抗原。当抗体阻止或粘附于病

滋病毒并使其失去活性，但是多数抗体不具有保

原体表面上的抗原，它们就能控制病原体，使其失

护作用。

去活性以便其他免疫细胞能轻易将其杀死。抗体也
能阻止病毒进入细胞内部，这也是病毒复制发生
的唯一地方。

一旦感染上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将产生
对抗病毒的抗体，以保护人体免生疾病。一个常见

由于抗体存在于血液的液体（血清）中，因此，
艾滋病毒感染有时又被称为“血清学阳性”。

B 型记忆性细胞与

记忆细胞对于艾滋病究竟有多重要，目前不得

针对许多感染的免疫反应，比如天花，肺结核或疟

而知。

疾（前面已介绍）。一旦病人从感染后恢复健康，
一小部分T 型记忆细胞 和B 型记忆细胞 将由此存
在于体内；如果同一病原体再次侵入人体，这些细
胞将会做出快速反应。

艾滋病疫苗的目的是，在尚未感染艾滋病毒的
人体内生成许多 T 型和 B 型记忆细胞，以便人们在

免疫系统与艾滋病

T 型记忆性细胞

T细胞助手，T型杀手细胞以及B型血浆细胞形成

第三章

的诊断艾滋病毒感染的方法就是测试抗体1。

暴露于或感染上病毒后，体内能够快速地做出防御
反应，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记忆细胞能“记住”病原体并准备好恰当的应对
措施，以便下次同样病原体出现时能够更快、更有
效地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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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抗体如何起保护作用

资料来源：

无 抗 体病 毒

上图显示的是一个病毒与该病毒将要感染的一个寄
上图显示的是一个病毒与该病毒将要感染的一个寄
关联

主细胞。病毒外表周围的环状结构是抗原。抗原渗
主细胞。病毒外表周围的环状结构是抗原。抗原渗
入寄主细胞的病毒感应点时，病毒开始感染寄主。
入寄主细胞的病毒感应点时，病毒开始感染寄主。

病毒受体点

宿主

带 抗 原病 毒

上图显示，抗体为Y状结构。抗体已经锁住病毒表
面抗原，并覆盖病毒外表。这使得病毒抗原无法渗
抗原

入寄主细胞的病毒感受器，因而无法感染寄主。
病毒受体点

宿主

这与艾滋病毒（HIV）有何关系？
当抗体预防寄主细胞免遭病毒感染时，人们称之为“中性
中性抗体”，因为它能起到中和病毒危害的作用。抗击
艾滋病毒的中性抗体，也就是那些能预防寄主细胞免遭艾滋病毒感染的物质，一直以来是科学家们梦寐以
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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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d from: Djomand, G., Peiperl, L. & Keefer, M. Introduction to HVTN Vaccine Portfolio for Non-Scientists.Onlin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from HVTN. <http://www.hvtn.org/pdf/community/Non-ScientistsPres_FGM.ppt> (2001).

病毒

3.3
艾滋病毒结构

核心内容

资料来源：NIAID 文摘

艾 滋 病 毒 结构
1
2

3

1
gp 120 糖蛋白

5

2
gp41 糖蛋白

6

4
p17 蛋白

免疫系统与艾滋病

3
逆转录酶

第三章

4

5
p24 蛋白

6
病毒核酸

专业术语解释
蛋白 (p17, p24) ：组成艾滋病毒结构的成份，决定病毒的特征。
蛋白 (gp41, gp120) ：由糖类和蛋白构成的成份，
组成艾滋病毒结构，决定病毒的特征。
蛋白和糖蛋白在人体内都起抗原作用。
病毒核酸：艾滋病毒内含的基因物质。艾滋病毒是一种逆转录病毒，
这意味着它内含核酸，而不是 DNA（多数病毒均含 DN
DNA
A）。
逆转录酶：一种酶（一种能引起化学反应的蛋白物质
一种酶（一种能引起化学反应的蛋白物质），
）， 能使单链
病毒核酸转录成双链 DN
DNA
A，一种细胞复制所必需的基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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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
病疫苗相关的

免疫系统是一种抗击感染并使人体处于健康状态的有力工具；它在艾滋病毒感染早期
阶段甚至起到控制艾滋病毒的作用。

重要信息
艾滋病毒危害重大，因为它直接攻击免疫系统的某些部分，正常情况下这些免疫部分能
够消除感染；然而，艾滋病毒却能使免疫系统对此无能为力。

一种有效的艾滋病疫苗将“教会”免疫系统抗击艾滋病病毒；这样可以预防感染并且/
或者在病毒感染后有效阻滞发病。

请参阅更多信息

Djomand, G., Peiperl, L. & Keefer, M. Introduction to HVTN Vaccine Portfolio
for Non-Scientists. Onlin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from HVTN. <http://www.
hvtn.org/pdf/community/Non-ScientistsPres_FGM.ppt> (2001).
Essential Medical Immunology <http://www.roitt.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Organisations. The Science of HIV/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
Science%20Primer%20-%20E%20-%20Web.pdf>.
Kuby, J. Immunology, fourth edition (W.H. Freeman and Company,
New York, 2000).
NIH HIV Vaccine Glossary <http://www.niaid.nih.gov/factsheets/
GLOSSARY.htm>.
NIH Publication 03-5423. Understanding the Immune System, How it Work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www.niaid.nih.gov/publications/immune/the_
immune_syste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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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由于发展艾滋病疫苗是为了保护个人防止艾滋病感染，这种疫苗会引起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原。在这种情况下，人体血液中有抗原，但并未感染病
毒。参阅第七章之“艾滋病毒测试结果为假阳性”。

艾

The Immune System and HIV/AIDS

滋

疫

第三章

3

病
苗

疫苗

第四章
疫苗

本章概述

本章提供了疫苗基本说明及其工作原理，并分别举例说明今天使用的各
类型疫苗以及正在开发的疫苗。本章可作为艾滋病疫苗研发、测试工作
的背景资料。

包括以下内容：

• “疫苗”的定义
• 预防性疫苗如何发挥作用
• 预防性与治疗性疫苗
• 常见的疫苗类型
• 其它疫苗概念，包括佐剂、药效、效力和群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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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疫苗“教会”免疫系统防御致病者，即病原体。

2

一种疫苗只能预防一种具体疾病或病原体；因此一种疫苗只能和某一种疾病

“配对”。

3

预防性疫苗用于尚未被病原体感染的人体，以防止感染。

4

对于已被病原体感染的病人，预防性疫苗没有治疗效果。

5

疫苗药效是指应用于大量人体试验时，疫苗防御疾病或感染的效果；

核心内容

1

疫苗的效力是指应用于所有人群时，疫苗减少疾病的效果。

第四章

“疫苗”的定义

!

疫苗

主要概念

疫苗是一种物质，注入人体后预防感染或控制由某一病原体（任何致病生物，比如病毒、
细菌或寄生虫）引发的疾病；通过产生免疫反应，疫苗可以“教”人体如何防御病原体。
疫苗可以多种方式进入人体，比如肌肉注射、皮下注射，药物经皮传输，鼻吸或口服。

疫苗的目的是预防人体（和动物）疾病。比如，脊髓灰质炎、破伤风和麻疹疫苗，以及许
多别的疫苗。每种疫苗只能预防一种疾病，对其它疾病无预防作用。比如，麻疹疫苗只
预防麻疹，不能预防脊髓灰质炎；同样，脊髓灰质炎疫苗能预防脊髓灰质炎而不能预防
麻疹。目前可用疫苗都已经过动物和人体测试证明能安全、有效的用于人体。

目前，还没有能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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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疫苗

以下步骤罗列了预防性疫苗如何预防人体感染或生病：

如何起作用

1 疫苗将病原体的一小部分或以无危害形式引入人体。这叫做外来抗原（“外来”
意味着不是来自人体本身）。

2 人体免疫系统对病原体产生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并杀死细胞。
3 免疫系统内有B型记忆细胞和T型记忆细胞（协助产生抗体或 T 型杀手细胞。参见第
三章）。下次，待真正病原体进入人体，免疫系统就能辨识该病原体，并产生更大、
更快的免疫反应，这类反应比从未接受过该疫苗的人体更强烈。这称之为“免疫记
忆性”。

4 这些更大、更快的免疫反应可以几种方式抗击感染或疾病：
•	阻止病原体复制，因而不能感染更多细胞；
•	通过生成抗体并粘附在病原体上，使之变为无害（抗体反应）；
•	通过产生免疫细胞，攻击并杀死那些已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杀手细胞反应）。

预防性与

预防性疫苗是传统的疫苗类型，如上所述。它用于尚未被感染的人体，让免疫系统做好

治疗性疫苗

准备：一旦将来病原体侵入，则做出免疫反应。此类常见疫苗包括：脊髓灰质炎、麻疹、
乙肝和破伤风疫苗。目前全世界使用的疫苗都是预防性疫苗，虽然部分可以在暴露后立
即使用（比如狗咬后使用的狂犬疫苗，出现伤口后使用的破伤风疫苗，前提是病人以前
接种了疫苗并且体内有免疫记忆细胞）。当今处于测试阶段的艾滋病候选疫苗，多数是
预防性疫苗。本章其余内容以及整个“疫苗知识核心材料”将重点介绍预防性疫苗。

在病人感染艾滋病毒后，还有一个方法可使疫苗产生免疫反应，这被称之为治疗式疫
苗。目前还没有此类疫苗，然而科学家们正努力研制这类疫苗。科学家们也在研制针对
癌症的治疗式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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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疫苗类型

设计疫苗有多种方法，每一种都采用不同方式让免疫系统产生反应。下表列出了一些（而
非全部）常见的疫苗类型，介绍了每种疫苗工作原理，以及与艾滋病疫苗发展的关系。此

定安全和/或有效。

核心内容

表表明，虽然某类疫苗对预防其它疾病是安全而有效的，但应用在艾滋病疫苗上却不一

常见疫苗类型

疫苗类型

与艾滋病疫苗的关系

•

使用整个病原体来刺激免疫反应

临床试验中没有采用全灭性疫苗作为预防性

•

病原体被杀死或失去活性，因而不具有活力，

艾滋病疫苗。

第四章

全灭性/非活性疫苗

总体介绍

不能引起感染
疫苗

•

疫苗在体内产生免疫反应，防御来自活着的
病原体的侵害

实例：注射式脊髓灰质炎疫苗（Salk），霍乱
疫苗，注射式流感疫苗
活性减毒疫苗

•

使用被弱化了的病原体

目前没有开发应用于人体的活性减毒疫苗，

•

以一种特别方式改变病原体，使其不具有危害

主要出于安全考虑。

•

以此方式将病原体引入人体将模仿出真实的
科学家将活性减毒疫苗用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动物，
感染（但不致病），并使体内产生免疫反应
研究发现，疫苗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这些研究

实例：麻疹疫苗，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Sabin），

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活性艾滋病疫苗的保护机理。

鼻腔活性流感疫苗

一旦科学家全面理解这一机制，他们将尝试这类
疫苗，希望产生类似效果并能安全用于人体。

目前尚无计划将活性稀释艾滋病疫苗用于人体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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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疫苗类型 (继续)

疫苗类型

次单元疫苗

总体介绍

与艾滋病毒的关系

•

多数次单元疫苗都包含有病原体的一小

第一批研发出并测试的艾滋病疫苗就是次单元

块蛋白或一小部分；该蛋白起外来抗原的

类疫苗。第一种即将完成人体测试的艾滋病疫苗，

作用（见第三章），能产生免疫反应。

AIDSVAX gp120，就是一种次单元疫苗

•

免疫系统内的 B 细胞针对抗原产生相应

（见第五章）。

抗体。
这类疫苗在药效试验中，被证明无法预防艾滋

•

抗体锁住抗原或病原体的某一蛋白。

•

整个病原体侵入人体时，抗体将粘附在病原体

病毒感染，这也是科学家们转而研发更好的疫苗
理念的原因。
外壳的蛋白上，将其包裹住，并使其失去危害
作用，或“中立化”。

•

某些次单元疫苗由一种叫做肽的蛋白的
小部分制成。

实例：乙肝疫苗，破伤风类毒素。

DNA 疫苗

•

使用单个或多个从病原体复制的基因，基因

这是一个常见的研发艾滋病疫苗的策略，目前许多艾

是一小片 DNA（基因物质），它含有指令

滋病候选疫苗都是 DNA 疫苗（见第五章）。

或“密码”，用来生成蛋白。

•

基因进入人体细胞，用细胞的“设备”生产已

DNA 疫苗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因为这类疫苗并
不包含活性病原体的所有基因。

被基因编码的病原体蛋白。

•

当蛋白生成后，免疫系统将其认作外来的或有
害的抗原，并发生免疫反应。

•

免疫系统记下这一反应，并将针对所有此类病
原体做出同样免疫反应。

重组带菌体疫苗

•

使用与 DNA 疫苗相同的方法，但是基因

这是一个常见的研发艾滋病疫苗的策略，目前许

的载体是一个无害的或非常脆弱的病菌或

多艾滋病候选疫苗都是带菌体疫苗（见第五章）。

细菌，称之为带菌体。

•

基因被粘附在带菌体的 DNA 上，由此而进入

重组带菌体疫苗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因为这类疫
苗仅包含了一个或几个艾滋病毒的基因而不是所有基

人体细胞。

•

因。许多科学家相信，增加一个带菌体，将会使这类
一旦进入人体细胞，基因就会产生人体蛋白
疫苗比单独的DNA疫苗更加有效地产生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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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疫苗概念

佐剂
是一种物质，被加入某些疫苗后，会增强人体对抗原的免疫反应。
核心内容

药效
疫苗的药效是指，在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中疫苗预防感染和/或疾病的有效程度。

通过比较接种疫苗组和接受 安慰剂 组的感染率或发病率，可以判别疫苗的药效差
异（见第六章）。这需要对这两个试验组进行长期监测，艾滋病疫苗试验大约持续

2-4 年。如果疫苗组出现的感染率或发病率更少，该疫苗则被认为有药效。然而疫苗
的预防性不是 100%有效。有些疫苗，比如乙肝疫苗，注射三次后效力达 95%，可持
续 10 年。有些疫苗并不能对许多人起预防作用，但仍能够阻止疫情流行。接种了疫苗的

疫苗被证实有效后，了解疫苗对不同人群的有效程度很重要，包括不同年龄、免疫系

疫苗

统差异、慢性病人，以及营养不良人群等。了解疫苗预防效果能保持多久也很重要（见

第四章

人，传染给别人的几率会少一些，因而对整个人群的预防效果会大一些。

第六章）。

效力

效力，是指疫苗用于整个人群时，其降低发病率的效果。该效果因临床试验药效和人群
特点不同而相异，包括实际上接种了疫苗的人数，以及是否全程接种了疫苗。

群体免疫
人们接种的疫苗必须经过许可，且可以获得。当一个社区内许多人接种疫苗后，即使没
有接种该疫苗的人也可能由此受到某种保护，这是一种被称为群体免疫的现象。如果社
区内有足够的人群接种了疫苗，人间传染的机会就会减少，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感染的可
能性因此也会减少，因为暴露在感染区的危险更小。例如，麻疹和风疹疫苗除了保护接
种者外，还减少了疾病传染给未接种人群的机会。然而，如果过多的人不接种疫苗，
“群
体免疫”将无法在社区内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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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预防性

安全性 —— 不会引起任何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发烧，头疼，注射部位疼痛）。

疫苗所具有的特征
药效 —— 必须显示：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相比，接种了疫苗的人感染或发病的机会更小。

可及性 —— 应该能够大批量生产且能够配送给所有需要疫苗的人。

效力 —— 必须降低整个人群的发病率。

稳定性 —— 在各种条件和环境下能持续很长时间。

可获得性 —— 应该能够有效地、快速便捷地配送给所需人群。

可负担性 —— 最急需疫苗的政府或个人应能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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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

传统意义上，疫苗主要用来预防健康人感染或生病，这也是研发艾滋病疫苗的目标。

重要信息

目前没有一种疫苗能对所有人群 100% 有效，艾滋病疫苗一旦问世，预防效果可能比

核心内容

病疫苗相关的

其他疫苗差，因而不能杜绝艾滋病毒感染。即使接种了疫苗，人们仍需采用其它防御措
施（比如安全套，微生物杀菌剂）。

用传统的疫苗开发方法研发艾滋病疫苗，其效果并不好或不安全，因而科学家们采用了
新的技术来研发艾滋病疫苗。这些技术不会让艾滋病疫苗引发艾滋病毒感染。

HIV Preventive Vaccine Fact Shee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www.
aidsinfo.nih.gov/other/whatisvac.pdf> (March 2003).

疫苗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Organisations. The Science of HIV/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
Science%20Primer%20-%20E%20-%20Web.pdf>.

第四章

请参阅更多信息

NIH HIV vaccine glossary <http://www.niaid.nih.gov/factsheets/GLOSSARY.
htm>.
NIH Publication 03-4219. Understanding Vaccines, What They Are, How They
Work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www.niaid.nih.gov/publications/
vaccine/pdf/undvacc.pdf>.
Vaccines 4th edn (eds Plotkin, S.A. & Orenstein, W.A.) (WB Saunders, 2004).
Vaccine Concepts and Designs, NIAID Division of HIV Vaccine Site, Feb 2003
<http://www.niaid.nih.gov/daids/vaccine/concepts.htm>

注释

1 对于艾滋病毒疫苗试验，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试验建议所有参与者应尽量降低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然而仍然会有部分人会经性、血液传播感染
上艾滋病毒。试验型疫苗本身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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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发展

第五章
艾滋病疫苗发展

本章概述

疫苗是阻止疫情流行的最好方法。除了清洁饮用水，在减少传染病方
面，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与接种疫苗的效果相比。总之，接种疫苗是最
节省成本的改善公共卫生的方式。

由于艾滋病流行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世界急需一种艾滋病疫苗。艾滋
病疫苗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截至

2004 年，多数专家们一致认为，要开发出一种有效的艾滋病疫苗，还
有待时日。

本章将讨论以下内容：

• 关于艾滋病疫苗的基本科学事实
• 预防性艾滋病疫苗
• 艾滋病疫苗科学的发展
• 艾滋病疫苗研究的历史
• 当今艾滋病疫苗研究相关信息的链接
• 艾滋病疫苗发展面临的挑战
• 参与国际艾滋病疫苗研究的相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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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目前还没有一种疫苗能预防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

2

许多预防艾滋病的试验性疫苗正处于研发和测试阶段；这涉及到新的疫苗理念，

比如重组 DNA，重组带菌体和次单元（部分复制艾滋病毒）。

3

核心内容

1

截至 2004 年，艾滋病疫苗研究已历时近 20 年；要成功研制出一种或更多安全、

有效的艾滋病毒疫苗，还有待时日。

4

研发艾滋病疫苗面临着独特的科技挑战。

5

世界上许多组织参与了艾滋病疫苗工作，从基础科学研究到临床试验，以及倡导、

关于艾滋病疫
苗的基本科学事实

!

艾滋病疫苗发展

主要概念

第五章

宣传教育和政策开发等。

• 目前还没有一种艾滋病疫苗在临床试验中被证实具有明显药效。许多候选疫苗正处
于不同的研究、开发和测试阶段（见第六章）。

• 截至 2004 年，艾滋病疫苗研究已进行了近 20 年。研发和测试疫苗需要许多年时
间，多数专家一致认为，要成功研制出一种或更多安全、有效的艾滋病毒疫苗，至少
还需 8 至 10 年时间。

• 目前研发的艾滋病疫苗多数是预防性疫苗（然而也有一些是治疗性疫苗；更多信息，
见第四章）。

• 预防性艾滋病疫苗是一种物质，注入还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体后，能“教”体内的
免疫系统抗击艾滋病毒感染，以防将来经性或血液感染病毒。

• 预防性艾滋病疫苗的防病原理有以下两种：
–	阻止感染，因而接种疫苗的人将来不会感染艾滋病毒
–	调整艾滋病毒感染的进程，即使预防感染不成功，接种疫苗的人也会因此而缓
解发病进程，艾滋病发病由此缓慢下来甚至不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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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发的艾滋病疫苗最普通的类型都含有一小部分、无害的艾滋病毒基因复制品。
疫苗并不直接使用艾滋病毒的部分基因；相反，这些艾滋病毒基因复制品都是人工制
成的（见下列描述）。使用这些基因，是因为它们能产生蛋白，由此引发免疫系统对侵入
人体的艾滋病毒做出反应。这些基因复制品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

什么是“基因复制”？

人们用这一术语描述艾滋病疫苗，是因为疫苗里的基因并不直接来自艾滋病毒。相反，
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人工复制了这些基因并将复制品用于疫苗。这一过程确保了疫苗不会
引发艾滋病毒感染。

艾滋病候选

DNA 疫苗

疫苗的类型

DNA 疫苗含有 DNA（基因物质）或基因片断的复制品，与艾滋病毒某些部分类似。人
体注入 DNA 疫苗后，体内自身的细胞会抓住这些基因，然后产生某种蛋白，进而引发一
种细胞和/或抗体免疫反应（见第三章）。

变化最少的那部分 DNA 片断会在实验室里被用来制成疫苗。选取这些特别的基因，
还因为在动物试验中，它们已经表现出能引起良好的免疫反应。

带菌体疫苗
研制带菌体疫苗的理念与 DNA 疫苗相同，只是多加入了一个带菌体或传递系统，以携
带疫苗的基因物质进入人体。带菌体通常是一种不同的病毒，本身对人体无害或科学家
已经使其无害化。双人工晶体植入（piggy-back）基因或以带菌体为载体，这有助于它
们更有效地进入人体细胞。

带菌体包括痘病毒，阿尔法病毒，呼吸系统病毒以及与呼吸系统相关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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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单元疫苗

次单元是指病毒的任何部分或一小片，例如蛋白。多数次单元疫苗采用艾滋病毒外围

体反应。次单元疫苗也指合成疫苗或肽疫苗。次单元疫苗的另外一个类型是病毒类分

核心内容

片断的蛋白的复制品。理论上，这个蛋白会引起人体内产生一种针对病毒的防护性抗

子疫苗（VLP），含有来自病毒的几个或更多（但不是全部）蛋白复制品。

其他关于艾滋病候 “初免-加强疗法”
（prime-boost）
选疫苗的概念

这是指一系列免疫活动，第一次种痘时让免疫系统做好“首次”准备，以后种痘会
“提升”免疫系统。相同或不同类型的疫苗都可用于首次准备和提升免疫系统。

重组

因将组合在一起，或“重组”，形成一组新的基因物质。因此，
“重组”这一通用术语主要

第五章

这是一个通用的术语，这一过程使两个来源不同的基因物质片断组合在一起。不同的基

用来描述艾滋病疫苗研发技术。
艾滋病疫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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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时间表

艾滋病疫苗研究史上的主要事件

Source: IAV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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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疫苗试验在博茨瓦纳、南非、乌干达启动

2003

以 gp120 为基础开发的疫苗（ VaxGen, Inc.公司研制）结束了第一批第三阶段的
两次试验，结果显示，疫苗没有药效

2001

同样的亚型 A 疫苗试验，由肯尼亚艾滋病疫苗行动计划在肯尼亚启动

2000

第一次针对族群/亚型 A（东非最常见的病毒族群）的艾滋病疫苗试验，
由英国牛津大学与 IAVI 合作启动

1999

在乌干达招募第一个自愿者参与 HIVNET 007 试验，是非洲第一次艾滋病疫苗试验，
用以测试重组带菌体疫苗（ALVAC）

1999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在两个现有的艾滋病疫苗组织基础上成立了
艾滋病毒试验网络（HVTN）

1999

以 gp120 为基础开发的疫苗的第三阶段第二次试验，由 VaxGen,Inc. 公司在泰国启动

1998

以 gp120 为基础开发的疫苗的第三阶段第一次试验，由 VaxGen,Inc. 公司在
北美和欧洲启动

1997

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艾滋病疫苗研发十年计划

1996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IAVI 成立，以促进艾滋病疫苗研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1992

以 gp120 次单元为基础开发的疫苗的第二阶段第一次试验启动

1987

美国政府启动第一次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第一阶段）

1984

美国卫生与人口服务部宣布，一种艾滋病疫苗可望在两年内问世

1983

艾滋病毒（HIV）被确认可引起获得性缺损免疫综合症（艾滋病，即 AIDS）

截至 2004 年一月
艾滋病疫苗

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包括非洲，亚洲，美洲和欧洲。

• 艾滋病疫苗研究早期，大部分疫苗是为族群/亚型 B 疫苗而开发，目前在北美洲和欧
洲最为普遍。

核心内容

研究的进展

• 自 1987 年临床试验开始以来，全世界已有超过 30 个候选艾滋病疫苗在 70 多个

•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研发重点开始转向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制疫苗，
重点集中在族群上，以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最为普遍。

•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艾滋病获得批准和准入前，需要在不同地区对各类疫苗进行
测试。

艾滋病疫苗试验数据库

址下载：<http://www.iavireport.org/trialsdb/>。

第五章

IAVI 拥有一个数据库，包含了所有已完成和目前进行的艾滋病疫苗试验，资料可在该网

该数据库允许用户搜索任何世界上正在测试或已被测试的疫苗。该网站也一个张

请登陆以下网址，查看该栏目的最新版本材料，<http://www.iavireport.org/

艾滋病疫苗发展

贴栏，详述所有目前进行的试验。

specials/OngoingTrialsofPreventiveHIVVaccines.pdf>。

如需 获得 2004 年开始的有关艾滋 病 疫苗试 验的地 理位 置和其它信息，请登陆

<http://www.iavireport.org/Vax/vax.dec.jan2005.map.web.pdf>。

第一轮艾滋病疫苗药效试验第三阶段结果
目前仅有一个 候 选疫苗被 应用于大 规模的第三阶段试验（见第六章），以评估其
效果。在 2003 年完成的两个第三阶段试验中，以次单元 gp120 为基础研发的疫
苗（AIDSVAX B/B 和 AIDSVAX B/E，由 VaxGen Inc. 公司开发）被证实无药效，
第一次试验在美国、加拿大和荷兰开展，第二次在泰国。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在预防艾
滋病毒感染或改变艾滋病毒感染进程方面，没有药效。

艾滋病疫苗倡导联盟（AVAC）已写出报告，详述有关此次试验的重要教训。该报告详细
解释了此次试验对于艾滋病疫苗研究的重要意义，即使疫苗已被证实无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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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参考资料，请访问“艾滋病疫苗药效试验结果”
（AIDSVAX EFFICACY TRIAL

RESULTS）<www.avac.org>。

尽管艾滋病疫苗试验结果令人失望，这些试验却提供了有关艾滋病疫苗药效试验的
重要信息。一个初免-加强疫苗的第三阶段试验（canarypox 或 ALVAC 带菌体，
由 AIDSVAX B/E 加强免疫系统）已于 2003 年 11 月启动。

艾滋病疫苗
发展面临的挑战

如何生成疫苗
许多研制疫苗的方法都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免疫反应，因为疫苗里含有整个病原体，所
采用的病原体要么已被杀死，要么已被稀释（弱化）
（见第四章）。然而这个方法至今
还没有被应用于艾滋病疫苗研发。如果疫苗是由整个病原体制成，科学家们将很难确
保制成的疫苗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同样，由已被杀死的艾滋病毒制成的疫苗，将
很难大批量生产。

由于这些担忧，艾滋病毒疫苗并非用整个病毒制成。相反，候选疫苗只含有在实验室制
成的艾滋病毒片断的复制品。这类疫苗含有某些结构上像蛋白或肽的物质，也可能含有
某些类似艾滋病毒基因组片断的基因物质。这些疫苗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

目前研发和测试的艾滋病疫苗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原因如下：

• 临床试验中测试的疫苗并不含有整个病毒。
• 疫苗只含有一种蛋白，类似于艾滋病毒的外表或其他部分，或含有人工制成的类似于
艾滋病毒的基因物质片断的小部分复制品，因而没有一个蛋白或基因会引起艾滋病
毒感染。

• 疫苗里的基因是艾滋病毒基因的复制品，这意味着它们是由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制
成的。所以，最终用于制作疫苗的基因并不是真正病毒的基因部分。

缺乏众所周知的预测性动物样品
所有疫苗，在用于人体测试前，必须先用于动物试验。通常，试验会使用一种“动物样
品”，比如老鼠，兔子或猴子。动物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疫苗对人体的
影响（安全性和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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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试验不一定能预测某种试验性疫苗产生的人体免疫反应。然而，它能提供疫苗安
全性方面的信息，以及免疫反应类型和强度的相关信息。
核心内容

缺少疫苗预防艾滋病感染能力的预测性动物样本，使设计艾滋病疫苗研究和人体试验
变得十分困难。因而，临床（人体）试验是解决与人类相关问题的唯一途径。

对免疫与保护的相关性了解不足
总之，对于传染病，预防相关性是生物学指标（比如足够量的抗体或 T 型杀手细胞），表
明一个人处于预防感染状态。由于没有一类人群能够感染艾滋病毒后自然康复，或已接
种疫苗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因而科学家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些能表明疫苗产生的病
毒防护能力的生物学指标。疫苗设计由此变得更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艾滋病毒是一种病毒。这意味着它的生存是靠侵入一个“宿主”
（艾滋病毒的宿主

病毒不同。这一过程叫做变异。

艾滋病疫苗发展

是人）并在宿主体内大量复制。病毒在自我复制过程中，一些复制品可能变得与最初的

第五章

变异和亚型相关的复杂性

如果变异的病毒能够更好地自我复制并存活于宿主，这些变异病毒就会传播至其他宿
主，病毒因此而进化。已经进化成各种形式的艾滋病毒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它们互不相
同，又相互关联。家庭树的不同分支被称为亚型，也被称为“族群”。每个族群的基因物
质有 30% 与其他族群有所不同。科学家以字母给每个族群命名。有时，病毒可能是两
个族群的合成体，被称为“重组”形式。族群 C 在南非、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印度较常
见，族群 B 在美国、欧洲、加勒比和南美洲最常见。然而病毒族群并非一直呆在原地。比
如，在东非最常见的族群 A，现在开始在乌克兰和东欧部分地区大量传播。早期测试的
疫苗，多数是针对族群 B 开发的。然而，许多正在研发和测试的疫苗是针对其他现存的
族群。候选疫苗的研发是否有必要针对可能测试该候选疫苗的地区或国家里最常见的
病毒族群类型，目前尚无明确答案。一种理想的预防性艾滋病毒疫苗应该会对所有病毒
族群有预防作用。如何研制一种具有广泛防护作用的疫苗或疫苗合成物，是所有艾滋病
毒疫苗研究人员试图回答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已经确定了 9 种不同的艾滋病毒族群。下图表明这些族群在全球的传播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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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艾滋病毒变异给疫苗发展带来哪些挑战？

不同形式的艾滋病毒共存于一个宿主
艾滋病毒可以在人体内变异。变异就意味着基因变化。因此，当艾滋病毒变异时，感染
者体内可能有各种形式稍微不同的艾滋病毒。这就使免疫系统很难对所有形式的艾滋
病毒产生一种有效的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可能对多数不同形式的病毒有效，但仍有一些
其它形式的病毒可能“逃逸”免疫反应。同样地，感染者体内病毒可能因变异而对某些
抗逆转录药物产生耐药性。研究人员并不清楚艾滋病毒疫苗是否对感染者体内不同形
式的病毒有预防作用。

世界上各种形式的艾滋病毒
由于变异，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族群的艾滋病毒。研究人员并不清楚，针对一个病毒族
群研制的疫苗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病毒族群是否有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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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核心内容

资料来源：摘自Francine

第五章
艾滋病疫苗发展

F,G,H,I,J,K, CRF01

其他重组体

其他重组体

A

D

A, B, AB

CRF01_AE, B

B, C, BC

重组体

其他重组体

重组体

E. McCutchan, Henry M. Jackson Foundations (Rockville, Maryland)。McCutchan 和同事得益于许多国际合作者，这些合作者协助开发用于制作本地图得资料。

资料不充分

CRF02_AG,

重组体

C

B, BF
B

HIV–1 亚型及重组类型

全球艾滋病毒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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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学、组织和公司都参与艾滋病疫苗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研究、宣传教育、政策开
发或倡导。下表是参与临床试验、政策开发或国际倡导工作的部分组织名单。

参与艾滋病毒疫苗研究的组织

名称

非洲艾滋病疫苗项目
( AAVP)

简介

网址

由 WHO-UNAIDS 艾滋病疫苗行动计划项目

http://www.who.int/vaccine_research/
diseases/hiv/aavp/en

（HVI）于 2000 年成立。使命：倡导和支持协调行
动，为全球艾滋病毒疫苗开发作贡献，确保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为非洲研发出一种合适的、
可负担的艾滋病疫苗。

艾滋病疫苗倡导联盟
( AVAC)

非盈利组织，成立于 1995 年，目标是促进伦理研

http://www.avac.org

究和艾滋病疫苗全球配送。不开展艾滋病疫苗研
究，在美国和全世界从事艾滋病疫苗的倡导、外展
教育和提高意识等工作。

艾滋病疫苗综合项目
( AVIP)

欧洲开展的一个项目，使命是：研发全新疫苗，同
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测试疫苗，并在这些地区
促进人员培训、技术转移和社区参与工作。

加拿大疫苗和免疫治疗网络
( CANVAC)

由加拿大科学家们组成的网络，与其他机构合作
研发安全、有效的疫苗，以预防癌症和其它威胁生

http://www.canvacc.org/publik/frameset.
htm

命的病毒感染，包括艾滋病毒。
欧洲抗艾滋病疫苗行动
( EUROVAC)

一个欧洲小组，通过集合 21 个欧洲实验室以及促
进将候选艾滋病疫苗用于临床试验，开展预防性
艾滋病疫苗测试。由欧盟于 2000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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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urovac.net/index1.htm

参与艾滋病毒疫苗研究的组织 (继续)

艾滋病疫苗试验网络
( HVTN)/

简介

网址

由全国过敏性和传染性疾病研究院（NIAID）

http://www.hvtn.org

国家卫生研究院

下属的艾滋病处（DAIDS）在艾滋病疫苗评估

( NIH)

组（AVEG）和 HIVNET 的基础上组建而成，

核心内容

名称

NIAID 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单位。
使命：研发和测试预防性艾滋病毒疫苗。
通过协调多个研究中心，在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
开展临床试验。
人类病毒学研究所

IHV 集中研究慢性病毒性疾病，包括艾滋病毒和

http://www.ihv.org/

病毒引起的癌症。工作内容包括研发一种有效、可
负担的艾滋病毒疫苗。

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计划

成立于 1996 年的非盈利组织，致力于研发一种
安全的、有效的、可获得的艾滋病疫苗，并在全球

http://www.iavi.org;
http://www.iavi.org.in

推广使用。工作分四个方面：动员并支持倡导和宣
传教育，促进科学研究，鼓励产业参与艾滋病疫苗

艾滋病疫苗发展

( IAVI)

第五章

( IHV)

研发，确保疫苗在全球的可及性。在以下地区设立
了区域办公室：印度新德里，肯尼亚内罗毕，荷兰
阿姆斯特丹。
肯尼亚艾滋病疫苗行动
( KAVI)

使命：通过开发一种安全的、有效的、可负担得起

http://www.kaviuon.org/

的预防性艾滋病毒疫苗，促进在全球杜绝艾滋
病。由以下单位合作成立：内罗毕大学、牛津大学
和 IAVI。

南非艾滋病疫苗行动
( SAAVI)

由南非医学研究院（MRC）于1999年启动。该项

http://www.saavi.org.za

目负责协调在南非开展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开发
和测试。项目设在 MRC，与主要的国内、国际机
构合作，以期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一种可负担的、
有效的、适用于本国的预防性艾滋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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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艾滋病毒疫苗研究的组织 (继续)

名称

IAVI 驻乌干达
疫苗研究所
( UVRI)

简介

网址

由 IAVI 和 UVRI 于2001年8 月合作成立。

http://www.iavi.org/uganda

与 IAVI 和乌干达政府合作在恩特伯
（Entebbe）开展临床试验。

美军艾滋病
毒疫苗研究项目
( USMHRP)

美军下属的一个艾滋病毒研究项目。主要为美军
服务，同时也针对不同地区的亚型病毒开展国际

http://wrair-www.army.mil/;
http://www.hivresearch.org

艾滋病候选疫苗研究。在东非、西非开展项目，
并与下列国家的政府和学术机构合作：乌干达，
肯尼亚，坦桑尼亚，卡迈隆，以及泰国。隶属于

Walter Reed 军事研究院。
疫苗研究中心
( VRC)

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IH）建立，

<http://www.niaid.nih.gov/vrc/>

目的是促进疫苗研究，是前美国总统比尔 · 克林顿
启动的项目的一部分，主要开发艾滋病疫苗。

与艾滋
病疫苗相关的

目前还不存在安全、有效的艾滋病疫苗。截至 2004 年，要研发出一种这样的疫苗，
仍需更多时日。

重要信息
所以，艾滋病候选疫苗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

研发一种艾滋病毒疫苗非常困难，涉及许多科学上的问题。首先，病毒善于侵入人体免
疫系统并在人体内变异，这意味着艾滋病毒能学会如何躲避疫苗。其次，变异会导致不
同亚型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且不同亚型对不同疫苗可能有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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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更多信息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2004 Report: Getting the Global House in
Order <http://www.avac.org/pdf/reports/2004AVACReport_High.pdf> (May
2004).
核心内容

AIDS Vaccine Fails to Show Efficacy in Thai Trial <http://www.avac.org/
AIDSVAXthai.htm> (12 November 2003).
AIDS Vaccine Handbook: Global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the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
www.avac.org/primer.htm>.
Challenges in Designing HIV Vaccines <http://www.niaid.nih.gov/factsheets/
challvacc.htm>.
Chang, M.L., Vitek, C. & Esparza, J.; WHO-UNAIDS-CDC. Public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e of a first generation HIV vaccine. Report from a
WHO-UNAIDS-CDC Consultation, Geneva, 20–21 November 2002. AIDS 17,
W1 W10 (2003).

Do Clades Matter for HIV Vaccines? IAVI Report 7 (2), May–August 2003
<http://www.iavi.org/iavireport/Issues/0803/IAVIReportMay-August2003.asp>.

The Science of HIV/AIDS Vaccine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Science%20Primer%20-%20E%20%20Web.pdf>.

艾滋病疫苗发展

Heyward, W.L., MacQueen, K.M. & Goldenthal, K.L. HIV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realistic expectations. AIDS Res. Hum. Retroviruses 14, S205–
S210 (1998).

第五章

Djomand, G., Peiperl, L. & Keefer, M. Introduction to HVTN Vaccine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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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临床疫苗试验

本章概述

疫苗获准用于人体之前，其研发过程涉及到很多工作步骤。从设计到实
验室制成，疫苗必须先用于动物试验进行安全测试、免疫反应和毒性反
应，然后再经历一系列人体临床试验。许多试验性艾滋病疫苗现处于临
床试验阶段。由于临床试验的复杂性，本章将重点讲解与艾滋病疫苗试
验相关的基本程序和涉及的问题。

本章将讨论以下内容：

• “临床试验”的定义
• 临床试验各阶段
• 规范临床疫苗试验
• 主要的疫苗试验概念：安慰剂、随机性、设盲法、药效水平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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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1

临床试验是在自愿者身上开展的研究工作，任何新研发的疫苗都必须用于临床试

验，以检测其安全性和抗病能力。

一种新疫苗必须通过一系列试验，在增加试验参与人数的情况下，各试验阶段可确

核心内容

2

定疫苗是否对人体安全、有效。

3

第一、二阶段决定疫苗的剂量（多少）、使用方法（次数，间隔时间）、使用方式

（口服、皮肤、注射等），以及使用后体内疫苗反应的强度和类型。

4

第三阶段试 验将 疫苗用于成千上万人，以确定疫苗在预防感 染和防 病方面的

药效。

6

所有临床试验都须由各委员会仔细评估和严格规范，以确保试验符合伦理和安全

要求，并具有科学价值。

主要概念

临床疫苗试验

所有临床试验对试验参与者而言，都意味着风险与利益。

第六章

5

!

“临床试验”的

临床试验是一种在人体上开展的研究，探索关于新疫苗或药物的具体问题；处于测试阶

定义

段的新疫苗或药物被称为“候选”疫苗或药物。通过系列试验能确定候选疫苗或药物
是否安全和有药效。

临床疫苗试验主要检验以下问题：

• 安全性 —— 确定疫苗不会引起不良事件（见以下定义），不良事件将中断使用疫苗。
不良事件（ AEs ）可以是轻微的、中等的或严重的，与疫苗没有因果关系。例如，
交通事故就是一次严重的、但不是由疫苗引起的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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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能引起的常见反应或副作用包括发烧、头疼、疲劳或全身疼痛。通常持续几
天。罕见的（百万分之一可能性）或极少的（千分之一可能性）副作用仅在许多人接
种疫苗后才可能出现。因而，安全性在所有疫苗研究过程中都得到了严格控制。即
使疫苗获准正式使用，中央数据收集系统也会监控疫苗的安全性，随时报告使用时
出现的副作用。

–	不良事件/负面反应（ AE ）：指临床试验参与者经历的任何不顺利的事件或情
况。既可具有突发性，亦可具有长期性。不良事件既可 因试验疫苗引发，也可能
不是。

– 严重不良事件（SAE）：引起死亡的事件，能威胁到生命安全，需要住院，会导致
接种疫苗儿童残疾或引起先天性异常（先天性缺陷）。与不良事件/反应相同的
是：严重不良事件/反应既可能因试验疫苗引发，也可能不是。

用于人体的疫苗应该是安全的。许多市面出售的疫苗会引起肩痛，某些疫苗会引
起轻度发烧或疲劳，但是严重致病的情况很少见。任何可能与疫苗有关的“副作
用”或致病情况，都需要在临床试验中仔细研究，确定疫苗是否足够安全，以便用于
将来的试验，并最终引入市场。

研究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评估不良事件是否与所测试的疫苗相关。例如，某
自愿者在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由于疟疾而开始发烧，那么这与疫苗没有关系。然而，
如果不能发现病因（比如疟疾），那么发烧可能与试验所用疫苗有关系。

• 剂量，疗 程和 疗法 —— 指使 用多少，是为剂量；使 用频率 和每一 剂量的间隔
时间，是为疗 程；以及使 用疫苗的方 式，口服、皮下注 射、肌肉注 射 等，是为
疗法。

• 免疫诱导反应性（Immunogenicity ）—— 是指人体免疫反应的能力、强度和类
型。通过实验室对自愿者血液或体液样本检测，可以测试到这些免疫反应。

• 药效 —— 是指候选疫苗预防感染或疾病的能力。艾滋病毒疫苗试验中，与接种了怠
惰安慰剂的自愿者相比，疫苗应该能够预防接种了疫苗的自愿者感染艾滋病毒，或
防止艾滋病毒携带者成为艾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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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力 —— 是指当疫苗用于整个人群时，其减少疾病的效果。一种疫苗经历了临床试
验，获得准入许可并用于大众人群时，后续研究工作将决定其效力。
（第四阶段研
核心内容

究，见下）。参见第四章关于效力的介绍。

“安全性”在艾滋病疫苗试验中意味着什么？
“安全性”这一术语用于临床试验，是指研究人员通过测试确定疫苗不会在大量人群中
引起副作用，或不会在某一自愿者身上引起严重副作用。

安全性测试并不意味着测试疫苗是否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一种疫苗用于临床试验
前，研究人员已经知道该疫苗不会引起人体感染艾滋病毒（参见第五章）。可能引起艾

第六章

滋病毒感染的疫苗将不会被用于人体疫苗试验。  

最后一点，人们可能会误以为，安全性是指不会感染艾滋病毒的安全性，正如“安全性

在测试疫苗能产生的保护强度时，这一概念被称为药效（参见前面的定义）。安全性是

临床疫苗试验

行为”一样。但是，参与临床试验的人们不应该寄希望于这种试验性产品能保护他们！

指疫苗本身不会有害。

临床试验各阶段

一种疫苗，不论其在实验室里或动物测试中的测试结果多好，都应该经过严格的临床试
验，才能证明其是否安全有效。一系列严格试验能够最快地检验一种新疫苗是否能预防
人体感染或致病。这一系列过程，涉及到三个或更多阶段，以及几个不同试验，之后才
能申请准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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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 的试 验 是 第一批 将 疫苗用于人体 的试 验。参加 者 为一小 组健 康 的自愿
者（20 至 60 人），试验目的是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诱导反应性。可以通过几个第
一阶段试验获得这些信息，在注射或剂量方面可能采用不同疗法。如果疫苗具有免疫

诱导性，那就意味着自愿者接种疫苗后，在其血液中能观测到免疫反应。但是，这一阶
段还不能确定免疫反应是否能预防感染或发病。第一阶段通常持续 12 至 18 个月。

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试验参加者为更多的健康自愿者（50 至 500 人），以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和

免疫诱导反应性。其目的也是为了确定最佳剂量和疗程。这一阶段试验可能持续多达
2年，或更长时间。

有时候，将从具有感染疾病危险的人群中招募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自愿者参与试验；这
些试验被称为第二阶段 B 试验。这些试验能提供有关疫苗安全性的重要数据，还可证
明疫苗是否真的有效，以及药效如何。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试验将用于更多处于感染危险的人群，以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和药效。对艾滋
病毒疫苗而言，根据人群每年感染人数，接种人群可达 2,000 至 20,000 人不等。可
在部分或全部自愿者体内检测疫苗的免疫诱导反应性，以确定疫苗能产生与前期试验
相同的免疫反应。如果该疫苗来自不同生产批次，或大批量生产，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
要。这一阶段试验可持续3至5年。

整个三阶段试验过程可能持续 10 年或更长时间。一种疫苗必须被证明为安全、有效，
才能接受管理当局的评估、获得批准，之后才能进入市场，引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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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

其他人群
早期试验中不包括的人群，比如婴儿、儿童、老年人以及不完全健康的人（也被称为免疫
核心内容

受损），可以参加后来的深入研究，以确定疫苗在这些人群中能产生足够效果。

第四阶段
这一阶段有一类研究被称为扩大享用权研究，通常在疫苗药效试验与获得准入许可两
个时间段之间进行。这一研究有助于在更多人群中收集安全性以及候选疫苗的享用范
围数据，以此决定疫苗是否应该获得完全批准和许可。

这一阶段也有可能研究疫苗在获得许可、用于大量人群后的安全性和效果。主要检验疫
苗在现实条件下的效果，以便与临床试验中受控条件下的效果作比较。这类研究有时被

所有情况下，收集安全性数据和少见不良事件数据是第四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

第六章

称为售后监测研究或实地研究。

临床疫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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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总结疫苗研究

临床疫苗试验各阶段总结

资料来源：IAVI

阶段

第一阶段

自愿者人数（人）

20 - 60

持续时间

目的

12 -18 个月

安全性，剂量，疗程，
疗法

第二阶段

50 - 500

2年

不同剂量、疗程、
疗法情况下的安全性，
免疫诱导反应

第三阶段

2,000 - 10,000

3-4年

安全性，药效

第四阶段

5,000 - 50,000

不定

安全性

50,000 - 上百万

持续

安全性，效果

扩大享用权

第四阶段
监测（或实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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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有哪些利益和风险？
核心内容

利益
疫苗临床试验，如果精心设计、开展，可以给参与者带来益处，包括：

• 为重要的医学研究作贡献，让其他人受益
• 试验过程中接受医学检查，护理与治疗（如果需要）
• 获得报酬 —— 比如在门诊时获得食物或报销门诊的车旅费

风险

• 医疗风险，比如疫苗引起不适反应、副作用，例如头痛、发烧、疼痛；临床研究中，
试验性疫苗引起严重反应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 社会性风险，如果参加者选择公开自己参与试验的身份，则其名声可能会被玷污，
或遭受歧视等

临床疫苗试验

（参与试验后）不能捐献血液、骨髓或器官
•	 

第六章

任何试验性疫苗都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包括：

• 检测“抗体阳性”—由于体内受疫苗刺激而出现抗体，自愿者可能被检测出艾滋病
毒感染呈阳性，虽然他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见第七章）；这类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不定，即使发生，将会持续多长时间也难定。

研究人员与负责试验的相关部门，必须做好工作，平衡自愿者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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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临床疫苗

适用于常规医学作业的法律、伦理规范同样也适用于临床试验。对于试验参与者的保护

试验的监管

问题，还应给予更多考虑。所有临床试验均依照一套严格监管的协议要求而开展，该协
议是一套详细的描述或规章，用以指导试验的开展。所有协议必须遵照严格的国际标准
执行，例如由国际协调委员会（ICH）制定的临床操作良好规范（GCP）和实验室操作良
好规范（GLP）。

任何协议，都应先经伦理委员会和相关的管理委员会评估并批准后，方可执行。

有关详细的标准，参见第十章。

疫苗试验相关的
主要概念

安慰剂
许多（但不是所有）疫苗试验都会使用安慰剂，一种无害、看起来像疫苗的惰性物质。
有时被称为模拟物或空白物。安慰剂被用于一组自愿者，候选疫苗用于另一组。接受安
慰剂的那一组自愿者通常被称为控制组。只有通过比较疫苗组和控制组/安慰剂组，研
究人员才能评估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诱导反应性和药效。

安慰剂并非每次都使用。有时候，试验目的可能是比较一种已知有效的疫苗和一种新疫
苗的差异。由于还没有对艾滋病毒有效的疫苗，因而必须使用安慰剂，比较试验结果。

随机性
通过随机选择（有时借助电脑），试验参与者被分配到疫苗组和控制组/安慰剂组。研究
人员或参与者本人，谁也不能决定每个参与者将加入哪个小组。这一过程叫做随机。

随机是确保不同试验小组具有同样特征的最好方法。如果研究人员或参与者能让参与
者选择性地加入小组，那么这些小组有可能不是平均分配的或者不一样。如果这些小组
没有可比性，那么试验结果也不能准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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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盲法
是指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接种了试验性疫苗或只是安慰剂；因而在接种疫苗时，他

的分析不会受是否接种疫苗这一事实的影响，以及参与者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核心内容

们“看不见”自己接种的东西。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为“遮掩法”。目的是确保对副作用

或者他们报告的内容（例如副作用）不会受是否接种疫苗这一事实的影响。

许多试验中，研究人员和参与者都不知道谁接种了疫苗。这被称为双重设盲。双重设盲
用于确保研究人员不会因事先知道谁接种了疫苗而作出偏差分析，以使分析结论更接
近事实。如果研究人员知道谁接种了疫苗或是安慰剂，他们就有可能主观地夸大/或降
低副作用的影响。负责随机选取工作的人员（通常是统计人员，但决不能是临床试验工

待试验结束后且数据收集完毕，研究人员才公开研究情况，以便了解谁接种了疫苗，谁接

第六章

作人员）应该将相关数据安全保存，直到试验结束。多数临床试验都是双重设盲。

种了安慰剂。试验一旦公开，参与试验的自愿者同时被告知他们接种的是什么。特殊情况

是在疫苗试验中，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疫苗引起严重反应的情况比较少见。

临床疫苗试验

下，研究人员可能在试验结束前必须知道谁接种了疫苗或安慰剂。这种情况很少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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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水平
是指在优化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条件下，疫苗预防感染或发病的比率。

通过比较疫苗组感染率和安慰剂组感染率，可以测算疫苗防止感染的药效水平。通过长
1

期监控两个试验小组（一般为 2 至 4 年）比较每个试验小组的感染人数 。如果疫苗小组
感染人数比控制组明显少，这表明疫苗能预防感染，因而被认为具有药效。

计算药效的公式

药效

=
安慰剂组病毒感染率

疫苗组病毒感染率

X 100
安慰剂组病毒感染率

药效度也很重要。没有一种疫苗可以 100 %有效。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共同设定了
一个最低限度，以规范疫苗审批以及发放。研究人员对药效水平的期望将影响试验的
设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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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效的
数学模型

究竟药效该达什么水平才能对社区内的疾病起到预防作用，这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人们用复杂的数学
模型来测算不同药效水平的疫苗可能对人群产生的作用。建立这些模型，研究人员需要考虑许多不同因素，确
定适当的药效水平，以使疫苗获得批准。其中包括以下因素：
社区内感染率

•

社区内疾病传播率

•

社区内感染人数

•

接种了疫苗且全程接种疫苗的人数

•

疫苗发挥作用的速度以及持续时间

核心内容

•

试验疫苗与认证疫苗
试验性或候选疫苗是还没有完成必需的试验阶段的疫苗（通常是第一至三阶段），
并且还没有被管理部门批准用于大众人群。这意味着，研究人员、科学家、医生和管理

数据，以便研究人员分析和管理部门评估。试验性疫苗或候选疫苗不能用于大众人群。

第六章

部门都还不知道 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疫苗投入实用前，必须完成所有试验，收集相关

再者，还可能有第四阶段或售后研究，进一步评估已获批准和许可的疫苗的安全性，
临床疫苗试验

之后才能广泛用于大众人群。

试验性疫苗包括艾滋病疫苗和疟疾疫苗。

认证疫苗是指完成了所有必须的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已经获得了批准并且用于大众人
群。现在有很多认证疫苗，包括小儿麻痹症疫苗、麻疹疫苗和乙型肝炎疫苗。

临床研究与标准医疗保健
许多不同类型的临床试验在世界各地开展。临床试验经常被看作是让社区群众接触健
康干预工作的一种途径，通常他们无法接触到这些活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然而，
正确区分临床试验干预和标准医疗保健干预很重要。

临床试验使用的候选疫苗，其安全性、药效尚不确定。自愿者参与临床试验时，不能因此
而依赖试验性疫苗预防感染或发病，因为这些都还不确定。再者，试验期间自愿者通常
有可能被接种了安慰剂（惰性物质），因此，直至试验结束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接种的
是疫苗还是安慰剂。

通过标准医疗保健提供的疫苗都是已被管理部门批准、获得认证的疫苗，其安全性、
药效在以前的临床试验中已经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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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

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结束以及相关数据分析完成之前，试验性艾滋病疫苗的预防性尚无

病疫苗相关的

法确定，因此，参与任何试验阶段的自愿者都不能假定自己已经受到了保护，不会感染

重要信息

艾滋病毒。

如同所有临床试验，艾滋病疫苗试验对自愿者而言，既有风险又有益处；然而，疫苗本身
绝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自愿者也不能故意暴露到感染艾滋病毒的危险之中。

所有临床试验，不论地点，都必须符合相同的很高的伦理和科学标准。

请参阅更多信息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and ICH Guidelines as adopted by the FDA,
2002–2003. Online, searchable version <http://www.access.gpo.gov/nara/cfr/
cfr-table-search.html - page1>.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ition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
%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Copyright ICH Secretariat,
Geneva, Switzerland.
Clinical Research Resources <http://www.clinicalresearchresources.com>.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ebsite on Clinical Trials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info/resources>.

注释

1 对于艾滋病毒疫苗试验，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试验建议所有参与者应尽量降低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然而仍然会有部分人会经性、血液传播感染
上艾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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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型疫苗本身不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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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本章概述

参加艾滋病疫苗试验是一项既花费时间、又要亲力亲为的过程，同时也
会是令人欣慰的经历。自愿者参加临床试验，特别是艾滋病疫苗试验，
需要作出极大的承诺。本章列举了有意参加的自愿者必须了解的一些重
要事项。

本章将讨论以下内容：

• 一般参加条件
• 参加试验的步骤
• 参与过程详情
• 保护自愿者和隐私保密
• 治疗和护理试验自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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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1

参与任何临床试验全属自愿性质；自愿者必须先经过长时间的、完整的咨询了解试

验过程，在作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才可正式加入。

正式加入前，自愿者必须符合试验遴选资格。

3

参与常规的艾滋病疫苗试验，自愿者可能需要多次到访试验场地，接受医学检

核心内容

2

查、咨询、测试、实验室测试、注射试验疫苗或安慰剂，以及试验方案中详细列出的
活动事项。

4

自愿者的健康、福利及人权将严格受到国际和国家法规的保护，以及社区顾问董

事会（CABs）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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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参加条件

!

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主要概念

每一项试验有不同的要求。一般来说，参加预防性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
条件：

• 对试验有充分了解、愿意作出知情同意
• 病历和体检证明其身体健康
• 没有感染艾滋病毒
• 符合规定的年龄、健康条件和其他要求
• 同意全程参与试验，第一/二期通常可达十八个月，而功效试验时间可长达四年
• 女性必须没有怀孕，且在规定试验期内必须采用有效的避孕措施
• 同意接受艾滋病毒测试直至最后一次注射后若干日，并且同意接受降低危险
咨询，以避免感染艾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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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流程图

Source: IAVI

1.

试验参与步骤流程图

通过大众信息会、录像、会议、与试验人员交谈，了解试验

决定不参加

与咨询员、医生、忽视或工作人员私下细谈

决定不参加

理解关于筛选、试验参与的细节，填写筛选前问卷

签定知情同意书

2.
筛选过程

决定不参与试验

HIV 测试前、
后咨询，及测试

HIV 测试结果阳性

筛选问卷

不符合研究要求

病历与体检

不符合研究要求

(可随时发生)

3.

测试后咨询及转诊

符合参与资格，理解并愿意自愿参与试验

试验参与
随机分组并发放疫苗或安慰剂(类似掷硬币)

注射疫苗或安慰剂

医学观察、实验室检测，包括 HIV 检测前后咨询及检测

自愿者回报健康状况或其他问题，并根据协议进一步注射疫苗

注射完所有疫苗后的后续工作，数据收集，参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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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者退出试验
（可随时发生）

试验参与过程

以上的流程表是试验参与的‘通用’流程。每个国家、社区和试验场地会有不同的细
则。以下介绍的试验参与详情也属一般性质，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被用于所有艾滋病疫苗
核心内容

试验。

参加试验之前
研究小组会提供有关试验的资讯并回答任何疑问。自愿者也须回答问题，以确定他们是
否合符试验参与资格。如果他们合格且愿意参加，就会约定日期到试验场地接受遴选。

知情同意
每位试验参加者在接受筛选和参与试验前，必须作出知情同意（以签名，按指印等方式
作实）。在这之前，研究人员必须对每位参与者作深入宣传，以确保对方已充分了解参

区的理解和支持。在社区内开展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宣传工作，可帮助增进个人的了解，

第七章

加试验的所有事宜。扩大与社区，尤其是与社区领袖的接触也很重要，这有助于赢得社

降低日后知悉试验时的耻辱感（反感）；这都有助于确保社区内个别人士（如果愿意参

参见第二章和第九章。

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加计划）能自由自主地作出知情同意。有关知情同意和社区支持试验的进一步资料，请

筛选测试
筛选测试是争取知情同意过程的一部分，有意参加者可获得筛选工作的详情，包括艾滋
病毒测试。研究人员可向每位参与者求证，以确保他们完全明白参加试验的重要信息。
自愿者在签名或划押作出知情同意后，就进入筛选程序，其中可能包括完整病历和体
检。同时还可能需要采集血液和小便样本作常规检查，包括艾滋病毒感染测试和女性
妊娠测试。测试结果出来后，自愿者应约回访。如果合格，这位自愿者可以参加试验。如
果自愿者改变主意，可以随时退出。

试验期内的艾滋病毒咨询与检测
咨询是研究小组和自愿者进行保密谈话的好时机。每次约见时，咨询员可提供降低风险
的咨询；自愿者在其他时间亦可约见咨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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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抽血作艾滋病毒检测时，都要进行咨询。在艾滋病毒测试前的咨询被称为测试
前咨询。咨询员会解释测试程序，评估风险，讨论降低风险的策略和安全性行为措施，
解释检测结果以及自愿者该如何理解检测结果，最后取得知情同意。在检测结果出来
后，咨询员再约见自愿者，进行测试后咨询。期间，咨询员告诉自愿者检测结果并探讨
结果意味着什么，讨论个人感受，评估降低风险方案，推荐任何必须的服务。如果测试
结果呈阳性，咨询员会针对自愿者的情绪反应，解释治疗和支持方案，商量自我护理、
如何把结果告知伴侣以及如何防止感染他人。测试结果和咨询时透露的任何细节都必
须保密，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地方法规可能要求测试结果必须保密上报。

筛选时确定艾滋病毒感染
有意参加预防性艾滋病毒疫苗试验的自愿者在筛选时被发现感染艾滋病毒，即不被接
纳参与疫苗研究。他（她）会接受咨询，并被转往其他地方接受更长期的咨询以及艾滋
病毒治疗、护理和支持。请参见以下有关治疗和护理 的资料。

试验疫苗和疫苗管理
艾滋病疫苗大多是上臂肌内注射，皮下注射或皮内注射。将来，新的艾滋病疫苗可能采
用囗服或鼻吸式。

自愿者服用试验疫苗或安慰剂，是经随机挑选的，就象掷硬币一样。在被称为“设

盲”的研究中，自愿者一般是直至研究结束才知道他们服用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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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参与者会获得自愿咨询测试服务（VCT）吗？

结果，疫苗试验就不能进行。更多的人愿意接受测试，就会降低社区的歧视和耻辱感。

核心内容

艾滋病毒自愿咨询测试服务对于疫苗试验极为重要。如果人们不愿意接受测试和知悉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规范了自愿咨询测试服务的最佳做法，鼓励各国在
此统一标准指导下，制定各自的国家政策。自愿咨询测试服务如何有效地建立支持试验
的有利环境的相关信息请参见第二章。

艾滋病毒咨询和检测在试验过程中进行，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自愿咨询与检测，因为并
不完全符合以上提及的标淮模式。这一过程事实上是自愿的，个别人士在测试前后和取

这项服务只开设在社区内可能设立的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中心，人们到自愿咨询与检
测服务中心只是为了弄清楚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首先，咨询包括与试验相关的事

毒测试会进行多次。因为这一延续性质，参加者和试验小组可以建立联系；但在标淮的
自愿咨询与检测中，自愿咨询与检测咨询员和工作对象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关系。

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项，而访谈亦包括与试验相关的后续工作。再者，在试验期间，减低风险咨询和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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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测试结果时，得到正确的咨询，但这并不完全符合自愿咨询与检测的标准模式，因为

在被称为双重设盲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也不知道哪些自愿者服用疫苗或安慰剂，这样
能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在这情况下，装疫苗和安慰剂的小瓶一模一样，只是标记被封
上，直至研究结束。有关这方面的更多资料，请参见第六章。

自愿者接受注射后，通常需要在诊所停留半小时至一小时，以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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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内采集的血液样本
在试验期的各个阶段，研究人员采集自愿者的血液样本，并在实验室进行化验，以确定
自愿者的器官（比如肾、肝）功能和免疫系统有否受疫苗影响。实验室测试可以确定疫
苗是否刺激了免疫系统对艾滋病毒做出反应。即使测出有反应，这并不意味着自愿者经
血液或性行为接触艾滋病毒时会免受艾滋病毒感染。

参加试验的自愿者能得到什么？
一般认为付款给参加疫苗试验的自愿者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可以因为参加试验付出
成本而得到补偿，例如来往诊所的交通费。诊所亦可提供食物和照顾儿童等服务，以补
偿自愿者往返诊所而花费的时间和产生的麻烦。由当地的伦理委员会决定合理的补偿
标准。

参加试验的好处之一是获得与试验有关的医检和护理。自愿者可以得悉自身的健康情
况，但这不能代替自愿者所需的一般健康服务和专家医疗诊治。另一好处是咨询和知晓
更多有关艾滋病毒的知识以及如何预防感染。有些自愿者参加试验是为了对艾滋之战
“有所作为”，这种感受通常被认为对个人是有好处的。

倘若自愿者参加试验时受伤，知情同意书应说明处理方式。许多试验会为自愿者提供适
当的免费治疗。

艾滋病毒测试结果为假阳性
试验者接受艾滋病试验疫苗，其身体可能对艾滋病毒产生抗体（参见第三章）。这一
反应表明：由于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试验者可能得到保护，从而不受艾滋病毒感染。这
可能也是标准的艾滋病毒测试所寻找的同类型抗体。自愿者必须牢记以下重要内容：

• 注入人体的试验疫苗不会导致艾滋病毒感染
• 若艾滋病疫苗试验者的艾滋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这不一定表示其已感染了艾滋病
毒。如有必要，应进行更多测试，以分辨抗体是因疫苗还是因艾滋病毒感染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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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期内，自愿者不应到试验诊所以外的地方接受艾滋病毒测试。研究人员可以辨
别疫苗或艾滋病毒感染而产生的不同抗体，但其他测试中心可能办不到

愿者并未受感染。研究人员有时称之为‘抗体阳性’，因为该自愿者体内只产生了对

核心内容

• 如果在试验诊所以外的艾滋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这可能是一次假阳性结果，即自

抗艾滋病毒的抗体，不是真正感染上了病毒。在这种情况下，试验者应前往试验诊所
再做测试，这一点极为重要。

• 如自愿者因保险（医疗或人寿）、旅游或就业而需要作艾滋病毒测试，则他们应该前
往试验诊所进行测试。

• 同样的道理，自愿者在试验期内不应捐血、捐出骨髓或器官。

艾滋病毒试验疫苗不会导致艾滋病毒感染。虽然自愿者接受降低艾滋病毒风险的咨
询，部分人可能在试验范围外经血液或性接触而受到感染（例如不安全性行为或注射毒

确实感染了艾滋病毒，就不会再按试验研究计划接受注射，并应立即转至他处接受有
关医疗服务、咨询、护理和治疗，并在试验期内一直受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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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试验期内，自愿者会接受几次艾滋病毒测试，以确定其是否感染病毒。如自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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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内感染艾滋病毒

日常生活
自愿者应当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大多数参加试验的人都是健康人士，他们无需改
变日常习惯，亦无需任何额外食物或特别膳食。研究试验每一次抽的血量比一般献血
量还少，人体很容易补充。

性行为
参加试验的自愿者已=被告知疫苗不一定能保护他们不感染艾滋病毒，所以，他们必须
进行安全性行为。他们接受咨询以降低感染风险，有些试验也提供安全套。咨询可加强
人们对安全性行为的认识，避免感染性病（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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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
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怀孕妇女接受试验疫苗对胚胎是否有影响。因此，女性自愿者
应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直到最后一次注射之后的四个月。女性自愿者在接受筛选时，
每一次疫苗注射前和其他时间，都会作妊娠测试。男性自愿者亦需在最后一次注射后
的四个月内使用安全套，避免配偶或伴侣受孕。

如果女性自愿者在试验期内怀孕，她不会继续按试验计划接受注射。她的情况会受到
监测，直至试验结束且怀孕终止，初生婴儿在出生第一个月内将接受医检，确保婴儿健
康正常。

性伴咨询
大多数的试验计划都会咨询自愿者的性伴侣，且必须得到后者的同意方可进行。咨询
内容涉及如何预防性病和怀孕。

研究结论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第一和第二期历时一至三年，第三期试验可能长达五年。实际试验期
（自愿者接受试验性注射）结束后，试验人员在“后续”期内继续监测自愿者的健康情
况。整个计划结束后，自愿者将被告知试验结果。

保护自愿者

参加试验的自愿者必然承受一些日常生活以外的风险。自愿者和研究人员合作，促进

与隐私保密

医学向前发展。因此，研究人员有责任保护自愿者，以下是一些标淮：

• 自愿者参与计划和病历档案必须严格保密1
• 避免他们因为参与试验而受到歧视
• 因注射疫苗而受伤时，他们必须得到治疗
• 帮助自愿者免遭歧视；例如发放特别身份证，为某些注射疫苗后艾滋病毒测试结
果为假阳性的个案提供保险通知函（参见以上有关艾滋病毒测试结果假阳性的

章 节）；并非所有试验都采取同样的方式

• 经常为参加者及其伴侣提供降低风险咨询（取得同意后）
有关更多资料，请参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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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和护理

试验期内，自愿者可从试验诊所得到一些健康护理和预防感染艾滋病毒的服务。参加

试验自愿者

者如因注射疫苗受伤，会得到全面的护理、支持和适当补偿。
核心内容

参加预防性艾滋病疫苗试验前，自愿者都是健康的、并未感染艾滋病毒。他们将获得
降低风险咨询、安全套，这有助于免受艾滋病毒感染。但是，即使有这些措施，部分自
愿者仍可能会因为一些风险因素（例如性活动或血液接触）而感染艾滋病毒。在参与试
验的国家和当地利益相关人的同意下，试验期内被感染的自愿者将获得全面的艾滋病
毒治疗、护理、预防及咨询服务。试验赞助人正在重新制定政策，以实现他们为自愿者
提供抗病毒（ARV）药物的承诺。再者，许多国家正在进行本国抗病毒药物项目，这可
能影响与试验有关的政策。

病疫苗相关的

大部分艾滋病试验疫苗均用于预防艾滋病毒感染。这就是大多数试验只接受没有感染

第七章

与艾滋

艾滋病毒的自愿者参加的原因。

是否参加试验，应当是自愿者的个人决定；任何人（家人、试验研究人员等）强迫他人参
加试验是不道德的行为。

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重要信息

所有自愿者必须继续使用安全套和采取其他降低风险的措施，而不应依赖试验性艾滋
病疫苗来保护自己不受艾滋病毒感染，同时，他们注射的可能只是安慰剂。

在试验期间，因为性或血液接触而感染艾滋病毒的自愿者会获得医疗服务，或和现有医
疗机构取得联系；自愿者将继续受到监测，以观察疫苗是否对艾滋病毒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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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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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003–January 2004 <http://www.iavi.org/iavireport/Issues/0104/
NewApproachestoProvidingAntiretrovirals.asp>.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HIV Preventive Vaccine Research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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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htm> (May 2000).
Finding the Way: Community and science working towards a vaccine for HIV.
Produced by South African HIV Vaccine Action Campaign (SAHIVAC), funded in
part by South African AIDS Vaccine Initiative (SAAVI) (2001).
HIV Vaccine Trial in Uganda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www.i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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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aids.org/en/in+focus/topic+areas/counselling+and+voluntary+
counselling+and+testing.asp> (UNAIDS, Geneva, May 200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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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小组知道参加者的名字，也知道他们的编号。试验小组的首要责任是资料保密；每一名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书，保证有关资料不会向试验场所以外
的人士透露。

核心内容

第七章
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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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的性别问题

第八章
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的性别问题

本章概述

本章从性别角度讲述了与艾滋病、艾滋病疫苗以及疫苗试验相关的一些
看法和观点。

包括以下内容：

• 性别的概念（与性的区别）
• 性别在艾滋病毒易感性方面的影响
• 疫苗在降低女性艾滋病毒易感性方面的作用
• 为什么让妇女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 性别对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的潜在影响
• 确保临床试验中性别平等和妇女参与的措施
• 性别对今后获取和使用疫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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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1

由于与性别相关的社会准则、文化、经济和法律因素，妇女无论从生理角度还是社

会角度来讲，都对艾滋病毒具有易感性。

使用艾滋病疫苗有利于处理妇女易感性问题，这种方法能让妇女掌握主动权，其使

核心内容

2

用可能不需要与性伴协商。

3

让妇女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十分重要，这有助于探讨疫苗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效果上

的差异。

4

性别可以从多方面影响疫苗试验：征募妇女参加临床试验可能十分困难；由于女性

的胁从性，获取她们的知情同意也许会比较困难；如果不能保证保密，妇女更容易遭受

性别

应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疫苗试验中妇女的参与以及性别平等。

6

不同的性别可能在将来获得和使用不同的疫苗，应在疫苗准备活动中妥善处理。

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的性别问题

主要概念

5

第八章

歧视、耻辱感和暴力；有效的自愿咨询与检测（VCT）必须考虑性别因素。

!
“性别”和“性”这两个词有时会引起一些混淆和争论。这两个词经常被交替使用，但它
们也有着十分清晰的不同含义。在本章节中，我们会用这两个词清晰地表达不同意义，
并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性”，是指从生物学特征（从解剖学、生理学、遗传学角度而言）来确定一个人是男人还
是女人。

然而，
“性别”这一词经常被用来反映男人和女人身份的一种社会性特征。性别是指社
会中的“阴”、
“阳”特征。它包括男性、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男性、女性相互关系
中所处的权力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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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角色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确定男人、女人的态度、行为、职责和期望。例如，女人可
能会被认为应该是被动的、敏感的，而男人则会被认为是强壮的和理性的。这种角色变
化出现在同一文化和不同文化之间。性别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但人们因性别角色而变得
社会化了。

我们常常简化这两个术语，而只是简单地使用“性别”这个词：承认了社会性和生物性能
在男人、女人艾滋病毒易感性以及他们如何受益于艾滋病疫苗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

性别在女性艾

世界范围内几乎有一半的感染者是女性，在疫情全国流行的国家，女性感染者人数已超

滋病毒易感性

了男性。与性相关的生物学因素和与性别相关的社会因素在增加女性艾滋病毒易感性

方面的影响

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与生物易感性 相关的因素包括：

• 女性生殖道的暴露面远远大于男性，而且相对于阴道分泌液，艾滋病毒更集中于精
液，这使得女性更容易受到感染。

• 强制性性行为会导致阴道细微损伤（细微伤口），使得病毒更容易侵入。
• 年轻的妇女，特别是那些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损伤（更容易遭遇强制性性行为）。
• 妇女经常未能及时治疗性病，使得她们更易感染艾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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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共同造就了男女间的不平等，这使得男女面临着感染病毒的
危险。特别是那些与性别相关的社会准则、经济压力更增加女性的社会脆弱性。主要有

• 文化准则通常限制了女性对性、性健康及卫生保健知识和信息的获取途径。

核心内容

以下几方面：

• 由于文化准则和经济上的依从性，妇女缺少能力来协商安全性行为或要求性伴忠
贞。常常是由男人来决定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如何进行性行为。

• 如果妇女试图与她们的性伴谈论使用安全套、忠贞或解除她们认为危险的情侣关
系，她们通常会害怕遭遇暴力、被抛弃或失去经济支持。

• 妇女经常被认为应该保持一夫一妻制，但她们性伴的行为，同时又经常使妇女处于危
险之中。

于感染，她们害怕面对因未怀孕而引起的社会后果。

• 贫穷会迫使妇女去从事不安全性行为，或迫使她们用性来交换金钱或满足物质需

• 妇女更容易处于受到强奸、性胁迫或被迫从事性工作的危险之中。

性别准则导致危险行为，男人也因此而受到影响，增加女性易感性的同时，也增加了男
性自身的易感性。例如，下列是不同社会中的真实情况：

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的性别问题

要，以求生存或抚养孩子。

第八章

• 生育的社会压力会影响妇女保护自己免于感染的方式；如果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免

• 男人不认为应保持一夫一妻制，并且还有可能被鼓励有多个性伴。
• 男人被认为十分了解性，并且经验丰富，这可能妨碍他们接触性健康和保护措施等
相关信息。

• 男人因社会化而变得自恃，不寻求帮助。
• 男人也可能因社会和经济压力而不得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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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在降低妇女艾

当前的预防措施要求人们改变性行为，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妇女。对

滋病毒易感性方面

大多数妇女而言，不是她们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性伴的行为使得她们处于感染的危险

所起的作用

之中。目前急需能被妇女采用或控制使用的预防工具，例如疫苗（微生物杀菌剂）。相
对于目前的预防方法而言，疫苗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因为它的使用与性活动无
关。疫苗可以被悄悄地使用，而不需经性伴同意，以免一旦告诉性伴，妇女可能会面临
感染的危险、遭遇暴力或其它后果。

为什么让妇女

确保足够数量的妇女参与疫苗临床试验十分重要，这有助于探讨疫苗在男性和女性之

参与疫苗试验

间使用效果上的不同。让女性参与疫苗试验有伦理方面的因素，也有助于数据收集，以
确保疫苗对男性、女性均有效。

测试效果差异
为了解疫苗确实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效，在临床试验中招募足够数量的男性和女性十分重
要。一项特殊的试验有可能无法表明疫苗对男性和女性是否有不同使用效果，但它可以
探讨疫苗在效果方面的趋势。过去的一些临床试验，由于没有足够的女性参与而无法区
别这种趋势。目前仍不清楚艾滋病疫苗对男性和女性是否会有不同使用效果。

由于下面的一些因素，疫苗可能会男性、女性产生不同效果：

• 男性、女性解剖学和生物学特征上的差异，由此使得他（她）们面对感染的危险程度
不同，或由此导致疫苗的使用效果不同。

• 男性、女性在感染后，病毒载量（血液中所含病毒量）可能会不同，这可能导致疫苗
在推迟疾病的进程方面产生不同效果。
（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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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问题
规章管理局要求一项产品应该在即将适用的人群中进行测试。因此招募妇女是确保获
核心内容

得足够信息以证明疫苗对男性、女性有效的关键。  

伦理问题
健康平等原则要求妇女应该参与所有相关的临床研究。艾滋病疫苗研究似乎对所有的
参加者都是有益的—包括那些接受疫苗试验的人以及只接受了安慰剂的人—因为这些
试验中涉及到的教育、咨询以及护理都能降低每一个参与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危险性。
排斥妇女参与这些试验，等于是剥夺了她们的这些权利。

性别差异对艾

人员招募与保留
女性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可能会由于她们决策权限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受限制，另外

潜在影响

后勤和责任方面的因素也会使女性的参与变得困难。因此，招募与保留女性参与人员可

第八章

滋病疫苗试验的

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妇女的决策权有限，如果其配偶支持的话，她们就会更容易地
参与自愿咨询与检测（VCT）和疫苗试验。这个方法可能只对一部分妇女有效，因为这

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的性别问题

配偶的咨询，夫妻双方共同进行艾滋病毒咨询、检测，是鼓励女性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

取决于配偶双方的关系。妇女选择做自愿咨询与检测、参加疫苗临床试验等都应该完
全让妇女自己做决定，同时，因（身份）可能被暴露，其隐私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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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试验工作人员应该意识到与性别相关的因素可能会防碍妇女的参与：

• 许多女性都没有决定自己是否接受艾滋病毒检测或参加试验的自由，而丈夫、
父亲、性伴或其他家庭成员可能会在这方面有很大影响，或代其决定。

• 妇女承担着照顾小孩、老人和料理家务等额外责任，可能没有时间参加学习或经常
来诊所。

• 有些妇女可能无法独自出门前往试验场所。
• 在有些文化传统中，妇女的价值（被认为）体现在她的生育能力上，而疫苗试验要求
她在试验期间避免怀孕，这也许会影响她的参与选择。

• 妇女也许会担心，如果她们参加了疫苗试验，将被认为是高危人群而受辱，并受到
歧视。

知情同意
必须获得所有参与试验的自愿者的知情同意。自愿者应独立做出自愿参与的决定，并应
当完全了解参与试验的含义。传达完整的信息并确保参与者完全了解不但复杂而且很
困难，特别是那些弱势人群，包括妇女。

由于有不公平的影响以及来自丈夫、家庭、社区成员和卫生保健者的压力，妇女可能处
于弱势地位。因此，试验信息应该使用所有参与者都明白的语言表述，让参与者明白自
己的权利、所处的危险和应有的利益，并在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中独自做出决定。在签
定知情同意书前，所有的自愿者应完全明白试验的含义。伦理委员会应包括性别学方面
的专家，以确保性别问题在知情同意书中得到充分考虑，并在完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
做决定。

许多妇女可能会与她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如丈夫、性伴和父亲）商量是否参加试验。让
妇女有机会与那些人商量非常重要，但她们也应该了解，这并非知情同意所必须。若要参
与试验，只有妇女本人的知情同意为必须。如下文所述，如果她想参加试验但又不想让
其他人知道，包括她的男性性伴，那么她的隐私权应该得到保护。

作为确保知情同意的一个步骤，社区也应对试验有一定的知情权。虽然这有助于创造良
好环境，支持妇女参与试验，但是给予知情同意并参与试验必须是妇女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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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保密
对所有试验参加者来说，隐私权很关键。如果隐私被暴露，妇女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

苗试验，人们就会猜想她可能有高危行为，或者她在保护自己免受有高危行为的性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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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为被暴露参与试验可能会导致耻辱、歧视和暴力。如果大家知道某妇女参加了疫

感染。所有试验工作人员都应接受性别敏感培训，以便能有效处理隐私问题。

自愿咨询与检测
自愿咨询与检测中的咨询步骤也应充分考虑性别问题。咨询应帮助自愿者认识并判断
他们感染的危险性，这主要基于对其性伴危险行为的了解，而不应仅仅自愿者自己的行
为。预防性咨询必须考虑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如影响妇女感染的因素，以及妇

者而言，女性自愿者控制自己被感染能力可能更低。

第八章

女在协商安全性行为方面的局限性。尽管只是预防性咨询，但在试验中，相对男性自愿

对女性而言，公布检测结果也可能更为复杂。自愿或偶然地向家庭、社区或参与者公布

果，应该采用最佳、最安全的方式公布。

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的性别问题

结果，都会导致受害者遭遇耻辱感、歧视、责备、暴力或被抛弃。如果妇女选择公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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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试验中

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应采取一系列行动确保性别问题得到了充分考虑。这些行动主要

性别平等和女性参

用来确保男性、女性都参与了试验以及平等受益，并且应考虑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及她们

与的措施

的需求。

准备试验场地
一个对女性友善的环境应该没有耻辱感、位置便利，且受人欢迎，同时应注重隐私，能
照顾与试验参与者同来的家人和孩子。工作人员性别平衡，包括与病人接触的工作人
员、经过培训后处理男、女参与者所关心问题的工作人员，这些都有助于营造对妇女友
善的环境。

社区团体和妇女组织的参与
社区团体和妇女组织可以是艾滋病疫苗试验中强大的同盟。他们与这些社区有着颇有
价值的联系，并且有助于处理某些性别相关的问题。他们可以让社区意识到女性参与试
验的必要性以及研究带来的好处。

在某些试验国家，社区顾问董事会（CABs）在教育社区有关疫苗研发、疫苗试验以及
动员自愿者等活动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理想的社区顾问董事会应有性别专家，
成员性别比例平衡。

制订有关性别问题的指南和标准程序
在制订协议、手册、小册子和问卷时，有关的性别分析框架可以被用于各种试验，包括知
情同意、参与者准入和排除标准、护理和咨询、报账、个人隐私以及与耻辱感和歧视相
关的问题。这一框架应能适用于整个试验过程和步骤，以辨析其中出现的问题和人们
的担心之处。

试验工作人员的性别意识培训
所有参加试验的个人和组织都应接受有关性别的培训。参与培训的人员包括：协议管理
者、研究人员、试验操作员、咨询员、医生、社会科学家、伦理委员会和社区顾问董事会
成员。对有些参与者，还应特别注重能力建设（如咨询员）以及其他的一些性别敏感和
性别视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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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责任制
有些试验可能采用某种机制以确保性别敏感性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反映出来。这种机

的“性别审计”机制，或者在现有的咨询委员会中增加性别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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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会因不同试验而有不同形式，但总的来说，它包括一个由外部性别咨询委员会监督

了解并处理试验的参与障碍
妇女面临着参与试验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会随文化、社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试验的组
织者可以和社区成员交流，以更好地了解试验潜在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并与社区顾问董
事会一起寻求解决办法，也可以通过社会研究确定障碍以及促成障碍的因素。

同样的，传统的性别准则可能限制女性参与试验，即使有了疫苗，这些性别准则最终可

后获取和使用疫苗

能阻碍妇女使用它。在准备疫苗的使用、获取途径等过程中，性别因素应该得到充分的

的影响

考虑：

确保疫苗是可接受的，男性、女性都应对疫苗的特点、优势、危害和局限性有充分的了
解。男性和女性对此的接受程度可能不一样，这类影响因素应该在项目启动策略中有充
分地了解和估计。

艾滋病疫苗试验中的性别问题

可接受性

第八章

性别因素对今

社会和政治环境
在评估和营造社会、政治环境时，必须考虑性别因素。妇女健康倡导者在倡导疫苗研
究、支持引进和使用疫苗、微生物杀菌剂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咨询作用。

疫苗推广与发放策略
疫苗发放策略，以及信息发布、宣传教育和市场营销等策略会因目标群体不同而变化。
这些策略的研发应以良好的社会研究为基础，且应了解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愿望及
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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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
病疫苗相关的

虽然在很多地区艾滋病流行对女性的影响远远大于男性，但现有的预防措施对许多妇
女并不可行。目前迫切需要新的能让妇女更容易使用和控制的预防措施。

重要信息
一旦研发成功，艾滋病疫苗就会成为降低女性易感性最重要的工具；这种方法能让妇女
在无需男性合作的情况下自由使用，如果有必要，其使用也可以与性行为分开。

妇女参加疫苗试验十分重要，有助于确定疫苗是否对女性有效，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和
后勤等因素，女性的参加通常很困难。因此，需要努力支持女性参与试验，并且确保她
们在自愿、不受干扰和接受了充分培训的基础上决定参与试验。

请参阅更多信息

Developing Vaccines for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AIDS Service Organisations
(ICASO), Canada, 2002).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HIV Preventive Vaccine Research, UNAIDS guidance
document. <www.unaids.org> (UNAIDS, Geneva, 2000).
Kapoor, S. Gender considerations in HIV vaccine trials
(position paper, IAVI, 2004).
Nath, M.B. Gender, HIV and Human Rights: A Training Manual (UNIFEM, 2000).
Parker, R. & Aggleton, P. HIV/AIDS-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n Agenda for Action <www.popcouncil.org> (The
Horizons Programme, Population Council, 2002).
Richter, Lindegger, Karim & Gasa.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ly
sensitive approaches to obtaining informed consent for participation in HIV
vaccine-related trials (paper commissioned by UNAIDS). <http://www.hs.unp.
ac.za/mind/icunaids.htm> (1999).
Special Report: Women and AIDS vaccines. IAVI Report 5 (8),
July–Septe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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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

第九章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

本章概述

伦理问题主要涉及对人体研究的担心，其中包括所有的临床研究，同时
也受到艾滋病疫苗研究人员及管理当局的特别关注。

本章将讨论以下各项：

• 伦理研究的基本原则
• 知情同意程序
• 知情同意书
• 参加试验的风险与好处
• 自愿者的权益与保障
• 伦理委员会对试验予以审核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艾滋病疫苗研究指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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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艾滋病疫苗试验必须符合国际伦理标准。

2

所有医学研究依照伦理原则进行；知情同意程序是其中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3

获得真实的知情同意涉及到以下过程：提供试验相关资料，确定人们了解试验信息

核心内容

1

以及确保自愿者独立决定是否参加试验。社区宣传及个人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重
要作用。

4

所有试验都涉及自愿者所冒风险与所获得的好处，试验必须平衡参与者的风险与

好处，以符合伦理要求。

研究人员有责任保障自愿者的人权，确保其健康状况符合地方标准。

6

艾滋病疫苗研究涉及某些伦理问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为此发表了伦理指导性

主要概念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

文件，以协助处理此类问题。

第九章

5

!

伦理研究的

研究人员及伦理监管单位共同努力，确定研究符合高水准的伦理标准。七项主要原则

基本原则

奠定了临床研究的伦理基础。这些主要原则适用于所有临床研究，也应用于艾滋病疫
苗研究。

1 价值 —— 研究课题应有利于促进健康或为卫生领域提供有用知识
2 有效性 —— 设计与操作方法应合适、慎重、实用
3 公平选拔参加者1 —— 自愿者筛选方式应公平、科学，并符合伦理要求。
4 有利的风险/受益比率——应将参与风险限制在最低程度，并应让参与者获益，或以
获取知识的方式合理补偿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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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独立审核 —— 研究必须接受独立的伦理和监管委员会的审核并取得批准。
6 知情同意 —— 所有自愿者必须了解研究过程，参与的风险与好处，接受教育，并据此
独立作出是否参与的决定。

7 尊重参与者 —— 参与者的权益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试验结束后以及后续工作中均应
得到保障。

知情同意过程

知情同意是伦理研究的一个基础。它是研究人员及自愿者之间的一种协议，表明自愿者
充分了解试验的各项细节并同意参加。协议一般经自愿者在知情同意书（下面详述）上签
字后即算达成，但研究人员不可以仅仅依赖知情同意书上的签字便确认参与者对试验完
全了解。这份协议是研究人员、社区和潜在自愿者通过讲解、对话等系列工作而达成。

研究人员应了解获得真实的 知情同意的重要性，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特别是
在以下情形尤其如此：社区对医疗研究或艾滋病疫苗不熟悉，人们也可能面临来自他人
的压力。这意味着，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之前，有意参与的自愿者完全理解参与试验的
各个方面，包括潜在风险与好处。在很多试验环境中，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外展工作，其
一是接触更广泛的社区，其二是接触个别人士。

更广泛的社区外展工作超越了试验招募的范围。它涉及到试验进行前预先通知社区领
导，这是争取社区理解和广泛支持的重要渠道。通知领导并获得他们对研究的支持有助
于降低社区对试验参与者的歧视，或者消除那些仅仅是想了解试验情况的人的耻辱感。

多数艾滋病疫苗试验地区都有活跃的社区顾问董事会（CABs），它是接触更广泛社区
一种重要形式。这些团体是试验研究人员与社区之间的桥梁，有助于制订并向潜在参
与者宣传正确信息。有关社区在试验中的作用，请参阅第二章。

至于接触个别人士，试验地区有时会组织一般的资讯会，任何对艾滋病疫苗及其研究感
兴趣的人士都可以参加。可以是一对一的咨询，这样潜在参加者可以进一步了解试验。最
后，在签定知情同意书之前，某些研究会要求潜在自愿者完成一份问卷，其中包括内容列
表、描述或两者皆有，以测试自愿者对试验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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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情同意书不是确保试验符合伦理的唯一因素，但它是关键因素。研究人员必须
向参与者解释许多有关试验的情况，包括试验目的、即将测试的疫苗、参与者的门诊

是，研究人员必须确保参与者不是在被诱导、胁迫或任何其他情况下作出参与试验的

核心内容

次数和可能的利害关系。自愿者也应该知道自己有权不参加或随时退出试验。重要的

决定。

知情同意书

知情同意书是自愿决定参与试验的人士签名的文件，证明本人理解并同意以下各项：

1 试验目的
2 研究人员的期望成果以及试验负责人
3 试验过程中会做什么以及试验时间

5 对参加者的期望
6 参与试验的受益情况（若有）

8 其他干预措施
9 参加者有权在任何时候退出试验

参与试验的

参与任何临床试验都会涉及风险和利益。决定是否参与试验，必须完全理解参与的风

风险与好处

险与利益，通过比较两者孰轻孰重，作出一个知情的选择。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

7 参加者护理与支持机制

第九章

4 涉及的风险

当研究人员策划一项试验时，必须确保风险与利益平衡。如果风险与利益的相对平衡
关系不合理，试验就显得不公平。如果风险很大，对参与者是不公平的。相反，如果有
太多利益，人们的参与动机令人生疑，试验可能因此被视作有胁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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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益处范例

利益与危险的平衡关系由伦理评审董事会决定。所有研究计划或协议，必须由该董事会评审。
（见第十章）

风险例子包括：

•

试验疫苗引起的副作用如手臂酸痛、头疼或发热、可能的严重突发事件（SAEs）

•

因参与试验而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如遭受耻辱感或社会歧视

•

对疫苗抱有错误观念，以为疫苗有保护作用而进行高危行为

•

艾滋病毒抗体检测结果为假阳性（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注射了试验疫苗的试验者身上，但此人并未感染
艾滋病毒，参见第七章）；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和持续时间，目前尚不清楚。

•

参加艾滋病疫苗试验后，如果自愿者的血液中的抗体检测呈假阳性，则他们不可以献血

有一点必须说明，目前测试的疫苗不可能引起艾滋病毒感染。由此，因疫苗而引起感染的风险并不存在。
（参见第五章）

参与试验的受益情况因人、因地而异。部分可能的利益包括：

•

参与临床试验的激励感 —— 一些参加者说跟研究人员相处愉快，感觉亲如家人，或者研究诊所让人感到
舒服

•

为重要医学研究工作做贡献的成就感

•

加深对艾滋病毒的了解并懂得如何避免感染

•

受到医疗上的关注：虽然不会是正式卫生保健，但这些关注可能是个人无法享受到的，例如艾滋病毒咨询
与检测、血常规分析监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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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所内用餐或往返门诊车费补贴

自愿者的

如前所述，参与试验涉及的风险可能并非日常生活所遇到的情况。由于自愿者是在为研

权益与保障

究人员和医学界提供服务，研究人员因此有责任确保自愿者获得适当的护理。保护参
核心内容

予试验的自愿者是一个人权问题，已成为艾滋病疫苗试验中一个定性因素。

保障包括：

• 绝对尊重参加者的隐私权，包括试验前、试验中和试验后
• 确保在签定知情同意书之前，提供足够时间、信息以使其理解研究内容
• 试验期间的医疗关注
• 因接受疫苗或参与试验而需要的治疗（或补偿治疗）（试验人员会定期治疗小症状，
比如头痛、发烧）

• 如有需要，制定一套特别身份证明程序，一旦出现艾滋病毒测试结果为假阳性的
个案，可以应保险之需或其他情况（参见第七章）

• 让社区代表参与试验策划与评审
• 对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妇女）给予特别照顾，如果他（她）们参与了试验，应确保其
在试验中的代表性，并且确保他（她）们在给出知情同意时不受引诱，以及确保协议
中对弱势群体有充分描述、并说明如何提供保护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

• 定期对参与者及其家人作降低风险咨询（经参与者同意）

第九章

• 为因参与试验而遭受歧视者提供帮助

自愿者信息保密性
研究小组必须严格保密自愿者的身份资料。未经自愿者同意，其个人资料不可向外界公
开，研究人员除外。参与者也可以向别人透露信息，但这是他（她）自己的决定。

若由于医疗原因，自愿者需要看别的医生（没有参与试验），则可以让主诊医生了解此人
正参与试验，以到达更好的疗效。但是，自愿者必须自己提供这些信息；试验小组不会
向该医生提供信息，除非应自愿者本人要求（比如，自愿者可能需要从研究小组获取实
验室检测结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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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退出试验的权利
每份知情同意书上均应列明：自愿者有权随时退出试验。

试验应经过慎重设计并受到严格监管，整个过程中，研究人员都需要自愿者的参与直至
试验结束。虽然这很重要，但是疫苗试验可能历时数月乃至数年，并且，在此期间，自愿
者可能因各种原因需要退出试验。

自愿者不应有被迫留继续试验的感觉。他（她）们应该知道，自己有权因任何理由退出
试验。

伦理委员会对

地方委员会必须评审所申请试验的协议，知情同意及其他有关研究资料，以确保试

试验予以审核

验依照伦理标准进行。伦理委员会又名伦理评审委员会（ERC ）或机构评审董事会
（IRB）。ERC 或 IRB 主要关注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人权，以及试验的伦理性。

伦理评审是对申请试验的一种评估形式（完整信息请参见第十章）。这些委员会由包括
科学家、伦理学家、社区成员以及与试验赞助人和调查员有独立关系的其他专家组成，
他们接受培训，并对研究项目进行评估。这样的人员组合能够对研究项目进行无偏见
的、公平的、完整的评估。除了伦理评审，ERC、IRB 或相关委员会通常也对研究项目的
科学性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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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指南

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指南规范临床试验。这些指南为人类参与的所有试验提供了统一的
伦理和科学标准，因此也是艾滋病疫苗试验伦理方面的重要因素。
核心内容

目前已有几套指南规定了临床试验应遵循的规则，比如国际协调委员会（ICH）和最佳
临床操作（GCP）。这些将在第十章详述。

联合国艾滋病

2000 年 5 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这份文件特别针对艾滋

规划署指导文件：

病疫苗研发，包括疫苗试验。该文件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网站上找到，网址为：

关于艾滋病疫苗研

<http://www.unaids.org/html/pub/Publications/IRC-pub02/JC765-

究的伦理

EthicalCons-Repr_en_pdf.htm>。该文件涉及的问题包括全世界艾滋病疫苗研
发、疫苗的可用性、弱势群体以及获取知情同意的特殊方法等。此外，联合国艾滋病规

病疫苗相关的

所有艾滋病疫苗试验都必须遵循相同的国际伦理指导守则，以确保所有自愿者的
健康、尊严得到保障。

重要信息
国家及国际管理部门与试验研究人员和赞助团体之间是独立的关系，这些管理部门连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

与艾滋

第九章

划署也评审某些研究协议的伦理性和科学性。

续监管研究项目以确保其符合伦理标准。

获取自愿者参与试验的知情同意是伦理研究的核心；目的是确保参与者完全理解试验
相关的必要信息，并确保他（她）们参与试验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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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更多信息

AIDS Vaccine Handbook: Global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the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
www.avac.org/primer.htm>.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n<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
2nd%20Edition-2002-web.pdf>.
DHEW publication (OS) 78-0012.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18 April 1979.
Belmont Repor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Research <http://www.fda.gov/oc/ohrt/irbs/belmont.html>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HIV Preventive Vaccine Research <http://www.
unaids.org/html/pub/Publications/IRC-pub02/JC765-EthicalCons-Repr_en_
pdf.htm> (May 2000).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Ethical Framework for Clinical Research <http://
www.bioethics.nih.gov/research/humanres/ethicsframework.pdf>.
Richter, L.M., Lindegger, G.C., Abdool Karim, Q. & Gasa, N.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ly sensitive approaches to obtaining informed consent
for participation in HIV vaccine-related trials (Discussion Paper, University of
Nat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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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由于以疫苗知识核心内容为目的，术语“自愿者”和“参与者”被交替使用。

核心内容

第九章

9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
Ethical Issues in AIDS

Vaccine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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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核与批准

第十章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核与批准

本章概述

每一项临床研究项目或涉及人类的研究必须通过一套标准的审核程序，
方可进行。这个程序包括审核被测试产品和协议（研究实施计划）。审核
的目的首先是确保产品用于人体测试的安全性以及进行该项具体研究具
有充足理由。这个审核程序不仅仅针对艾滋病疫苗试验，它适用于任何
申请用于人体的药品、疫苗或者医疗设备。

本章将概述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批程序, 包括下列各项:

• 审核组
• 监管部门审核
• 伦理委员会审核
• 国家审核程序实例
• 标准的试验规章指导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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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2

审核类型主要有三种：规范类、科学类和伦理类。

3

已经建立了一些开展艾滋病疫苗试验审核或给审核提供相关建议的机构。

4

目前，官方的标准指导守则、法律和法规已用于规范世界各地的试验。

!

第十章

审核组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试验前, 该试验必须通过科学和伦理审核。

核心内容

主要概念

1

试验产品和协议的审核由试验所在国家的委员会受理，并且通常这些董事会或委员会与

有时也包括其他地方委员会, 比如生物安全性委员会或国家转基因有机物审核董事会。

虽然某些社区代表，比如社区顾问董事会（CABs），经常给研究协议提供反馈意见，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核与批准

赞助机构或研究项目执行机构有密切联系。这些团体包括伦理审核委员会、监管部门，

但这并不是官方批准程序。这些团体常常能提供宝贵的意见，帮助改善试验程序，因此
对试验的成功非常重要。关于这些团体的作用，请参阅第二章。

监管部门审核

国家监管部门（NRA）通常负责审核有关产品（比如候选药品或疫苗）的总体情况，以及
说明该产品专项研究将如何进行的协议。NRA 负责批准产品和专项研究。这是对在本
国开展研究的批准，如果一项研究在多个国家完成, 则该研究必须通过每个国家 NRA 的
批准。试验进展情况和结果报告将被呈送给 NRA，每 6 个月一次或一年一次。

科学性评审确保试验涉及的问题具有科学性，研究正是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NRA 也对产品的生产进行评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评审程序。欧洲有一个区域总局，
即欧洲药品局（EMEA），它为各国NRA制定了一套总的规则，当赞助者申请某种产品
上市许可证时，它将受理审核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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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伦理委员会

艾滋病疫苗在进行人体测试之前，必须由独立伦理委员会（IECs），也叫伦理审查委员

审核

会（ERCs），或来自临床试验所在机构的机构评审董事会（IRBs）1 审核具体文件并
批准试验。这个审核程序的目的是确保参与试验的自愿者的人身安全、人权和良好状
况（详见第八章）。不同国家的评审委员会的名称可能不同，但是它们以类似的方式成
立，并且遵守相同的原则。

IEC 包括哪些人?
这些委员会由几类成员组成，包括科学家、伦理学家、社区成员以及与试验赞助人有独立
关系的其他专家，他们从科学、医学、伦理的角度对申请的试验进行评估。在美国（或如
果试验由美国政府资助），委员会应包括至少一名非科学界成员、一名与试验机构无关的
成员。这样的人员组合能够对申请的研究项目进行完整的评估。

与试验赞助人和调查员交流
依照有关文件，IEC 负责评审试验调查员资格。

调查员可以向IEC提供试验的相关信息，但是不能够参与他们的商议或表决程序。

试验赞助人也可能应邀提供试验的相关信息，但是不能影响 IEC 的决策。

IEC 审核的材料  
委员会审核与试验相关的材料，以确保所有信息，包括提供给自愿者的信息，都易于理
解且没有强制性。

下列文件必须呈报给 IEC 审批：

1 试验协议，它明确规定了试验将如何进行；试验协议包含试验各个方面的具体信息，
包括下列各项:

•	将被测试的具体疫苗（也叫做“候选疫苗”或“调查中的产品”）
•	研究目的和设计方案
•	自愿者筛选标准
•	自愿者到试验现场做检查的次数
•	每次检查的程序，包括抽血量、样品采集、以及血检内容
•	将收集的资料类型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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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过程中或因产品致伤的护理计划

2 自愿者招募广告（传单、报纸广告、广播广告、电视广告）
3 知情同意书（关于知情同意，请参阅第八章）

的方法）到潜在自愿者的招募过程；也可能还包括资料，比如小册子、光盘和用于知

核心内容

4 提供给自愿者或潜在自愿者的任何文件 —— 这可能包括从社区外展策略（宣传试验

情同意过程的小测验（关于知情同意程序，请参阅第八章）

5 补贴方案（如果有），比如往返试验场所的差旅费，应确保补贴的公平性，以免影响
自愿者的参与决定，同时确保参与者所获得的利益不会小于所冒风险。

6 调查员手册（多数而非绝对情况下），一份关于产品所有相关信息（特别是安全性）
的文件，包括临床前期测试和临床测试的信息；手册为地了解产品提供了一个“理论
基础”，包括药量、用药频率和管理渠道，手册也是一个产品信息摘要，介绍了必须由

独立伦理委员会（IEC）如何审批试验

员会将用注明协议标题和协议编号的正式信函把这些建议传达给试验点首席调查员或
者指定人。然后首席调查员将把建议或要求传达给试验赞助人。试验赞助人和首席调
查员可以书面形式做出回应。如果协议或者其他文件已被修改，则需要重新上报批准。
试验只能在委员会做出含日期的书面批准后方可进行。如果协议涉及到不同人群，则需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核与批准

在审核了协议和所有与试验相关的文件之后，IEC 可能提出一些建议或者修改意见。委

第十章

监管机构审核的产品的相关信息。

经多个伦理委员会批准。

在艾滋病疫苗试验开始之后，委员会将定期收到报告，包括安全数据摘要、根据他们的
要求所作的（参阅第六章）严重不良事件（SAEs）通告以及由他们监查的疫苗试验安
全和伦理方面的新情况。尤其重要的是，委员会将确保调查员和赞助人完全履行他们
对试验参与者的义务。如果试验有任何安全隐患或者不符合伦理要求，这些委员会也
有权终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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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科学

一些国家已经成立了委员会，主要给政府部门开展艾滋病疫苗研究提供建议。许多情

顾问委员会

况下，成立委员会是对提议在本国进行试验的一种响应。这些委员会主要发挥专家咨询
作用，但没有批准的权力。

许多国际顾问委员会也已经成立，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艾滋病
疫苗计划疫苗顾问委员会（HVI ）。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由在艾滋病疫苗领域的

10 至 20 位领导人组成。这个组织的职责之一就是“公平权威地审核、评估研究协议以
及其他与疫苗相关的项目，以确保它们的科学性和相关性”。这个机构的工作就是进一
步审核疫苗试验协议，并向提出试验申请的国家政府提出建议。

审核类型总结

2

试验审核通常分为三类：规范类、科学类和伦理类 。审核委员会可能涉及一个或多个这
样的领域，这取决于试验协议涉及的国家，和机构里委员会的结构与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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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举了这三类审核的部分特征

科学类

伦理类

包括产品的所有相关信息，

科学委员会的审核目的是确保

包括所有与协议相关的信息，

比如：该产品的所有前期测试

试验涉及的问题合法、科学，

由具体机构对本产品进行专项

研究正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

研究。根据调查员手册，有时也

些问题。

包括对本产品的审核。

（临床前期和临床期）、本产品将
怎样进行人体测试，包括产品测

核心内容

审核的重点信息

规范类

试协议和调查员手册。
注：科学类审核可以由伦理委员
会执行。
委员会级别

国家级，由政府任命；有时也可

机构/大学或者国家级

以是地区级
产品具体材料—关于本产品临床

有时候是国家级
产品和试验具体材料

具体试验材料—研究协议，

前期和临床期测试、安全性和生

包括知情同意，研究招募广告、

物效应，以及具体细节测试的原

知情同意书

协议）也将被审核
实例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参与试验的学术机构里的机构

肯尼亚国立医院伦理研究

肯尼亚政府国家科学技术议会

审核董事会（IRB）

委员会，是一个由内罗毕大学
和肯尼亚国立医院联合组建的
委员会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核与批准

因；试验相关的具体材料（比如

第十章

审核材料

多数情况下是机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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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艾滋病疫苗试

肯尼亚

验批准程序：

以肯尼亚艾滋病疫苗行动（KAVI）开展的疫苗试验为例，它以内罗毕大学肯尼亚医院为

具体国家实例

基地，必须由下列机构审批试验协议：

• 肯尼亚国立医院伦理研究委员会 —— 这是一个由内罗毕大学和肯尼亚国立医院联
合组建的委员会

• 教育、科学与技术部（国家科学技术议会）
• 相关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可以应肯尼亚政府
请求审核协议

• 如果是多中心试验，还包括对其他试验场所负责的有关部门；例如，如果研究也在
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进行，那么该研究须由圣托马斯医院的 ERC 和英国药品保健
品管理局（UK MHRA）审核。

巴西
在巴西进行的任何疫苗试验必须得到下列机构的批准：

• 开展试验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 IRB
• 国家伦理研究委员会（CONEP）—— 独立的、与卫生部紧密联系的多部门机构，
3

是国家最高伦理评审机构；如果IRB需要参考不同意见 ，这个机构将负责审核协议

• 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CTNBio）—— 一个与科学技术部紧密联系的独立委员
会；如果一份协议涉及使用转基因有机物，则必须经该机构批准

4

• 国家艾滋病计划署有自己的研究委员会，它由那些经常接触艾滋病疫苗研究计划并
为其提供建议（意见）的艾滋病研究人员和社区代表组成，但是该机构的角色更多
的是专家咨询，而不一定是审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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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监管与

所有委员会都遵循国际上认可的规章，这些方针提供了伦理研究所需的具体指导守则。

行为指南

这些指导守则为人类参与的所有试验提供了统一的伦理和科学标准，无论试验在何处
核心内容

进行，标准都一样。

目前有几套行为指南罗列了开展临床试验的规则。

国际协调会议
国际协调委员会（ICH）是一个独特的项目，它集中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监管机构，具有
全球代表性。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就临床研究和最终药品批准规章达成
共识。

经与国际协调委员会达成协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制定了最佳临床操作官方
指导守则（GCP）。指导守则的目的是制定临床试验的设计、处理、记录和报告标准。

优秀临床实验室操作
被人们普遍采纳的最佳临床操作官方指导守则（GCP）和最佳实验室操作（GLP）指
导守则被用于国际上临床试验的管理。虽然 GCP 指导守则还不确定是否接受实验室人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核与批准

这些指导守则确定了有效审批临床研究计划的要求。

第十章

优秀临床操作

类标本分析，但是，GLP 指导守则则涉及到非临床研究样品（非人类）的标本分析。一套
具体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已经制定出来用于指导临床实验室实际操作，它作为一种“混合
物”和对现有GCP和GLP指导守则的“解释”，被称为优秀临床实验室操作（GCLP）。

GCLP 标准最近已经被至少一个国家（南非）认可并采用，而且正被推荐给更多国家
采用。

GCLP 指导守则涉及到资源、规则（协议和标准操作程序）、文档编制和质量保证。
IAVI 已经制订了一份 GCLP 清单，详述每一个实验室站点应该符合的所有要求。这是
一份完整的清单，对于管理实验室和任命工作人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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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监管条例
联邦监管条例（CFR）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制定，用来监管临床研究。它罗
列了临床试验的全部细节，内容包括知情同意书内容，以及 IRB 应该如何运作。在美
国，CFR 与 ICH/GCP 指导守则一起使用，并为全世界广泛接受。

与艾滋
病疫苗相关的

所有的临床试验，包括艾滋病疫苗试验，在得到批准之前，都须经过仔细审核，以确保
它们科学、符合伦理以及安全。

重要信息
评审委员会和监管机构与试验赞助人、执行者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关系；在试验进行过程
中，这些部门将进一步开展审核工作，并有权随时终止试验。

临床试验必须经所在国家和/或适当机构的委员会审批，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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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更多信息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and ICH Guidelines as adopted by the FDA, 20022003. Online, searchable version <http://www.access.gpo.gov/nara/cfr/cfrtable-search.html#page1>.
核心内容

DHEW publication (OS) 78-0012.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18 April 1979.  
Belmont Repor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Research <http://www.fda.gov/oc/ohrt/irbs/belmont.html>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Linked at
<http://www.ich.org/cache/compo/276-254-1.html>.  (Copyright ICH
Secretariat, Geneva, Switzerland, 1996).
OECD principles of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in Annex II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the mutual acceptance of data in the assessment of
chemicals. (C(81)30 (final)) <http://www.oecd.org/env/glp>.

注释

艾滋病疫苗试验的审核与批准

Report of the WHO/UNAIDS Vaccine Advisory Committee <http://www.who.
int/vaccine_research/diseases/hiv/policy/en/vac_2001_nov.pdf>.

第十章

UNDP/Worldbank/WHO.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quality practices for
regulated non-clinical research <http://www.who.int/tdr/publications/
publications/>.

1 在疫苗知识核心内容其他地方，IECs 可能被非正式地称为“伦理委员会”。
2 有时候在某些国家， 其他评审类型可能包括生物安全性或“转基因有机物”委员会，在此情况下试验必须经这些委员会评审。
3 如果研究项目是由国际组织赞助的，则必须经 IRB 和 CONEP 评审。 国际项目也需要经项目发起国的伦理委员会批准。
4 这是一个产品安全性的技术分析，不是伦理评审过程， 然而它却是强制性的，在批准涉及 GMO 的项目之前， CONEP 经常要求 CTNBio 提供技
术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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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艾滋病疫苗的供应与使用

第十一章
准备艾滋病疫苗的供应与使用

本章概述

要使预防性艾滋病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可获得，比研发疫苗和证明疫苗安
全、有效更难。本章介绍的是目前面临的，必须提前克服的问题，一旦疫苗
研制成功，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将疫苗发放给世界上最需要疫苗的人们。

本章将讨论以下内容：

•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艾滋病疫苗试验
• 面临的挑战：疫苗的引进、供应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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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1

纵观历史，疫苗从获得批准与许可到应用于最急需疫苗的发展中国家，要经历

约20年。

疫苗研发应该针对艾滋病蔓延最严重的国家，因而疫苗测试也应在这些国家开展。

3

在疫苗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就应处理好获取疫苗可能出现的障碍，这有助于在疫

核心内容

2

苗获得许可后更快地将其投入使用。

4

可能阻碍直接获取疫苗的障碍包括：可接受性，许可证发放机构的监管能力，供需

平衡能力，合理的配送体系，以及生产能力。

利益相关者和可能的疫苗使用者对于艾滋病疫苗的可接受程度，基于以下因素：

药效水平，行为改变的顾虑，产品特性，玷污名声与风险意识，误解与谣言。

!

在发展中国

艾滋病疫苗试验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影响疫苗效果的因素很多，因地而

家开展艾滋

异。在不同地区测试艾滋病疫苗（包括发展中国家），以便将来在这些地区使用疫苗是

病疫苗试验

有道理的，这能确保疫苗符合当地情况和需要。在这些国家开展疫苗试验能提供有用数

准备艾滋病疫苗的供应与使用

主要概念

第十一章

5

据，以便加快艾滋病疫苗获得许可的进程，让最需要疫苗的地区尽快获得疫苗。其他在
美国和欧洲研发和测试的疫苗，已经历约 20 年，才能在发展中国家投入使用，而且价格
不菲。例如，乙肝病毒疫苗于1981年问世，可是世界上 60% 的儿童仍然无法获得疫苗。
艾滋病蔓延的紧迫性不允许我们再有这样的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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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开展疫苗试验，有以下优点：

• 确保疫苗对人群安全、有效 —— 很重要的一点是，疫苗能预防人们感染某一特定类
型病毒。某些不同的艾滋病毒亚型（也被称为族群）在世界不同地区流行情况各异（
见第二、五章）。不同亚型病毒之间的差别（以及其内在差异）可能影响疫苗在某一
地区的使用效果。个人的基因差异、健康状况以及病毒传播方式，都可能影响疫苗使
用效果。因而，在世界不同地区测试疫苗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 确保疫苗符合本地情况 —— 在不同国家开展临床试验可以检验疫苗在当地是否能被
有效地使用。

• 促进各国对疫苗的监管和批准 ——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试验能提供相关数据，协助疫
苗获得批准与许可。

• 提高公众意识，让社区做好准备 —— 开展临床试验可以增加利益相关者和社区对艾
滋病疫苗的认识和意识，以便疫苗问世后社区能顺利接受。

确保艾滋病疫苗在全球的获取途径，是实现艾滋病疫苗研发目标的根本
所在。

挑战：疫苗的

在一个国家引进一种新疫苗，让需要疫苗的人群能获得并使用疫苗，面临着很多困难。

引进、供应与使用

在疫苗被证实有效或获得生产许可之前就着手处理这些困难，显得十分重要。提前做
好这些计划能促进人们对疫苗的获取与使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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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定价：一种有效的供应策略

在不同国家以不同价格出售，在发展中国家以较低价格出售，在发达国家以较高价格出售。这一机制能使发展

核心内容

一旦疫苗进入市场，其价格可能十分高昂，一个好办法就是对疫苗分级定价。基于各国的购买能力差异，疫苗

中国家接受有利价格，同时也能使疫苗生产公司获取合理的利润。

挑战一：全球募资，财务机制和定价

有足够资金采购、配送疫苗。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和配送艾滋病疫苗需要大量资金（数十
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特别是富裕国家政府，以及其他多边资助机构，比

第十一章

必须建立一套财务机制，确保疫苗定价在可承受范围内，以及一旦疫苗获得生产许可，能

如抗击艾滋病、结核与疟疾全球基金，世界银行组织。

买承诺”。如果作出这样的承诺，各国政府将更愿意也更能够建立起疫苗配送机制。确
保疫苗需求量也可以鼓励药物和生物技术公司投资于疫苗生产，否则他们将不愿意为一

准备艾滋病疫苗的供应与使用

为确保足够资金，需要建立一整套购买、配送机制，包括：比如来自捐款机构的“提前购

点薄利而投资生产。

挑战二：可接受性
艾滋病疫苗的可接受性在各个层面都极为重要。如果疫苗为可接受，则决策者和其他有
影响力的人士将更愿意批准、引进疫苗，并将其融入国家卫生项目；医学界、NGOs 将更
愿意支持并促进疫苗的推广使用；个人和社区将更愿意接种疫苗。因此，可接受性影响着
疫苗的可获得性与使用。影响艾滋病疫苗的可接受性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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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正如目前没有一种疫苗能对所有接种的人有完全的防病作用一样，艾滋病疫苗也不能对
所有接种的人提供完全保护（关于药效，见第四章）。第一代获得许可并用于大众人群
的艾滋病疫苗与其他疫苗相比较，可能药效偏低或中等。疫苗效果可能在各个层面影响
其可接受性。比如，政府可能在决策时考虑药效水平，使疫苗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优先
考虑，医疗部门可能考虑推广或建议使用疫苗，个人可能决定接种疫苗。让所有利益相
关者在作决定时明白，一种部分有效的疫苗所能带来的益处，这一点极为重要。艾滋病
疫苗即使药效相对较低，如果让疫情高发国家的人群接种，也会对阻滞疫情发展带来
很大影响。1

艾滋病疫苗，与其他疫苗一样，必须与别的预防措施和治疗项目一起综合应用。

停用安全套
即使特别有效的疫苗能对公共卫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个人的风险行为增加，疫苗能
带来的益处将大打折扣甚至丧失。决策者或医疗机构可能担心，如果部分有效的疫苗
或微生物杀菌剂投入使用，使用者将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其他预防措施。例如，人们开
始停止使用安全套（有时被称为安全套转移或安全套替代），但却没有减少性伴，也
可能开始共用针具或使用污染了的针具。这些行为改变将大大增加艾滋病和其他性病
传播的风险。因而，继续促进已开展的预防措施以及减少危害项目，并将疫苗、微生
物杀菌剂融入这些项目十分重要。

产品特征
疫苗产品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最终使用者的可接受程度。只需一、两次剂量的疫
苗比需要多次剂量的疫苗更容易让人接受；与注射疫苗相比，有些人更喜欢口服疫苗。
然而，鉴于研发疫苗的困难性，科学家们很难在疫苗特点方面做什么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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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玷污名声与风险的看法
与其他艾滋病干预措施一样，玷污名声与对于风险的看法很有可能会影响人们获得

部分人群面临感染危险（从事“危险”性行为的人，吸毒者等）。他们可能不会认为自

核心内容

与使用艾滋病疫苗。首先，玷污名声能影响人们对风险的理解。人们经常认为只有少

己也面临感染危险，或者不需要接种疫苗。其次，即使明白面临感染的风险和接种疫
苗的益处，人们仍然可能担心，一旦接种疫苗，自己的名声会被玷污或被认为有高危
险行为。特别是妇女，她们害怕因此而被认为是不忠，并遭遇性伴的暴力或被抛弃。
疫苗配送计划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误解和谣言

常见的误解与谣传包括：

• 担心疫苗会引起艾滋病毒感染

• 担心疫苗会引发不育

了解艾滋病疫苗及其可能带来的益处，有助于政府将疫苗列为公共卫生优先领域。
重要的是，艾滋病人利益维护者、社区团体、疫苗研发单位应该积极努力，增强政府官

准备艾滋病疫苗的供应与使用

• 任何接种疫苗后出现的疾病都与疫苗有关

第十一章

与疫苗相关的不当的误解、害怕和谣言也在各个层面对疫苗的可接受性产生负面影响。

员们的意识，取得他们的支持，让疫苗尽早投入使用。

再者，为确保公众能接受、支持并使用疫苗，应该在社区、社会中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增加公众对艾滋病疫苗特点、好处、风险和不足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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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通过疫苗来推广降低危害教育？

既然艾滋病疫苗很可能只是部分有效，让接种疫苗的人们不产生错误的安全感，这一点
非常重要。如果人们因此认为自己受到完全保护，不会感染艾滋病毒，他们可能重新开始
风险行为，由此增加自己的艾滋病毒易感性，这就违背了研制疫苗的初衷。

因此，降低风险行为应与艾滋病疫苗相结合，这一点十分重要。现有的预防措施，比如
安全套、减少性伴、禁欲、使用清洁针具等，应该和疫苗工作结合起来，并且将其融入
社区艾滋病教育活动。即使疫苗已被用于大众人群，各层面的利益相关者也应该理解
疫苗药效的意义和持续开展减少风险活动的重要性。

确保艾滋病疫苗在全球的获取途径，是实现艾滋病疫苗研发目标的根本
所在。

挑战三：评估需求和使用量
在计划疫苗的生产、配送时，需要预测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以及最终会接种疫苗的
人数。

预测这些需求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 预测疫苗的药效水平
• 疫苗保护的有效期
• 疫苗保护所需的剂量
• 可接受性和使用的可能性（见上）
• 可负担性以及预测疫苗的价格
• 该国对疫苗和相关服务的配送能力

有关艾滋病疫苗需求的信息，有助于为生产、配送、教育项目作计划以及满足财务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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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四：配送疫苗
与其它多数让儿童受益的疫苗接种项目不同，艾滋病疫苗将首先用于成人和青少年，

作者或静脉吸毒者，获得疫苗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疫苗服务策略应该有周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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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些目前的疫苗服务体系可能很难涉及的人群。使那些风险最高的人群，比如性工

计划，应放在全国艾滋病预防战略内考虑；同时也应该与疫苗计划一起统筹考虑。

这些策略应该考虑下列因素：

• 交通
• 人力资源
• 合适的疫苗发放地点（比如，门诊，社区内）

• 针对不同人群的宣传教育和市场营销策略
• 与自愿咨询和检测体系结合

一个国家要引进疫苗，必须经国家级监管部门批准或许可，比如卫生部或类似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之类的机构。纵观历史，在工业化国家已获许可的疫苗，要在发展中国家
获得许可，还得等上几年。疫苗研发公司通常在更能盈利的地方寻求生产许可，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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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五：监管批准/许可

第十一章

• 储存设施和环境

方又经常处于在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

一种新产品要获得批准，需要对该疫苗的安全性、药效的详细记录进行评估。因为疫苗
批准过程和数据审核会因国家而不同，疫苗研发公司有可能需要准备和呈交几份批准
申请。重要的一点是，应与监管部门一起设计临床试验，确保试验能提供必须的数据，
以便申请最终许可时考查。提前与相关监管部门合作，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延误，确保
审批顺利通过。在跨地区或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协调或标准化管理程序，有助于促进审
批顺利通过。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审批，通常基于工业化国家管理部门的审批情况。发展中国家需要建
立起更强有力的规范评估机制，同时全球在这方面应该更好地协调工作。一个可能的方
法是，建立起跨地区的专家和资源库，并与更有经验的监管部门合作，寻求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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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六：疫苗生产
研制一种神奇的艾滋病疫苗，需要上千万美元资金和另外两样昂贵的东西：建立起一套
大规模生产设施，开发出生物程序以便大量生产疫苗。

建设足够的生产能力至少需要花五年时间，因此，这项工作应该趁疫苗研制成功之前尽
早开始。同时需要相关政策鼓励大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或向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或学术机
构研发人员提供必需资源，以进行这项工作。一个有效的办法是鼓励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合作完成工作。

与艾滋
病疫苗相关的

纵观历史，疫苗从获得发达国家批准与许可到最终应用于最急需的发展中国家，要经历
约 20 年。我们不能允许艾滋病疫苗再有这样的延误。

重要信息
究竟该何时开始处理还未研制成功的产品的可获得性问题，人们看法不一；但是，考虑
到过去许多重要的公共卫生干预的可获得性被延误，尽早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显得非常
必要。

疫苗的可获得性问题应该与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结合起来，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与其
他处理可获得性问题的方法比较，这个方法可能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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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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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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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http://www.iavi.org/access/blueprint.htm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Microbicides: www.ipm-microbicides.org
Public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e of a first generation HIV vaccine.
Report from a WHO-UNAIDS-CDC Consultation, Geneva, 20-21 November
2002. AIDS 2003, 17: W1 – W10.  
For a complete list of literature on demand and acceptability, please see
“Demand for a preventive HIV vaccine: A review,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iavi.org

注释

1 BCG，抗结核疫苗，已被证明部分有效。然而，该疫苗仍被推荐给结核病重灾国家使用，因为至少它将减少人群中的结核病发病率。另外一个常见的
部分有效疫苗的例子就是流感疫苗。

141

附件一：
艾滋病疫苗术语
Appendix
1: HIV Vaccine

A

艾滋病（ AIDS

–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艾滋病毒感染晚期症状，免疫能力下降，容易伴随着出现机会

性感染和癌症。

ALVAC-HIV：一种基因合成的艾滋病毒疫苗，通过在弱化了的金丝雀痘病毒中植入不具有感染性的艾滋病毒结构而制成。当 ALVAC 感
染人体细胞时，内含的艾滋病毒将开始复制艾滋病毒蛋白。这些蛋白被植入类似艾滋病毒的、由细胞膜生成的分子颗粒。这些分子不具有
感染性，但能够诱导免疫系统对艾滋病毒产生免疫反应。ALVAC 能感染人体细胞，但是不能成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性特征。
（见金
丝雀痘 - canarypox）

安慰剂（placebo）：一种惰性的物质，用于某些试验参与者，其他参与者使用测试的药物，以此对照比较效果。

B

包括/排除标准（inclusion/exclusion

criteria）：医学或社会性原因会导致某人合格或没有资格参加临床试验。比如，有些试验会

排除慢性肝病患者或对某种药物过敏者；有些试验只招募 CD4+

T 细胞载量低的人。

病原体（pathogen）：任何一种能致病的生物。

表达系统（expression system）：基因工程中，将基因植入细胞以生成想要的那种蛋白。中国仓鼠细胞（Chinese hamster ovary

CHO）和杆状病毒（baculovirus）就是两种表达系统，用于生成重组艾滋病毒疫苗的细胞。

Glossary

病毒：微生物，由一层蛋白裹住的基因物质（RNA 或 DNA）的片断组成。病毒要复制，必须先要感染细胞，然后再利用其细胞机制复制
新病毒。

病毒颗粒（Virion）：存于细胞之外的成熟的可感染的病毒。

病毒血症（ Viremia）：病毒存于血液中的现象。

不良反应/副作用（adverse

不良事件（adverse

reaction/side effect）：临床试验中，在试验参与者身上出现的由疫苗引起的负面效果。

event）：临床试验中出现在试验参与者身上的负面效果，与所研究的疫苗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B 型淋巴细胞（B lymphocyte, B cell）：两种主要的淋巴细胞之一，B 型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内的白细胞，由骨髓和脾生成。B 型
淋巴细胞进入血浆细胞后，生成抗体。

C

层化现象（Stratification）：根据具体特征，将一个研究组归入另一个亚群研究组。

差异群（CD）：细胞表面分子，用于标示免疫细胞成熟的阶段，比如 CD+T 细胞。

重组 DNA 技术（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将取自一个生物的基因物质植入一个外来细胞，由此大量生成带有植入基

因密码的蛋白。

初次免疫（priming）：接种第一次疫苗，以引起某种免疫反应，紧接着或同时接种第二类疫苗。初免的目的是引起某种疫苗反应，以便
后续的增强型剂量能提高反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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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免-增强（prime-boost）：艾滋病毒疫苗研究中，接种一种疫苗（比如活性带菌体疫苗）后，紧接着或同时接种第二种疫苗（比如重
组次单元疫苗）。这种组合的目的是引起不同类型的疫苗反应，以便增强整个疫苗反应；如果只用一种疫苗接种所有剂量，不一定能达到
这种效果。

次单元疫苗（subunit

vaccine）：一种只含有部分病毒或其它微生物的疫苗。通过基因工程制成的艾滋病毒次单元疫苗，就是重组艾

滋病毒疫苗。

CD+ T 型淋巴细胞（CD+ T lymphocyte）：一种免疫细胞，表面带有一个差异群 4 标示（CD4），是艾滋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也
被称为助手 T 细胞，能帮助协调免疫反应，包括抗体反应，以及杀手 T 细胞反应。
（见 T 细胞。）

CD8+ T 型淋巴细胞（CD8+ T lymphocyte）：带有“差异群 8”（CD8）标记的免疫细胞。CD8 T 细胞可以毒性 T 型淋巴细胞或
抑制性 T 细胞。
（见毒性 T 型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T 细胞，T cell）

Cytokine：由白细胞产生的一种可溶性、类似荷尔蒙的蛋白。能刺激细胞生长，促进大量免疫细胞活动，能形成协调一致的免疫反应，
也被用作免疫佐剂。

D

带菌体（vector）：疫苗研究中所指一种不会致病的细菌或病毒，通过基因工程，将抗原的基因密码植入人体，从而引起免疫反应。
（见痘
病毒、金丝雀痘病毒。）

调查性新药（investigational

new drug，IND）：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同意用于人体测试的药物，正处于试验期阶段。

单核白血球（monocyte）：血液中的一种较大的白细胞，能吞噬微生物、其他细胞或外来分子。当单核白血球离开血管进入组织后，
将变成更大的吞噬细胞。

单价疫苗（monovalent

代理标记（Surrogate

vaccine）：一种只含有一个抗原的疫苗。

marker）：一种对疾病发展的间接量度。比如艾滋病中，每毫升血液中的 CD4+ T 细胞数量。

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一种定制的、相同的抗体，只能辨认出一种抗原决定基。

第二阶段疫苗试验：严格监控的疫苗临床试验，研究疫苗引起的常见的短期副作用并收集相关的免疫诱导反应性（immunogenicity）
信息。该阶段会招募部分与第三阶段试验参与者特点相同的自愿者。这一阶段会招募几百人，并且分组进行。

第三变异环（V3

Loop）：部分 HIV gp120 表面蛋白，对刺激生成中性抗体有重要作用。

第一阶段疫苗试验：严格监控的疫苗临床试验，在小部分自愿者身上开展。第一阶段目的是检测疫苗对人体的安全性，药物代谢及基因药
理学反应，增加剂量引起的副作用。

第三阶段疫苗试验：大型的受监控的疫苗临床试验，检测疫苗在优化的剂量和疗程条件下，是否能对感染和疾病产生期望的预防效果。
同时也收集安全性信息，以评估疫苗的总体风险-利益关系。参与试验的人数可达几百人甚至几千人。

凋亡（apoptosis）：细胞自杀死亡，也被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艾滋病毒可能用来攻克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艾滋病毒可能诱发已感
染和未感染艾滋病毒的免疫细胞死亡。

痘病毒（Vaccinia）：一种牛痘病毒，曾用于人类天花疫苗。艾滋病毒疫苗中用作带菌体，以便将艾滋病毒基因植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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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 T 型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一种免疫系统细胞，能杀死癌症细胞和被病毒感染的细胞。CTL 也叫杀手

T 细胞，携带着 CD8 标记。CTL 能杀死已感染的细胞，然而，抗体通常攻击血液中自由移动的病毒。CTL 反应是一种尚未证实的艾滋病
毒免疫关联者。
（见 CD8+

T lymphocyte.）

多核体（syncytia）：被艾滋病毒感染的细胞与一个或多个没有感染的细胞结合成的巨型细胞。

E
F

EBV 细胞线（Epstein-Barr Virus/EBV cell line）: 一种疱疹病毒，疫苗研究中用作靶细胞进行 CTL 分析。

发生率（incidence）：事件发生的比率，比如，生病人数除以单位时间内总人口数。
（比较流行率。）

反应物（reagent）：实验室中用于试验或测试的化学品。

反应原性（reactogenicity）：一种疫苗能产生不良效果的能力。

分离（Isolate）：从人体分离出的一种特别的 HIV-1 型株系。

G

感受器（receptor）：细胞表面的分子，用作抗原、抗体、其它细胞和免疫合成物的辨认记号或结合点。

干预：通过一种疫苗（或药物或行为学治疗）用于临床试验，以改进健康或改变疾病过程。

功能性抗体（functional

antibody）：一种抗体，能附着病原体并能形成实验室检测所需的结果。比如，中和性抗体就是一种功能性

抗体，能使艾滋病毒失去活性，从而不能干预其它细胞。

gp 蛋白（glycoprotein）：一种被糖类或糖包裹起来的蛋白分子。艾滋病毒的外层就是 gp 蛋白。gp 后的数字（比如，gp160，
gp120，gp41）就是它的分子量。

gp41：一种嵌入艾滋病毒外表的蛋白，能结合 gp120 糖蛋白。在艾滋病毒感染 CD4+ T 细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HIV ELISA 试验能
检测出 gp41 抗体。

gp120：能形成艾滋病毒外围部分的几种蛋白之一。gp120 从艾滋病毒表面弹出并附着在助手 T 细胞的 CD4 分子上。gp120 在逻辑
上是一种试验性艾滋病毒疫苗，因为它的外围部分首先与抗体接触。

gp160：是 gp41 和 gp120 的先驱性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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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单链分子，与 DNA 相似。细胞中的 RNA 片段能展示出细胞核中部分 DNA 序列。RNA 是唯

一的逆转录病毒基因物质。

患病率（prevalence）：某一人群中或某一时间，感染某一疾病的人数。

活性载菌体疫苗（live-vector vaccine）：一种疫苗，用非致病性生物（病毒或细菌）将艾滋病毒或其它外来基因载入体内，从而刺激
免疫系统对该外来生物作出有效的免疫反应。这种疫苗重要的一点在于，它能够部分包含 CTL 活动。例如，金丝雀痘（Canarypox），痘
病毒。

J

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NB）：由医生，统计学家，社区倡导者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在临床试验启
动前，负责审查临床试验计划书，以确保符合伦理并且参与者权益得到适当保障。

机会性感染（opportunistic

infection）：微生物引起的疾病，通常不会引起有健康免疫系统的人致病。处于感染晚期的艾滋病毒

携带者会有肺部、脑部、眼部、以及其它器官的机会性感染。

记忆细胞（memory

cell）：是已经处于抗原中的 T 细胞和 B 细胞的亚群，当免疫系统再次遇上同样抗原，记忆细胞的效能会增加（辨

认并分开抗原）。

基线（baseline）：干预（或疫苗接种）活动测试开始前的时间点。基线前、后的测试结果可以用于比较变化量。

基因工程：通过实验室技术重组基因来生成蛋白，用于制造药物和疫苗。

假设：临时的陈述或猜测，需通过研究予以证实。

减半时间（half-life）：让一种物质减半，以便将其清除掉或转变成另一种物质所需的时间。

减毒（attenuated）：弱化。减毒病毒经常被用来制成疫苗，它们不能引发疾病但是仍然能够刺激很强的免疫反应，和中性病毒一样。
减毒活性疫苗包括：口服小儿麻痹疫苗，麻疹疫苗，腮腺炎疫苗，狂犬疫苗。

结合抗体（binding

antibody）：一种能粘附在艾滋病毒某个部分的抗体，可能会引起病毒死亡，也可能不会。

金丝雀痘（canarypox）：一种能感染鸟类的病毒，作为活性载菌体制成艾滋病毒疫苗。能携带大量外来基因。金丝雀痘病毒不会在人
体内生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安全特征。
（见 ALVAC-HIV；带菌体，vector。）

经肠道免疫（mucosal

immunity）：由肠膜产生对感染的抵抗。经肠道免疫由存在于以下地方的免疫细胞和抗体决定：生殖道，胃

肠道和身体内的其它表面润滑部分。

经血液的（Parenteral）：静脉，或注射方式。比如，疫苗可以通过注射进入皮下层，或者肌肉层。药物，但不是疫苗，也可以通过注射
进入血管。

经验性：比如，基于观察到的信息和未经证实的科学数据。以往的艾滋病疫苗试验，一直基于经验性数据，并不清楚发病过程或地免疫关
联者。

巨噬细胞 （Macrophage）：存于组织中的较大的免疫系统细胞，能破坏入侵病原体。巨噬细胞能通过展示入侵生物的部分片段，刺
激其它免疫细胞；它同时也能收留大量艾滋病毒但不杀死它们，从而成为一个病毒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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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开放药物标示研究测试（Open-label

trial）：临床试验中，医生和参与者都知道哪些参与者接种了什么疫苗。抗体，通常被称为免疫球

蛋白，由 B 型淋巴细胞生成并对病原体刺激做出反应。每种抗体只能对某种刺激该抗体生成的病原体做出反应。
（见免疫球蛋白结合抗体，
增强抗体，功能性抗体，中和抗体。）

抗体呈现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B 细胞，大抗菌素，树状细胞，以及其它吞噬并处理外来生物（病毒）的细胞，
它们能够在其表面展示捕获的部分抗原片断，吸引并激活 CD4+

抗体导向型免疫（antibody-mediated

T 细胞针对那种抗原做出反应。（见大抗菌素，树状细胞。）

immunity）：也被称为体液免疫，由血液、淋巴组织中的抗体活动引起的免疫。

抗体阳转（seroconversion）：抗体变成一种特别抗原。当人体对艾滋病毒或试验性艾滋病疫苗产生抗体时，抗体-阴性开始“阳转”成
抗体-阳性。疫苗导向型阳转并不表示感染了病毒。相反，它是一种期望的疫苗接种反应，会逐渐消失。

抗原（antibody）：血液中一种抗击感染的蛋白分子，能标示、中和甚至杀死病原体。

抗原（antigen）：任何能引起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物质。抗原通常是外来物质，比如侵入体内的细菌或病毒。
（见免疫原。）

抗原决定基（epitope）：抗原上的某个点，能刺激某一特定的免疫反应，比如产生抗体或激活免疫细胞。

控制（control）：疫苗试验中，控制组可能接受标准的治疗，或是惰性物质（安慰剂）。将控制组与参与试验的另外一组或更多其他组作
比较，以便测试疫苗效果。

L

离体培养（In

vitro）：为活着的生物设计的一种人工环境（比如，试管或培养盘），用于研究疾病或生物过程。

淋巴组织（lymphoid

tissue）：是指扁桃体，淋巴干（淋巴管），腺样增殖体和脾，是身体的过滤系统，能捕获入侵微生物并将其带

到免疫细胞聚集的地方。

链（strain）：艾滋病毒的一种类型。艾滋病毒是多样化的病毒，没有两种株系病毒是完全一样的。

淋巴细胞（lymphocyte）：一种白血细胞，由淋巴组织生成，主要负责免疫反应。存在于血液，淋巴液，淋巴组织中。
（见 B 细胞，

T 细胞。）

临床试验：精心控制的人体试验，测试内容包括：药物，疫苗，或者其他干预措施。

流行病学：研究人口中疾病发生率和传播方式的一门科学。

M

酶（enzyme）：由细胞生成的蛋白，能在无需刺激的情况下加速某一化学反应。一种酶的命名通常是根据起反应的那种物质命名的。
（比
如，蛋白酶就是能对蛋白起反应的一种酶。）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absorbent assay，ELISA）：一种血液检测，测试能引起试管变色的抗体反应。

HIV ELISA 因其较强的可操作性和价格优势，通常被用于初筛试验。但由于 HIV ELISA 测试的是优化的敏感性，那么它既能测出病毒
携带者阳性，也能测出假阳性，HIV
称 WB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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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 测试结果如果为阳性，则必须做第二次确诊试验，比如免疫印迹检测法（Western Blot，简

免疫（immunity）：由免疫系统针对某一疾病作出的自然的或获得性的抵抗。免疫可以是部分的，完全的，特别的，非特别的，长期的
或暂时的。

免疫复合物（Immune

complex，IC）：抗原与某一抗体之间反应的结果。人体内抗原与抗体的组合物，不一定会引起不良效果。

免疫活性 （Immunocompetent）：生成一种免疫反应的能力，存在于正常的免疫系统中。

免疫接种（immunization）：当注射传染性抗原时，通过原来的抗原（疫苗）使免疫系统起到防御疾病作用，从而引发免疫的过程。

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指抗体的通用术语，能粘附着侵入的生物并将其破坏。共有五种免疫球蛋白：IgA ，IgG ，IgM ,

IgD 和 Ige。（见抗体）。

免疫缺陷（immune

deficiency）：某部分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或失去，从而使人感染上健康人一般不会感染的疾病。

免疫原（Immunogen）：一种能引发免疫反应的物质，也叫抗原。

免疫原性（immunogenicity）：抗原或疫苗刺激免疫反应的能力。

免疫印记法/蛋白质检测（Western blot）：针对一种病毒（比如艾滋病毒）的几个具体合成部分的抗体检测。最常用于确诊阳性 ELISA。

免疫治疗（immunotherapy）：一种能刺激或改变身体免疫反应的治疗。

MN：一种属于 B 株群的 HIV-1 病毒链，这类株群的 HIV-1 病毒多数在北美和欧洲传播。MN 也用于艾滋病毒疫苗研发。

N

内核：一种能包裹病毒 DNA 或 RNA 的蛋白胶囊。艾滋病毒中，p55，一种能导向内核的分子，将被分裂成更小的分子，p24，p27，

p7 和 p6。艾滋病毒的内核基本上由 p24 组成。

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艾滋病毒以及其它病毒，能将其基因物质以 RNA（而非 DNA）的形式和酶转录为 DNA 。多数情况下，动
植物体内的 DNA 被转录成 RNA 。因此“逆”是表明相反的转录方向。

逆转录酶（reverse

P
Q

transcriptase）：艾滋病毒和其它逆转录病毒产生的酶，能指导细胞从病毒 RNA 合成 DNA 。

平均值：数学平均值，即所有数值总和除以数值的个数。

群（clade）：也叫亚型，是一组根据其基因相同点划分出的不同的艾滋病毒类型。目前有两种类型：HIV-1 型，M 和 O 型。M 型病毒至
少有 9 个亚型，分别是 A 至 I。O 型病毒亚型数量可能差不多。

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一个部分成员接种了疫苗的小组对疾病侵害的抵抗，如果大量人群接种了疫苗，那么整个人群都可能受

到保护，而不仅仅是那些接种了疫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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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genome）：细胞或病毒内完整的基因序列。

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设盲研究（blinded

leukocyte antigen，HLA）：细胞表面的两种主要的分子。

study）：一种临床研究，参与者并不清楚自己是在试验组还是控制组。（见双重设盲研究。）

试验组：一组临床试验参与者，都接受相同治疗、干预或安慰剂；与另外一组相异。

宿主（host）：让生物寄住的动植物。

随机试验（randomized

trial）：试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安排到一个或多个干预小组。随机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同小组之间可能的差异。

缩氨酸（peptide）：一种较短的由几种氨基酸组成的合成物。蛋白就是由多个缩氨酸形成的。

SHIV：基因技术杂交合成的病毒，有一个 HIV 外围和一个 SIV 内核。

T

体内培养（in

vivo）：试验在活着的生物体内进行，比如人体或动物研究。

体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见抗体导向性免疫。

调控基因（regulatory

gene）：能调控在被感染细胞内的病毒复制的艾滋病毒基因（nef，rev，tat 和 vpr）。

挑战试验（challenge）：一种疫苗试验，故意让接种疫苗的动物暴露在传染源中。挑战试验从来没有用于人体艾滋病毒疫苗研究。

统计意义（statistical significance）：因（疫苗）干预（而不是偶然）一个事件或差异出现的可能性，用统计测试来评估收集的数据。
统计意义的标准在数据收集开始前已经确定。

同族体（homologous）：外表、结构以及通常功能都相似的东西。对于艾滋病毒，同族体就是同一链的病毒。

突破性感染（breakthrough

infection）：一种感染类型，疫苗本应该能阻止这类感染，出现在临床试验中。暴露给病原体，或者在

疫苗已经发挥作用前、后，或者所有疫苗剂量都已用完后，均可能出现这类感染。

T 细胞：一种对免疫反应发挥关键作用的白细胞。包括 CD4+ T 细胞，CD8+ T 细胞。T 代表胸腺（thymus），使 T 型淋巴细胞成长的
物质。
（见淋巴细胞。）

T 型淋巴细胞增殖分析（T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assay）：用于测量 T 细胞记忆抗原或微生物（比如艾滋病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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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envelope）：一种病毒的外表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病毒都具有外围。

微型胶囊化（Microencapsulated）：由一层薄薄的可生物降解材料包裹起来。是防止药物或疫苗抗原迅速分解掉的一种手段。微
型胶囊也可能增强抗原的吸收性，以及针对该抗原的免疫反应。

无变应性（anergy）：一种对抗原失去免疫反应，或反应被弱化的现象。免疫反应强度通常可以标准试验测出。将一种含有能引起反应（破
伤风、腮腺炎、念珠菌）的溶液，进行皮下注射，48-72 小时后检查反应情况。健康人的注射部位会呈现一片红色；免疫系统弱化的人（如艾
滋病患者）则对皮试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X

细胞导向性免疫/细胞免疫（cell-mediatedimmunity,

cellular immunity）：一种由助手 T 细胞和毒性 T 型淋巴细胞（CTLs）

引出的免疫反应。这类免疫系统攻击已被微生物（如，病毒、细菌、病菌）感染的细胞。

细胞核（Nucleus）：一个活着的细胞的中央控制系统，储存细胞的基因遗传信息，控制细胞的代谢，主导细胞的生长和繁殖。

消毒免疫（sterilizing

immunity）：一种能彻底杜绝感染的免疫反应。

血清学状态（serostatus）：ELISA 试验中对某一抗体的检测结果，要么阳性，要么阴性。

Y

亚型（subtype）：也叫族群。艾滋病毒亚群是基于基因差异而划分出来的。

药效（Efficacy）：疫苗研究中，疫苗能出现期待中的临床效果的能力，比如疫苗在优化的剂量和疗程条件下，预防某一人群感染某一特
别疾病的能力。如果疫苗在第一、二阶段表现良好且安全，则可以在第三阶段测试其药效。

疫苗：是一种制剂，用作对某种疾病产生免疫力，从而不会受到该种病原体的感染。

疫苗关联物/防护关联物：必须形成的疫苗反应，以保护人体免于感染。现在，仍不知道艾滋病毒传播的疫苗关联物是什么。

有效性（Effectiveness）：用于测量疫苗获准用于大众人群时的有效程度，也就是疫苗的真实药效。

预防性艾滋病毒疫苗（preventive

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mian

HIV vaccine）：一种用于防止感染艾滋病毒的疫苗。

immunodeficiency virus, SIV）：一种艾滋病毒类病毒，能感染某些种类猿猴，并引起类似艾滋

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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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剂（booster）：初次疫苗接种后，连续接种第二次或更多次疫苗，以增强对病原体的免疫反应。作为增强剂的疫苗剂量，可能与初
免剂量一样，也可能不一样。
（见初免-增强，prime-boost。）

增强性抗体（enhancing

antibody）：一种结合性抗体，试管中能检测到，艾滋病毒感染发生时形成，能增强病毒的致病能力。理论

上，结合性抗体能粘附到艾滋病毒上并能使大抗菌素对病毒形成包围。然而，被包围的病毒不是被杀死，而是在大抗菌素内生存，病毒由
此在体内传播。目前尚不清楚结合性抗体对艾滋病毒感染有何影响，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和性抗体的反面。

致病机制 （Pathogenesis）：一种疾病的形成和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一种微生物（细菌、病毒）在宿主体内引起疾病的方式。

治疗性艾滋病疫苗（therapeutic

HIV vaccine）：一种能提升感染者对艾滋病毒的免疫反应强度的疫苗。

知情同意：将来的临床试验自愿者签署的协议，表明自己明白以下内容：
（1）开展试验研究的原因；
（2）研究人员的研究目标；
（3）试验
期间会做什么，以及多长时间；
（4）有什么风险；
（5）如果试验有益处，会是什么益处；
（6）有什么其它干预措施；
（7）参与者有权随时
退出试验。

终点：一种干预结果，例如临床试验中，比较研究组接种疫苗的结果。早期疫苗试验，通常的终点是安全性、疫苗反应的类型和强度。

中和性结构（Neutralizing

domain）：艾滋病毒结构的一部分（通常位于 gp120 蛋白表面），能引起抗体的中和性活动。

中和性抗体（neutralizing

antibody）：一种通常以阻止细胞、病毒表面的接触点的方式防止病毒感染细胞的抗体。

中间值：将所有数值从高到低排序，位于中间的那个值就是中间值。中间值将样本量平均地一分为二。

中性杀手细胞（NK cell）：一种淋巴细胞，类似杀手 T 细胞，能攻击和杀死癌细胞、受微生物感染的细胞。它是一种“中性”杀手，因为它
并不需要辨认出某种抗原，就能发起攻击。

自动免疫（autoimmunity）：在艾滋病疫苗接种时一种理论上的不良反应，理论上能在人体组织内引起不当的免疫反应。

助手 T 细胞（helper T cell）：一种带有 CD4 标记的淋巴细胞，主要协调免疫反应，负责许多免疫系统功能，包括控制抗体生成，因而也
是艾滋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
（见 CD4+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T 型淋巴细胞。）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能够控制免疫反应某些方面的基因群。这些基因生成

物包括组织相容性抗原，比如 HLA－I 类抗原，它存在于每个细胞，有细胞核、作用是区分自我与非自我。
（见 HLA 。）

佐剂（ Adjuvant）：一种疫苗合成物质，能加快或刺激疫苗发挥作用。

150

151

附件二：参考资料列表

第一章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n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Global Campaign for Microbicides <www.global-campaign.org>.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Microbicides <www.ipm-microbicides.org>.
UNAIDS, and UNAIDS Best Practices Collection. AIDS Epidemic Update. <www.unaids.org> (December
2003).

第二章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Report 2004: AIDS Vaccine Trials – Getting the Global House in Order
<http://avac.org/pdf/reports/2004AVACReport_High.pdf> (May 2004).
AIDS Vaccine Handbook: Global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the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www.avac.org/primer.htm>.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ition <http://
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Public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e of a first generation HIV vaccine. Report from a WHO-UNAIDS-CDC
Consultation, Geneva, 20–21 November 2002. AIDS 17, W1–W10 (2003).

第三章

Djomand, G., Peiperl, L. & Keefer, M. Introduction to HVTN Vaccine Portfolio for Non-Scientists. Onlin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from HVTN. <http://www.hvtn.org/pdf/community/Non-ScientistsPres_FGM.ppt>
(2001).
Essential Medical Immunology <http://www.roitt.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Organisations. The Science of HIV/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Science%20Primer%20-%20E%20-%20Web.pdf>.
Kuby, J. Immunology, fourth edition (W.H. Freeman and Company, New York, 2000).
NIH HIV Vaccine Glossary <http://www.niaid.nih.gov/factsheets/GLOSSARY.htm>.
NIH Publication 03-5423. Understanding the Immune System, How it Work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www.niaid.nih.gov/
publications/immune/the_immune_system.pdf>.

第四章

HIV Preventive Vaccine Fact Shee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www.aidsinfo.nih.gov/other/whatisvac.pdf> (March 2003).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Organisations. The Science of HIV/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Science%20Primer%20-%20E%20-%20Web.pdf>.
NIH HIV vaccine glossary <http://www.niaid.nih.gov/factsheets/GLOSSARY.htm>.
NIH Publication 03-4219. Understanding Vaccines, What They Are, How They Work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www.niaid.nih.
gov/publications/vaccine/pdf/undvacc.pdf>.
Vaccines 4th edn (eds Plotkin, S.A. & Orenstein, W.A.) (WB Saunders, 2004).

152

第五章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2004 Report: Getting the Global House in Order < http://www.avac.org/
pdf/reports/2004AVACReport_High.pdf> (May 2004).
AIDS Vaccine Fails to Show Efficacy in Thai Trial <http://www.avac.org/AIDSVAXthai.htm> (12 November
2003).
AIDS Vaccine Handbook: Global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the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www.avac.org/primer.htm>.
Challenges in Designing HIV Vaccines <http://www.niaid.nih.gov/factsheets/challvacc.htm>.
Chang, M.L., Vitek, C. & Esparza, J.; WHO-UNAIDS-CDC. Public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e of a first
generation HIV vaccine. Report from a WHO-UNAIDS-CDC Consultation, Geneva, 20–21 November 2002.
AIDS 17, W1–W10 (2003).
Djomand, G., Peiperl, L. & Keefer, M. Introduction to HVTN Vaccine Portfolio for Non-Scientists. Onlin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from HVTN. <http://www.hvtn.org/pdf/community/Non-ScientistsPres_FGM.ppt>
(2001).
Do Clades Matter for HIV Vaccines? IAVI Report 7 (2), May–August 2003 <http://www.iavi.org/iavireport/
Issues/0803/IAVIReportMay-August2003.asp>.
Heyward, W.L., MacQueen, K.M. & Goldenthal, K.L. HIV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realistic
expectations. AIDS Res. Hum. Retroviruses 14, S205–S210 (1998).
The Science of HIV/AIDS Vaccine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
vaccines/Science%20Primer%20-%20E%20-%20Web.pdf>.
Understanding the Results of the AIDSVAX Trial <http://www.avac.org/pdf/UnderstandingAIDSVAX.pdf> (14
May 2002).

第六章

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and ICH Guidelines as adopted by the FDA, 2002–2003. Online, searchable version
<http://www.access.gpo.gov/nara/cfr/cfr-table-search.html - page1>.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ition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Copyright ICH Secretariat, Geneva, Switzerland.
Clinical Research Resources <http://www.clinicalresearchresources.com>.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ebsite on Clinical Trials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info/resources>.

第七章

Bass, E. Ethics, antiretrovirals and prevention trials: An online debate. IAVI Report 7 (3), September 2003–
January 2004 <http://www.iavi.org/iavireport/Issues/0104/EthicsAntiretroviralsandPreventionTrials.asp>.
Bass, E. Raising hopes and many questions: Vaccine trial sponsors’ new approaches to providing
antiretrovirals for trial volunteers. IAVI Report 7 (3), September 2003–January 2004 <http://www.iavi.org/
iavireport/Issues/0104/NewApproachestoProvidingAntiretrovirals.asp>.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HIV Preventive Vaccine Research <http://www.unaids.org/html/pub/Publications/
IRC-pub02/JC765-EthicalCons-Repr_en_pdf.htm> (May 2000).
Finding the Way: Community and science working towards a vaccine for HIV. Produced by South African HIV
Vaccine Action Campaign (SAHIVAC), funded in part by South African AIDS Vaccine Initiative (SAAVI) (2001).

153

HIV Vaccine Trial in Uganda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www.iavi.org/uganda/pdf/brochure.pdf>.
UNAIDS. Voluntary counselling and testing (VCT): UNAIDS technical update <http://www.unaids.org/en/
in+focus/topic+areas/counselling+and+voluntary+counselling+and+testing.asp> (UNAIDS, Geneva, May
2000).

第八章

Developing Vaccines for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http://www.icaso.org/icaso/
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AIDS Service
Organisations (ICASO), Canada, 2002).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HIV Preventive Vaccine Research, UNAIDS guidance document. <www.unaids.org>
(UNAIDS, Geneva, 2000).
Kapoor, S. Gender considerations in HIV vaccine trials (position paper, IAVI, 2004).
Nath, M.B. Gender, HIV and Human Rights: A Training Manual (UNIFEM, 2000).
Parker, R. & Aggleton, P. HIV/AIDS-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n
Agenda for Action <www.popcouncil.org> (The Horizons Programme, Population Council, 2002).
Richter, Lindegger, Karim & Gasa.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ly sensitive approaches to
obtaining informed consent for participation in HIV vaccine-related trials (paper commissioned by UNAIDS).
<http://www.hs.unp.ac.za/mind/icunaids.htm> (1999).
Special Report: Women and AIDS vaccines. IAVI Report 5 (8), July–September 2001.

第九章

AIDS Vaccine Handbook: Global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the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www.avac.org/primer.htm>.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n<http://www.
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DHEW publication (OS) 78-0012.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18 April 1979. Belmont Repor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Research <http://www.fda.gov/oc/ohrt/irbs/belmont.html>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HIV Preventive Vaccine Research <http://www.unaids.org/html/pub/Publications/
IRC-pub02/JC765-EthicalCons-Repr_en_pdf.htm> (May 2000).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Ethical Framework for Clinical Research <http://www.bioethics.nih.gov/
research/humanres/ethicsframework.pdf>.
Richter, L.M., Lindegger, G.C., Abdool Karim, Q. & Gasa, N.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ly
sensitive approaches to obtaining informed consent for participation in HIV vaccine-related trials (Discussion
Paper, University of Natal, 1999).

第十章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and ICH Guidelines as adopted by the FDA, 2002-2003. Online, searchable version
<http://www.access.gpo.gov/nara/cfr/cfr-table-search.html#page1>.
DHEW publication (OS) 78-0012.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18 April 1979.  Belmont Repor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Research <http://www.fda.gov/oc/ohrt/irbs/belmont.html>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Linked at <http://www.ich.org/cache/compo/276-254-1.html>.  (Copyright ICH Secretariat,

154

Geneva, Switzerland, 1996).

OECD principles of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in Annex II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the mutual
acceptance of data in the assessment of chemicals. (C(81)30 (final)) <http://www.oecd.org/env/glp>.
UNDP/Worldbank/WHO.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quality practices for regulated non-clinical research
<http://www.who.int/tdr/publications/publications/>.
Report of the WHO/UNAIDS Vaccine Advisory Committee <http://www.who.int/vaccine_research/diseases/
hiv/policy/en/vac_2001_nov.pdf>.

第十一章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Report 2004: AIDS Vaccine Trials – Getting the Global House in Order
<http://avac.org/pdf/reports/2004AVACReport_High.pdf> (May 2004).
AIDS Vaccine Handbook: Global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the AIDS Vaccine Advocacy Coalition (AVAC).
Edited by Patricia Kahn, 2004. <http://www.avac.org/primer.htm>.
Developing Vaccines to Prevent HIV and AIDS: An Introduction for Community Groups, 2nd edition (ICASO):
http://www.icaso.org/icaso/vaccines/Vaccine%20Primer,%202nd%20Edition-2002-web.pdf   
Esparza J, Bhamarapravati 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availability of HIV-1 vaccines: why,
when, where, and how? Lancet 2000: 355: 2061-2066.
Global Campaign for Microbicides: www.global-campaign.org
IAVI Access Blueprint: AIDS Vaccines for the World: Preparing Now to Assure Access: http://www.iavi.
org/access/blueprint.htm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Microbicides: www.ipm-microbicides.org
Public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e of a first generation HIV vaccine. Report from a WHO-UNAIDS-CDC
Consultation, Geneva, 20-21 November 2002. AIDS 2003, 17: W1 – W10.  
For a complete list of literature on demand and acceptability, please see “Demand for a preventive HIV
vaccine: A review,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iavi.org

155

AIDS
Vaccine

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