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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首次） 
发明专利来了，非洲猪瘟疫苗面世仍需时日 

 

 事项一：2019 年 8 月 6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中国动物卫
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哈尔滨分中心）的《基因缺失的减毒非洲猪瘟病毒及其作为
疫苗的应用》专利申请公布，本发明所涉及的两种基因缺失病毒毒株均能提供
对非洲猪瘟中国流行强毒株的 100%免疫保护，可作为安全和有效的防控中国
非洲猪瘟疫情的疫苗，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 

 事项二：2019 年 8 月 2 日，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一种高效表达非
洲猪瘟 CD2V 蛋白的 CHO 细胞株》专利申请公布，本发明所涉及的表达非洲
猪瘟 CD2V 蛋白细胞株，表达量高，易于纯化，可用于鉴别诊断，为生产非
洲猪瘟亚单位疫苗和诊断试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良好，产业化中试与临床试验启动。
本次哈兽研发明专利实为 5 月份哈兽研疫苗研发进展报道的详细版。从安全性
角度，“MGF360-505R 缺失”和“CD2V 与 MGF360-505R 联合缺失”在免疫
株后，即使是 10^5TCID50 剂量也未造成免疫动物体温升高等临床症状，血液
和脏器病毒分离均为阴性，存活率均为 100%，表明其充分致弱，疫苗是非常
安全的。从有效性角度，本次专利则指出，可以用来制造多价苗和多联苗，尤
其是多价苗，能够对不同基因型的非洲猪瘟病毒产生交叉保护效果，因此，疫
苗的广谱性应该会更佳；在免疫本发明构建的两种毒株后，进行强毒攻毒试验，
免疫保护率均为 100%，且在 21-22 天血液病毒均转为阴性，优于国外同类型
的研究结果；因此也可以证明采用流行地区的分离株来构建非洲猪瘟缺失减毒
疫苗是最佳策略，也是我国研制非洲猪瘟疫苗的关键。根据我们跟踪了解到的
最新信息，实验室研究阶段取得了关键突破：A.安全性达到兽用活疫苗的应有
标准；B.原代细胞生产工艺可行，质量可控，成本经济，已经具备了产业化中
试和临床试验条件。 

 非洲猪瘟疫苗面世仍需时日。按照疫苗研制流程，后续能否尽快商业化的关键
落在了中试、临床试验、及转基因安全评价环节；中试试验、临床试验环节与
实验室环节所面临的环境与试验条件复杂性完全不同，实验室环节在免疫保护
率和强毒攻毒等方面取得的试验效果，能否经得住田间放大试验的考验，仍充
满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转基因安全评价阶段，仍面临较为复杂的流程和潜在的
较长的时间周期；此外，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相关疫苗的长期生物安全性和对
异源毒株的保护效果等课题。 

 非洲猪瘟疫苗市场前景推演。假定非瘟疫苗能顺利推出并成功商业化，对标高
致病性猪蓝耳疫苗的发展路径，我们认为相同点在于，非瘟疫苗仍将经过从招
采苗到市场苗的渐进演化过程，动保龙头企业必定首当其冲，承接关键的生产
任务，疫苗的广泛免疫将带动生猪产能的快速恢复，动物疫苗市场将由艰苦的
存量博弈向增量共荣过渡；不同点在于，现阶段动物疫苗行业的工艺水平与生
产能力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和提升，工艺为王，产能为王，即使是非瘟疫苗招采
苗，其质量要求和招采价格肯定会更加市场化与合理化，研发、生产、工艺、
服务等全方位领先的龙头企业会最大化受益。待非瘟疫苗逐步退出强免目录
后，鉴于其危害性和破坏力，其免疫渗透率将极大领先现阶段高致病性猪蓝耳
疫苗，市场化定价空间料将更具弹性，或可对标猪圆环疫苗的定价逻辑与体系。
因此非瘟疫苗的市场空间有望大幅抬高，甚至将超越口蹄疫疫苗成为动保领域
最大单品。 

 投资建议：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假若非瘟疫苗能够成功推出，短期内料将拉高
动保上市公司估值，中长期来看，市场空间被打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且持续
兑现，动保板块有望迎来戴维斯双击。建议关注具有研发、工艺、质量控制、
服务水平等软硬件综合优势的头部企业，包括生物股份（生产工艺水平领先）、
中牧股份（央企动保龙头、历次强免苗先锋）、普莱柯（研发实力领先）。 

 风险提示：疫苗研发进展不达预期，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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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良好，产业化中试与临床试验启动 

图表 1  名词解释 

名词 含义 

基因缺失疫苗 
是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强毒株毒力相关基因切除构建的活疫苗。 

该类疫苗安全性好、不易返祖，其免疫接种与强毒感染蕾西，机体可对病毒的多种抗原产生免疫应答。 

亚单位疫苗 
是用 DNA 重组技术，将编码病原微生物保护型抗原的基因导入原核或真核细胞，使其在受体细胞中高效

表达，分泌保护性抗原肽链并进行提取，加入佐剂制成的基因工程疫苗。 

ASFV 非洲猪瘟病毒 

CD2V 
是非洲猪瘟病毒蛋白中仅有的糖基化蛋白之一，在病毒的逃逸机制中存在重要意义。 

且非洲猪瘟的 CD2V 蛋白与宿主的 CD2 蛋白相似。 

MGF 非洲猪瘟多基因家族蛋白，与 CD2V、9GL 等是目前确认的与免疫抑制有关的少数几种基因 

CHO 细胞 中华仓鼠卵巢细胞，被广泛地用来表达重组 DNA 的蛋白 

TCID50 半数组织培养感染剂量，即指能在培养板孔或试管内引起半数细胞病变或死亡所需的病毒量 

中间试验 是指在控制系统内或者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小规模试验 

环境释放 是指在自然条件下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所进行的中规模的试验 

生产性试验 是指在生产和应用前进行的较大规模的试验 

资料来源：姜平《兽用生物制品学》，百度百科，华创证券 

（一）两次专利的主要内容 

哈兽研专利：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信息，哈兽研此次专利是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提交申请，并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公布。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① 本发明采用了我国非洲猪瘟流行毒株（Pig/CN/HJL/2018），经基因工程技术，

将病毒毒力基因缺失，获得了“MGF360-505R 缺失”、“CD2V 与 MGF360-505R 联合缺失”这两种基因缺失病毒，

并经实验表明所述两种毒株均能提供对非洲猪瘟中国流行强毒株的 100%免疫保护；② 该类疫苗可以包含不同基因

型的多种减毒非洲猪瘟病毒（多价苗），能够诱导针对多种 ASF 病毒基因型的交叉保护性免疫应答；③ 提供了包

含本发明的减非洲猪瘟病毒的药物组合物，用于预防和治疗非洲猪瘟；④ 本发明的疫苗可用于制造联苗（多联苗）；

⑤ 建议疫苗接种免疫次数为 2-3 次。 

青岛易邦专利：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信息，青岛易邦此次专利是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提交申请，并于 2019 年

8月 2日公布。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在CHO细胞株中高效表达的非洲猪瘟CD2V

蛋白；② 本发明构建了用于在 CHO 细胞中表达非洲猪瘟病毒 CD2V 蛋白的重组质粒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上述

重组质粒转染 CHO 细胞制备的可用于制备 CD2V 蛋白的重组 CHO 细胞株；④ 本细胞株表达量高，易于纯化，可

用于鉴别诊断，为生产非洲猪瘟诊断试剂和非洲猪瘟亚单位疫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两次专利传递的非洲猪瘟疫苗研发进展 

哈兽研专利：基因缺失疫苗实为 5 月份哈兽研疫苗研发进展报道的详细版 

通过对本次哈兽研专利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专利所述的两种毒株，即为 2019 年 5 月 24 日哈兽研

对外公布的非洲猪瘟疫苗阶段性成果，即：创制了非洲猪瘟候选疫苗，实验室阶段研究证明其中两个候选毒株（即

为“MGF360-505R 缺失”、“CD2V 与 MGF360-505R 联合缺失”）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性和免疫保护效果。而本

次专利申请时间为 4 月 26 日，也符合疫苗研发的时间线进展。不同的是，本次专利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几点信息，有

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疫苗研发的详细进展。主要包括： 

疫苗安全性：“MGF360-505R 缺失”和“CD2V 与 MGF360-505R 联合缺失”在免疫猪后，即使是 10^5TCID50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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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未造成免疫动物体温升高等临床症状，血液和脏器病毒分离均为阴性，存活率均为 100%，表明其充分致弱，疫

苗是非常安全的。 

疫苗有效性： ① 过去的研究表明，部分基因缺失疫苗对同源病毒株攻击保护效果较好，但对异源病毒病毒攻击保

护效果不甚理想，本次专利则指出，可以用来制造多价苗和多联苗，尤其是多价苗，能够对不同基因型的非洲猪瘟

病毒产生交叉保护效果，因此，疫苗的广谱性应该会更佳；② 在免疫本发明构建的两种毒株后，进行强毒攻毒试验，

免疫保护率均为 100%，且在 21-22 天血液病毒均转为阴性，优于国外同类型的研究结果；因此也可以证明采用流行

地区的分离株来构建非洲猪瘟缺失减毒疫苗是最佳策略，也是我国研制非洲猪瘟疫苗的关键。 

图表 2  国内外类似基因缺失减毒非洲猪瘟病毒（基因 2 型）安全性比较 

 国外报道 哈兽研本次发明 

缺失的毒力基因 MGF360-505R[20] CD2V[19] MGF360-505R CD2V 和 MGF360-505R 

毒株 Georgia 株 Malawi Lil-20/1 株 CN/HLJ/18 株 CN/HLJ/18 株 

基因型 基因 2 型 基因 2 型 基因 2 型 基因 2 型 

免疫后的病毒分离阳性率 ≥60% 100% 0% 0% 

免疫后的存活率 100% 0% 100% 100% 

攻毒后血液病毒阳性率 
70%（10^4HAD50 

剂量免疫） 
—— 

≤25%（10^3TCID50 

剂量免疫） 

100%（10^3TCID50 

剂量免疫） 

攻毒后存活率 100% —— 100% 100%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华创证券 

因此，基因缺失疫苗的进展目前看最为顺利，且两株基因缺失毒株经过试验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根据我们跟踪

了解到的最新信息，实验室研究阶段取得了关键突破：A.安全性达到兽用活疫苗的应有标准；B.原代细胞生产工艺

可行，质量可控，成本经济，已经具备了产业化中试和临床试验条件。 

青岛易邦专利：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仍任重道远 

由于 ASFV 编码多达 170 中蛋白质，因此很难选择可诱导保护的抗原，根据李飞等人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已经研究

报道了几种 ASFV 的中和位点（p54、p30、CD2V(EP402R)、C 型凝集素(EP153R)等），并对这些蛋白质的免疫保护

能力做了测试。研究证实，仅靠几种 ASFV 蛋白作为抗原，即使产生了中和抗体，也很难提供有效的免疫保护，所

以还需要研究鉴定更多 ASFV 编码的抗原蛋白，筛选出免疫性较好的抗原蛋白及抗原蛋白间的组合，来获得具有更

好免疫效力的亚单位疫苗。因此，青岛易邦专利提供的能高效表达非洲猪瘟 CD2V 蛋白的 CHO 细胞株，是在筛选

出有效抗原蛋白及抗原蛋白间组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表达的载体，而亚单位疫苗研制是否能真正成功的关键仍在于

研究鉴定抗原蛋白之上。 

二、非洲猪瘟疫苗面世仍需时日 

一款成熟的疫苗产品问世需要经过前期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中试研究、临床审批、临床实验、新兽药注册证书

申请、产品批准文号申请、生产、批签发等阶段，而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评价管理办法》要求，兽用生物制品中涉及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发的兽用疫苗需纳入“农业转基因生物”范畴，即“动

物用转基因微生物”，需额外进行安全评价试验，一般应按照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进行申报，

试验结束后可以申请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因此目前在研的无论是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还是基因工程亚单位

疫苗，都需要通过安全评价试验这个必经环节。具体而言，基因缺失活疫苗的流程更加复杂一些，中间试验、环境

释放、生产性试验和安全证书四个阶段必不可少，而亚单位疫苗在中间试验结束后可直接申请安全证书（若为抗原

未经纯化后制备的疫苗，则需加上环境释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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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动物疫苗研制周期与流程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图表 4  不同类型基因工程疫苗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程序 

阶段  要求 

基因缺失疫苗 
基因缺失活疫苗 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检验、安全证书 

基因缺失灭活疫苗 中间试验、安全证书 

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 
抗原经过纯化过程 中间试验、安全证书 

抗原未经纯化过程 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安全证书 

基因工程重组活载体疫苗 
利用已知的、安全的载体与外源基因构建 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安全证书 

利用新型的、安全性不明的载体或外源基因制备 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检验、安全证书 

核酸疫苗 —— 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检验、安全证书 

资料来源：姜平《兽用生物制品学》，华创证券 

因此依据目前获取的公开信息，我们认为，非洲猪瘟疫苗的推出时间仍取决于以下几点： 

1） 鉴于实验室研制阶段取得的成效，按照疫苗研制流程，后续能否尽快商业化的关键落在了中试、临床试验、及转

基因安全评价环节； 

2） 中试试验、临床试验环节与实验室环节所面临的环境与试验条件复杂性完全不同，实验室环节在免疫保护率和强

毒攻毒等方面取得的试验效果，能否经得住田间放大试验的考验，仍充满较大的不确定性； 

3） 在转基因安全评价阶段，仍面临较为复杂的流程和潜在的较为长的时间周期。乐观情况下，假若转基因安全评价

环节与临床试验均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效果，对照高致病性蓝耳病疫苗的审批流程，新兽药注册证书和产品

批准文号阶段则将有望通过绿色审批通道最快速地通关； 

4） 基于审慎原则考虑，避免出现当年蓝耳疫苗造成的争议，我们认为仍需要在商业化之前进行更多的动物体内试验，

来验证相关疫苗的长期生物安全性（基因缺失疫苗从长期来看仍有出现缺失基因在猪体内重新编码、重组等的可

能性，并带来毒力返强等潜在风险），以及对异源毒株的保护效果（本次专利虽提到能够诱导对多种病毒基因型

的交叉保护性免疫应答，但并未说明实际效果，因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或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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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基因缺失疫苗转基因微生物安全评价步骤与要求 

阶段 要求 

中间试验 

应提供前期研究报告，包括基因缺失疫苗的构建、遗传稳定性和生物学特性等，评价基因缺失疫苗毒株对

靶动物的致病性，以及对非靶动物的安全性，提供实验室内基因缺失毒株于野生毒株获得缺失致病基因能

力的研究报告，评价产品对靶动物的安全性 

环境释放 

应提交中间实验阶段安全性试验的总结报告，评价基因缺失疫苗毒株在靶动物体内的增殖、分布和存活情

况，评价基因缺失疫苗毒株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能力，涉及人兽共患病病原的产品，还应评价产品对人类

的安全性，以及疫苗毒株与其他微生物发生遗传重组的可能性 

生产性试验 
应提交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阶段安全性试验的总结报告，继续观察基因缺失疫苗毒株的水平传播和垂直传

播能力，检测缺失毒株与野生毒株重组获得缺失致病基因的能力 

安全证书 应提交各阶段的安全评价试验总结报告 

资料来源：姜平《兽用生物制品学》，华创证券 

图表 6  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研制各阶段的报批流程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华创证券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对非洲猪瘟疫苗的适时推出可以保持一定的乐观性，但同时也要尊重科研工作的科学性与客

观规律性，通过密切关注非瘟疫苗研制的关键节点作出合理判断。 

三、非洲猪瘟疫苗市场前景推演 

我们对非瘟疫苗能够顺利推出并成功商业化做合理假定，并推演其对动物疫苗行业前景和格局的影响： 

我们认为，仍可对标高致病性猪蓝耳疫苗的发展路径，其相同点在于： 

① 非瘟疫苗仍将经过从招采苗到市场苗的渐进演化过程，在疫苗推出后将有望首先纳入国家强制免疫范围，并由农

业部指定定点企业进行生产，动保龙头企业必定首当其冲，承接关键的生产任务； 

② 非瘟疫苗的顺利推出，将极大恢复生猪养殖行业的信心，补栏热情和积极性将得到极大释放，假定疫苗免疫保护

效果能够达到理想水平，将带动生猪产能的快速恢复，动物疫苗市场将由艰苦的存量博弈向增量共荣过渡。 

不同点则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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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较于高致病性猪蓝耳疫苗推出的 2007 年，如今国内动物疫苗行业的工艺水平与生产能力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和

提升，现阶段工艺为王，产能为王，鉴于非洲猪瘟病毒的复杂性和危害性，即使是非瘟疫苗招采苗，其质量要求

和招采价格肯定会更加市场化与合理化，研发、生产、工艺、服务等全方位领先的龙头企业会最大化受益。 

② 待行业基本面稳住后，非瘟疫苗将逐步退出强免目录，而鉴于其危害性和破坏力，其也必将作为猪场必免品种带

动非洲猪瘟市场苗的快速扩容，其免疫渗透率将极大领先现阶段高致病性猪蓝耳疫苗，同时可以预见的是，鉴于

非瘟疫苗的生产难度，其生产成本或将显著提高，市场化定价空间将更具弹性，或可对标猪圆环疫苗的定价逻辑

与体系。因此非瘟疫苗的市场空间有望大幅抬高，甚至将超越口蹄疫疫苗成为动保领域最大单品。 

图表 7  非洲猪瘟招采苗市场空间预测 

 数量（万头） 渗透率 免疫次数 单价（头份） 市场容量（亿元） 

能繁母猪存栏 2500 100% 3 2 1.5 

生猪出栏 50000 100% 2 2 20 

合计 21.5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华创证券预测 注：假定能繁母猪存栏量恢复到 2500 万头左右；考虑 PSY 水平变化，假定生猪年出栏量为 5

亿头。 

图表 8  非洲猪瘟市场苗市场空间预测 

 数量（万头） 渗透率 免疫次数 单价（头份） 市场容量（亿元） 

能繁母猪存栏 3000 100% 3 8 7.2 

生猪出栏 60000 100% 2 8 96 

合计 103.2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华创证券预测 注：假定经过招采苗接种防疫，行业产能逐步恢复，能繁母猪存栏恢复到 3000 万头，生猪出栏

恢复到 6 亿头。 

四、投资建议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假若非瘟疫苗能够成功推出，短期内料将拉高动保上市公司估值，中长期来看，市场空间被打

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且持续兑现，动保板块有望迎来戴维斯双击。 

建议关注具有研发、工艺、质量控制、服务水平等软硬件综合优势的头部企业，包括生物股份（生产工艺水平领先）、

中牧股份（央企动保龙头、历次强免苗先锋）、普莱柯（研发实力领先）。 

五、风险提示 

疫苗研发进展不达预期，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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