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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研究
多不饱和ω-3 脂肪酸通过控制 ACE2 抑制 SARS-CoV-2 进入和结合细胞
加州自然健康教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3 月 4 日在期刊 Nature 上在线
发表了题为“Polyunsaturated ω-3 fatty acids inhibit ACE2-controlled SARS-CoV2 binding and cellular entry”的文章。
文章称，虽然脂类化合物已被证明具有抗病毒的功效，但目前对脂类化合
物抑制 SARS-CoV-2 结合和进入细胞的特性知之甚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
究人员一共筛选了 17 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以及
脂溶性维生素。在利用 RBD-SARS-CoV-2 序列进行基于靶标的配体筛选时，研
究人员观察到多不饱和脂肪酸最有效地干扰了 SARS-CoV-2 与受体 hACE2 的结
合。研究人员利用伪病毒刺突蛋白发现亚麻酸和二十碳五烯酸能显著阻止
SARS-CoV-2 进入细胞。此外，二十碳五烯酸在降低 TMPRSS2 和 cathepsin L
蛋白酶的活性方面比亚麻酸更有效，但这两种脂肪酸都不影响其在蛋白质水平
上的表达。另外，用这两种脂肪酸处理后，既没有观察到 hACE2 活性的降低，
也没有观察到与 hACE2 受体的结合。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体内实验来验证目前
的发现，但该研究为脂质化合物作为抗 SARS-CoV-2 菌株的抗病毒化合物的作
用提供了新的见解。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84850-1

其他
COVID-19 恢复期患者的血浆不能缓解 COVID-19 高危患者的疾病进程
Biospace 网站 3 月 4 日消息称，一项新研究显示，COVID-19 恢复期患者的
血浆并不能减缓在急诊室就诊的 COVID-19 高危患者的疾病进一步发展。COVI
D-19 恢复期患者的血浆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治疗 COVID-19 住院患者的方案，其
理论依据是 COVID-19 恢复期患者血浆中的免疫细胞可以帮助其他患者抵抗新
型冠状病毒的影响。COVID-19 恢复期患者血浆中含有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
可以对抗 SARS-COV-2 引发的疾病。
本周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停止了一项正在进行的有关 COVID19 恢复期患者血浆的试验，因为在此之前有一个独立的审查委员会发现，该疗
法对接受治疗并出院的 COVID-19 患者没有明显的益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

在对数据进行全面分析之后，才能提供有关治疗效果的直接结论。去年 11 月，
阿根廷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使用 COVID-19 恢复期患者的血浆没有临床益
处，也没有改善 COVID-19 肺炎患者的死亡率。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 Simone Glynn 博士表示，没有发现 COVID-19 恢复期患
者的血浆对有严重疾病风险的 COVID-19 患者有益的迹象。纽约 ProHEALTH C
are 传染病专家 Daniel Griffin 表示，COVID-19 恢复期患者的血浆似乎对 COVI
D-19 患者的死亡率和住院率没有显著影响，这是临床试验研究的两个关键指
标。
目前，超过 180 个试验正在研究 COVID-19 恢复期患者的血浆对治疗 COV
ID-19 患者的功效和安全性。尽管最近对 COVID-19 恢复期患者的研究令人失
望，但去年夏天梅奥诊所进行的一项 100000 人试验表明，与接受低抗体血浆的
患者相比，接受高抗体水平血浆治疗的患者的死亡人数减少了 7.3%。然而，该
研究缺乏安慰剂组，但研究人员认为低抗体水平血浆组与安慰剂对照组相似。
原文链接：https://www.biospace.com/article/study-convalescent-plasma-doesnt-prevent-progression-of-covid-19-in-at-risk-people/?keywords=COVID-19
药物研发
Soligenix 宣布其 COVID-19 疫苗临床前开发取得积极进展
Prnewswire 网站 3 月 4 日消息称，Soligenix 公司宣布已通过全长刺突蛋白
抗原证实了 CiVax™（热稳定的 COVID-19 疫苗）的临床前免疫原性，研究证明
CiVax™疫苗可快速起效，可诱导广谱中和抗体和细胞介导免疫产生。标题为
“Recombinant protein subunit SARS-CoV-2 vaccines formulated with CoVaccine H
T adjuvant induce broad, Th1 biased,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in mic
e”的文章已在预印本平台 BioRxiv 上的发表。
CiVax™是 Soligenix 公司的热稳定亚基疫苗候选药物，可预防 SARS-CoV-2
引起的 COVID-19 感染。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约翰伯恩斯医学院（JABS
OM）的 Axel Lehrer 博士正在进行的研究证实了开发 COVID-19 广泛免疫原性
疫苗的可行性。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夏威夷生物技术公司（Hawa
ii Biotech Inc）开发的果蝇 S2 细胞中的高效表达系统产生了全长的刺突蛋白抗

原，并进行了免疫原性测试。这些最新结果证明了全长 CiVax™抗原与 CoVacci
ne HT™结合的免疫原性潜力。
虽然在紧急使用授权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买到许多疫苗，但是对冷链运输
和及时管理以及制造规模扩大的后勤保障要求限制了疫苗在全球的供应。在世
界范围内，快速接种疫苗对于减少疾病的传播以及减缓病毒突变和进化是必要
的，因为病毒突变可能使当前疫苗失效。新型 CoVaccine HT™佐剂的先前工作
已获得 Soligenix 的许可，这种疫苗不需要冷链分配或存储。Soligenix 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 Christopher J. Schaber 表示，开发出一种在高温下具有更高稳定性的疫
苗，可以消除与冷链存储和分配有关的成本和后勤负担，有可能简化全球分
配，进而使 COVID-19 大流行更快地结束。
原文链接：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soligenix-announces-po
sitive-progress-in-the-pre-clinical-development-of-its-covid-19-vaccine-301240425.ht
ml
病毒检测
Luminex 的 NxTAG®呼吸道检测试剂盒获 FDA 紧急使用授权和 CE 标志
据 PR Newswire 网站 3 月 4 日消息，Luminex 公司宣布其 NxTAG®呼吸道
病原体面板（RPP）的新扩展版本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紧急
使用授权（EUA），该新扩展版本可用于 SARS-CoV-2 的高通量呼吸道测试。
COVID-19 和流感等呼吸道感染很难区分和诊断，因为它们往往有重叠的
症状。NxTAG RPP 是一种多通道、高通量的检测方法，能够同时检测最常见的
呼吸道病原体，是一种快速、综合的检测方法。在增加了 SARS-CoV-2 病毒靶
标之后，该面板现在包括 19 个病毒靶标和 2 个细菌靶标，将最常见的呼吸道病
原体结合在一个面板上，可快速识别各种单独和同时感染的病原体。
NxTAG RPP 提供可扩展的通量，允许临床实验室一次运行多达 96 个样
品，在大约四小时的时间内获得结果。该测试在 Luminex 公司易于使用的紧凑
型 MAGPIX®系统上运行，专为高复杂性分子实验室而设计。
重要的是，NxTAG RPP+SARS-CoV-2 检测法有望检测到冠状病毒的新变
体。检测中使用的分子探针与截至 2021 年 2 月 11 日 GISAID 数据库中可用的 S

ARS-CoV-2 序列进行比对分析，确定关键序列仍匹配且应产生阳性结果。该分
析包括最初在英国、南非、巴西和美国加州检测到的变体。
该检测方法的一个版本还可以检测到肺炎军团菌和 2009 H1N1 甲型流感亚
型，也刚刚获得了欧洲合格（CE）认证，并于上个月在欧洲商业化。
来源：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luminex-receives-fda-emerg
ency-use-authorization-and-ce-mark-for-expanded-nxtag-respiratory-panel-test-includ
ing-sars-cov-2-301240142.html
AccessDX 实验室免费提供 COVID-19 变体检测
据 PR Newswire 网站 3 月 4 日消息，全球领先的 COVID-19 测试服务和高
级实验室诊断服务提供商 AccessDX 实验室宣布，其 COVID-19 变体检测功能
已经可以立即投入使用。这些创新技术使 AccessDX 实验室及其合作伙伴在临
床和市政环境中能够更好地识别出新的 COVID-19 变体，包括 B.1.1.7 和 B.1.35
1（通常称为英国和南非变体）。AccessDX 实验室的客户如果希望在其提交的
PCR 检测样本上使用这种研究性变异体检测功能，将可以免费使用。
消息称，随着美国向控制 COVID-19 大流行方向迈进，新型病毒变体变得
越来越普遍，并与较高的感染率、不良反应和疫苗效力的潜在降低相关。与标
准 PCR 检测相比，现有的变体检测方法成本巨大。AccessDX 实验室致力于支
持新型变体检测，包括下一代测序（NGS）的使用，是建立在其在高质量、高
通量诊断功能的基础上。
AccessDX 实验室变体检测目前仅供研究使用，将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供，
其结果可通过 MedTek21 临床决策支持平台获得。
来源：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accessdx-laboratory-launche
s-no-charge-covid-19-variant-detection-capabilities-301240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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