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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点评  

猴痘病毒欧美散发，大规模感染可能性较小

⚫ 事件 

近日，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英国等 14 个国家报告了猴痘病例，引起了全球的关

注。截止 5 月 21 日，各国累计确诊病例 107 例，疑似病例 83 例。5 月 22 日，比利

时卫生部门要求猴痘感染病例进行 21 天的隔离，成为欧盟首个要求对猴痘病例隔离国

家。 

⚫ 核心观点 

猴痘病毒属于双链 DNA 病毒，西非株系致死率偏低 

猴痘病毒是一种包膜双链 DNA 病毒，属于痘病毒科的正痘病毒属，共有两个不同的遗

传进化分支——中非分支和西非分支。其中中非分支病死率约为 10.6%，西非分支病

死率约为 3.6%，目前检多国检测出主要是温和西非株系，致死率偏低。  

猴痘病毒传播途径受限，难成为大流行病 

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是近亲，但在传播效率上远低于天花。猴痘病毒在与天花的抗原性、

生物学特性、形态、结构等方面十分相似，但传播途径远低于天花。猴痘主要通过分泌

物、血液和体液（性行为与母婴传播），而天花的传播途径与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与

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相似）。 

抗病毒药物和治疗天花药物有潜力治疗猴痘感染患者 

目前虽无针对猴痘病毒的临床验证的有效药物，但抗病毒药物和治疗天花药物有潜力治

疗感染猴痘患者。两种抗病毒药物西多福韦（cidofovir）和布林西多福韦（Brincidofovir）

表现出抗猴痘病毒活性，但当前均未用于猴痘局部流行区域的病例治疗。 

预计 JYNNEOS 猴痘疫苗在 2022 年收入有望高达 5 亿美元 

5 月 19 日，美国卫生部门已经向丹麦公司 Bavarian Nordic（BAVN.O）订购价值 1.19

亿美元的数百万剂猴痘疫苗。西班牙卫生部已开始着手准备批准购买天花疫苗程序，以

阻止猴痘疫情爆发。根据现有订单以及公司过往销售，我们保守预计 JYNNEOS 疫苗

2022 年全年收入有望达 5 亿美元。国内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有一款天花疫苗储备，每

年生产若干数量的“天坛株”天花疫苗作为储备。 

⚫ 投资建议 

我们对猴痘概念投资保持谨慎态度：猴痘病毒属于双链 DNA 病毒，西非株系致死率偏

低。另外，猴痘病毒传播途径受限，难成为大流行病。 

⚫ 风险提示 

猴痘疫情防控显著、产品临床研发进度不及预期、产品商业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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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猴痘病毒属于双链 DNA 病毒，西非株系致死率偏低 

欧美澳多国均出现猴痘病例，WHO 警告或已出现社区传播。猴痘传播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血液、

体液、皮肤或黏膜伤口，食用未煮熟的感染动物也有可能造成感染风险，所以相对于新冠病毒来说，猴痘

传播途径相对有限，难以成为全球流行病。另外，本轮猴痘病毒在欧美传播主要是致死率偏低的西非株系，

目前暂未有相关死亡病例报告。 

近日，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英国等 14 个国家报告了猴痘病例，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截止 5 月 21 日，

各国累计确诊病例 107 例，疑似病例 83 例。5 月 22 日，比利时卫生部门要求猴痘感染病例进行 21 天

的隔离，成为欧盟首个要求对猴痘病例隔离国家。 

图 1：猴痘疫情现有病例（截止 5 月 21 日） 

 

资料来源：WHO，富途证券整理 

猴痘病毒属于双链 DNA 病毒，西非株系致死率偏低。猴痘病毒是一种包膜双链 DNA 病毒，属于痘病毒科

的正痘病毒属，共有两个不同的遗传进化分支——中非分支和西非分支。其中中非分支分支病死率约为

10.6%，西非分支病死率约为 3.6%，目前检多国检测出主要是温和西非株系，致死率偏低。 

图 2：猴痘病毒结构图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富途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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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病毒传播途径受限，难成为大流行病。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是近亲，但在传播效率上远低于天花。猴

痘病毒在与天花的抗原性、生物学特性、形态、结构等方面十分相似，但传播途径远低于天花。猴痘主要

通过血液和体液（性行为与母婴传播），而天花的传播途径与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与新冠病毒传播途径

相似）。 

▍ 2、目前尚无治疗猴痘特效药，FDA 批准唯一猴痘疫苗上市 

目前虽无针对猴痘病毒的临床验证的有效药物，但抗病毒药物、治疗天花药物和牛痘免疫球蛋白等有潜力

治疗感染猴痘患者。FDA 批准丹麦公司 Bavarian Nordic（BAVN.O）的唯一猴痘疫苗上市，目前我们国

内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有一款天花疫苗储备。 

目前虽无针对猴痘病毒的临床验证的有效药物，但抗病毒药物和治疗天花药物有潜力治疗感染猴痘患者。

Siga（SIGA.O）公司的 Tecovirimat 药物在 2018 年成为 FDA 批准的第一种治疗天花的药物，并获药品管

理局 EMA 治疗痘病毒感染引起疾病；Chimerix（CMRX.O）公司主要从事新型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发现、

开发和商业化，Brincidofovir 药物有可能成为治疗猴痘药物。两种抗病毒药物西多福韦（cidofovir）和布

林西多福韦（Brincidofovir）均表现出抗猴痘病毒活性，但当前均未用于猴痘局部流行区域的病例治疗。 

图 3：西多福韦和布林西多福韦药物介绍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富途证券整理 

天花病毒和猴痘病毒的相似性可形成交叉免疫，天花疫苗对猴痘病毒的预防有效率达到了 75%～85%。

2019 年，丹麦公司 Bavarian Nordic（BAVN.O）公司研发 JYNNEOS 减毒非复制型疫苗用于预防猴痘，

在暴露后接种也有可能有助于预防或减轻其严重程度。 

根据实验数据，接种示 JYNNEOS 疫苗组的 80-100%动物存活，而对照组的动物存活率只有 0-40%。 

图 4：JYNNEOS 临床试验结果 

 

资料来源：FDA，CDC，富途证券整理 

预计 JYNNEOS 疫苗 2022 年收入有望高达 5 亿美元。JYNNEOS 于 2019 年 9 月获得 FDA 批准上市，

2020 年和 2021 年收入分别为 5.41 和 7.34 亿丹麦克朗，约为 0.77 美元和 1.04 亿美元。 

5 月 19 日，美国卫生部门已经向丹麦公司 Bavarian Nordic 订购价值 1.19 亿美元的数百万剂猴痘疫苗。

Bavarian Nordic 宣布，美国还有继续购买 1.8 亿美元疫苗选项，如果兑现该选项，总订单量将达到约 1300

万剂。西班牙卫生部已开始着手准备批准购买天花疫苗程序，以阻止猴痘疫情爆发。根据现有订单以及公

司过往销售，我们保守预计 JYNNEOS 疫苗 2022 年全年收入有望达 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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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JYNNEOS 疫苗季度销售情况（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FDA，CDC，富途证券整理 

国内主要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有一款天花疫苗储备。我国 1981 年宣布停止接种天花疫苗，目前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旗下北京所每年生产若干数量的“天坛株”天花疫苗作为储备。 

▍ 3、PCR 是首选猴痘检测方式，关注 PCR 仪器和试剂盒 

PCR 是首选猴痘检测方式，我们可以关注 PCR 检测设备和 PCR 试剂盒。鉴于准确性和敏感性，聚合酶链

式反应 (PCR) 是首选的检测方式。猴痘的最佳诊断样本来自皮肤病变——囊泡和脓疱的顶部或液体，以及

干燥的结痂。 

PCR 仪由外资品牌主导，技术壁垒极高。PCR 仪器设备基本被 Bio-Rad、Thermo Fisher（TMO.N）、

Stilla Technomogies 国际大品牌所占有。基因测序仪领域基本被 Illumina（LIMN.O）、Thermo Fisher、

Rocher 罗氏（ROG.SIX）等外资品牌垄断。猴痘的 PCR 试剂盒研发壁垒相对较低，罗氏、之江生物

（688317.SH）、雅培（ABT.N）等公司均报道有相关产品。 

5 月 25 日，罗氏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组名为 LightMix 的模块化病毒检测工具中包括 3 种具有不同功能

的正痘病毒检测试剂盒（下称试剂盒）：1）第一种试剂盒可检测出正痘病毒；2）第二种试剂盒只检测猴

痘病毒（西非分支和中非分支）；3）第三种试剂盒包含了前两种的主要功能，在检测出正痘病毒的同时，

还能显示其中是否存在猴痘病毒（西非分支和中非分支）的具体信息。 

 

▍ 5、风险提示 

猴痘疫情防控显著、产品临床研发进度不及预期、产品商业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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