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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挖掘機團隊出品】03 研製 CCP 病毒終極生化武器的過程及條件 

DT 挖掘機說明： 

之所以將 CCP 病毒（公認名稱）定義為一種終極的生化武器是基於上兩篇文章的結論，這種病毒

是實驗室中製成的，具有高傳播性、低死亡率的特點，目前還沒有找到有效的解藥，（或許中共已

經掌握）以及根據現在在全球感染超過幾百萬人死亡數十萬的特點，可以定義為一種高效的終極生

化武器。那麼在本次挖掘中將集中討論和揭示研製終極生化武器 CCP 病毒的過程及條件。 

以下為詳細內容： 

 

DT 挖掘機在 GNEWS 上發現了這樣一篇文章，作者同樣是“冠軍的親爹”。這篇文章詳細從石正麗發表的幾篇

論文論證了冠狀病毒生化武器發展史，也就是研製病毒的過程，現摘錄如下： 

原文地址：https://gnews.org/zh-hans/168794/ 

 

冠狀病毒生化武器發展史 

By himalaya_hawk -2020-04-10 17:44 

【長推專業分析和揭露中共武漢 P4 病毒實驗室】 

來自於:冠軍的親爹 @WlKD6iuxiZqBvm7 

首先，什麼是病毒學研究：病毒的結構、分類和進化，感染和開發宿主細胞繁殖的方式，它們與宿主生物

體生理和免疫的相互作用，它們引起的疾病，分離和培養它們的技術，以及它們在研究和治療中的應用。 

研究這個病毒的目的是消除病毒。我們用這個標準，看一看自 2003 年以來有關於冠狀病毒和其他病毒的這

些論文，來評估 CCP 的真實目的！ 

1. 2003 年非典爆發，科學家開始找可能的病毒來源(有沒有帶有其他目的，我不知道) 於是這些人(帶星號

的是表示人) 包括石正麗，開始在蝙蝠中分離病毒。這篇論文是最早報導在蝙蝠中分離出了冠狀病毒，發

表在 SCIENC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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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8 年，第二篇論文，發表在 JOURNAL OF VIROLOGY 上 

首先，人 SARS 病毒和 2019 中共冠狀病毒都是利用 ACE-2 感染人細胞 

 

 

3. 此論文有三個主要結論 

 

A.蝙蝠病毒無法利用任何 ACE-2 進入人細胞。 

B. 人 SARS 病毒無法結合蝙蝠的 A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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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果把 SARS 病毒和 ACE-2 結合的那一小部分(310-518，大概 200 個氨基酸)拿出來重組給蝙蝠病毒的 S 蛋

白，蝙蝠病毒就可以感染人細胞。 

 

也就是說，在 2008 年，把蝙蝠病毒改造成感染人的方法和技術就已經有了。 

 

4. 就這些實驗的重要性，作者在討論中寫道，蝙蝠病毒不能利用 ACE-2 感染人，尋找 SARS 不是直接從蝙

蝠來的，還要有一個中間宿主。所以我們要繼續在其他野生生物中尋找病毒。 

 

5. 如果看到這結果，我會怎麼想？我會把蝙蝠病毒和 SARS 病毒的 S 蛋白保守的部分找出來，因為這些部

分對於病毒在進化中是重要的，然後用這些部分作為疫苗設計或者藥物抑制的靶點。去研究如何抑制這個

病毒進入細胞！但是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第一時間想到的竟然是去更多的野生動物中分離更多病毒。 

 

6.分離更多的病毒，就能證明中間宿主嗎？比如說，你從中南坑老王八身上分離出來了一種既能感染人，

又能感染蝙蝠的病毒，你只能說明蝙蝠病毒可能通過這條路徑進化成 SARS 病毒，但是你永遠也說明不了

SARS 就是從老王八身上來的。 

 

因此，我認為這只是為他們繼續找各種病毒，豐富生化武器庫製造的一個藉口罷了。 

 

7. 突出顯示的原文中討論部分，是提到分離更多病毒的部分 

 

 

8. 2013 年，石正麗團隊再次在 NATURE 上發表論文，說從蝙蝠中分離出來可以利用 ACE-2 受體感染人細胞

的病毒，但是這病毒真的是從蝙蝠病毒中分離出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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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看下圖。這是拿此論文中新分離出來的可以感染人的蝙蝠病毒，和以前發現的蝙蝠病毒(豎黃線右邊，例

Rs672 以及往右)，以及 SARS 病毒做比較(豎黃左線邊,例從 GZ02 到 SZ3) 

 

10. 如果你看下面的那些蛋白，ORF7a，ORF7b，ORF8，都是和蝙蝠冠狀病毒更相似(豎黃線往右的數值更

大)，其中有幾個更是達 100%，這必須是個蝙蝠病毒。但是上面的幾個蛋白，尤其是負責結合 ACE-2 的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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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和人 SARS 病毒更相似。因此，這個病毒顯示出了一個重組病毒的特徵。 

 

11.至於這是在大自然重組、在蝙蝠體內分離出來的，還是中共的 P4 實驗室進行了重組，而說成是在蝙蝠

中分離出來的？ 

首先，石正麗自己上一篇文章說，SARS 病毒無法利用蝙蝠 ACE-2 進入蝙蝠細胞。和蝙蝠的 ACE-2 有顯著 ACE-2 

區別。所以在蝙蝠中即使有結合 ACE-2 的冠狀病毒進化出來，也很難能利用人的 ACE-2 進入細胞. 

 

12. 再退一步說，假設這真的是蝙蝠中進化出來，既能用蝙蝠又能用人 ACE-2 感染細胞的病毒，那麼只有

可能 S 蛋白和 SARS 更相似，因為需要用的 ACE-2 作受體。但是，為什麼包括 ORF3A，ORF3B 和 S 蛋白都和

SARS 病毒相似度更高呢？ 

 

13. 我幫中共想到一個解釋。蝙蝠修改了自己的 DNA，被 SARS 病毒感染了，然後又不小心飛到雲南，病毒

重組，過了十年，被中共武漢 P4 實驗室（中共武漢病毒研究所）恰巧抓住了。所以我個人觀點，這是在實

驗室重組的病毒，把它發表出來，是為了日後使用這個生化武器作鋪墊，佐證大自然蝙蝠中就有這種病毒。 

 

13. 中共有了這個生化武器，下一步幹什麼？當然是測試一下好不好用了！於是就有了下面這篇論文。這

回他們找了個幫他們做測試的人(為什麼有人會願意和他們合作？因為拿著這個病毒的 S 蛋白隨便做幾個動

物實驗，就可以發表頂級論文，這對有些科學家是巨大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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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這論文是在美國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完成。病毒是用石正麗 2013 年論文中的一株病毒的 S 蛋白，和適

應感染小鼠 SARS 病毒重組。病毒可以很好的感染人細胞。在小鼠實驗中發現，該病毒可以讓小鼠產生肺損

傷。這個研究當時引起了其他科學家的憂慮。因為這會引起潛在的人工病毒洩露爆發的危險。 

 

16. 而中共媒體在前一段時間，也瘋狂攻擊說重組病毒是在美國這個實驗室重組，引用的就是這篇論文。

然而事實是，這個病毒，最關鍵的 S 蛋白，是石正麗給他的！這 S 蛋白來自石正麗在 2013 年的論文中的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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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總結，這是中共生化武器冠狀病毒發展史的 44 篇論文。完成了 1）. 發現蝙蝠病毒。 2）. 重組技術。 

3）.重組病毒建立和洗白。 4）. 動物模型測試。這是從無到有的一整個過程。 

 

18.最後我想說： 

 

1.我引用的結論資料，全部來自中共武漢病毒研究所公開發表的論文。這些證據事實是掩蓋不掉的。而未

發表的資料，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2.中共生化武器的製造，絕對不是個人行為。負最大責任的，是中南坑裡以王岐山為首的老王八和病毒所

的郭德銀，所以絕不能讓石正麗背鍋。 

 

參考文章： 

 

Bats Are Natural Reservoirs of SARS-Like Coronaviruses 

Difference in Receptor Usage betwee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oronavirus and SARS-Like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that uses the ACE2 receptor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原文連結：https://twitter.com/WlKD6iuxiZqBvm7/status/123932713922224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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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在上面這篇文章裡，“冠軍的親爹”（王岐山？）僅僅通過石正麗發表的幾篇論文就揭示了 CCP 的研

發過程以及以石正麗為首的團隊正在研發病毒的事實。並且斷定，按照什麼是病毒學研究定義：也就是研

究病毒的結構、分類和進化，感染和開發宿主細胞繁殖的方式，它們與宿主生物體生理和免疫的相互作用，

它們引起的疾病，分離和培養它們的技術，以及它們在研究和治療中的應用。正常情況下，研究病毒的目

的是消除病毒。石正麗這個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消除病毒，而是製作新的病毒。 

 

石正麗因為研究這個病毒獲得了眾多國家榮譽，僅僅因為她發現和分離了這些病毒就獲得如此巨大的榮譽，

其研究發現的重要性絕對不是因為她的發現研究消滅了已知的病毒，可以斷定是因為其研究發現在整個病

毒生物基因武器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我們通過上文揭示的研發病毒的過程就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一個新發病毒的研發過程，就是“A 發現病毒—B 重組技術—C 重建病毒建立和洗白—D 動物模型測試”這樣

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這也正是我們判定 CCP 病毒一定產生於實驗室的支撐性證據。石正麗的發表的論文

嚴密地證明了這一過程。 

 

換句話說，病毒的研製是整個生化武器研究的核心，而發現病毒是研製病毒的核心和基礎，石正麗正是由

於這個基礎核心的發現的傑出貢獻而獲得榮譽，換句話說，沒有石正麗發現並分離出病毒就沒有新冠病毒

這種武器。可以確定的是病毒的起始來源確實是蝙蝠，在這一點上石正麗並沒有說謊，但是那不是最終的

新冠病毒，也不是豬瘟病毒，而是在實驗室裡經過加工改造後變成新的病毒，換句通俗的話，來源於蝙蝠

並不等於就是蝙蝠身上那個病毒。只不過是這些科學家用詞語來愚弄不懂科學的老百姓。 

 

在這裡，DT 假想一下自己是整個生物基因武器研發的總指揮，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團隊和組織，需要做什麼，

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和研發過程，好的，DT 回答你！ 

 

這個生物基因武器的團隊一定是 3 個團隊，“A 研製病毒—B 研製解藥—C 傳播病毒”，道理很簡單，因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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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必須能夠做到“可防可控，目標明確，指哪打哪”，因為一定是“聽党指揮的槍”。 

好下面我們就對號入座吧。 

 

生化武器超級戰隊 

 
主要部隊番號 戰略支援部隊 主要領導者 主要科學家 

A 研製病毒團隊 
    

 
武漢大學生命科學院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舒紅兵 石正麗 

 
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郭德銀 袁國勇 

B 研製解藥團隊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饒子和  王林發 

 
中科院上海生物醫學板塊 

   

C 傳播病毒團隊 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學院 未知 未知 未知 

     

 

 

DT 挖掘機擁有足夠的資料來證明這種假設和佈局，在以後的文章裡我們將逐步展開，在這裡首先分析幾個

關鍵的時間點對這個佈局加以假設驗證。這種驗證方法很簡單，通俗的講就是你在一張紙張上發現了上千

個點，用線把這些點連起來發現是一幅完美的畫像，那麼問題是這些點是隨機自然產生的嗎？絕對不是是

實現設置好的，不過刻意隱藏了連接點的線。我們找到了這些點也就顯示了這個完整的佈局。 

 

兩個關鍵的時間點 

讓我們依據郭文貴的爆料資料中的“沉船計畫”的描述繼續假設吧：有兩個時間點非常關鍵一個是 2003 年的

SARS，另一個是 2016 年的那場豬瘟。為什麼這樣說，我們猜測 89 年後制定的“沉船計畫”中的生物基因武

器研究的佈局和啟動應該是在 2000 年前後，（也就是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和陳竺的“生物醫學十大平臺

建設計畫”）但是佈局開始了並不意味著有把握找到甚至掌握預想中的終極武器，所以開始的生化武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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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是針對國內的統治包括盜走億萬國民的財富，也就是大健康產業，一方面放毒，一方面賣藥。（關

於這一點將在後面的文章中披露，什麼叫一邊放毒，一邊賣藥） 

 

 

第一個關鍵點：2003 年的 SARS 的重要性 

2003 年的 SARS 使得一切出現了轉機，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 SARS 冠狀病毒一定來自自然界蝙蝠或者實

驗室，這不重要，重要的是 SARS 爆發使得這個團隊看到了研製終極武器的希望，看到了終極武器的效果，

這正是他們需要掌握的病毒武器，於是調動幾乎所有的國家級力量進行研究，當然研究的目的不是消滅這

種病毒，而是在這個病毒的基礎上研製真正的終極武器。 

於是，一切從 2003 年 SARS 開始，於是開始了 P4 實驗室的故事。正是由於 SARS 的爆發，幾個團隊在北京

採集充足的 SARS 活體毒株樣本後，石正麗帶領學生跋山涉水到處抓蝙蝠最終從一隻蝙蝠身上找到並分離出

SARS 病毒。至於這枚病毒是注入到蝙蝠中還是原發自帶病毒沒有足夠的證據，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石正麗

找到了有人分離出 SARS 冠狀病毒的母體，病毒的來源被確定來自自然界的蝙蝠，製作病毒的第二步可以開

始了，找到了研究病毒開發疫苗的正當理由。 

 

那麼為什麼不能直接用 SARS 病毒作為病毒武器呢？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們分析過，新冠病毒的致病力和 SARS

病毒相比只能是個弟弟，發展為重症的比率和致死率遠低於 SARS，但傳播能力卻強過 SARS。而且新冠病毒

比 SARS 病毒更狡猾，潛伏期更長。新冠病毒更符合生化基因武器的標準，要的是傳播能力和潛伏期，而不

是致死率，況且 SARS 已經暴露直接使用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還有一個核心問題需要解決的，就是改造的技術路線問題，就是我們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裡所說的怎麼

最終確定修改 S 蛋白的技術改造方案的。從 S 蛋白的改造，重組病毒的建立，到體內動物實驗，乃至建立

多種病毒的生化武器庫，這是一個漫長的科學實驗和研究的過程，需要人員、設備，甚至實驗設施條件，

以中共國當時的能力是很難做到的，怎麼辦？尋求國際援助，主要是美國，於是千人計畫、青年千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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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沉船計畫是中共的絕密計畫，目前我們只能從文貴爆料窺得一點點資訊，生物基因武器的研發更需要要包

裝和演示，於是 SARS 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藉口，以人民的名義研發病毒。所以，第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是 2003

年的 SARS。 

 

另一個關鍵點：2016 年的 10 月豬瘟 

第二個時間點就是 2016 年 10 月廣東清遠爆發的豬瘟，參與單位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軍事科學院軍事醫

學研究院、華南農業大學、新加坡 DUKE-NUS 新發傳染病研究所和美國生態聯盟（Ecoheath Alliance）。參

加單位還包括泰山醫學院、廣東生物資源應用研究所、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廣東實驗動物監測所和華

北理工大學。之所以興師動眾地組織這麼多團隊進這次處於邊遠山區的病毒研究根本原因是預先知道這是

一次由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引起的畜（豬）直間傳染的新型冠狀病毒而不是新發冠狀病毒，在第二篇文章裡

我們已經論證過，這是一次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實驗演習，目的是獲得資料，檢驗這種病毒武器的傳播效

果。 

第四步動物模擬實驗中的小白鼠實驗已經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 P3 動物實驗室中做過，哺乳動物實驗已經在

中科院昆明動物所或者廣州所的猴子身上做過，現在需要的是人畜共患的傳染實驗。所以選擇一個的偏遠

的山區，一個是為了保密，另一個是為了避免發生實驗洩漏。所以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任何這場詭異的

新型冠狀病毒豬瘟現場研究防疫的真實照片。而只是為了掩蓋公共輿論而發表的研究論文成果，當然這也

是一項可以出名的研究成果。但是這篇論文卻洩漏了秘密：那就是 CCP 在 2016 年已經掌握了這種生物基因

終極武器！ 

於是趙永芳的死就不奇怪了，趙永芳應該是在 2016 年豬瘟爆發更早些的時候在實驗室研究時接觸到了和這

次豬瘟病毒武器試驗相關的抑制劑的研製工作的核心機密，或者說已經開發出來正在組裝，地點就是饒子

和領銜的中科院生物化學所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由於良心發現做出某種舉措而導致被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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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擅露面的饒子和出現趙永芳的葬禮上絕對不是領導關心下屬或者導師關心學生那麼簡單，我們已經有充

足的證據證明饒子和不是趙永芳的導師。在饒子和的簡歷上，雖然顯示他 2011 年已經調任天津南開大學任

校長，但是 2014 年以後的經歷很模糊，可以肯定的是，2016 年饒子和仍然在主持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

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工作，而後他也成為上海科技大學的科研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這意味著什麼？

操控饒子和背後的力量要露面了。我們不僅要問，趙永芳之死真的是這樣嗎？ 

 

2016 年豬瘟病毒武器試驗（可以這樣稱呼了）只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需要一次類比演習獲得資料，然後把

試驗資料登錄到另外一個電腦類比系統中，來通過傳播類比的方式檢測和預測在人群當中傳播造成的效果，

包括對各個國家群體的健康、生活、經濟的影響。 

 

這個模型的名稱我們不知道，但是它的研製者我們根據挖掘資料分析猜測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學院，也

就是郭文貴爆料的那個防化學院，某中心副主任、教授黃順祥，這位立功多次的教授最傑出研究就是氣溶

膠，換句話說就是病毒通過氣溶膠傳播的方式方法途徑及相關資料。他通過實地採集的大量資料建立了病

毒通過氣溶膠傳播的數學模型，因而開發了一套病毒氣溶膠傳播的類比系統。氣溶膠傳播就是這次新冠病

毒的最主要傳播方式。所以說，這個團隊是負責傳播病毒的，或者說投毒的，他們依據這個系統，可以知

道哪裡投放病毒最有效，投放者最安全，是真正的正規生化部隊。 

 

所以說 2016 年的豬瘟是個關鍵點，無意中接觸到核心秘密的趙永芳必須死，雖然她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

雖然她的老公作為一個老老實實的科學家也在給上海科技大學那個隱藏在背後的所有人（包括趙永芳）的

大老闆打工，這真是滑稽。 

 

2016 年的豬瘟是個關鍵點還有另外一層含義，除了已經通過基因武器在豬身上的實驗證實這種病毒“可防可

控”具有設計的“低死亡、高傳播、潛伏期長”的目標效果，最主要的是，這幫科學家集體讓隱藏在背後的大

老闆們確定自己終於掌握了生物基因終極武器，於是變得不再低調，不再韜光養晦，不再悶聲發大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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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沉船計畫變成了病毒航母戰略，開始啟航吧，目標是這個世界的領導者，美國，幹掉美國，統治世界，

千秋萬代，世界是中國的，是領導中國的共產黨的，不是美國的，他們要構建世界命運的共同體，那就是

你們的命掌握在我的手中！ 

 

真的那麼簡單嗎？這個終極武器真的完成了嗎？可防可控的解藥在哪裡？ 

 

請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