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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ssocia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Technology Exchange（CPDE），是在中
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社团法人，是通过医疗技术创新和医药成果产业化，依靠技术的
推动作用，发挥市场的牵引作用，淘汰没有市场的落后技术，推广拥有市场的先进技术，全
方位促进生命科学事业及医药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组成的社会团体。
CPDE 具有覆盖全国及对接国际的医药园区、科研院所、企业厂商、专家学者的会员网络
体系优势，通过打造“中国国际医药健康学术交流和技术交易的平台”，在学术理论、工程技
术、临床试验、市场服务等各个阶段，为社会各个层面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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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闻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19 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19〕26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卫生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
为深入落实《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等文件
要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组织制定了《2019 年
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系人：医政医管局

罗睿、王斐

电话：010-68791885、68791889
国家中医药局联系人：医政司

薛静怡

电话：010-59957815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8 日

附件：
2019 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
一、加强重点制度的建设与巩固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
《关

（一）科学建立预约诊疗制度。进一步扩

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

大分时段预约诊疗和集中预约检查检验比

知》
《关于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医疗服

例，力争预约时段精准到 30 分钟，缩短患者

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有关要求，持续深入

按预约时间到达医院后等待就诊的时间。优

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以下简

化预约诊疗流程，避免门诊二次预约导致重

称行动计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就医获得

复排队的情况。科学合理安排预约放号时间，

感，制定本方案。

避免深夜放号、凌晨放号等情况。在做好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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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挂号、检查检验集中预约的基础上，进一

二、加强重点服务的完善与优化

步加强医疗资源调配，鼓励开展门诊取药、

（四）大力推进区域就诊“一卡通”。整

门诊治疗、住院床位、日间手术、停车等医

合各类就诊卡，积极推进地级市区域内医疗

疗相关流程的预约服务，提高就诊便利性。

机构就诊“一卡通”，有条件的省级行政区域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预约

实现患者就诊“一卡通”。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诊疗志愿者服务。

统筹辖区内各医疗机构的挂号手机软件、网

（二）不断完善远程医疗制度。扩大远程

站，建立统一平台，方便患者就诊。城市医

医疗覆盖范围，三级医院重点发展面向基层

疗集团应当搭建信息平台，在集团内部率先

医疗机构和边远地区的远程医疗协作网。承

实现“一卡通”，力争实现电子健康档案和电

担贫困县县级医院对口帮扶、对口支援等任

子病历信息共享，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连续

务的医院，要与受援医院搭建远程医疗协作

医疗服务。

网，建立远程医疗工作制度，推动远程医疗

（五）持续加强麻醉医疗服务。确定分娩

服务常态化。有条件的三级医院要积极建立

镇痛试点医院，深入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

远程医疗中心，推广“基层检查、上级诊断”

鼓励医院开设麻醉门诊、疼痛门诊，加强儿

的服务模式，提高基层疾病诊断能力。有条

童、老年人、肿瘤患者的镇痛服务。有条件

件的医疗机构，可以探索利用移动终端开展

的医院探索建立门诊无痛诊疗中心、儿童镇

远程会诊。丰富远程医疗服务内涵，针对糖

静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舒适

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搭建医疗机构与患

化的新需要。积极应用快速康复理念指导临

者居家的连续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提高疾病

床实践，提高手术患者医疗服务质量，缩短

管理连续性和患者依从性。

手术患者平均住院日。

（三）大力推动结果互认制度。制订完善

（六）着力推广多学科诊疗服务。推进国

检查检验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广泛开展相

家多学科诊疗试点和中医诊疗模式创新试

关人员培训，提高操作和诊断水平。发挥医

点。以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为突破，

学检验、医学影像、病理等专业质控中心作

推动医疗机构针对疑难复杂疾病、多系统多

用，加大医疗质量控制力度，提高检查检验

器官疾病，开设多学科诊疗门诊，建立多学

同质化水平。在医联体内率先实现医学检验、

科联合诊疗和查房制度。探索建立疑难复杂

医学影像、病理检查等资料和信息共享。通

专病临床诊疗中心。推进中医多专业联合诊

过省级、市级等相关专业医疗质量控制合格

疗和中医综合治疗，开展经典病房试点工作。

的，要在相应级别行政区域内实行检查检验

（七）不断丰富日间医疗服务内涵。在确

结果互认，不断增加互认的项目和医疗机构

保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研究确定第二

数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引入第三方保险，

批日间手术病种，提高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

建立起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风险共担机制，

的比例。制定日间手术病种诊疗规范和日间

减少因互认造成的医疗纠纷和经济损失。

手术中心管理规范，提高日间手术规范化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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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探索建立医护联合门诊、医院社区一体

（一）认真组织实施。以二级及以上医院

化术后伤口管理中心，提高术后伤口照护质

为重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继续按照行动

量。拓展日间服务的病种和服务类型，进一

计划有关要求，巩固改善医疗服务各项工作

步提升住院床位使用效率。

制度。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

（八）继续优化急诊急救服务。建立院前

主管部门，下同）要加强领导，建立重点工

医疗急救中心（站）与院内急诊的信息共享

作跟踪、研究指导和督促落实的工作机制，

机制，力争到 2020 年，各地逐步建立起基于

结合《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五大中心”的急危重症患者救治体系和院前

划（2018—2020 年）考核指标的通知》和本

院内信息共享网络，实现急危重症患者医疗

方案要求，切实做好实施工作。要大力推进

救治快速、高效、高质量。鼓励有条件的地

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管理改革，

方整合资源，探索开展有医疗服务需求的非

依法对电子注册相关信息公开，加快医疗资

院前医疗急救患者的转运服务，加强相关工

源信息共享。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

作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进一步推进完善院务公

（九）提高老年护理服务质量。建立老

开制度，及时公开改善医疗服务的措施，方

年护理服务体系，制定完善老年护理服务指

便群众便捷获取有关医疗服务信息。

南规范，加强老年护理从业人员培训，提升

（二）提升医院满意度。各医院要加强面

老年护理服务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增加

向患者的信息化服务，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

护理院（站）、护理中心数量，开展“互联

餐饮、网络、阅读等就医环境，改善卫生间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加快发展社区和

状况，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要不断改善医

居家护理服务，积极开设家庭病床，扩大老

务人员工作环境和就餐、安保等后勤保障条

年护理服务供给，不断满足老年人群健康服

件，完善值班室、淋浴室等基本生活设施，

务需求。开展中医特色护理，提高中医护理

提升医院员工满意度。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水平。

门要督促辖区内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加

（十）开展长期用药的药学服务。加大药

入全国医院满意度监测平台，建立满意度管

师配备力度，持续开展药学服务培训，重点

理制度，动态监测患者就医体验和医务人员

提高长期用药的药学服务能力。鼓励药师参

执业感受，指导医院查找并解决影响医患双

与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为长期用药患者

方满意度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定

提供用药信息和药学咨询服务，开展个性化

期向各省份反馈医院满意度评价结果。

的合理用药宣教指导。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

（三）强化宣传引导。地方各级卫生健康

探索开展用药随访、病情监测、药物重整等

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将宣传与改

工作，为长期用药患者提供专业的药学服务，

善医疗服务同步推进，加强典型案例的挖掘

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和宣传，展示工作成效，树立行业形象。工

三、工作要求

作中发现的先进典型和工作亮点，要及时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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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面材料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委将继续组织媒体，加强对各地、各医疗机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国家卫生健康

构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药品
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国卫药政函〔2019〕8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药品临床价值为导向，不断增强药政管理领

兵团卫生健康委，药具管理中心、统计信息

域补短板、强弱项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

中心、卫生发展中心（国家药物和卫生技术

建立健全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标准

综合评估中心）、心血管中心、癌症中心：

规范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国家药物政策，
提升药品供应保障能力，促进科学、合理、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药

安全用药。

品供应保障制度的决策部署，及时准确掌握

二、全面开展药品使用监测

药品使用情况，不断提高药品规范科学使用

（一）建立健全药品使用监测系统。

管理水平，更高质量保障人民健康，现就开

依托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和区域全

展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有关事项通

民健康信息平台，建立国家、省两级药品使

知如下：

用监测平台和国家、省、地市、县四级药品

一、充分认识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

使用监测网络，实现药品使用信息采集、统

评价的重要性

计分析、信息共享等功能，覆盖各级公立医

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是促进药

疗卫生机构。国家组织制订药品使用监测指

品回归临床价值的基础性工作，是巩固完善

南及相关技术规范，指导各地有序开展工作。

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措施，是健全药品供应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区域全民健康

保障制度的具体要求。《“健康中国 2030”规

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与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

划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

统和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等对接。地方各级卫

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等文件

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组织辖区

对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提出了明确

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准确报告药品使用信

要求，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开展药品

息，要结合本区域药品供应使用实际情况和

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确定为卫生健康部

特点，推进基于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的药

门的法定职责。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坚

品使用信息智能化监测，提高监测效率，减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

轻基层工作负担。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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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统筹负责辖区内药品使用监测的责任单

定期形成监测报告，加强与工业和信息化、

位和责任人，公立医疗机构要明确责任部门

医保、药监等部门和药品集中采购机构的沟

并指定专职或兼职人员，按照要求及时、准

通协调，强化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共用，

确报告药品使用信息。

持续有效保障药品供应，更好促进“三医”

（二）统筹开展药品使用监测工作。

联动。

坚持点面结合、分类推进。一是开展全

三、扎实推进药品临床综合评价

面监测，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主动

（一）加强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组织管理。

配合，系统收集并报告药品配备品种、生产

加强统筹规划，有效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国

企业、使用数量、采购价格、供应配送等信

家和省级医疗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学协会

息。二是实施重点监测，在全国各级公立医

等机构的作用，稳妥有序推进药品临床综合

疗卫生机构中抽取不少于 1500 家机构，在全

评价工作。国家组织制订管理指南，委托相

面监测工作基础上，对药品使用与疾病防治、

关技术机构或行业学协会制订评价方法和标

跟踪随访相关联的具体数据进行重点监测。

准等技术规范，建立临床综合评价专家委员

坚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2019 年，全民健

会，围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鼓励仿制药品

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一期试点省份、国家组织

目录、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等遴选，

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城市、各省（区、市）重

组织开展综合评价。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点监测医疗卫生机构，要以国家基本药物、

根据国家部署安排和相关指南规范要求，兼

抗癌药降价专项工作药品和国家组织药品集

顾辖区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需求，组织优势

中采购试点品种为重点，按照要求开展药品

力量，因地制宜开展综合评价工作。鼓励医

使用监测。2020 年，监测范围基本覆盖二级

疗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学协会等机构结合

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并向基层医疗卫生机

基础积累、技术特长和临床用药需求，对药

构延伸，逐步实现对所有配备使用药品进行

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等开

监测。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自主

展综合评价。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药品临

自愿参与药品使用监测工作。

床综合评价时，要充分利用药品使用监测数

（三）分析应用药品使用监测数据。

据，并将评价结果作为本单位药品采购目录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

制定、药品临床合理使用、提供药学服务、

要加强对监测信息的分析利用，针对医疗机

控制不合理药品费用支出等的重要依据。

构药品实际配备和使用情况，分析用药类别

（二）科学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实施

结构、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使用、仿制药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机构要根据实际需要，

和原研药使用、采购价格变动、药品支付报

充分运用卫生技术评估方法及药品常规监测

销等情况，为临床综合评价提供基础信息，

工具，融合循证医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

并指导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和上下级医疗机构

临床药学、循证药学、药物经济学、卫生技

用药衔接。在数据分析和深度挖掘基础上，

术评估等知识体系，综合利用药品上市准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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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不良反应监测、

有设施资源，细化政策措施，争取多方支持，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监测、药品临床实践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人员培训，有序规范推

“真实世界”数据以及国内外文献等资料，围

进。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做好风险防控，对

绕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创新性、

于临床综合评价结果的公开发布要稳妥审

适宜性、可及性等进行定性、定量数据整合

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组织开展的

分析。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每年对辖区

临床综合评价，承担和参与评价工作的机构

开展临床综合评价情况进行一次汇总分析，

和单位未经授权和允许不得对外发布和泄露

及时掌握辖区内医疗机构和相关技术机构综

相关信息。

合评价工作推进和落实情况。在实践过程中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不断积累完善基础数据，加强证据质量分级

部门要明确任务分工，相关机构和单位要在

研究，建立健全药品技术评价与药物政策评

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国家卫生健康委统

估指标体系和多维分析模型，促进评价工作

计信息中心承担药品使用监测基础数据库和

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药品采购使用编码（YPID）的技术支持和动

（三）建立评价结果应用关联机制。各级

态维护，制订药品使用监测指南及相关技术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科学运用药品临床综合

规范，承担国家药品使用监测系统建设管理

评价结果，加强与医保、药监等部门的沟通

和数据分析报告。国家卫生健康委药具管理

共享，促进完善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

中心承担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具体事务性工

用等药物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突

作，提出评价工作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卫

出药品临床价值，推动有关证据用于国家基

生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牵头组织制订药品临床

本药物、鼓励仿制药品、鼓励研发申报儿童

综合评价管理指南和相关技术规范，提供技

药品的遴选和动态调整；指导医疗机构药品

术指导咨询；指南和技术规范的制订要充分

采购和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不断优化

发挥相关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行业学协会

医疗机构用药结构，提高安全用药、合理用

等专业学术团体作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药水平；提出药品价格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

国家癌症中心等国家级机构要充分发挥带头

目录内药品生产鼓励扶持政策的建议；促进

示范作用，承担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相关专项

卫生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控制不合理药品费

指南的制订，积极主动汇集临床证据、开展

用支出；提出改进药品剂型、规格、包装合

相关评价并推动评价结果的应用等。
（三）保障数据安全。各地要按照“谁主管、

理化建议，引导企业研发生产适宜临床需求

谁负责，谁授权、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

的药品。

的原则，加强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过

四、组织实施

程中的数据采集、存储、挖掘、应用、运营、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药品使用监测
和临床综合评价是一项创新性、系统性工作。

传输等环节的安全和管理。各责任单位要建立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和拓展现

健全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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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一把手”责任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

取数据，不得擅自利用和发布未经授权或超出

密规定，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

授权范围的数据。

构建可信的网络安全环境，提升关键信息基础

国家卫生健康委

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保障数
2019 年 4 月 3 日

据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非法手段获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持续
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9〕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制，提高感染性疾病综合诊疗水平。要研究

兵团卫生健康委：

建立多学科诊疗的工作机制和标准化操作流

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程，在保证诊疗质量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纲要》和《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

二、着力提高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能力

（2016-2020 年）》，持续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

（三）广泛开展抗菌药物知识培训。各级

用管理，保证医疗质量，遏制细菌耐药，现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建立规范

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合理的培训考核制度，制订培训大纲和培训

一、进一步优化抗菌药物管理模式

计划，对相关医务人员开展感染性疾病规范

（一）制订和实施抗菌药物管理技术规

化诊疗、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医院感染防控

范。各医疗机构要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等培训及考核。重点加强对医师的培训，提

管理办法》各项要求，制订系统的、可操作

高对感染性疾病诊疗规范、临床路径的依从

的抗菌药物管理技术规范并认真落实。要树

性。经本机构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师，方可

立科学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理念，明确

授予相应的抗菌药物处方权。不得单纯依据

改善感染性疾病转归和提高医疗质量的管理

医师职称授予处方权限。

目标。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抗菌

（四）高度重视相关学科建设。通过加大

药物管理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带领本机构抗

学科建设力度，健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菌药物管理工作组，发挥多学科专业团队优

技术支撑体系。要落实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

势，做好具体管理工作。

染性疾病科的建设要求，在 2020 年以前设立

（二）推进感染性疾病多学科诊疗。各医

以收治细菌真菌感染为主要疾病的感染病区

疗机构要重点针对疑难感染性疾病加强重症

或医疗组，加快感染性疾病诊疗能力建设。

医学、感染性疾病、临床药学、临床微生物

加强临床药师培养和配备，转变药学服务模

等学科的联系协作，做好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式，充分发挥临床药师在感染性疾病诊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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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认真执行微生物标本采集、送检相

率较高的含酶抑制剂复合制剂等抗菌药物进

关的卫生行业标准与专家共识，提高细菌真

行重点监控，纳入专档管理。

菌感染的病原学诊断水平。加强医院感染管

（八）合理调整抗菌药物供应目录。医疗

理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医院感染管理和业务

机构要落实抗菌药物供应目录遴选和评估制

技术水平。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上述

度，综合考量新药和新技术应用情况，对抗

要求纳入医院评审，促进工作落实。

菌药物供应目录进行科学合理的动态调整。

（五）提高基层抗菌药物使用水平。各级

目录调整周期原则上为 2 年，最短不少于 1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结合分级诊疗制度和医

年，避免无理由地频繁调整供应目录品种。

联体建设，加强对县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

供应目录应当满足临床感染性疾病诊疗需

技术支持。通过进修培训、对口支援、远程

要，杜绝违规目录外用药或外购用药情况发

会诊等方式，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学习执行相

生。同时，应当根据临床实际，及时启动供

关诊疗规范、临床路径，提高合理用药意识，

应目录调整，将耐药率高、不良反应多、循

促进基层规范诊治感染性疾病。

证医学证据不足、违规使用突出的药品，清

（六）做好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严格落

退出供应目录，避免长时间不调整供应目录。

实医院感染防控基础措施，提高医师手卫生依

（九）减少预防使用和不合理静脉输注。

从性，执行有关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重点加

继续加强Ⅰ类和Ⅱ类切口围手术期预防使用

强对 ICU、呼吸、急诊等重点科室以及基层医

抗菌药物的管理，改变过度依赖抗菌药物预

疗机构的医院感染防控，减少中心静脉导管相

防手术感染的状况。限制门诊静脉输注抗菌

关血流感染、呼吸机相关肺炎、导尿管相关尿

药物的地区，要重点关注急诊静脉输注抗菌

路感染、透析相关感染、手术部位感染、操作

药物的情况，强调“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

后肺炎以及多重耐药感染的发生，加强碳青霉

不输液”的原则。各地要根据抗菌药物使用

烯类耐药革兰阴性菌所致感染的防控和监测。

监测结果，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不合理的

通过做好医院感染防控，控制耐药菌、条件致

预防性使用和静脉输注抗菌药物。

病菌及其他病原微生物的传播，降低医院感染

四、提升抗菌药物管理水平

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使用需求。

（十）加强信息化管理。各医疗机构要结

三、狠抓抗菌药物应用的重点环节管理

合电子病历推进工作，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七）加强专档管理的内涵建设。根据临

管理的各项要求嵌入医院信息系统。依托信

床监测情况，继续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及

息化手段，落实医师抗菌药物处方权限、药

替加环素实行专档管理，并做好其内涵管理。

师处方审核资格、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

专档管理要覆盖处方开具、处方审核、临床

点评以及动态评估和预警等要求。发挥信息

使用和处方点评等各环节。要严格落实《碳

化在辅助诊断、临床决策支持等方面的积极

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碳青

作用，逐步实现抗菌药物科学化、精细化、

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评价细则》和《替

自动化、智能化、个体化管理。

加环素临床应用评价细则》，遏制碳青霉烯类

（十一）开展阶段性效果评估。各地、各

耐药过快增长的势头。鼓励医疗机构对耐药

医疗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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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阶段性效果评估。除抗菌药物使用指

学合理设定监测指标，及时发现工作薄弱环

标和细菌耐药控制情况外，对抗菌药物管理

节，指导做好医院感染防控工作。

效果的评估还应当充分考量疾病转归和患者

五、开展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

预后等有关指标，如感染性疾病治愈率和归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

因病死率、医院感染发生率、药物不良事件

加强对患者的合理用药指导，充分宣传抗菌

发生率、艰难梭菌感染发生率等。重点加强

药物使用误区和不合理使用的危害；纠正患

对脓毒症（包括败血症）、脓毒性休克等患者

者不规范的自我治疗行为，在谨慎使用抗菌

初始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评估。

药物的同时，遵医嘱、足剂量、足疗程地使

（十二）做好临床监测。各医疗机构要按

用抗菌药物。建立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定期宣

照要求向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和细菌耐

传机制，每年 11 月第三周与世界卫生组织同

药监测网报送监测数据，并确保数据质量。

步开展宣传活动。将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科普

鼓励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扩大监测范围，

宣教融入到社区和基层文化活动中，充分利

尤其关注儿童、老年人、孕产妇等特殊人群

用公共媒体、新媒体等多种形式，为社会公

的用药监测，并重视对监测结果的评价和利

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报道，科学宣传抗菌药

用。同时，开展医院感染主动监测与前瞻性

物使用知识。

评价，及早发现并降低感染风险。加强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机构内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医院感染监测，科

2019 年 3 月 29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
疫苗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办函〔2019〕27 号
市场监管总局：
你局关于建立疫苗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同意，现函复如下：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牵头的疫苗管理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疫苗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3 月 22 日

附件
疫苗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进一步提升疫苗

管理能力水平，形成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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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管理体系，经国务院同意，建立疫苗管理部

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

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整成员单位，不再另行报国务院批准。

一、主要职能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国家药监局，承担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统筹研究疫

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兼任

苗产业布局、行业规划、生产流通、质量安

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

全、供应储备、预防接种、补偿赔偿等重大

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问题，加快推进疫苗技术创新、工艺优化和

三、工作规则

产业升级；定期分析疫苗安全形势，会商研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

判疫苗案件办理、信息发布，组织制定疫苗

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

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提出加强和改进疫苗工

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

作的意见，推进监管能力建设和监管方式创

会议的建议。在全体会议之前，召开联络员

新；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

二、成员单位

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专题研究

联席会议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

特定事项时，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和专家参

康委、国家药监局、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

与。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并印发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四、工作要求

障部、国务院国资委组成，市场监管总局、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为牵头单位。

疫苗管理工作有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联席会议由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健

措施或提出政策措施建议；认真落实联席会

康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国家药监局

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沟通，

主要负责同志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

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

志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

联席会议作用，形成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

志担任成员（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

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

作变动等原因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

情况。

疫苗管理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张

茅

马晓伟
副召集人：李 利

成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
国家药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焦

红

国家药监局局长

李

斌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员：郭卫民

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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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章泽

中央编办副主任

连维良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徐南平

科技部副部长

王江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孙力军

公安部副部长

赵大程

司法部副部长

程丽华

财政部副部长

汤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涛

任洪斌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徐景和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

陈时飞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
加强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督检查的通知
药监综械管〔2019〕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医疗器械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

为进一步加强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

法》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

督检查，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医疗

法》等法规、规范、标准得到有效执行，企

器械安全有效，保证公众用械安全，根据 2019

业法治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质量意

年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安排，现就进一步加强

识、自律意识、诚信意识进一步提升。

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督检查通知如下：

二、检查范围

一、检查目标
（一）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格依照法规和标准从

生产环节：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
织对本行政区域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开展监督检查。

事生产经营活动，全面加强风险防控和质量
管理，保障医疗器械质量安全。
（二）各级监督管理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

流通和使用环节：由市县级负责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开展监督检查。

责，全面加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监

三、检查重点

管，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证公众
用械安全。
（三）保障《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医

（一）生产环节检查重点。《医疗器械监
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
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其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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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否合法；（4）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

是否真实完整，相关信息是否能够追溯；
（5）

等法规、规范、标准要求是否全面落实。重

是否经营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

点检查：（1）上一年度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

淘汰的医疗器械；（6）运输、储存条件是否

查报告、监督管理部门抽验和检查发现的问

符合标签和说明书的标示要求，经营需冷链

题是否完成整改；（2）企业法定代表人（企

管理的医疗器械是否配备相适应的设施设

业负责人）、管理者代表及相关质量人员是否

备；（7）是否履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

接受过法规培训和考核；（3）洁净室（区）

关义务。

的控制是否符合要求；（4）生产设备、检验

（三）使用环节检查重点。《医疗器械监

设备是否与所生产产品和规模相匹配；（5）

督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

产品变更是否履行变更程序，特别是强制性

法》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

标准实施后是否履行变更程序；（6）采购环

法》
《医疗器械冷链（运输）管理指南》等法

节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对供应商进行审核评

规、规范、标准要求是否全面落实。重点检

价，特别是一次性输注器具生产企业是否符

查：（1）是否购进、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

合聚氯乙烯输液输血器具中荧光物质识别及

案、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淘汰

定量补充检验方法的要求，是否对原材料进

的医疗器械；（2）是否建立覆盖质量管理全

行控制；（7）生产环节是否对特殊工序和关

过程的使用质量管理制度；（3）是否严格查

键过程进行了识别和有效控制；（8）灭菌过

验供货商资质和产品证明文件；（4）对无菌

程控制是否符合要求，尤其是产品的无菌性

和植入类医疗器械是否建立并执行使用前质

能和环氧乙烷残留量是否满足标准要求，有

量检查制度；（5）是否对植入和介入类的医

相应的检验或者验证记录；（9）质量控制及

疗器械建立使用记录，植入性医疗器械使用

产品放行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以及经注册的

记录是否永久保存，相关资料是否纳入信息

产品技术要求；
（10）是否建立与所生产产品

化管理系统，相关信息是否能够追溯；（6）

相适应的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收集方法，是否

储存条件是否符合标签和说明书的标示要

及时收集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信息，对存在安

求，对需冷链管理的医疗器械是否配备相适

全隐患的医疗器械，是否采取了召回等措施，

应的设施设备；（7）是否履行医疗器械不良

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事件监测相关义务。

（二）流通环节检查重点。《医疗器械监

四、检查方式

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一）企业自查。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器械冷

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在全面自查的基础

链（运输）管理指南》等法规、规范、标准

上，分别填写自查表（附件 1、2、3），由生

要求是否全面落实。重点检查：（1）是否未

产经营企业或者医疗机构盖章，法定代表人

经许可（备案）从事经营（网络销售）医疗

（负责人）签字，并对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

器械；（2）是否经营（网络销售）未取得注

确性和完整性负责。5 月底前，生产企业自查

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医疗器械；（3）购销渠

表上报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经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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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查表上报所在地市县级负责医疗器械

五、工作要求

监督管理的部门，医疗机构自查表上报所在
地市级负责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部门。

（一）高度重视，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各
级监管部门要深化风险管理意识，采取更加

（二）监督检查。
（1）各省级药品监督管

有效措施，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全面加强对

理部门应当针对企业自查情况组织对本行政

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的监管，通过监督检

区域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全
面检查，特别是对重点检查项目的检查，督
促企业认真进行自查并及时完成整改。各省
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结合本行政区域无
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情况，以及风
险等级和信用等情况合理设置检查频次，突
出检查效能，对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每
年开展不少于 1 次全项目检查。各市县级负

查，督促指导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切实
落实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要求，保证产
品安全有效。
（二）完善机制，拓宽发现问题渠道。各
级医疗器械监管部门要通过各种渠道，收集
安全风险信息，每季度要开展一次安全形势
分析，及时研判风险状况、及时采取措施加

责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部门要抽取不少于

强监管。鼓励有奖举报，形成社会共治合力，

15%的本行政区域经营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

并从投诉举报中挖掘有价值的违法违规案件

械企业和医疗机构开展经营使用环节的监督

线索。

检查。对未提交自查报告和自查报告弄虚作

（三）严格履职，确保监督检查任务落到

假的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严格监管，对于

实处。各级医疗器械监管部门要精心安排、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从重处罚。（2）各省级

认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各项工作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组织对植入性医疗器械

任务落到实处。对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

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管理者代表进行法

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纪依规追

规、标准培训，组织召开无菌和植入性医疗

究相关人员责任。

器械生产企业汇报会，并可邀请专家点评，
国家局抽取部分省局派员听取汇报。（3）各
市县级负责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部门发现非
法经营关注度高、使用量大的注射用透明质
酸钠等产品和利用体验式、会销等营销方式
进行超范围经营，无证经营和经营无证医疗
器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三）督查督导。国家局组织督查组，对

（四）及时报告，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请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将监督检查总结报告的电子版和纸质
版报送国家局。总结报告应当包括对本行政
区域内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和使用环节检查
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4、5）、检查发现的主要
问题、处理措施、相关意见和建议等。
联系人：王昕（生产）、杨志强（流通）

各地监督检查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听取省药

电 话：010-88330651、88330642

品监督管理局和市县负责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的部门监督检查情况，随机抽取部分企业的

传 真：010-88363234、88330682

自查、监督检查以及处罚情况，纳入对地方

邮 箱：qxjgsc@nmpa.gov.cn（生产）
qxjglt@nmpa.gov.cn（流通）

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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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19 年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企

1.2019 年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略）

业自查表（略）

5.2019 年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经营使

2.2019 年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经营企

用单位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略）

业自查表（略）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3.2019 年医疗器械使用单位质量管理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

查表（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
（2019 年第 25 号）
为规范仿制药审评和一致性评价工作，优化工作程序，强化服务指导，保证公平、公正、
公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现予发布。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6 年 5 月发布的《关于发
布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参比制剂备案与推荐程序的公告》（2016 年第 99 号）同时废
止，原发布的参比制剂相关文件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附件：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
国家药监局
2019 年 3 月 25 日

附件：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
为规范仿制药审评和一致性评价工作，

（一）原研药品选择顺序依次为：国内上

优化工作程序，强化服务指导，保证公平、

市的原研药品、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研企业

公正、公开，现明确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

在中国境内生产或经技术转移生产的药品、

选与确定程序如下。

未进口原研药品。

一、遴选原则
参比制剂遴选应以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
仿制药品为目标，按如下顺序选择：

原研药品是指境内外首个获准上市，且
具有完整和充分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作为
上市依据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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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原研药品停止生产或因质量等原

药审中心将对外公示审议结果，公示期

因所致原研药品不适合作为参比制剂的情况

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后，报国家药品监督管

下，可选择在美国、日本或欧盟等管理规范

理局发布，对有异议的品种，按照参比制剂

的国家获准上市的国际公认的同种药品、经

存疑处理方式处理。

审核确定的在中国境内生产或经技术转移生

（三）参比制剂存疑处理方式。

产的国际公认的同种药品。

企业对公示或已发布的参比制剂有异议

国际公认的同种药物是指在美国、日本

的，可向药审中心提出异议和建议。药审中

或欧盟等获准上市并获得参比制剂地位的仿

心将对企业提交论证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

制药。

分类处理。

（三）其他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估确
定具有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药品。
参比制剂遴选路径与确定程序流程图见

1.对既往经专家委员会论证或现行法规、
政策等可解决的异议，药审中心经审议后在
4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附 1。
二、遴选路径
（一）企业及行业协会申请。
药品生产及研发企业或行业协会应按照

2.上述之外的异议，药审中心参照遴选程
序组织召开专家委员会审议，在 60 个工作日
内予以答复，原则上同一问题专家委员会论
证不超过 2 次。

上述原则，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向国

（四）沟通交流机制。

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

企业在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过程中遇到

提出申请，药审中心在 6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

重大技术问题的，可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

复。

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与药
企业及行业协会应按要求参照《参比制

审中心进行沟通交流。

剂遴选申请表》（附 2）和《参比制剂遴选申

四、其他要求

请资料目录》（附 3）向药审中心提交申请资
料。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网址：

（一）申请自证作为参比制剂的药品生产
企业应保障参比制剂的质量与可及性。
（二）企业和协会应保证申请资料的真实

https://wbca.cde.org.cn/wbca/。
（二）药审中心推荐。

性和完整性。

药审中心可基于药品注册资料及相关信
息推荐参比制剂。
三、确定程序

（三）如经核实存在提供虚假信息、参比
制剂停止供应或存在质量问题等情况，将撤
销该药品参比制剂资格。

（一）审核与审议。
药审中心对企业及行业协会提交的申请

附件：

资料进行审核，并形成初步审核意见，提交

1.参比制剂遴选路径与确定程序流程图（略）

专家委员会审议。

2.参比制剂遴选申请表（略）

（二）公示与发布。

3.参比制剂遴选申请资料目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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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国家医保局关于 2019 年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的解读
为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医保药品目录

通用名（含剂型）下，无论是哪个规格、哪

调整的程序和规则，强化工作监督，国家医

个企业生产的品种，均纳入报销范围。以目

保局对《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录中的枸橼酸铋钾颗粒剂为例，初步统计，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解读。

国内有 40 余家企业生产，无论商品名是什么，

一、现行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基本情况

都属于医保药品目录范围。

是怎样的
现行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 2017 年版，

本次目录调整，我们仍坚持按通用名管
理，不针对具体企业。

包括 2017 年、2018 年两次医保准入谈判的药
品在内，西药和中成药共计 2588 种。医保药

三、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总
体思路是什么

品目录分为凡例、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

本次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对

四部分。凡例是对目录编排格式、名称剂型

医保药品目录进行的首次全面调整，是落实

规范、限定支付范围等内容的解释和说明；

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要求，认真履行国

西药部分包括了化学药和生物制品，主要按

家医保局职责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调整我

ATC 分类编排，药品使用通用名，剂型单列；

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成药部分包括了中成药和民族药，采用功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能主治分类，药品使用通用名；中药饮片部

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

分采用排除法，规定了基金不予支付费用的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千方百计保基本、

饮片范围。西药部分和中成药部分分为甲乙

始终做到可持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两类，甲类一般是同类药品中可供临床首选、

在确保基金可承受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目录

价格较低的药品，乙类一般是同类药品中可

范围，努力实现药品结构更加优化，管理更

供临床选择、价格相对较高的药品。参保人

加规范，进一步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益，提

发生符合规定的甲类药品费用，全额纳入报

升医保药品保障水平的目标，有效缓解参保

销范围，按规定比例报销；乙类药品费用先

人员用药难用药贵的问题。

扣除一定的个人自付部分后，再按规定比例
报销。
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的西药和中成

四、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范围
和重点有哪些，什么样的药品不在考虑范
围？是否需要企业提交药品基础材料
根据《方案》，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入

药是如何按通用名进行管理的
根据我国药品上市情况和管理的需要，

的西药和中成药应当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医保药品目录西药部分和中成药部分采用药

（含）以前经国家药监局注册上市的药品。

品通用名进行表述，不涉及具体企业，同一

符合条件的都会被纳入本次目录调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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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范围。有关基础数据以国家药监局批
准上市的药品信息为基础，针对药品进行评

六、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具体程序是怎
样的

审，不接受企业申报或推荐，不收取评审费

根据《方案》，目录调整主要有以下程

和其他各种费用。对于纳入谈判的品种，需

序：一是国家医保局成立工作组，起草工作

要企业按要求报送材料。本次目录调整将优

方案并征求相关部门、地方医保部门、有关

先考虑国家基本药物中的非医保品种、癌症

学（协）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药品生

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高血压和糖

产流通企业代表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二是

尿病等慢性病治疗用药、儿童用药以及急抢

按程序组建专家库、建立评审基础数据库，

救用药等。

并制定相关廉政保密规则等；三是开展医保

根据医疗保障制度保障功能定位及医保

用药咨询调查。从遴选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用药的基本原则，一些药品是不能纳入目录

一定数量的专家，对所有药品进行投票，提

范围的：比如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品，含国

出意见建议。四是咨询专家确定评审技术要

家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预防性的疫

点，根据技术要点分专业进行评审，确定调

苗和避孕药品等公共卫生用药，用于减肥、

入调出的备选药品名单；五是分地区分科室

美容、戒烟等的药品。这些有的是改善生活
品质的，有的是起预防作用的，有的属于公
共卫生保障范围，均不纳入目录调整的范围
内。对于非处方药品（OTC），国际上普遍不
予报销，此次调整原则上不再新增。
五、谈判准入的药品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谈判准入是近年来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
式方面的一个重大创新，2017 年和 2018 年，
医保部门通过谈判方式在医保药品目录中分
别纳入了 36 个和 17 个药品，包括了利拉鲁
肽、曲妥珠单抗、来那度胺、奥西替尼等，
对于提高参保人员用药保障水平、保证基金
平稳运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次目录
调整我们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对谈判准
入的方法做了进一步完善。对于那些临床价
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

随机抽取遴选专家对备选药品进行投票；六
是根据投票结果以及拟纳入的品种数量，确
定调入调出药品名单，根据药品的情况分为
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并对需要加强管理的
药品提出相应管理措施；七是公布常规准入
目录和谈判药品名单；八是征求拟谈判药品
企业意愿，组织企业按要求提供材料后，由
专家进行药物经济学和基金承受能力评估，
根据专家评估意见与企业谈判确定全国统
一的医保支付标准和管理政策；九是医保局
发文将谈判成功的药品纳入目录，同步规定
管理和落实要求。预计在今年 10 月前完成
全部工作。
七、与上一轮调整相比，本轮调整评审
程序增加了“医保用药咨询调查”环节，有
何考虑

家药品，应当通过专家评审和投票遴选之后，

开展医保用药咨询调查，一是为了更好

由谈判专家与企业谈判形成双方认可的全国

地了解临床用药需求，使医保药品目录更好

统一的支付标准后才可以纳入目录范围，以

与患者临床需求相契合。二是在评审前期更

确保基金安全。另外，考虑到部分专利独家

大范围地了解各地专家对医保用药品种方面

药品的仿制药可能会在目录调整期间上市，

的意见建议，使此次目录调整的基础更广泛、

在此次调整中规定对独家药品的认定时间以

更科学、更扎实。三是为了提高目录调整的

遴选投票日的前一天为准。

公平性，确保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公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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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并接受社会各界的投诉举报。二是完善内控

八、媒体此前报道，国家医保局将建立

机制。明确工作岗位和人员责任，完善信息

医保药品目录的退出机制，今年对药品调出

保密、利益回避、责任追究等制度措施，确

有什么考虑呢

保目录调整工作公正、安全、有序。三是强

对于调出的品种范围，我们有所考虑，

化专家监督。建立专家负责、利益回避、责

比如药品监管部门已经撤销通用名下所有批

任追究等制度，所有评审、遴选工作全程留

准文号或吊销《进口药品注册证》的，药品

痕，确保专家独立、公正提出评审意见。四

监管部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等将直接

是所有工作人员和专家都签订保密和廉政协

调出目录；其他一些药品的调出，均需要经

议，专家还要签署无利益冲突声明。

过严格的专家评审程序，例如专家评审后认

对于社会上个别组织或个人自称有“路

为临床价值不高、已经可以被完全替代的品

子”能够让某个药“包进目录”的行为，国

种，可能会被调出目录。

家医保局郑重声明：任何声称能“包进”、
“帮

九、国家医保局采取了哪些措施加强监
督，保证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公平公正

助进入”的说法和宣传，都是虚假的，请广
大公众和企业保持警惕。遇有相关情况，请

国家医保局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医保药品

及时向我局或公安机关反映。联系地址：北

目录调整中监督机制的建设：一是主动接受

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9 国家医疗保

各方监督。国家医保局直属机关纪委专门成

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邮编：100830，电子

立监督组，安排专人全程参与目录调整工作，

邮箱：gjypmltz2019@nhsa.gov.cn。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持续
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解读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

泛开展抗菌药物知识培训，提高基层抗菌药物

划纲要》和《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

使用水平，做好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二级以

（2016-2020 年）》，持续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

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要在 2020 年以前设

用管理，保证医疗质量，遏制细菌耐药，国

立以收治细菌真菌感染为主要疾病的感染病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持续做好抗

区或医疗组；三是狠抓抗菌药物应用的重点环

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

节管理，加强专档管理的内涵建设，合理调整

简称《通知》）。

抗菌药物供应目录，减少预防使用和不合理静

《通知》着力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脉输注；四是提升抗菌药物管理水平，加强信

充分听取了行业内专家的意见，提出了以下五

息化管理，做好临床监测，并开展阶段性效果

个方面工作要求：一是进一步优化抗菌药物管

评估；五是开展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加

理模式，各医疗机构应制订和实施抗菌药物管

强对患者的合理用药指导，建立抗菌药物合理

理技术规范，同时推进感染性疾病多学科诊

使用定期宣传机制，为社会公众提供准确的信

疗；二是着力提高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能力，广

息和报道。

18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2

行业发展
“4+7”对医药行业的 10 大影响与 4 大趋势预判
2018 年 12 月 7 日，随着《4+7 城市药品

录》，国家取消 530 种药物的最高零售价，生

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表》的发布，4+7

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 3 元、中成

城市集中采购（以下正文简称“4+7”）尘埃

药日均费用不超过 5 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

落定，降价幅度超预期引发业界沸沸扬扬讨

很多药品借机大肆提价，导致药品价格混乱，

论，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和深思。找出其中

一定程度上失控。

若隐若现的规律，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对国家

2.真空乱战期：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

医保局主导的集中采购或将有更加清醒的认

国家发改委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建

识和明确的应对策略。“4+7”是国家医保局

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

作为超级买家从幕后走向前台的第一标，也

依旧在，如何定价成为一个难题。大部分省

是药品集中采购的里程碑事件，对行业将产

区市以卫计委主导的招标或集中采购为平

生深远影响。那么，其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台，以全国最低价、几省平均价、几省最低

都有哪些呢？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医药

价、三明联盟价格、周边省市价格等为参考

观察家报特邀南京乐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合伙人郭新峰及王晶莎作出专业解答。
短期影响
（一）诞生新的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

的上限价，以竞价、谈判议价、备案采购等
方式产生药品价格。
3.医保支付价主导期：此次“4+7”医保
局挑大梁，中选价成为口服常释剂型或注射
剂的医保支付价，也成为定海神针和价格天

1.发改委定价时期：1996 年开始，原国

花板。“4+7”只是医保局主导，以点带面走

家经贸委《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对药品

出的第一步。医保局作为超级买家，主导采

价格进行定价。2000 年，根据国务院的要求，

购价格，牢牢掌握定价权，将是药企头上的

价格主管部门对医保目录内药品和目录外特

达摩克利斯之剑，价格博弈的主战场已然从

殊药品实行政府指导价（最高零售限价）管

医院端传导到采购端。

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药品、
少数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和特殊性的药品，

（二）中选价格将成为剂型合并归类的价
格天花板。

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其他药品则由

此次“4+7”以口服常释剂型和注射剂取

企业自主定价。在初始阶段，采取略低于市

代了以前依照剂型精细分组方式，从而向剂

场价格制定最高零售限价并逐步降低的办

型合并归类走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堵上了

法，共开展 24 次降价。2014 年 5 月，国家发

中国特色改剂型规避竞价、价格畸高的漏洞。

改委发布《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目

中选品种是质量层次最高（原研+一致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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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的价格上限价，中选价格将成为本

长期影响

合并归类价格的天花板，在差比价的规则下，

（一）医保局将主导集中采购，将形成全

不再可能高过此上限价，未通过一致性评价

国市场和唯一价格双统一，最低价唯一中标

的仿制药的价格将更低。

的规则将激励企业主动降价抢市场。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医保局作为超级买家，从幕后走向台前，

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合并归类的剂型所

屡受药企诟病的“招标降价死”现象将终结，

包含的具体剂型见下表：

带量采购、招采合一、以价换量将成为未来
集中采购的主旋
律。而随着“4+7”
中选价格向更多
城市扩散，越来越
多的城市跟标，参
差不齐的价格也
将走向一致，入选

（三）医保支付标准及医保支付价将浮出
水面。
医保支付价才是本次“4+7”的大招。医
保支付价将一举解决中选产品与落选产品的
医保支付价格，从而保障患者的选择权和药
品可及性。不愿意降价落选的产品，在医院
或药店零售市场患者购买，医保仅支付中选
产品的中选价，高出医保支付价的部分患者
自付。

产品上限价一统
天下。“4+7”四两拨千斤，碎片化的采购订
单将趋向统一，招标全国一盘棋、一次定江
山将考验药业的投标报价策略。
“4+7”以外城市的跟标效应将把中选产
品的市场覆盖放大 10 倍，中选产品不仅强化
了品牌，能零门槛进入医院，还能节省一大
笔销售推广费用，如此划算的买卖，不知道
落选企业是否会肠子都悔青了呢？
（二）国产仿制药质量与价格与美
国双接轨，国产仿制药价格雪崩。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将提升药品质
量，《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与美国药
品橙皮书要求一致，将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与美国仿制药拉到了同一赛
道；同时，中国仿制药的价格也将陆续
与美国接轨，成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
对此，国内药企要有清醒的认识，果断
摒弃高价格、高空间、高毛利的投标策
略，转向更务实的以价换量、降价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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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投标策略。国内药企勿再掩耳盗铃，幻

要么跟仿制药一起降价，要么销量断崖式下

想再让患者和医保局花着正版的钱去买 B 版

降，甚至停产停售。

的山寨货已是痴人说梦。医保局洞若观火，

赛诺菲的波立维（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美国乃至全球仿制药价格唾手可得，降价降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波立维在美国的销

价再降价，向美国仿制药价格靠拢才是正道。

售额从 70 亿美元下降到 100 多万美元只用了

中美市场慢病产品必将是集采价格血拼重灾

2 年时间（2011-2013 年）。近 5 年以来，波

区，也将是价格盆地。

立维的销量一直都没有复苏，最高销售额没

目前，3 个产品已接近美国市场价格，浙

有超过 200 万美元，但没有停产停售。赛诺

江京新的瑞舒伐他汀片（0.78 元/片 VS 0.62

菲这么做，可能也就是保留波立维的品牌影

元/片（已经接近于美国市场仿制药的最低

响力而已。氯吡格雷仿制药 2017 年美国销售

价，下同），浙江华海的盐酸帕罗西汀片（1.67

额 1.3 亿美元，是波立维销售额的 100 倍。

元/片 VS0.9 元/片），浙江京新的苯磺酸氨氯
地平片（0.15 元/片 VS0.07 元/片）。

宇宙第一大药厂、医药营销之神辉瑞也
不能幸免。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片）是辉

更有 9 个产品中选价格已低于美国市场

瑞研发生产的最畅销的血脂调节处方药，保

的价格，其中浙江华海 3 个产品。浙江华海

持有多个销售纪录，包括：医药史上第一个

的厄贝沙坦片（0.2 元/片 VS0.41 元/片），浙

销售累计过千亿美元的处方药；2004 年首个

江华海的利培酮片（0.17 元/片 VS1.52 元/片），

年销售突破百亿美元（108.6 亿）的处方药；

浙江华海的赖诺普利片（0.23 元/片 VS0.55

自 2004 年起连续七年销售收入过百亿美元。

元/片），成都倍特的头孢呋辛酯片（0.51 元/

立普妥在 2011 年美国专利到期后，销售额从

片 VS3.24 元/片），成都倍特的
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0.59 元/
片 VS4.07 元/片），正大天晴的
恩替卡韦分散片（0.62 元/片
VS12.49 元/片）
，施贵宝的福辛
普利片（0.84 元/片 VS1.52 元/
片 ）， 扬 子 江 的 依 那 普 利 片
（0.56 元/片 VS3.52 元/片），江
苏豪森的伊马替尼片（10.4 元/
片 VS21.18 元/片）。
（三）外企原研过期专利药
将出现“一致性评价悬崖”，市
场快速萎缩。
在美国，原研药专利到期
后，销售额会迅速下滑，俗称
“专利悬崖”。对于原研药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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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 亿美元大幅下降，头顶辉瑞品牌的光环，

盆满钵满，支撑起一家上市公司在美国是不

2017 年销售额仍有 19.2 亿美元，但也仅为巅

可能的。鉴于中国已处于一致性评价鼓励启

峰时期的 1/6。

动期与医保控费期“双期”叠加，仿制药价

而“4+7”也将重现美国市场的历史和现

格血战将不可避免，而这次“4+7”独家中选

实，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凭借价格战利刃，

的首仿产品获得 1 年的独占期。如扬子江药

将是获取市场的唯一手段，仿制药也将回归

业的首仿产品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斩获

其物美价廉的本质和薄利多销的价值，外企

1.8 亿元订单，赚得盆满钵满。四川汇宇的注

投标的鸵鸟心态会将挖空心思培养出来的市

射用培美曲塞二钠一战成名，让普通老百姓

场拱手让人。

用得起高质量的抗肿瘤药成为可能，也让通

（四）首仿获得 1 年独占期，红利滚滚而来。

过一致性评价的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从“一

因为首仿药很赚钱，因此也是美国仿制

品两规”的桎梏中杀出生路快速进院，实实

药厂的必争之地。在美国，原研药专利到期

在在的亿元订单奏响了中欧双报的凯歌，为

之前，FDA 会“tentative”批准几个，甚至十

企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几个 ANDA，这些 ANDA 药品可以提前放上货
架，在原研药专利到期当天就可以立即销售，

（五）未来 5-10 年将是国产仿制药的黄
金期。

而且享受 180 天的市场独占期，如果是独家

美国仿制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享受 180 天独占期（如挑战专利上市），一般

1.专利药时代（1984 年前）：1962 年到

情况下，美国独家首仿药的定价可高达原研

1983 年，美国市场上仅有约 35%销量最佳的

药的 70%，甚至更高。经过 6 个月的冲击，

药品有仿制药竞争，而且多数仿制药的市场

仿制药甚至可以瓜分掉原研药 30-70%的市

分配额占比小，仿制药产业几乎不存在。

场，疯狂收割市场韭菜，快速回收研发成本

2.仿制药时代（1984—）：1984 年，昂贵

和获取丰厚利润。但是，这 180 天的市场独

专利药品和不断增加的医疗保险费用促使

占期一过，市场就开始变得竞争激烈。大量

《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期补偿法案》（简称

的仿制药摩肩接踵上市，价格战随即打响，

《Hatch-Waxman 法案》
）出台。由于避免了动

仿制药纷纷降价抢市场，价格雪崩，常常是

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因此仿制药的开发成本

原研药价格的 10-20%，部分产品价格甚至不

大为降低。据估计，在美国申报一个仿制药

足原研品的 5%。如果拿不到首仿，一般普通

生产批文（ANDA）通常花费 200 万-300 万美

剂型的仿制药产品的年销售额也就几百万美

元（2-3 年时间），与一个创新药动则 10 年

元而已，上千万元的已经是佼佼者，很难催

10 亿美元的开发成本相比，仿制药开发成本

生过亿元品种。对于原研药而言，要么跟仿

大为降低，从而使仿制药的销售价格通常只

制药一起降价，要么销量断崖式下降，甚至

有原研药的 10-20%。2001 年，美国仿制药处

停产停售。

方率首次突破 50%，仿制药的竞争也开始走

在中国市场，阿托伐他汀、恩替卡韦、

向白热化，印度仿制药携成本优势纷纷抢滩

氯吡格雷和阿卡波糖等仿制药，年销售额超

美国市场，Teva 等仿制药巨头崭露头角。在

过 10 亿元并不少见，依靠一个仿制药就赚得

2000 年至 2017 年间，FDA 每年批准的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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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从 294 个增加到 924 个，累计批准 9450

盟 GMP 及美国 cGMP 标准建设，投产后产

个。随着 ANDA 文号大量增加，仿制药价格

品能销往欧美发达国家及国内市场，年销售

随之逐年下降。2016 年，美国的仿制药平均

额 20 亿元以上。
“4+7”对于仿制药行业意味

价格只有原研药的 15%，部分产品甚至跌到

着淘汰赛的发令枪打响了，无原料、无技术、

原研药价格的 10%以下。美国的仿制药处方

无渠道、高成本的中小仿制药企业已进入死

率已经接近 90%，几乎已经到达极限。

亡倒计时。

随着国内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推进，

国外仿制药企业以少量产品（如最近中

未来 5-10 年将释放一致性评价仿制药的市

国台湾和印度企业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获

场红利，非一致性评价仿制药逐步退出市

批，对百亿抗血小板市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场，强制市场置换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试探中国市场，更有仿制药巨头通过独资与

和商机红利。

合资的方式抢滩中国。已攻陷美国仿制药市

（六）厘清仿制药产业 3 条出路，仿制药
行业大洗牌，淘汰赛打响了。
借鉴美国市场，仿制药生产企业未来只
有 3 条路走，没有第 4 条路。
1.原料+制剂上下游一体化全产业链，最
大限度分担降价风险，消化成本，以规模大

场的印度药企一直在觊觎中国市场，着眼全
球市场，落子布局中国。印度安若维他投资 1
亿美元的安若维他药业泰州有限公司项目，
落子中国医药城；此外，广药集团与以色列
TEVA 正在洽商，同广药设立合资公司在中国
生产销售仿制药。

成本低夺冠。如浙江华海凭借全球原料沙坦

前有狼后有虎，小品种又花落国内仿制

之王的实力，其制剂缬沙坦片在美国攻城略

药巨头，留给中小型仿制药企业的喘息时间

地，一度占据美国缬沙坦 60%以上市场。京

和市场空间并不多。2018 年 12 月，第一批小

新的他汀大王、汇宇肿瘤药大王等越来越多

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单位，

的仿制药企业崭露头角，雄霸天下，凭借

分别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

“4+7”的东风，已然笑饮胜利的头啖汤，成

药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各

为仿制药第一梯队的领头羊。

自牵头组建的联合体。

2.专注仿制药制剂，兵团作战，做仿制药

3.高门槛药物躲过一劫，改良药将大红大

生产和代工大户，以品种多、产品线全取胜。

紫。投资大周期长的单抗和双抗，生产（发

如以色列 TEVA 和印度阿拉宾度凭借成百上

酵、发酵+半合成）合成（磺达肝葵、依折麦

千的批文，横扫全球市场。没有几百个批文

布等）难度高，显影剂对比剂（稀有金属），

都不好意思号称从事仿制药生产。仿制药行

精麻类（不参与集中采购）、放射性药物等细

业或将重蹈国产大输液的旧路，一家独大、

分品类药品凭借高门槛或稀缺资质的金刚罩

双寡头垄断、三足鼎立的市场集约化趋势日

各自守着一亩三分地闷声发大财，同位素药

渐明朗。仿制药市场会集中到少数企业手里，

物、手型药物将迎来开发热潮。

不会超过 100 家。进入 100 家仿制药俱乐部

高端仿制药（改良药）走出仿制药价格

的门槛要求是：年生产片剂（胶囊）50 亿片

战的红海，开辟价值蓝海，以临床需求打开

（粒），注射剂 1 亿支，工厂按中国 GMP、欧

市场。比拼全产业链的一条龙玩家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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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仿制药中小企业从事改良药或是明智的

0.62 元的恩替卡韦分散片竞争，是否会像凉

选择，改良药将迎来小阳春，如缓控释制剂、

茶行业，加多宝与王老吉老大老二掐架老三

微球、微丸、脂质体、脂微球、贴剂等符合

和其正受伤呢？让我拭目以待吧！

临床需求、解决临床痛点的改剂型产品，跳

因为仿制药的价格和利润都将大幅下

出价格血战的红海，打开自己的一片天，迎

跌，仿制药的医保占比也将大跌，这为创新

来战略发展期。中美双报或是改良药的最佳

药进医保放量扫清了障碍。国内药企的研发

注册路径。

也将走出仿制的舒适期，靠仿制药躺着赚钱

（七）产品迭代加速，医药市场重构，创
新药的天花板打破，危与机共存。

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倒逼药企转向高
风险、高利润的创新药。

美国市场是创新药占 80%市场。美国只

大趋势预判

有不到 4 亿人口，但根据 IMS 数据库提供的
信息，美国每年开出的处方量几乎与 14 亿人
口的中国相当，甚至还略多于中国.因为药价
高的原因，美国的药品市场规模是中国的五
倍多，2017 年销售额达 4500 亿美元。与此同
时，美国也是第一大仿制药市场，根据美国
商务部 2017 年公布的数据，美国 2016 年仿
制药销售额约 700 亿美元，不足创新药市场
的 1/5。
美国是一个药品更新换代非常快的国
家，新药的上市速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

展望未来 10 年，以“4+7”为起点和范
本，医保局主导集中采购将引发中国医药市
场重构，或将呈现以下 4 大趋势：
（一）一致性评价仿制药抢食市场，迎来
5-10 年红利期。
一致性评价仿制药强制置换原研药及非
一致性评价仿制药引发替代狂潮，非一致性
评价仿制药逐步退出医院市场，同时进口替
代加速，仿制药金额占比降低，舒缓医保资
金紧张的燃眉之急。
（二）口服固体制剂替代注射剂加速。

老药被淘汰的速度也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
而反观我国，新药批准速度依然较慢，靶向
药物通常落后美国 3-5 年，因为没有新药可
用，老掉牙甚至美国已经退市的药品依然是
当红花旦、唱主角。
而随着“4+7”的落实，更多药品的降价
将提高患者可及性及依从性，更多患者将从
中获益，外企将调整产品策略，过专利期的
原研药不再成为推广的核心产品，市场资源
向新产品倾斜，新产品将快速崭露头角，老
产品加速迈入市场衰退。0.78 元的瑞舒伐他
汀钙片与 0.94 元的阿托伐他汀钙片大 PK，0.2
元的厄贝沙坦片与 1.05 元的氯沙坦钾片对
决， 0.59 元的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与

之前由于低品质仿制药的劣币驱逐良
币，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显著低于原研制剂，驱动临床优先使用注射
剂，注射剂使用的顽固偏好将逐渐得以纠正，
注射剂的增速和占比将下滑。
（三）中国特色品种及辅助用药将受到严
格控制而占比下滑。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的《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将辅助用药管控上升为国家意
志，国家级辅助用药目录的公布、落地考核
等组合拳，将逐渐规范临床用药，对不符合
临床路径的特色品种和辅助用药做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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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解除了医保资金紧张而进医保受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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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将越来越多。创新药将进入研发投入—
市场放量—回报丰厚的良性循环。创新药迎
来了黄金发展期。

魔咒，上市第一年就能突破 10 亿元的重磅创

（选自《奥咨达医疗器械服务》）

“4+7”趋势下 32 个最有可能打价格战的仿制药
在“4+7”带量采购启动及其引发的蝴蝶
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国内仿制药即将进入多

即使“4+7”大趋势是降价，但实际上已经投
资的企业还在继续往前申报。

家竞争的价格战时代。

阿卡波糖在我国上市多年，是国内销售

那么，目前仿制药申报情况如何？对于

额排名第一的口服降糖药。但是，国内已获

已经立项并已有所投入的中小企业而言，究

批上市的只有原研药拜耳的拜糖苹，以及国

竟应该中止项目还是继续前行？在仿制药未

内四川绿叶和杭州中美华东共 3 家企业的产

来的格局中，中小企业还有机会吗？

品，国内企业目前仅杭州中美华东获批通过

2019 大数据透视
仿制药申报仍是增长趋势

一致性评价。2017 年美时化学制/南投厂/西
藏那曲康晖联合申报上市但未获批。目前以
新注册分类申报上市的生产厂家有 4 家。

2019 年仅过 1/5（截至 2019 年 3 月 15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原研药 2017 年才在

日），咸达数据 V3.5 发现，申报仿制药的受

我国上市。根据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沙库

理号共 204 个，相较于去年的 502 个，仿制

巴曲缬沙坦钠片的专利有 3 个，最久的要到

药申报仍是增长趋势（详见表 1）。

2026 年 11 月才到期。国内企业现在已有石药

其中，超过 3 家企业申报的仿制药有 5

集团欧意、正大天晴、深圳信立泰申报。

个，分别是阿卡波糖片、沙库巴曲缬沙坦钠

盐酸西那卡塞片 2014 年在国内上市，主

片、阿托伐他汀钙片、瑞舒伐他汀钙片和盐

要用于治疗慢性肾病（CKD）维持性透析患者

酸西那卡塞片，其中阿托伐他汀钙片和瑞舒

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盐酸西那卡

伐他汀钙片属于“4+7”目录产品。由此可见，

塞片专利《钙受体活性化合物的速溶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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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申请并且目前状态是“有权审定授

从企业整体申报仿制药产品数情况看，

权”。这意味着专利最快 2024 年到期。目前

齐鲁以申报 68 个产品排名第一；扬子江和正

共 3 家企业申报，分别是南京恒生、广东安

大天晴排名第二和第三，申报产品数分别为

诺/福建海西、河北仁合益康。

57 个和 56 个。此外，海正申报 26 个产品，

三大申报方向 PK

排名第 11 位；豪森申报 24 个产品（新注册

哪类注册申报最受青睐
自 2016 年化学药新注册分类改革以来，

和通过一致性评价各获批 3 个），排名第 12
位；信立泰申报 18 个产品（新注册和一致性
各获批 2 个），也未能进入前十。

国内企业通过进行一致性评价、新注册分类
和进口引进申报三类方式参与竞争。

若是从新注册分类申报产品数来排名，
则正大天晴以 37 个排名第一；其次是 36 个

咸达数据 V3.5 发现，2016 年以来共

产品申报的齐鲁；第三则是扬子江，申报产

1424 个受理号以新注册分类申报获批。其

品数为 31 个。新注册获批仿制药产品数最多

中，新 3 类（即仿制境外上市但境内未上市

的是齐鲁。

原研药品的药品）328 个受理号，获批的受

过一致性评价产品数量最多的是复星，

理号 10 个；新 4 类（仿制境内已上市原研

共有 11 个产品获批；其次是科伦，有 9 个产

药品的药品）共申报 970 个受理号，批准生

品获批一致性评价；再次就是 8 个产品获批

产 43 个受理号；5.2 类（境外上市的非原研

一致性的华海。

药品申请在境内上市，包括原料药及其制

若以总部省份统计，江苏最多企业进入

剂）的受理号 126 个；批准进口受理号仅 1

前十，扬子江、正大天晴、恒瑞都来自江苏。

个。一致性评价申报 1011 个受理号，通过

浙江、上海、山东、河北、湖北、四川、广

一致性评价的受理号 163 个。

东各有一家企业进入前十。

由此看来，一致性评价更容易获批。那

申报重合度 PK

么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并购方式获得批文再

最有可能打价格战的产品

进行一致性评价，是否成功率会比新注册分
类申报的更容易获批呢（详见表 2）？

排名前十的生产厂家所选择的产品重合
度也非常高。前十厂
家中有 3 家及以上申
报的产品共有 32 个。
其中竞争最激烈
的是注射用紫杉醇
（白蛋白结合型）和恩
替卡韦片，共 6 个厂
家申报。注射用紫杉
醇（白蛋白结合型）
制剂研发生产难度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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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成为了排名前十生产厂家最热的产品之

实上，2018 年就有一些仿制药挑战专利成功

一，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制剂高水平重复的现

提前获批上市的案例，如替格瑞洛片和阿哌

状，技术门槛并不能阻挡国内实力雄厚企业

沙班片。随着《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完

投资布局。

善，中国非常有可能会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

前十大厂家都是生产规模大、原料制剂

度，将仿制药上市批准与创新药品专利期满

一体化的企业，若根据“4+7”的趋势，32

相“链接”，即原研药药企必须申明自己拥有

个产品非常有可能进入价格战（详见表 3）。

的专利，而仿制药企业也必须申请未侵犯原
研药的专利。
药品专利链接
制度非常有可能如
此设计：仿制药申请
人在提交上市申请
时提交专利权属状
态声明，并在规定日
期内告知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在规定期
限内向指定的法院
提出侵权诉讼的，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将
给予 18 个月的等待
期，等待期内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不停止
审评；在此期间，法
院做出终审判决的，
按照法院判决执行；
法院没有做出生效
判决的，可以发放药
品批准文件。为了保
证法院适用的法律
尺度均一、审判标准
统一，知识产权最高

不可忽视的专利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如何设计
32 个产品中不乏专利未到期的药品。事

法院应承担受理因专利申请而引发的药品
专利诉讼。为了保证在保护专利的同时尽可
能不设立任何阻碍仿制药上市的措施，一个
药品应只设置一次批准等待期，批准等待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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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专利侵权案件的平均审判时间和国

时代。国内排名前列的生产企业基本都启动

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仿制药的审批时间综

了 20 个以上的产品，按每个产品 2000 万元

合判断。

估算，每家企业的投入都超过 4 亿元甚至更

为了避免仿制药面临专利纠纷，“4+7”

高。但是，“4+7”更倾向低价中标，对于目

带量采购应不选择具有专利纷争的产品。此

前已投入的企业而言，这笔投资非常有可能

外，首仿药国外 180 天市场独占权，若按照

落空。
有市场潜力的产品无论是什么治疗领

国内目前的招标采购方式，也很难短期内保
证能在医院覆盖以及确定医保定价。若药品
专利链接制度在我国建立，需要考虑我国国
情，设定更能执行的奖励措施。
小 结

域，都会被这些大的仿制药企业盯上。那么，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仿制药基本进入“红海”
时代，可立项选择的项目越来越少。另一方
面，大企业几家寡头并举，将是仿制药市场
未来的大趋势。
（选自《医药经济报》）

国内仿制药即将进入多家竞争的价格战

医药流通百强走势预判：Top 30 主导变革
根据国家商务部公开的《2017 年药品流
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披露的我国医药

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势头，进入个位数增速的
低增长发展通道。

流通行业百强企业榜单，百强企业在 2017 年

其次，2017 年，销售规模增长结构的变

我国医药流通市场规模增长和集中度贡献有

化直接反映到百强企业的集中度结构出现新

所变化，可为业内人士判断我国未来医药流

的变化：百强企业总体销售规模占比为同期

通行业发展趋势提供更加丰富的思考视角。

全国医药市场总规模的 70.7%，同比下降

规模增长下滑

0.2%。其中，4 家全国龙头占比 37.6%，同比
微幅上升 0.2 个百分点；而 30 家区域龙头占

首先，从入围百强榜单企业的销售规模

比 24.5%，则同比微幅下降 0.1 个百分点，其

增速看，位居百强企业同比增长 8.4%，增速

他入围百强榜单的医药分销企业对全国药品

下降 5.6%，较 2016 年 1.6%降幅持续放大了 4

市场规模集中度的贡献维持在不足 10%的相

个百分点。其中，4 家全国跨区域分销龙头企

对稳定水平。

业同比增长 9.3%，增速下降 2.9%，落入个位

以上数据表明，以百强为代表的我国医

数增长区间；而前 30 家区域龙头同比增长

药流通骨干企业群体在 2017 年开始出现规模

8.3%，增速大幅下降 9.8%，较 4 家全国龙头

增长下滑趋势，导致我国医药流通市场整体

企业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放大。

规模增长趋缓。可以预见，从“十三五”后

整体上，2017 年，无论是我国医药流通

半期开始，随着我国为全面达成新医改提出

百强企业整体，还是分别考查 4 家全国龙头

的使命和愿景，已经出台实施以及将会出台

企业和 30 家区域龙头，均呈现从近年来保持

的各项医改政策落地实施都会对药品流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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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必然将我

60%以上，足以表明占据我国医药流通百强榜

国整体医药流通市场导入以低增速发展为特

单前列，并且具有辐射全国及省域跨区域药

点的新的发展时期。

品市场分销实力的药品分销龙头企业，在我

对百强企业而言，如何保障企业规模持

国医药流通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更加稳固，从

续增长，同时实现行稳致远的发展目标，为

而推动行业市场呈现强者恒强的发展态势。

推动我国医药行业实现集约化发展发挥主导

TOP 30 主导变革

作用，虽然具有规模优势基础和较强的资源
整合能力，但在新医改主导的行业发展语境

从 2017 年入围我国医药流通百强榜单企

下，仍然是需要深入思考和必须面临的严峻

业规模贡献看，百强企业仍然是我国医药流

挑战。

通市场整体规模的主要贡献者，尤其是以 4
百强优势巩固

家全国药品分销龙头和 30 家左右省域药品分
销龙头为代表的跨区域药品分销核心骨干企

从位居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百强企业榜单

业全体，对我国医药流通市场规模贡献的主

前列的企业群体分析，具有跨区域药品分销

导作用更加稳固。因此，随着行业未来进入

能力，大致位居榜单前 40 强内的企业仍然保

低增长发展新常态，它们作为决定我国医药

持相对较强的综合实力。从规模看，占据榜

流通市场发展格局和变革的主导力量仍然难

单榜首的国药集团作为国内药品分销龙头已

以撼动。

经突破 3000 亿元关口，遥遥领先。紧跟其后，

毋庸置疑，伴随近 8 年来新医改方案实

已经进入千亿集团门槛的华润、上药和民营

施进程，我国医药流通百强企业经历了一个

药品分销龙头九州通，具备强大的规模领先

实现快速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不过，在全

优势，以上 4 家企业是具有辐射全国药品市

面深入推进以破除“以药补医”经营机制为

场分销能力的超大型医药流通企业集团。

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开始进入“十三五”后

值得注意的是，九州通虽然在全国跨区

半期，随着各项新医改政策的叠加效应日益

域龙头企业排序靠后，但是在 2017 年仍然能

显现，我国医药流通市场开始进入低速发展

够保持 20%左右的较快速增长，显示其发展

通道。

潜力依然强劲。

在这样的行业发展政策环境下，百强企

除了 4 家全国药品分销龙头，占据百强

业群体的结构差异化发展趋势必将导致我国

榜单后续 30 强的全国省域药品分销龙头，入

医药流通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以全国

围门槛较 2016 年进一步抬升 4 亿元，达到 55

药品分销龙头和 30 家省域药品分销龙头为代

亿元。其中，北京同仁堂、石药集团新晋百

表的跨区域药品分销企业将成为催生我国医

亿集团企业之列，使得我国医药流通百亿规

药流通市场格局重构和行业发展模式变革的

模企业首次达到 20 家。

骨干力量，期间必将伴随着我国医药流通市

从集中度贡献看，4 家全国药品分销龙头

场集约化水平的持续提升，推动我国医药流

对全国药品市场规模的贡献度接近 40%，而

通市场的规模企业构成和集中度贡献实现新

包括 30 家左右省域的药品分销龙头在内，合

的结构平衡。

计对全国药品流通市场的集中度贡献已达到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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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市场九大新趋势：企业营销支招
今年医药行业进入新一轮变革元年，三

品上市后再评价等工作。

大终端将呈现不同走势，营销也应当与时俱
进。

营销支招：院内推广应该重视主推产品
向医生展示指南，同时注重搜集处方集，学

1、等级医院只推新药

术推广成为主要推广方式。
3、独家中成药新发展

所谓的第一终端也就是等级医疗机构，
在医保控费、“4+7”集采、各种 GPO 的直接

中成药将在医疗机构迎来新一轮发展的

作用下，仿制药和辅助用药价格会降下来，

春天。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一颗耀

直接变成类似新药类基本药物的价格空间，

眼明珠，自《黄帝内经》开始，传承了几千

也就是比普药高一点，但是和创新药的空间

年。现在中药技术更是被各大科研机构和药

没得比。等级医院品种结构发生极大变化，

厂追捧。独家中成药品种、中药配方颗粒等

真正有临床推广价值的创新药会替代目前仿

在等级医疗机构继续飞速发展。特别是“4+7”

制药的地位。在等级医院推广的，只剩下创

集采主要影响化药各大品种在医院的销售，

新药。

对中成药基本没有影响。

营销支招：开展处方药临床推广业务的

如果你的品种是独家，又和中药注射剂、

营销团队或代理商，应该抓紧时间调整产品

辅助用药等搭不上边，同时像青蒿素一样，

结构，“4+7”国家集采品种将会由厂家商务

能够弄明白治疗疾病的机理并有临床研究依

直接选择医药公司进行配送。

据，那么恭喜你，你的品种机会来了。
营销支招：目前中成药在医院的推广不

2、医药代表结构变化

同于化药。今后要以化药的思路来推广中成
医药代表备案制加速落地，医药代表的
结构和工作内容发生实质变化，医生收入结
构也会发生变化。广州已经下文进行医药代
表备案，ATM 机式的医药代表不好混了。

药，制药企业把产品的有效成分研究透彻，
而不是泛泛而谈君臣佐使，才有助于产品在
医院的临床推广。
4、创新药布局 DTP 药房

等级医院创新药推广只需要专业能力
强、能够给医生带来学术价值的医药代表。

DTP 药房继续成为风口，并在 2019 年大

医生的收入随着医药分开、
“两票制”等因素

热。“4+7”集采后，主流的所谓大品种价格

会逐步减少，医生也在逐渐接受这个现实。

空间缩水，进院没有任何意义，仿制药普药

笔者认为，医生将来的收入未必会比现在低，

化必须加速。医保主要“保基本”，很多非必

提高的收入更多来自自身技能提高的回报，

要的创新药，医院推广难度加大。像 O 药、K

以及协助医药行业研发机构做临床试验和药

药那样，很多创新药直接布局院外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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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药房 2019 年的关键词，这里引入了互联

中国的医院准入制度门槛太多，进院一

网思维。星巴克的经营理念是“进店都是客”，

个品种难度太大。同时社会保险可能会参与

不管买不买一杯咖啡，都能得到平等的待遇。

进来，DTP 药房平台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直

由于高毛利产品会伤客，药店的关注点从毛

接服务患者。高价值的创新药、必备辅助用

利率向毛利额转变，连锁采购的关注点从高

药、独家中成药将成为 DTP 药房的新宠，DTP

毛利商品转向带来流量的商品。

药房结构也会从泛 DTP 药房向专业的 DTP 药

互联网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持平，特别

房过渡，实体药房向网上药房过渡。DTP 药

是一些隐私性比较强的药品，如艾滋、肝病、

房的收入逐渐从药品转向患者管理费，共享

性保健等产品线上销售继续放量。线上销售

医院医生转向平台聘用的医生。

也会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连锁药店竞争从

营销支招：DTP 营销是院内处方外延，是

模式、规模之争进入效率之争。所以连锁并

兜底院内业务的营销模式。院内营销的厂家

购会放荒，资本会退潮，连锁药店并购回归

或者代理商，应该积极布局 DTP 业务模式，

理性，因为实体药店太多了，整体上供大于

才不会在医药分开大潮中掉队。

求。笔者预测，2019 年是实体药店经营最艰

5、“二八原则”规划 OTC 终端

难的一年。
营销支招：连锁药店高毛时代过去，厂

第二终端 OTC 药店也会发生分化，除了
一部分药房转型为 DTP 专业药房，如国控智
慧药房、华润德信行、邻客专业药房等。剩
下的药店也将开始分化。受药店等级评定，
以及诊所、便利店开药店的影响，这部分药
店会根据品种结构逐渐向销售 OTC、保健品

家在开发连锁药店的时候，一味追求满足连
锁药店高毛利要求，而不留够一定利润做学
术推广、终端生动化、店员培训、消费者宣
教等活动，则很难上量，除非药店代理主推，
但是连锁药店品种众多，能不能得到重视还
未可知。

等为主的社会药房，以及销售处方药的专业
7、县乡村用药目录统一

服务药房转化。中医馆等药店和诊所一体化
的中医药特色主题药店继续保持增长。

第三终端将加速两级分化。在县乡村医

大量没有特色的单体药房受到来自连锁

共体一体化的政策背景下，县级公立医院、

药房、互联网药房的竞争，随着房租、人工

乡镇卫生院和一体化的社区村级卫生室分工

等经营成本不断攀升，2019 年出现倒闭潮。
营销支招：OTC 渠道为主的厂家或者代理
商，应根据药店两极分化，重新定位主要产
品在 OTC 市场的营销思路，规划终端，按照
“二八原则”给终端分类，重点维护。
6、高毛品种转为吸客品种
大连锁药店经营方向调整，
“流量”成为

更加明确，县级医院负责一般手术治疗和重
大疾病治疗，乡镇卫生院科室建设更加完善，
成为县级以下医疗机构的主力军。
随着人口逐渐向县城、乡镇集中，村卫
生室大量消失。县乡村产品目录高度统一，
基药目录、慢病目录继续扩容，低价药目录、
医保目录逐步向乡镇级医疗机构渗透。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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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诊疗、医联体、共同体等政策扶植下，第

普药产品为主，追求铺货率，讲究薄利多销。

三终端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将迎来历史的补课

高端做黄金单品，采用控终端、控价格、控

和发展的第二春。

渠道的控销模式，以点突破，以点带面。

营销支招：以第三终端推广为主的厂家

9、把握互联网营销先机

或代理商借国家扶植基层医疗的政策春凤，
积极开发基层医疗市场，投身基层医疗市场
扩容潮。

随着互联网医院的兴起，网上药店从注
册向备案转移，线上药房在 2019 年仍然高歌
猛进，冲击线下实体单体药房。线上销售随

8、诊所开发从控销到动销
社会化诊所市场会向专业化、连锁化、

着移动终端的兴起，手机端下单远远超过电
脑端。所以线上药房的手机 APP 将快速发展。

资本化发展。2019 年也是诊所市场的洗牌

寡头资本通过并购方式收购小的互联网药

年。随着新农合报销制度逐步完善，在乡镇

店，互联网药房将更为品牌化和集约化。

卫生院的竞争压力下，没有特色的全科诊所

等级医院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互联网，

生意冷清，要么关张大吉，要么向特色化诊

线上复诊、线上送药、线上预约将成为“互

所转型。

联网+医疗”的三大标配，并开始向基层医疗

保健品、非药品因为其销售渠道的自由和

机构覆盖，有效解决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

开放性，2019 年依然会在诊所大行其道，特别

不足和药品不足的问题。而现代物流配送体

是很多产品披着适宜技术、绿色疗法的外衣，

系的成本和效率远大于传统医药商业，综合

深受诊所大夫欢迎。诊所“三素一汤”的用药

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平台如京东、顺丰等，可

结构将逐步改变，很多口服输液、灌肠、雾化

以有效解决低成本配送问题。

等不同的给药方式在诊所市场大受欢迎。

营销支招：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都应

诊所开发继续从控销向动销深化，学术

该拥抱互联网，积极布局主要产品在网上的

推广模式在诊所经过几年的发展将在 2019 年

营销推广。移动互联时代，谁走在互联网营

走向成熟，诊所市场推广必将回归药品推广

销的前列，线上线下同步，谁就能掌握未来

本质。

药品销售的主动权。

营销支招：诊所营销分为两级，低端以

（选自《医药经济报》）

First-in-class 中美双报迈步
君实生物启动 BTLA 临床开发
君实生物日前宣布，全球首个
（First-in-class）特异性针对 B、T 淋巴细胞衰

抗体（TAB004 或 JS004）的新药临床试验申
请（IND）已于 3 月 22 日获得美国 FDA 受理。
“君实生物的使命是解决未被满足的临

减因子（BTLA）的重组人源化 IgG4κ 单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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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需求，为患者提供效果更好、花费更低的

免疫及炎症的动物模型中显示出增强的 T

治疗选择。我们聚焦肿瘤免疫核心领域，对

细胞活化，表明 BTLA 在活体内具有控制 T

很多新机制和新靶点进行了项目评估，不断

细胞活化的抑制功能，即抑制 BTLA 可能增

扩充产品管线。”君实生物副总经理姚盛在接

强 T 细胞的免疫功能。

受采访时表示，按照公司的计划，BTLA 抗体

姚盛介绍，君实生物的 BTLA 抗体药物

药物将按照“中美双报”的目标来推进开发，

研发在 2014 年正式立项并启动分子筛选，

先在美国 FDA 启动 IND 申报，待时机成熟，

当时在公司内部也评估了很多靶点，IDO、

今年下半年将提交中国 IND。

TIM-3、LAG-3 等都曾考虑过，之所以最终

高临床关联性

优先选择研发 BTLA 抗体，核心考虑因素是

JS004 展现单药和联用潜力
First-in-class 创新药研发意味着风险与机

BTLA 免疫抑制机制非常清晰，临床关联性
（clinical correlation）很强，而且单药成药
性更理想。

遇并存，将新机制、新靶点的抗体药物从临

来自黑色素瘤及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外

床前研究推向临床开发，并完成Ⅰ、Ⅱ、Ⅲ

周血单核细胞(PBMC)的研究表明，BTLA 在肿

期试验，全程每一个节点都意味着挑战和困

瘤特异性 CTL（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上进行

难。站在原创新药研发的天平面前，君实生

高水平表达，并在肿瘤表达的 HVEM（疱疹病

物必须尽可能增加成功的砝码。

毒入侵介导蛋白）参与后抑制 T 细胞功能，

共刺激信号在抗原特异性免疫应答中起

表明 BTLA 阻断很可能改善 T 细胞功能和抗肿

重要作用。激活共刺激信号如 CD28 和 ICOS

瘤免疫力。BTLA 还与 PD-1 在黑色素瘤及非小

可促进免疫应答，已发现的抑制性共刺激分

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特异性 CTL 上共表达。

子受体包括 CTLA-4、PD-1、TIM-3 等，而 BTLA

此外，BTLA 和 PD-1 通路的共同阻断增加杀伤

是 2003 年发现的隶属于 B7-CD28 免疫蛋白

黑色素瘤特异性 CTL 的频率及效应细胞因子

超家族成员，并不同程度表达于活化 T、B 淋

产生，而单独的 BTLA 或 PD-1 的阻断效果有

巴细胞及树突状细胞(DC 细胞)，作为一种新

限，表明 BTLA 通路是采用抗 PD-1 单一疗法

的重要抑制性共刺激分子受体近年来受到研

无效的患者的潜在耐药机制。

究领域的高度关注。
文献资料显示，BTLA 与其他免疫检查

“临床前实验已经可以看到，BTLA 阻断之
后对于 T 细胞的功能增强是十分显著的。”姚

点分子如 PD-1 和 CTLA-4 具有类似的结构，

盛坦言，开发一个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如

胞外具有单一的免疫球蛋白可变区 IgV 细

果想要获得联合治疗效果，仍需具备单药活

胞外结构域，胞浆区两个 ITIM 结构域募集

性，如果单药活性不足，可能需要再谨慎斟

活化 SHP-1 和 SHP-2 磷酸酶，从而产生 T

酌，研发重点应该针对这些具备单药成药可

细胞抑制作用。动物实验发现，BTLA 缺陷

能性的靶点，而 BTLA 抗体 JS004 就具备这些

小鼠可以正常存活并繁殖后代，但在自身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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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实生物开发出的全球首个特异性 BTLA

开展工艺开发，包括细胞株建立、上下游生

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JS004，拟适用于晚期

产、稳定性研究等。“JS004 的临床试验用药

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包括淋巴瘤）的

将全部在满足国际药品生产管理规范（cGMP)

治疗。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JS004 可以促进

的吴江生产基地生产。此前特瑞普利单抗在

肿瘤特异性 T 淋巴细胞增殖和提高淋巴细胞

美国的Ⅰ期临床试验用药就由我们吴江工厂

功能，在 BTLA 人源化小鼠的肿瘤模型里减轻

生产，吴江生产基地还承担了特瑞普利单抗

肿瘤负担并提高存活率。

在中国的商业化生产。”
随着中国药品监管部门加入 ICH，审评审

平台源头创新
跨越大洋的联合研发转化

批逐步接轨国际标准，中国医药产业对于本
土药物的海外申报和中美双报热切期盼，众

从内部立项，到启动抗体候选物筛选，

多讨论围绕如何加速新机制、新靶点的

君实生物全球首创新药的“种子”，从设在美

First-in-class 原创新药在国内的探索性研发。

国马里兰和旧金山的实验室萌芽，依托成熟

行业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先在海外

的靶点开发、抗体早期筛选和杂交瘤平台，

申报，获得一定的沟通经验和试验数据后，

跨越大洋彼岸一步步走向值得期待又充满未

再向国内监管部门申报，这将有助于产品在

知的将来，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的阶段性

国内的临床申请。

跨越，探索过程的喜悦和兴奋，毫无疑问正
是医学创新转化的惊奇历程。

姚盛也认同这一看法，他表示，新靶点、
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如果在国内提交 IND 申

据了解，BTLA 最开始的靶点研究在马里

报时能够提供一些美国 FDA 的 IND 审评反馈

兰实验室完成，随后由旧金山实验室杂交瘤

意见，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意义。
“客观

平台进行分子筛选，从筛选出的 1000~2000

而言，美国 FDA 临床审批会稍快一些，按照

个抗体中挑出 20-30 个候选物，接下来，这

计划，30 日后默许开展临床试验，正常情况

些百里挑一的“幸运儿”被转移到马里兰的

3 个月内入组首例受试者，包括约翰霍普金斯

实验室进行功能性研究。

医院、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等在内的 20 多家

经过淋巴细胞系（reporter cell line）和人

合作临床试验机构，我们会迅速启动Ⅰ期临

原代细胞（human primary cell）的功能性筛

床的剂量爬坡，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国内

选和在人 BTLA knock-in 小鼠的肿瘤模型的体

进行临床研究申请。”

内药效评估，以及人源化和抗体亲和力成熟

中国需要创新，创新重在突破。无论是

（affinity maturation）的过程，最终得到的 BTLA

科学家、医学家，还是公司管理者，全球首

抗体 JS004 具有高度人源化、较高亲和力和体

创新药的研发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传统

内体外功能活性。

Me-too、Me-better 仿创模式的同质化竞争，

姚盛进一步指出，经过一系列临床前分
子筛选研究之后，JS004 还要做长毒实验，同

背后更体现出全新中国制药工业升级和医药
监管环境转型的大势所趋。

时，由位于苏州吴江的研发与生产基地同步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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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最畅销药物 Top 15：两个新面孔辉瑞上榜最多
GEN 网站最新发布了一份全球最畅销药
物榜单，列出了 2018 年销售额最大的 15 个

年，该药全球销售额为 106.59 亿美元，到 2018
年达 199.36 亿美元，增长 87%。

药物。从企业来看，
“宇宙大药厂”辉瑞共有

15 个全球最畅销的药物中，有 10 个销售

4 个药物上榜，罗氏、强生分别上榜 3 个药物。

额保持了增长，其中 6 个增幅达两位数。从

K 药首上榜冲进 Top 5

增速来看，默沙东的 PD-1 明星产品 Keytruda

榜首依旧毫无悬念地被修美乐（Humira）
摘下，自 GEN 从 2013 年开始发布该榜单起，
修美乐的这个“药王”宝座从不旁落。2013

增速最快，高达 88.3%。值得注意的是，
Keytruda 是首次上榜，且一上榜就冲进了前
五，销售势头非常强劲。
目前，PD-(L)1 肿
瘤免疫治疗领域竞争
非 常 激 烈 。 Keytruda
由于在规模庞大且利
润丰厚的肺癌市场中
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在 2018 年第二季度销
售 额 首 次 超 越
Opdivo。
Keytruda 在美国
已被 FDA 批准了 16 个
适应症，覆盖 11 种肿
瘤。在欧盟，Keytruda
作为单药疗法，已被
批准用于 5 种肿瘤类
型的 8 个适应症。日
前，默沙东宣布，FDA
已批准 Keytruda 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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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结受累黑色素瘤患者手术完全切除后的

物 Top 15 对 比 发 现 ， 赛 诺 菲 的 来 得 时

辅助治疗，标志着 Keytruda 在美国市场用于

（Lantus）、安进的培非格司亭（Neulasta）被

辅助治疗的首次批准。

挤出了此次榜单。

从治疗类别来看，抗癌药依旧占据了

来得时是全球首个长效胰岛素类似物，

畅销榜的多数位置，共有 6 个产品上榜。

多年来一直称霸降糖药市场，并在 2014 年创

其中，前 5 大畅销药中就有 3 个为抗癌药。

下 84.3 亿美元的销售峰值。该药在美国和欧

与此同时，上榜的关节炎治疗药物从 2017

洲的专利已分别于 2015 年 2 月和 5 月到期。

年的 4 个增加为 5 个，杨森（Janssen）的

2015 年 12 月，来得时迎来首只生物类似药

优特克单抗（Stelara）就是新面孔，位列榜

Basaglar。受生物类似药竞争、美国支付方提

单第十四名。

出更高的折扣要求以及更多基础胰岛素市场

Stelara 是强生进军免疫性疾病领域的一

压力，来得时销售额连续下跌。

款 核 心 产 品 ， 可 靶 向 结 合 白 细 胞 介 素 12

另一跌出榜单的 Neulasta 是一种“升白”

（IL-12）和白细胞介素 23（IL-23）。Stelara 于

药物，用于提升患者体内的白细胞数量。自

2009 年上市，目前已获批的适应症包括：斑

上市以来，Neulasta 迅速成为安进的头牌畅销

块型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克罗恩病（CD）。

药物。2017 年 Neulasta 的全球销售额为 45.6

EvaluatePharma 曾预测，2024 年 Stelara 的全

亿美元，其中 87%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市场。

球销售额将达到 64.66 亿美元。

Neulasta 专利在美国已于 2015 年 6 月到期，

不过，Stelara 也正受到其它新药的挑战。

在欧洲已于 2017 年 8 月到期。2018 年，FDA

近日，在 2019 年美国皮肤病学会（AAD）年

批准了培非格司亭的首个生物类似药

会上，诺华（Novartis）公布了新型抗炎药

Fulphila。

Cosentyx（secukinumab）头对头Ⅲ期临床研

5 个畅销药销售下滑

究 CLARITY 的额外结果。该研究在中度至重
度斑块型银屑病成人患者中开展，将 Cosentyx
与 Stelara 进行了直接对比。数据显示，在某
些生活质量（QoL）方面，Cosentyx 表现出了
相对于 Stelara 的优势。此外，诺华 2018 年
公布的 CLARITY 研究数据显示，在治疗第 12
周和第 16 周，Cosentyx 比 Stelara 更有效地提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15 个畅销药物中
有 5 个销售额出现了下滑。对于下滑原因，
大多是由于受到仿制药（生物类似药）竞争
或药价提供了打折优惠。其中，强生、默沙
东的 Remicade 下滑幅度最大，相比 2017 年
的销售额，下滑 17.4%。
Remicade 是全球畅销的抗炎药，主要治

供皮损清除或几乎清除。

疗慢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斑块牛皮癣
哪两个药被挤出

和克罗恩病，1998 年首次在美国上市。

经与 GEN 网站发布的 2017 年全球畅销药

2016 年，Celltrion 和辉瑞开发的生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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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药 Inflectra 率先在美国获批。目前，美国

示，Remicade 全球市场正以-10%速度递减，

已总计有 3 款相关生物类似药获批。受此影

并将继续走跌。

响，Remicade 销售额下滑明显。相关分析显

（选自《医药经济报》）

PD-1 国内首次扩展适应症 K 药肺癌一线疗法获批
3 月 29 日，默沙东宣布，Keytruda 新适

症获批，Keytruda 成为中国首个获批用于肺

应症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癌的 PD-1 一线疗法，也是第一个在中国获批

准，联合培美曲塞、顺铂一线治疗 EGFR 和

两个适应症的 PD-1 药物。

ALK 阴 性 的 转 移 性 非 鳞 状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除 Keytruda 外，目前国内获批的其余 3

（NSCLC）。Keytruda 新适应症获批也标志着

款 PD-1 都是二线治疗，而 PD-1 联合治疗在

PD-1 单抗首次在国内被纳入一线治疗方案。

国外早已进入一线治疗（详见图）。
据了解，Keytruda 在美国已被 FDA 批准

国内首个 PD-1 一线疗法
不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中国，肺癌都是

了 16 个适应症，覆盖 11 种肿瘤。在欧盟，
作为单药疗法，Keytruda 已被批准用于 5 种

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
瘤之一，且是导致癌症
死亡的主要原因。据中
国国家癌症中心数据
统计，我国每年新发肺
癌患者约 78.7 万，因
肺癌导致死亡人数约
63.1 万。其中，NSCLC
占所有肺癌患者的

肿瘤类型的 8 个适应症，包括：NSCLC、黑

80%~85%，是肺癌中最常见的类型。

色素瘤、膀胱癌、头颈部癌、经典霍奇金淋

2018 年 7 月，Keytruda 被国家药监局批

巴瘤。

准作为黑色素瘤的二线疗法上市。CDE 相继

近日，
默沙东宣布，
欧盟已批准 Keytruda

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和 10 月 22 日分别受理

联合化疗（卡铂+紫杉醇或白蛋白结合型紫

Keytruda 联合标准化疗（培美曲塞和顺铂/卡

杉醇）用于一线治疗转移性鳞状 NSCLC 成人

铂）一线治疗非鳞 NSCLC，以及 Keytruda 联

患者。Keytruda 成为欧洲首个获批联合化疗

合标准化疗（卡铂和紫杉醇或卡铂和白蛋白

一线治疗转移性鳞状 NSCLC 的 PD-1 肿瘤免

紫杉醇）一线治疗鳞状 NSCLC。如今新适应

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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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divo 联合低剂量 Yervoy 治疗肾细胞癌（RCC）

在业界看来，Keytruda 在中国获批肺癌

的Ⅲ期临床研究 CheckMate-214 的最新数据。

一线治疗，将对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

数据证明了 Opdivo+Yervoy 组合一线治疗晚期

Opdivo 形成更大压力。BMS 发布的 2018 年财

或转移性 RCC 患者的长期生存受益。
不过，在晚期肾细胞癌领域的角逐上，K

报显示，Opdivo 全球销售额为 67.35 亿美元。
Keytruda 由于在规模庞大且利润丰厚的肺癌

药的临床数据更胜一筹。2 月 12 日，默沙东

市场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 2018 年第二季

公布 Keytruda+阿昔替尼一线治疗转移性晚期

度销售额首次超越 Opdivo，2018 年 Keytruda

RCC 的Ⅲ期 KEYNOTE-426 研究结果，数据显

全球销售额为 72 亿美元，成为最畅销的肿瘤

示， Keytruda+阿昔替尼治疗组患者的中位无

免疫疗法。

进展生存期（mPFS）显著延长（15.1 vs 11.1

目前，PD-(L)1 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竞争非
常激烈。除了 Keytruda 和 Opdivo，上市药物

个月），客观缓解率（ORR）显著提高（59.3%
vs 35.7%），死亡风险降低了 47%。

还包括阿斯利康 Imfinzi、罗氏 Tecentriq、辉

据了解，Opdivo 联合低剂量 Yervoy 的组

瑞/默克 Bavencio、赛诺菲/再生元 Libtayo、

合疗法已经在 2018 年 4 月被 FDA 批准用于一

君实生物拓益（特瑞普利单抗）、信达生物达

线治疗晚期 RCC，并在今年 1 月 14 日获得了

伯舒（信迪利单抗）。

欧盟的批准。Keytruda 还尚未获批肾细胞癌

国际上，目前 Keytruda 和 Tecentriq 均被
获批为 NSCLC 的一线疗法。在肺癌研究领域，

适应症，据了解，默沙东已经向 FDA 提交了
Keytruda 用于 RCC 的上市申请。
K 药肝细胞性肝癌试验遇挫

BMS 也正在加速追赶。有观点认为，BMS 下
一个扩大市场份额的最佳机会是其
Opdivo/Yervoy 联合应用一线治疗高肿瘤突变
负担（TMB≥10 个突变/兆碱基[mut/Mb]）晚
期 NSCLC 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sBLA）的方
案能够获得批准。
同时，为进一步满足中国高发肿瘤患者
未尽的治疗需求，BMS 围绕 Opdivo 在中国有

除了肺癌，各企业也在其它治疗领域加
速开拓适应症范围。近期，罗氏 Tecentriq 获
美国 FDA 批准用于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
治疗，成为首个乳腺癌肿瘤免疫疗法。默沙
东也表示，Keytruda 治疗 TNBC 的Ⅲ期临床研
究预计将在今年底获得数据。
君实生物正积极探索特瑞普利单抗针对

27 项已经（正在）开展的免疫肿瘤临床研究，
其中大多数为Ⅲ期临床研究，覆盖了肺癌、

鼻咽癌、尿路上皮癌、非小细胞肺癌、胃癌、

肝癌、胃癌、食管癌等多个瘤种。

食管癌、肝癌等十多个适应症的疗效。信达

BMS 不 久 前 也 公 布 了 免 疫 组 合 疗 法

生物表示，不仅限于淋巴瘤，包括肺癌、肝

Opdivo+Yervoy（简称：OY 组合）治疗转移性

癌、胃癌等多项癌种都在信迪利单抗的临床

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Ⅱ期临床研

范围内。
不过，PD-(L)1 在新适应症上的临床研究

究 CheckMate-650 中期分析的积极数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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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并非一帆风顺。近日，默沙东宣布，

个企业的 PD-1 处于不同临床阶段。多个 PD-1

Keytruda 一项三期试验（KEYNOTE-240）没有

扎堆上市，如何规范临床应用，是一道摆在

达到总生存率（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

眼前的现实问题。

的共同终点，宣告失败。据悉，这项研究是

在临床专家看来，
“如果使用了没有证据

决定 Keytruda 是否能将适应症范围扩大到肝

证明是有效安全的 PD-1，或该 PD-1 在国外没

细胞性肝癌（HCC）的关键。

有获批该适应症，或没有指南或共识推荐治

在该研究的最终分析中，与安慰剂相
比，使用 Keytruda 治疗的患者的 OS 有所提
升，但根据预先指定的统计计划，这些 OS
结果不符合统计学意义（HR=0.78[95%CI，
0.611-0.998]；P=0.0238）
。 与安慰剂相比，
Keytruda 组的 PFS 结果更具优势，但不具备
统计学意义（HR = 0.78 [95%CI，0.61-0.99]; p

疗的适应症，这些临床实践都会带来风险。
如果不该用 PD-1 的用了，后果严重的反而会
加速疾病进展，或产生严重副作用。”
此外，虽然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方
案，但是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对临床医生来
说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有专家指出，
“免疫治

= 0.0209）。由于 OS 或 PFS 没有达到预期，

疗涉及身体免疫微环境、免疫器官、免疫状

因此客观缓解率（ORR）的关键次要终点没

态，所以从广度来讲，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有通过测试。

免疫治疗可能会带来全身的器官反应，包括

去年 7 月，Keytruda 获得 FDA 的优先审

皮肤、造血系统、内分泌器官、肌肉、关节、

评资格。11 月，FDA 批准 Keytruda 用于已接

神经等。例如在肺科，碰到较多的就是间质

受一线索拉非尼治疗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

性或者是免疫相关性的肺炎，而且免疫损害

但恐怕此次针对 HCC 患者的三期试验结果

可能对肺的影响更急速，如果处理不及时就

失败会放缓 Keytruda 前进的脚步。试验失败

很危险。由于目前还没有标志物来预防免疫

的消息传出的数小时后，默沙东的股价下跌

相关性肺炎的发生，所以需要靠医生或者专

了 1%。

科护理人员来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和主观感
滥用、副作用不容忽视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 4 款 PD-1 药物上市。
值得关注的是，百济神州和恒瑞的 PD-1 也在

受，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提示临床医生进行
更好的干预。所以免疫治疗更加考验肿瘤科
医生的基本功。”
（选自《医药经济报》）

申报上市的路上。据不完全统计，还有数十

常用药频繁大涨价“4+7”效应何时传到零售
近期，多家媒体报道药店中一些常用药

左右）。

品大幅涨价，有的药涨幅一个月内超过 50%，

药店常用药频繁涨价

更有甚者涨幅高达 900%（有媒体报道，硝酸
根据 21 新健康的报道，春节后，很多常

甘油片从 2018 年前的 5 元左右上涨至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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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价格大幅上涨。去痛片从 2014 年的 2.5

品牌中成药涨价是常态

元涨到 2016 年的 4.9 元，现已经 8.7 元。滴

此外，中成药涨价更是走向常态。小儿

鼻净从 2015 年的 1.6 元涨到如今的 4.5 元。

感冒颗粒、川贝枇杷膏、杏苏止咳药、六味

强心药去乙酰毛花苷之前 50 元每支，现为 90

地黄丸、云南白药气雾剂、桑菊银翘散等常

元。用于降血压心绞痛的硝酸甘油注射液以

用中成药都涨价了，涨价程度在几元到几十

前 2 元/支，现在 15 元左右。

元不等。

北京日报报道，复合维生素 B 在 2015 年

根据健康日报梳理，2018 年川贝枇杷糖

的价格为 1.5 元，而到了 2018 年底则涨至 10.5

浆由原来的 19 元/瓶涨到了 29 元/瓶，云南白

元，涨幅高达 600%，癞特灵从 2015 年的 3

药气雾剂由 27.3 元/盒上涨到 41.6 元/盒，桑

元，涨至 2018 年底的 9 元，涨幅 200%。

菊银翘散由 20 元/盒涨价至 38.5 元/盒，复方

在业界看来，药品价格上涨要分成两块
市场来看：一是标内市场，也就是公立医院

黄连素片由 8.8 元/盒上涨至 12 元/盒，清肺
化痰丸由 16.4 元/盒上涨至 28.5 元/盒。

市场，其价格不会提起来；而标外市场也就
是零售、诊所、民营医院市场现在已经普遍
在涨价。
确实，由于进入公立医院市场需要招标
比价，在招采降价趋势下，医院市场的产品
调价难度较大。而零售市场属于相对市场化
运作，零售渠道和定价方式也与医院市场不

虽然，2018 年整体中药材生产持续增量，
中药材市场低迷。但是随着监管趋严，中药
材市场趋于两级分化，行业对合规、高规的
中药材需求更加迫切，优质优价效应显现。
所以对于一些药企来说，中药材原料价格不
断攀升。
对于中药材价格上涨，一些企业也由此

同，价格调整速度会更快更明显。
根据观察，这些被媒体曝出涨价的品种
大多是一些常用低价药。一位资深行业人士
向记者表示，
“自从低价药政策出来后，好多

调整产品价格，东阿阿胶、片仔癀近十年来
进行了连续十余次提价。对于产品涨价，云
南白药曾公开表示，受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

常见原辅料价格都涨了。”在行业看来，一些

等因素影响，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巨大。而

品种按照供需关系，价格调整都很正常，但

药品降价、招标竞价又将制约公司的独家、

是现在有一种垄断性的涨价行为，也就是被

基药、医保类药品销售及学术推广等，导致

某些企业掌控，不出货，造成有价无货。前

公司在夹缝中生存，陷入销售增长日趋艰难、

述行业人士表示，
“最早是在山东潍坊，那里

利润空间逐年被挤压的困局。
有企业人士认为，
“对于上游优质中成药

是原料垄断的集中地，国家也处罚了几例，
但是处罚程度太轻了。而且由于价格偏低，

涨价，成本增加不明显还可以内部消化一下，

价格倒挂，企业也不想生产，所以很多企业

如果涨价幅度较大，必定对中下游产品价格

就弃标了。国家本来是想让老百姓使用上便

产生影响。不提价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特

宜、普通的药，但是政策执行效果并不好。”

别是中药饮片的价格，与中药材价格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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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占据其主要成本。如果中药材涨幅高，

果，25 个中选品种与试点城市 2017 年同种药

其价格自然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品最低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 52%，最高降

此外，由于中成药竞争充分的产品不多，

幅 96%。

独家产品居多。只有充分竞争的产品，像六

3 月 25 日，北京、成都下发采购文件。

味地黄丸、乌鸡白凤丸等熟知性产品才会对

截止目前，
“4+7”所有城市已全部出台落地

价格特别敏感。而中成药产品更看重的是品

措施，带量集采正式进入执行阶段。日前，

牌，所以品牌药价格自然会高一些。另外，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出了国家“4+7”

由于中成药涨价更多是原材料带动下的涨

城市集采中选药品的第一张处方，中选品种

价，那么就不止一家企业会涨价。而且，从

之一的恩替卡韦新售价为之前原研药售价

一个产品价格涨价比例来看，工业企业涨价

的 1 折。

占一部分，零售成本也在上升，所以销售价
格不断看涨。
对于产品来说，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企业人士认为，
“价格调整一般会从多方面衡

在业界看来，在“4+7”集采带动下，不
论在试点城市，还是 11 市以外的市场，价格
竞争将愈发激烈，中标品种的大幅降价将引
发一系列产品的价格下调。

量：首先，生产成本上升，必定会将其转嫁，

虽然零售市场的药品价格一直都是市场

市场操作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其次，与营销

化运作，但是对于“4+7”所产生的低价效应，

模式有关，当大众对产品品牌不熟时，会将

漫延至零售市场是大概率事件。同时，在价

部分品牌投入转嫁到销售成本中；再者，产

格联动以及进一步扩大带量采购试点范围趋

品较新，需要相应地进行学术推广，产品宣

势下，医院市场价格将继续走低。那么，院

传产生的费用对售价也有影响。”

外零售渠道将是企业十分重要的市场，尤其

“4+7”价格效应何时传到零售
值得关注的是，与一些药品在零售市场
涨价情况相反，近年来，药品在医院市场价
格呈现螺旋式下降态势。降价效应也在“4+7”

对未中标企业来说，如何做好院外市场显得
紧急且迫切。由于“4+7”集采带来的降价效
应尚需一段时间才能显现，零售市场药品价
格到底如何走，将是业界关注的焦点。
（选自《医药经济报》）

集采结果出炉后被进一步引爆，根据采购结

度拉糖肽获批上市 让中国患者控糖高效而简便
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

发布的《糖尿病患者的注射给药方式负担研

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保障

究报告》显示，90%的患者认为每日注射降糖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将糖尿病等公共卫生统

治疗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其中“打针不

筹首次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然而，2018 年

方便”和“怕打针、针头恐惧”是主要顾虑；
41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2

32%的注射用药患者因注射不方便考虑过放

行有效控制后，患者就会考虑注射治疗。度

弃治疗；36.5%的患者在最近 3 个月错过或自

易达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总体相对较安

行减少注射次数。这些数据表明，让注射用

全，低血糖发生率比胰岛素低。”
“第三个特点是简便。”他特别强调指出，

药的糖尿病患者保持良好的治疗依从性是一
项严峻挑战。

简约的设备和简化的治疗是礼来糖尿病一直

2019 年 2 月，礼来中国宣布一则重磅消

以来的价值主张。度易达一周只需一次，对

息：其 GLP-1 受体激动剂周制剂度拉糖肽（商

广大患者来说使用方便，而且是隐形针头，

品名：度易达）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可缓解患者对针头的恐惧，无需调节剂量，

适用于成人Ⅱ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包

无需混悬，无需专门的操作技巧，自动注射，

括单药及接受二甲双胍和/或磺脲类药物治

每次操作只需 5-10 秒，可在任意时间方便地

疗血糖仍控制不佳的患者。礼来中国总裁兼

进行注射。患者依从性更好，停药比率低，

总经理 Mr. Julio Gay-Ger（中文名：季礼文）

能够更好地管理糖尿病，这些都充分体现了

在接受《医药经济报》专访时透露，
“度易达

礼来公司在糖尿病治疗药物研发领域的用心

将很快上市造福患者。”

和细心。

直击降糖核心“痛点”

正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易回首，已
达灯火阑珊处”。

最新的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的数据表

提供高性价比治疗方案

明，全球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中
国Ⅱ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 10.9%，也就意味着
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超过 1 亿。更严重的是，
中国糖尿病发病率高、诊断率低、治疗率低、
达标率低，防治形势严峻。糖尿病会导致多
种慢性并发症，因此长期有效控制血糖，可

度易达可以改善 T2DM 的六重病理生理
机制，而非仅仅改善“高血糖的表象”，且低
血糖风险低，每周一次的注射，较每日一次
治疗的治疗方案，每年可减少注射 313 次。
度易达上市后，将推动整个 GLP-1 类药物的
发展。

降低并延缓并发症的风险。临床研究表明，

针对大家对度易达定价的关心，季礼文

糖尿病长期血糖控制达标的重要障碍是低血

在采访中回应道，
“目前公司还没有确定最终

糖和治疗依从性，一周一次度易达获批上市，

的价格，但总体的定价原则就是希望能为患

将为帮助中国Ⅱ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达标

者提供性价比高的治疗方案。”当然，他同时

扫清障碍，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强调，除了定价以外，药物的可及性也是礼

那么，这款新产品到底可以能给糖尿病
患者带来哪些获益呢？

来公司重点考量的，为了让更多患者能用得
上这个优质的药物。

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季礼文在访谈中

季礼文坦言，
“用药依从性是糖尿病控制

指出，
“度易达在全球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基

的重要一环，如果能对患者正确引导，提高

于它的三个特点：一是疗效明确。临床研究

注射类降糖药物的使用便捷性，使用注射类

表明，度易达组糖化血红蛋白下降明显；二

药物的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的比例将大大提

是治疗总体安全性良好。并发症一直是患者

高。我们深知，疗效及安全性是帮助患者血

担心和害怕的，当口服降糖药无法对血糖进

糖达标的关键；然而，对患者依从性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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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治疗和使用简便的注射装置同等重

达是全球 GLP-1 领域第四个上市的产品，被

要，我们很高兴看到度易达能在中国获批上

问及将如何在中国市场中脱颖而出时，季礼

市，它必将给中国糖尿病患者带来切实的控

文表示，
“首先，对于度易达来说，我们相信

糖获益，助力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慢病

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因为患者和医生

管理目标。”

需要，并且其被证明强效而简便。
另外，礼来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医生

多维深挖降糖药物市场
目前中国糖尿病患病率达 10.9%，但血糖
控制达标率仅在 15.8%左右。据统计，在中国，
糖尿病患者起始注射治疗选用 GLP-1 受体激
动剂的只占 0.3%。
季礼文指出，过去 4 年度易达在全球
主要市场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主要原因在
于其良好的降糖疗效并且使用简便，相信

和患者教育，让医生更加了解这个药物，让
更多患者了解自身疾病及治疗方案。同时我
们也欢迎竞争，有更多的竞争才能把市场做
大做好，我们愿意把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药物
— GLP-1 受体激动剂带给更多的糖尿病患
者。”他说，度易达的获批上市，将在中国市
场惠及更多患者，同时为医生提供更好的降

在中国也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功。《2017
中国Ⅱ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二联治疗已推
荐二甲双胍联合 GLP-1 受体激动剂。他坦

糖方案。礼来糖尿病有强大的产品线， 以满

言，
“度易达是非常有效的降糖药物，且使
用简便，它可帮助到更多的中国血糖未达
标的Ⅱ型糖尿病患者。
”
自度易达 2014 年 FDA 获批以来，已在美
洲，欧洲，亚洲等 70 多个国家上市，全球已
惠及超过 290 万糖尿病患者。目前其在美国
市场份额已达到 45%，而在日本已超越基础
胰岛素，成为起始注射治疗领军药物。2018
年度易达在全球销售达 32 亿美元，增长率

品线已有胰岛素、和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合作

57%。

足患者在不同治疗阶段的需求。自 1923 年推
出世界上第一支胰岛素至今，礼来糖尿病产
研发的 DPP-4 抑制剂和 SGLT-2 抑制剂，注射
装置等，GLP-1 受体激动剂周制剂度易达的获
批对礼来糖尿病产品线是一个重要补充。最
后，提升创新药的可及性并改善中国患者生
活品质是礼来与中国政府的共同愿景。礼来
将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开展上市后市场准入工
作，得以让更多患者早日用上创新药物，减
轻患者经济负担，实现患者利益最大化。
（选自《医药经济报》）

但 GLP-1 类药物竞争也非常激烈，度易

全球首个君实生物 BTLA 单抗
在美申请临床试验获受理
3 月 25 日，君实生物宣布开发出全球首

临床试验申请（IND）已于 3 月 22 日获得美

个（First in human, FIH）特异性针对 B-和 T-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受理，拟适用

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TLA）的重组人源化 IgG4

于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的治疗，包

κ 单克隆抗体（TAB004，或 JS004）。其新药

括 PD-1 抗体耐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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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LA 是 2003 年发现的表达于活化 T、B

发现，BTLA 和 PD-1 通路的共同阻断显著增加

淋巴细胞的一个重要的免疫检查点分子，与

肿瘤特异的杀伤性淋巴细胞的数量和功能，

其他免疫检查点分子如 PD-1 和 CTLA-4 具有类

远优于单独的 PD-1 阻断效果，表明 BTLA 通

似的结构（单一的免疫球蛋白可变区 IgV 细胞

路在肿瘤微环境的激活是 PD-1 抗体的潜在耐

外结构域）和相近的细胞内的信号传导机制

药机制之一。

（胞质内两个 ITIM 结构域募集活化 SHP-1 和
SHP-2 磷酸酶抑制淋巴细胞功能）。

这些结果显示，对于 BTLA 免疫检查点分
子的阻断，可以进一步改善淋巴细胞功能，

TNF 受体家族的 HVEM（Herpesvirus entry

尤其是和抗 PD-1 单抗联合使用时，有可能进

mediator，疱疹病毒进入中介体）在 2005 年被

一步提高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的疗效，扩大

鉴定为 BTLA 的配体，广泛地表达于人体免疫细

免疫治疗地受益人群。

胞，如 T 细胞、B 细胞、NK 细胞、髓样细胞和

君实生物开发出的全球首个特异性针对

树突细胞，以及多种肿瘤细胞（包括非小细胞

BTLA 的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JS004，拟适

肺癌、黑色素瘤、结肠直肠癌和淋巴瘤）。

用于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包括淋

在 正 常 生 理 情 况 下 ， BTLA 与 其 配 体

巴瘤）的治疗。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JS004

HVEM 结合后，可以抑制体内淋巴细胞的过度

可以促进肿瘤特异性 T 淋巴细胞增殖和提高

活化，防止免疫系统对自身的损伤。而在肺

淋巴细胞功能，在 BTLA 人源化小鼠的肿瘤模

癌、黑色素瘤、结肠直肠癌和淋巴瘤等肿瘤

型里减轻肿瘤负荷并提高存活率。

细胞通过高表达 HVEM，与肿瘤特异的杀伤性

君实生物计划在 PD-1 抗体耐药的实体瘤

淋巴细胞表达的 BTLA 结合后，可抑制淋巴细

病人里展开 JS004 I 期爬坡试验，并在Ⅰ期扩

胞的免疫功能。HVEM 的肿瘤高表达与不良预

展组进行与特瑞普利单抗（抗 PD-1 单抗）的

后相关联。

联合治疗的尝试。

在黑色素瘤患者来源的细胞体外试验中

（选自《医药经济报》）

绿叶制药 Rykindo® 有望成为
我国首个在美获批上市的创新药
作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为一大里程碑，意味着公司投入多年的长效

之一，备受关注的自主研发新药—注射用利培

缓释制剂研发平台成功突破产业化瓶颈。这

酮缓释微球 Rykindo®（LY03004）已于美国东部

不仅是绿叶制药全球化战略中的关键一步，

时间 3 月 28 日，正式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也是中国在全球制剂创新舞台上迈出的一

局（“FDA”）提交 NDA 新药上市申请，有望成

大步，受到各界广泛关注。通过制剂开发、

为我国首个在美获批上市的创新药。

CMC 及工艺优化、产能放大，注册审评、商

绿叶制药此次申报 Rykindo®被业界视

业化筹备等层层考验，绿叶制药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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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kindo®及后续多个创新制剂的全球上市做

丙诺啡贴片等，这些产品覆盖全球 80 多个国

好充分准备。

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

Rykindo®是绿叶制药自主研发的缓释微

主要医药市场，以及快速增长的国际新兴市

球制剂，以肌肉注射的方式每两周给药一次，

场。后续在研产品线中，另有注射用罗替戈

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此次提交

汀缓释微球（LY03003）、盐酸安舒法辛缓释

的 NDA 新药申请包含了一项关键性及两项支

片（ LY03005 ）、帕利哌酮缓释混悬注射剂

持性临床试验的结果，共涉及 172 名美国病

（LY03010）、卡巴拉汀多日贴片（LY30410）等

患。该项关键研究显示：与利培酮长效注射

中枢神经新药已在中国和海外同步进行开

剂的市场参照产品相比，首次注射 Rykindo®

发。公司期待将更多优质创新的原研药品带

后并无滞后期，且具有相等稳态药代动力学。

给全球患者。

在所有三项研究中，Rykindo®与参照产品的安

绿叶制药集团管理层表示：
“我们将全力

全性基本相似；在疗效上，Rykindo®首次注射

推进 Rykindo®在美国和中国的上市，并加速

后三周毋须再服用口服制剂，且能更快达到

多个已处于 NDA 准备阶段、Ⅲ期及关键临床

稳态血药浓度。Rykindo®上市后，可改善口服

阶段的新药的注册进度。我们期待绿叶制药

抗精神病药物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普遍存在

能把更多优质创新的原研药品带给有需要的

的用药依从性，每两周给药一次，将简化精

全球患者！”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需要创新，创新重

神分裂症的疗程。
绿叶制药预计，Rykindo®有望于 2019 年

在突破，绿叶制药经过持续多年的创新投入，

至 2020 年在美国和中国先后上市。与此同时，

打造研发转化平台，在微球、脂质体、透皮

该新药在欧盟和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注册

释药等高难度缓控释制剂技术研究领域已经

也在同步顺利推进中。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球

Rykindo®所处的中枢神经用药领域，全球

产品正式在美国申报 NDA，有望成为首个在

患者人群异常庞大且不断增加。绿叶制药在

美获批上市的创新药产品，不仅彰显了中国

该治疗领域进行的一系列布局，将成为其下

医药企业对标国际先进和突破创新的勇气，

一阶段业务增长的关键发力点。目前，公司

更加印证了中国制药工业转型升级迈向全球

已上市的中枢神经药物包括：思瑞康及其缓

高端市场的决心和实力。
（选自《医药经济报》）

释片、卡巴拉汀单日贴片、芬太尼贴片、丁

首个国产生物类似药获批上市罗氏迎竞争
2 月 25 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新闻稿
称，2 月 22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

请。该药是国内获批的首个生物类似药，主
要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

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制的利妥昔

目前我国已成为生物类似药在研数量最

单抗注射液（商品名：汉利康）上市注册申

多的国家，先后有近 200 余个生物类似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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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部分产品已完成Ⅲ期

适应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临床试验并提交了上市注册申请。

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欧盟已批准两种利妥

优先审评加速上市

昔单抗生物类似药：Celltrion 公司的 Truxima 及

生物类似药是指在质量、安全性和有效

诺华旗下山德士的 Rixathon/Riximyo。2018 年

性方面与已获准注册的参照药具有相似性的

11 月，FDA 也批准了美国首个利妥昔单抗生物

治疗用生物制品。生物类似药上市有助于提

类似药—Celltrion 与梯瓦联合开发的 Truxima。

高生物药的可及性和降低价格，可以更好地
满足公众对生物治疗产品的需求。
为促进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健康、有序

据全球畅销药数据统计，1998 年利妥
昔单抗销售额为 3.2 亿美元，2007 年销售

发展，国家药监局及时组织药品审评中心等

额过 50 亿美元，2017 年销售额达 75 亿美

技术部门，在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相

元，2007-2017 年已连续 11 年销售额过 50

关指导原则及国际生物类似药成功研发案

亿美元。

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物药研发的实际情
况和具体国情，在 2015 年 2 月制订发布了
《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
》
。
此次复宏汉霖公司申报的利妥昔单抗注
射液是国内首家以利妥昔单抗为参照药、按

从 1998-2017 年销售情况来看，该产品
累计销售额高达 958 亿美元，至今仍是 CD20
单抗领域的霸主产品。2018 年，受生物类似
药影响，利妥昔单抗全球销售额同比下降
8%，为 67.5 亿瑞士法郎。

照生物类似药途径研发和申报生产的产品，

2000 年，罗氏的利妥昔单抗在我国进口

并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支

上市，商品名为美罗华，剂型为注射液，规

持。申请人通过全面的质量相似性研究、非
临床相似性研究和临床比对研究，取得该产
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支持并提交了上市注

格为 100mg/10ml、500mg/50ml，在中国批准
非霍奇金淋巴瘤适应症。
据国内样本医院数据统计，利妥昔单抗

册申请。
为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国家药监局按

2012 年用药金额为 5.16 亿元，2017 年为 10.8

照中办、国办《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亿元。2018 年前三季度国内样本医院用药金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厅字〔2017〕
42 号）
“支持生物类似药、具有临床价值的药

额为 9.1 亿元，预计 2018 年用药金额将超过

械组合产品的仿制”要求，将该产品纳入优

12.0 亿元。该产品是罗氏在中国最畅销的药

先审评审批程序，在技术审评的同时，同步

品，2017 年医保准入谈判后，利妥昔单抗降

启动生产现场检查和检验工作，加快了该产

价幅度高达 58.45%，之后市场迅速放量。

品上市速度。2 月 22 日，国家药监局正式批
准该产品生产上市。
市场放量 申报火热
利妥昔单抗是由基因泰克原研并由 FDA 批

目前国内利妥昔单抗类似药申报企业已
有十几家，除了复宏汉霖，另有信达生物、
神州细胞工程、喜康生物、海正药业 4 家公
司的产品进入临床Ⅲ期，中信国健撤回。
（选自《医药经济报》）

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癌症的单克隆抗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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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亿用药市场仅 3 种药品过评
科伦、扬子江等 35 家企业抢跑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称

胺药销售额为 43.85 亿元，排名 TOP5 的品种

为“四大慢病”之一，我国呼吸系统用药市

分别为枸地氯雷他定、氯雷他定、地氯雷他

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米内网数据，

定、西替利嗪、左西替利嗪。盐酸左西替利

2013-2017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呼吸系

嗪片是全身用抗组胺药市场首个有企业通过

统用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五年时间增长超

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过 200 亿元，同比 2013 年增长 77.96%。近日，

左西替利嗪 2017 年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

全身用抗组胺药迎来了首个过评药品，而 460

终端销售额接近 3.7 亿元，同比增长 17.82%，

亿的呼吸系统用药市场暂时仅有 3 种药品通

该品种市场领军企业华邦制药、九典制药分

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目前，呼吸系统用药
有 17 个药品正在申报一致性评价，涉及科伦、
扬子江等 35 家企业。
近 44 亿市场!抗组胺药首个过评药品来了
2 月 18 日，九典制药公告称，公司收到
国家药监局核准下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
件》，公司“盐酸左西替利嗪片”通过仿制药
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目前，国内有 2 家
企业的盐酸左西替利嗪片通过一致性评价，
该产品首家过评企业为华邦制药。

别占据 45.39%、34.96%的市场份额，优时比
仅占据 2.83%的市场份额。
在米内网药物市场准入信息中，盐酸左
西替利嗪片为国家医保乙类药品，且为低价
药。根据国家政策，华邦制药、九典制药通
过一致性评价的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将能获
得医保支付方面的适当支持、医疗机构的优
先采购与临床优先选用。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为全身用抗组胺药，

目前，国内有 10 家企业拥有盐酸左西替

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包括季节性持续过敏

利嗪片的生产批文，永宁药业、东瑞制药、

性鼻炎和常年性持续性过敏性鼻炎）及慢性

民生药业、天衡制药等 4 家企业正在申报该

特发性荨麻疹。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原研优时

产品的一致性评价。

比的“优泽”于 2001 年首次在德国上市，2010

460 亿呼吸系统市场仅 3 种药品过评

年在中国获批上市。

呼吸系统疾病属我国最常见疾病，根据

据米内网数据，2017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2017》，城乡

构（中国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

居民呼吸系统疾病的两周患病率、两周就诊

市社区中心及乡镇卫生院）终端全身用抗组

率长期居第一位。据米内网数据，2017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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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呼吸系统用药市场规模

产的孟鲁司特钠片中选。孟鲁司特 2017 年在

为 462.54 亿元，同比增长 11.13%。2013 年至

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销售额超过 23 亿元，

2017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呼吸系统用药

原研厂家默沙东占据 69.72%的市场份额。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五年时间增长超过 200
亿元，同比 2013 年增长 77.96%。

35 家企业！17 个呼吸系统用药一致性评
价在审

目前呼吸系统用药仅左西替利嗪、氨溴

据米内网数据，截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

索、孟鲁司特等 3 种药品有企业通过仿制药

呼吸系统用药在审的一致性评价补充申请受

一致性评价，以上药品对应的亚类分别为全

理号共 38 个，17 个产品共涉及科伦、扬子江

身用抗组胺药、咳嗽和感冒药、抗哮喘药。

等 35 家生产企业。除了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其中，孟鲁司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规数最

盐酸氨溴索片、孟鲁司特钠咀嚼片等 3 个产

多，共 4 个品规，涉及两家企业。

品已有过评企业外，其余 14 个产品目前暂未

抗哮喘药孟鲁司特是第一批国家药品带

有企业过评。

量采购品种，杭州民生滨江制药有限公司生

17 个药品中，全身用抗组胺药、咳嗽和
感冒用药各有 7 个药品，抗哮喘药仅有 3 个。
据米内网数据，2017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
端呼吸系统用药 TOP3 亚类分别是抗哮喘药、
咳嗽和感冒用药、全身用抗组胺药。
在未有企业过评的 14 个药品中，盐酸
西替利嗪片、福多司坦片的一致性评价申报
企业数量最多。据米内网数据，西替利嗪
2017 年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销售额超
过 4 亿元，市场领军企业为优时比、澳美制
药。福多司坦 2017 年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
终端销售额超过 2 亿元，市场领军企业科伦
药业占据 45.36%的市场份额。
结

语

近年来，由于大气污染、人口老龄化等
因素，国内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病人数逐
年增长。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与心脑血管疾
病、恶性肿瘤、糖尿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并称
为“四大慢病”。与患病率增长相伴随的是，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用药需求也在逐年增
长。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与国家带量采购
等政策的推进，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有望使用
上更多质优价低的药品。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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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科学家发现抗 Epstein-Barr 病毒的新药物
近日，美国 Wistar 研究所和福克斯蔡斯
化学多样性中心等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发表了题为

录并改变 NPC 肿瘤异种移植物中的细胞转
化生长因子-β（TGF-β）信号传导途径。这些
EBNA1 特异性抑制剂显示出优良的药理学
性质，通过进一步开发有望用于 EBV 相关恶
性肿瘤的治疗。

“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small-molecule

（选自《科技部网站》）

inhibitors of EBNA1 DNA binding blocks
Epstein-Barr virus latent infection and tumor

科学家发现新型抗流感病毒的小分子化合物

growth”的文章，利用基于化学结构片段筛选

近日，美国 Scripps 研究所 Wilson 课题组

的 方 法 ， 开 发 出 一 种 新 型 的 EBNA1

和杨森制药的科研人员在 Science 上发表了题

（Epstein-Barr 核抗原 1）抑制类药物，可以有

为 “ A small-molecule fusion inhibitor of

效阻断 EBNA1 的 DNA 结合过程及 Epstein-Barr

influenza virus is orally active in mice”的文章，

病毒（EBV）相关肿瘤细胞的生长。
EBV 是一种 DNA 肿瘤病毒，全世界超过 90%

开发了一种新型口服抗流感病毒的小分子，
可以有效抑制甲型流感病毒。

的成人均会感染 EBV，这种病毒会导致 B 细胞

Wilson 课题组早在 2009 年开发出一种广

发生终生的潜伏性感染。EBV 可诱发多种癌症，

谱抗病毒抗体 CR6261，它可以选择性地结合

包括伯基特氏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胃癌和

在流感病毒血凝素（hemagglutinin，HA）的

鼻咽癌（NPC）亚型等。EBNA1 是在所有 EBV

颈部区域，从而达到抗病毒治疗的效果。但

相关肿瘤中持续表达的唯一蛋白，因此是治疗

抗体药物通常分子量较大且结构复杂，一般

干预的靶标。它是一种多功能的 DNA 结合蛋白，

不宜口服。在本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高通

对病毒复制、基因组维持、病毒基因表达和宿

量筛选，得到了与 CR6261 作用机制类似的小

主细胞存活等至关重要。

分子化合物，其中 JNJ7918 与 HA 抗原表位结

科研人员利用基于结构片段分析和 X 射

合位点一致，在体外试验中可以有效对抗流

线晶体学方法，对 1500 余种化合物进行了

感感染。随后对 JNJ7918 进行化学修饰，并对

筛选，发现 2,3-二取代苯甲酸系列化合物可

其抗病毒效果、代谢稳定性和口服生物利用

以选择性地抑制 EBNA1 的 DNA 结合活性。

度等进行优化，最终得到 JNJ4796。该化合物

通过染色质免疫沉淀和 DNA 复制试验，对抑

在体外试验中可中和甲型流感病毒，并在口

制剂进行了生化和细胞分析表征。此外，研

服给药后保护小鼠免受致死性和亚致死性流

究人员还证明了 EBNA1 抑制剂在几种 EBV

感病毒的攻击，还可以有效中和经 3D 细胞培

依赖性异种移植模型中对肿瘤生长的抑制

养的人支气管上皮细胞中的病毒。

作用，这些抑制剂选择性地阻断 EBV 基因转

与 CR6261 一样，JNJ4796 的作用机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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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抑制 HA 的 pH 敏感性构象变化，从而阻止

相关。该研究表明二甲双胍和血红素联用在

病毒与核内体膜的融合及病毒基因组释放到

更多类型肿瘤治疗中具有较大的潜力。

宿主细胞中。该研究为现有抗流感病毒药物

（选自《科技部网站》
）

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补充，并有助于抗流感
科学家开发新型艾滋病疫苗取得重要进展

病毒通用疗法的开发。

近日，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 Scripps

（选自《科技部网站》）

Research）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艾滋病疫
科学家发现一种有效的乳腺癌联合治疗策略

苗，猴子实验显示，接种这种疫苗能保护它们

近日，美国芝加哥大学等科研人员在

免受与人艾滋病病毒相似病毒的感染。这为防

Nature 上发表了题为“Effective breast cancer

治艾滋病带来了新希望。相关研究论文

combination therapy targeting BACH1 and

Vaccine-Induced Protection from Homologous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的文章，发现二甲

Tier 2 SHIV Challenge in Nonhuman Primates

双胍与另一种老药血红素（panhematin）联

Depends on Serum-Neutralizing Antibody Titers

用，可以靶向治疗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三阴

近日发表于免疫学杂志 Immunity。

乳腺癌。

该团队在两组恒河猴中测试疫苗。先前

线粒体代谢是癌症治疗靶点研究的一个

使用相同疫苗的研究表明，一些免疫的猴子

热点。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等治疗方案

在其体内天然产生低中和抗体滴度，而其他

有限的癌症治疗中，重新调整代谢途径可以

一些在接种疫苗后产生高滴度。基于该研究,

提高代谢抑制剂对癌症的抑制作用。BACH1

研究者们选择了 6 只低抗体效价的猴子和 6

（BTB-CNC 同源体 1，BTB and CNC homology 1）

只高抗体效价的猴子，重新进行疫苗接种，

是一种转录抑制因子，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

同时选择 12 只未免疫的猴子作为对照组。将

的各种组织中。在本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

恒河猴暴露于猴免疫缺陷病毒（一种含有与

BACH1 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肿瘤中表达量增

人类病毒相同的包膜三聚体的工程化猿猴病

加。BACH1 能靶向作用于线粒体代谢，降低

毒），研究人员发现疫苗接种在高滴度动物身

三羧酸循环中的葡萄糖利用率，对电子传递

上起作用, 恒河猴可以产生足够水平的针对

链（ETC）基因的转录具有负调节作用。通过

包膜蛋白三聚体的中和抗体以防止感染。

shRNA 干扰 BACH1 表达或利用血红素降解

（选自《科技部网站》
）

BACH1，细胞对 ETC 抑制剂二甲双胍的敏感性

科学家发现能预测肝脏

增强，可有效抑制细胞系和小鼠肿瘤模型中

中毒性脂肪堆积的生物标记物

肿瘤的生长。而在受到 shRNA 干扰的细胞中
表达抗血红素 BACH1 突变体可以恢复表型，

目前，在澳大利亚，有超过 550 万人存

也可恢复经血红素处理的细胞和肿瘤的二甲

在肝脏脂肪堆积（脂肪肝）的情况，其中超

双胍抗性。在乳腺癌和其他类型的肿瘤中，

过 40%是 50 岁以下的成年人。
脂肪肝是在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

BACH1 的基因与 ETC 的基因的表达量均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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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这些因素会影响发病年龄以及疾病

谢和心血管代谢疾病实验室的 Anna Calkin 博

的严重程度。专家们现在将这种情况描述为

士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诊断出脂肪

一种隐藏的流行病，该疾病正在推高肝脏移

肝，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日益严重的问题。

植率，导致一系列疾病甚至是死亡。

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脂肪肝并不仅仅是

脂肪肝通常没有早期症状，而现有的诊

一种生活方式疾病，而且几乎没有在疾病早

断技术在确诊时往往为时已晚，无法再预防。

期进行治疗的有效方法。因此，我们需要为

但是最近，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研究第

药物开发确定新的目标，而这项新研究为我

一次发现血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肝脏

们提供了很有希望的早期成果。”

中有毒脂肪的积累，这是早期脂肪肝的一个

下一步，该团队希望找出为什么有些人

标志。这些预测可以根据血液中的脂质（脂

比其他人更容易患脂肪肝的原因。Calkin 博士

肪）分布做出。该研究由 Baker 心脏和糖尿病

说：
“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是利用更大规模的数

研究所、加州大学和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共

据来验证这些结果。”

同完成。
该研究通讯作者、Baker 研究所分子代谢
与衰老实验室的负责人 Brian Drew 博士说：

（选自《科技部网站》
）
科学家利用简单的药物配方实现脑细胞再生

“脂肪肝是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因素，如果

科学家们在寻找一种可以恢复因中风、

不加以控制，最终会导致肝癌和肝脏衰竭。

脑损伤和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而失去大脑功

脂肪肝是接下来 10 至 20 年中导致肝脏移植

能的药物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利

的主要原因。”
Drew 博士说：“我们发现血液中的一组

用四种小分子的组合将胶质细胞转化为具有

脂肪可能反映了脂肪肝的病情发展。我们希

功能的神经元。胶质细胞能够为神经元提供

望这一发现有助于开发出血液检测方法来确

支持并保护神经元，而神经元是大脑中实现

定那些面临着最危险的晚期脂肪肝风险患

思维功能的细胞。
在这项近日发表在《Stem Cell Reports》

者，从而避免侵入性组织活检或手术。”
该研究结合了人体样本和临床前模型来

上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描述了他们转换的神

识别这些生物标志物。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与

经元在实验室培养中如何存活了 7 个多月。

脂肪性肝病发展中重要分子的新联系，这些

新的神经元也表现出像正常脑细胞一样工作

分子代表了潜在的新药靶点。

的能力。它们形成网络，并利用电信号和化

研究合著者、悉尼大学 Charles Perkins

学信号相互通信。

中心的 David James 教授说：“让我们对脂肪

损伤后的胶质细胞增殖。

肝等复杂疾病的发生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认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生物学教授 Gong

识。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代表了精准医疗

Chen 解释说，当脑组织受损时，神经元不会

的新发展方向，它将改变医疗保健。”

再生。他补充说：“相反，神经胶质细胞聚集

研究共同通讯作者、Baker 研究所脂质代

在受损的脑组织周围，在脑损伤后可以增殖。”
51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在他们的论文中，研究团队解释了神经

Vol.19No.2

以将星形胶质细胞转化为神经元。

胶质细胞如何形成疤痕来保护神经元免受进

基因治疗的简单替代。

一步的伤害。

Chen 教授和同事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神经

然而，由于它们的持续存在，胶质瘢痕

元再生。在使用化学重编程方法之前，他们

也阻碍了新生神经元的生长和它们之间信号

尝试过基因疗法。然而，他们发现，基因疗

的传递。

法太过昂贵，每人需要花费 50 万美元。此外，

该研究作者指出，过去曾经有研究尝试
通过移除胶质疤痕来恢复神经元再生，但是

基因治疗的实施也需要复杂的先进技术和专
业知识。

他们都没有取得成功。

Chen 教授解释说，这种化学重编程方法

Chen 教授认为，恢复受损神经元功能的

的主要优势在于，包含小分子的药物能够很

最好方法是利用死亡神经元附近的胶质细胞

方便地在全世界传递，甚至是没有先进医疗

生成新的神经元。

系统的农村地区。

将星形胶质细胞重编程为神经元。

此外，他和他的团队发现，将这四种分

在过去的研究中，Chen 教授和他的团队

子组成的药物注入到成年小鼠体内，可以使

发现，可以利用按特定顺序排列的 9 个小分

其大脑海马体中的新生大脑细胞增多，海马

子通过化学手段将星形胶质细胞重编程为神

体在记忆中起到关键作用。

经元。然而，当尝试将该方法从实验室转化

还有很多工作。

为临床应用时，他们才意识到这太复杂了。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发现对于使用药物

因此，这项新研究的目的是找到一种更

实现神经元再生来说只是一小步。为了开发

小的分子组合，以更直接的方式将星形胶质

出正确的配方，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工作，尤

细胞重编程为具有功能的神经元。

其是关于这些小分子的“包装和运输”。

研究人员测试了数百种组合，直到他
们发现了一种包含“四种核心药物”的有

除了验证它们的有效性之外，研究人员
们还需要确定它们的副作用和安全性。

效配方。

然而，他们有信心，并认为这种四种分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生物学研究生

子配方的药物在未来能够成为神经元功能受

Jiu-Chao Yin 说：
“这四种分子能够调节人类星

损患者的直接疗法。大脑损伤、中风和阿尔

形胶质细胞的四个关键信号通路，我们可以

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疾病都会导致神经元功

高效地将人类星形胶质细胞（多达 70%）转

能损伤。

化为具有功能的神经元。”
该团队还测试了将其中一种分子移除之

Chen 教授说：
“我的终极梦想是开发
一种简单的药物输送系统，就像药片一样，

后的配方。然而，任何其中三种分子组成的

帮助世界各地的中风和老年痴呆症患者再

配方都没有最初的配方有效。事实上，最好

生新的神经元，恢复他们失去的学习和记

的三种分子组成的配方也比四种分子组成的

忆能力。
”

配方效果差 20%。只使用其中一种分子不足

（选自《科技部网站》
）
52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2

研究发现应激激素促进乳腺癌转移

鼠中，当与地塞米松共同使用时，化疗药物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压力会导致癌

紫杉醇会降低其疗效。
这些研究提示，在给乳腺癌患者开糖皮

症恶化。近日，瑞士巴塞尔大学和巴塞尔大
学医院的科学家们破解了乳腺癌转移与应激

质激素药物处方时应该谨慎。该研究还表明，

激素增加之间的分子机制。此外，他们还发

抑制 GR 或许对患者是有益的，这也许能够带

现，在癌症治疗中经常被用作消炎药的应激

来应对乳腺癌转移的新疗法。
Bentires-Alj 教授说：
“肿瘤异质性是癌症

激素合成衍生物会降低化疗的疗效。研究结
果来自于人源性乳腺癌小鼠模型，并可能对

治疗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这些发现强调了

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产生影响。该研究近日已

压力管理对患者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三阴

发表在 Nature 上。

性乳腺癌患者。适当的运动和放松能够改善

转移性乳腺癌治疗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肿

生命质量，并提升患者的存活率。”
（选自《科技部网站》
）

瘤的异质性。随着疾病的进展，肿瘤变得更
加多样化，癌细胞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治

研究发现改进 PTSD 治疗的新方法

疗上的不充分。
由于这一现象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巴
塞尔大学生物医学系和巴塞尔大学医院的
Mohamed Bentires-Alj 教授的研究团队一直在
研究一种名为三阴性乳腺癌的高转移性癌症
的细胞。这种癌症对标准疗法有抗药性，使
得患者的治疗选择更少。
为了探索肿瘤和转移瘤之间的异质性，

根据近日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科学家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改
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常见治疗方法。
这项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戴
尔医学院完成的研究，表明一种潜在改进的
暴露疗法，即让患者在安全的环境中通过面
对逐渐接近创伤相关的记忆和感受，远离实
际的威胁。

研究人员在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分析了基因活

在这项对 46 名健康成年人的研究中，研

性。他们发现转移瘤增加了糖皮质激素受体

究人员比较了参与者在用令人惊讶的中性音

（GR）的活性，而糖皮质激素受体负责调节皮

调替换手腕上令人不快的电击时的情绪反

质醇等应激激素的作用。而且，转移瘤小鼠

应，而不是简单地关掉电击。忽略恐惧的电

的应激激素皮质醇和皮质酮浓度高于未转移

击是目前暴露疗法的标准。用功能磁共振成

瘤小鼠。

像（fMRI）测量受试者的大脑活动。他们的

科学家们表示，这些应激激素水平的升

情绪反应是通过他们的手出汗量来衡量的。
与简单地关闭电击相比，用中性音调替

高会激活 GR，导致癌细胞的定植和异质性增
加，并最终缩短患者的存活时间。

代恐惧的电击与更强的腹内侧前额皮质活动

GR 还介导合成皮质醇衍生物的作用，如

有关。腹内侧前额皮质是学习安全和抑制恐

地塞米松，它被广泛用于治疗化疗引起的副

惧的关键区域。用简单的音调代替害怕的电

作用。该团队发现，在发生癌细胞转移的小

击，也降低了参与者对之前与电击有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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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反应。

据集，有助于人工智能分析。通过人工智能，

该研究第一作者、精神病学助理教授

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控制毒力的新机制。

Joseph Dunsmor 博士说：
“用无害的声音代替

休斯顿卫理公会传染病科学家发现了一

预期威胁的简单治疗，导致了长期的安全记

种先前未知的触发因素，它将相对普通的感

忆。这表明大脑可以直接通过非药物干预更

染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贪婪，肉食性疾病。

好地控制其恐惧反应。”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将参与者随机

A 组链球菌是一种在全球每年造成超过
7 亿人感染病例的生物。虽然这些病例大部分

分为两组，一组是电击被切断，另一组是电

都是链球菌性喉咙，大多数人都患有这种病，

击被中性音调取代。在研究的第一天，两组

但它也是严重侵袭性疾病的常见原因。

都暴露在一张手腕被电击面孔的图片中。然

其中一种疾病是儿童发烧，它会在分娩

后，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再看那些没有被电击

后袭击妈妈及其新生儿。没有多少人熟悉这

的照片，或者用令人惊讶的声音替代电击图

个丑陋的，表现为链球菌的表兄弟，但它可

片。第二天，两组人都回来测量大脑活动和

能会以一种非常恶劣的方式变得严重，使受

对受恐惧条件影响图片的情绪反应。

害者无肢或更糟。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

“产褥脓毒症，通常被称为儿童发烧，在

扫描测量了参与者对受恐惧影响图片的大脑

全球范围内导致分娩过程中或出生后不久的

活动。他们还根据其手上记录的汗量来测量

妇女死亡，”医学博士 James M. Musser 博士

受试者对接受电击威胁的情绪反应。

说。相应的作者在 2 月 18 日刊登在 Nature

Dunsmor 说：
“众所周知，大脑的学习方

Genetics 期刊上的论文中。”据估计，所有患

式是出其不意的。我们的研究表明，用中性

有发烧儿童的女性中约有 10%最终会死亡。

的和意想不到的事件，甚至是一个简单的音

这是毁灭性的，有时也会导致孩子死亡。”

调来代替预期的厌恶事件，是一种吸引注意

休斯顿卫理公会病理学和基因组医学系

力的方式，这样大脑就能学会更有效地调节

主任 Musser 和他的研究小组在研究这种食肉

恐惧。”

病原体方面做了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研究
（选自《科技部网站》）
研究人员发现触发器可将

链球菌感染转变为肉食性疾病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先前未知的触发因

了 A 组链球菌的三个独立实体之间的关系。
他们是在这种规模下进行细菌研究领域的第
一个研究，他们研究了基因组，转录组和毒
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产生了大量数据，使
其能够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析。

素，它将普通的链球菌感染转变为肉食性疾

“通过了解基因组，转录组和毒力之间的

病的儿童发烧，这种发烧会对产后妈妈和新

关系和相互作用，我们有更大的机会成功地

生儿造成伤害，往往使受害者无肢体。他们

为受感染的患者创造新的疫苗和疗法，并找

使用前所未有的方法研究了基因组，转录组

到其他方法来预防或至少减少多少伤害它们

和毒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产生了大量的数

对人类造成了影响，”Musser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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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方式分析它们，并且使用不同的眼
睛，而不是过去。”

用成为病原体并导致疾病。
“我们和其他人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超过

Musser 和他的同事使用的总体策略是癌
症研究中常用的策略。

100 年，我们仍然没有有效的 A 组链球菌疫苗。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越了解癌细胞如何

我相信很多细菌发病机制研究的未来是生成和

发挥作用，我们就能越好地产生抑制它们引

分析更大的数据集和使用他们为了更好地了解

起人类疾病的新方法。直到 20 年前，我们还

疾病，”Musser 说。“我们为这种细菌发病机制

没有理解导致其发生的大多数遗传变化。由

生成的数据量是前所未有的。它为我们打开了

于对癌症基因的广泛研究和分析，我们现在

大门，让我们使用新颖的，更复杂的工具，如

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些，“Musser 说。“在癌症

人工智能来检查它。通过这些新的分析，我们

中，你可以理解，不仅要分析一个方面，例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最终有一种有效的疫苗可

如癌细胞的基因组，还要分析癌细胞制造的

以从地球上消除 A 组链球菌。”

蛋白质，然后确切地说癌症是如何入侵的，

能够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数据使他们意外

这一点非常重要。身体的其他部位。”

地发现，从而有可能获得关于 A 组链球菌如
何导致人类感染的新见解。

Musser 的团队通过同时分析 A 组链球菌
的三个实体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指出，就

“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出乎意料和令人

像他们在本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以合理的成

兴奋的事情是一个策略组，一个链球菌用来

本生成这些大型数据集的能力，即使在最近

引起人类严重的疾病，”Musser 说。“我们发

五年前也是不可能的。

现的这种新机制可以控制毒力，并确定该生

“我们能够清楚地显示关于 A 组链球菌

物体是否只是一种病原体或真正生气的食肉

的 M28 菌株如何引起感染的新途径，并且它

病病原体。如果没有这种异常庞大的数据集

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该生物体如何引起母体败

可供人工智能分析，那么这一发现是不可能

血症的路线图，”他说。“我们现在拥有的广

实现的。”

泛知识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人们如何开始攻

为此，他们研究了 A 群链球菌的 M28
菌株，特别是导致大量侵入性病例和高发

击重要的下游研究，例如开发疫苗或新疗法
来对抗这种生物体并在未来可能根除它。”

儿童热病。在许多国家，它是导致人类严

他们生成的数据将被编目供其他人在基

重侵袭性疾病的五大最常见的 A 组链球菌

因组学数据库中使用，这些数据库可在全球

菌株之一。

范围内随处获得。他们的希望是，通过让其

“从数字上看，M28s 是人类感染的重要

他调查人员可以免费获得，其他人可能会用

原因，所以我们希望对它有新的认识，因为

新的眼光看待它并看到他的小组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开始了解分子发病过程，那么你有能

的事情。

力开始潜在开发新的治疗和诊断，”他说。
“我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们现在能够使用这些非常庞大的数据集，以

/releases/2019/02/1902181231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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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一样。

俄勒冈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由

使用蛋白质结晶学，共同作者和 UO 研究

斑马鱼中常见的肠道细菌分泌的新蛋白

助理 Emily Goers Sweeney 能够确定蛋白质的

质，可以减少肠道炎症并延缓脓毒性休克

3D 结构。当在 3D 中观察时，AimA 显示出与

引起的死亡。

称为脂笼蛋白的一类蛋白质惊人的相似性，

通过研究蛋白质，气单胞菌免疫调节剂

其包括调节人类炎症的成员。
“这种结构相似性向我们表明细菌蛋白

（AimA）如何使细菌和它们的幼虫斑马鱼宿主
相互受益，研究小组的实验揭示了动物及其
常驻微生物如何协商缓和的炎症反应水平。
一篇关于机械微生物组研究的 eLife 杂志
的特刊中出现了一篇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

质可能像人类蛋白质一样起作用”Guillemin
说。
“特别是，不是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来抵消
由一种细菌引起的炎症，也许它正在做一些
更普遍的事情来缓和宿主的免疫反应。”
为了在斑马鱼中测试这个想法，研究人

“具有脂质运载蛋白样结构域的细菌免疫调
节蛋白促进宿主细菌共生”。
“关于我们如何与我们的微生物居民共
存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居住在
我们内脏的数万亿细菌没有大规模的炎症反
应，”该研究的共同作者，生物学和成员教授
Karen Guillemin 说。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我们开始测试肠道细菌是否会主动分
泌阻止过度炎症反应的因素，这不仅会对宿
主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对细菌居民产生不利

员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诱导炎症。在所有情况
下，他们发现 AimA 蛋白可以减少炎症。即使
他们诱发致命的炎症反应，称为感染性休克，
他们发现蛋白质可以抵消这种情况并延长斑
马鱼的寿命。
在研究细菌为何产生这种蛋白质的问题
时，研究人员向斑马鱼提供了 AimA 缺陷型气
单胞菌细菌。他们发现宿主动物的表现比正
常的气单胞菌定植时更糟，并且患有更多的
肠道炎症。 Guillemin 说，细菌的情况也更糟。

影响，”她说。“我们使用斑马鱼作为模型宿
主，因为我们可以进行许多测试并以无偏见
的方式搜索新的抗炎因子。”
该论文由前 UO 博士后研究员 Annah
Rolig 领导，现在是普罗维登斯波特兰医学中

“细菌正在经历这种炎症，这对他们有
害，”她说。“炎症涉及抗菌化合物的产生，
如用于清除细菌的活性氧物质，因此，如果
它正在经历过多的炎症反应，那么现在，一
种有益细菌将处于劣势。”

心癌症免疫生物学实验室的研究科学家，详

当 AimA 蛋白质被送回鱼类时，它的存在

细介绍了如何在常见的斑马鱼肠道细菌气单

使双方都受益。肠道炎症消失，气单胞菌恢

胞菌中发现这种蛋白质以及研究人员如何缩

复正常。当研究人员对免疫功能低下的鱼进

小更好地了解其结构和功能。

行相同的实验时，无法产生炎症反应，气单

当 他 们 第 一 次 发 现 AimA 蛋 白 时 ，
Guillemin 和她的团队感到困惑，因为构成蛋

胞菌细菌不需要这种蛋白质。这表明细菌制
造 AimA 的主要原因是预防炎症。

白质链的一系列氨基酸看起来就像其他蛋白

作为一种有益于细菌和动物伙伴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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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AimA 代表了一类新的细菌效应蛋白，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Guillemin 称之为共生因子。

/releases/2018/11/181106121421.htm）

与促进病原体适应性对其宿主有害的毒
英国巴斯大学学者发现

力因子不同，像 AimA 这样的共生因子赋予了

登革热病毒的早期诊断方法

互惠互利，当宿主和细菌从宿主微生物方程

近日，来自英国巴斯大学电子与电气工

中移除时，宿主和细菌都受到影响。她说，
AimA 蛋白可以促进细菌定植和宿主存活。

程系的 Paulo Rocha 博士团队研发出一种低成

“大多数有益微生物的研究都专注于对

本的综合传感设备，用于登革热病毒的早期

宿主的益处，并且倾向于发现非常通用的微

检测。该设备通过使用一个含有电传感器的

生物分子，如代谢副产物，作为调节剂，”她

平台来研究受到登革热病毒感染的人体细胞

说。“AimA 的发现令人兴奋，因为它是一个

的行为，并且该平台面积仅有 3cm2。研究发

非常特殊的专业产品，是共产主义者为维护

现当人体感染登革热病毒时，机体会产生较

这种共生所做的。我怀疑还有更多这些共生

多蛋白质，特别是感染细胞分泌的“非结构

因素可以找到。”

蛋白 1”
（NS1）。研究小组目前正在体外观察

该研究结果可能适用于与过度炎症相关

被不同浓度 NS1 感染的人体细胞的电行为。

的一系列人类疾病。它可能有一天可用于治

科学家们认为对于以上细胞电行为的深入研

疗肠道炎症，包括炎症性肠病，或预防与代

究将有助于开发一种更加精确和敏感的登革

谢综合征和败血症相关的慢性炎症。

热病毒早期诊断方法，可以有效防止登革热

此外，Guillemin 说，该研究表明，生活

患者遭受潜在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登革热是登革病毒经蚊媒传播引起的

在人体内的其他细菌是新型抗炎分子的潜在
丰富来源。
“ 这 些 常 驻 肠道微生物的动机是抑制 炎

急性虫媒传染病。登革病毒感染后可导致
隐性感染、登革热、登革出血热。典型的

症，”她说，“他们可能有很多创造性的方法可

登革热临床表现为起病急骤，高热，头痛，

以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

肌肉、骨关节剧烈酸痛、部分患者出现皮

学到很多关于如何设计新型抗炎疗法的知识。”

疹、出血倾向、淋巴结肿大、白细胞计数

与 Rolig，Guillemin 和 Sweeney 合着的论

减少、血小板减少等。本病主要在热带和

文 是 本 科 学 生 Lila Kaye ， 博 士 生 Michael

亚热带地区流行，我国广东、香港、澳门

DeSantis，博士后研究员 Arden Perkins 和前博

等地是登革热流行区。据最新数据统计，

士后 Allison Banse。所有隶属于 UO 的分子生

全世界每年约有 3.9 亿患者感染登革热病

物学研究所。M. Kristina Hamilton，神经科学

毒，
其中约 50 万患者可发展为登革出血热，

研究所的博士后，也是合着者。

每年约死亡 2.5 万人。该系统的成功研发对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向 Guillemin 提
供 GM098911 和 HD22486 以及向 Rolig 提供

于医疗条件较差以及登革热较流行的发展
中国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选自《科技部网站》
）

DK098884 资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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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发现调控

险。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试图

T 细胞功能障碍的重要因子

延长心脏起搏器的电池寿命。近日，上海长

2 月 28 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
科卞修武院士和刘新东教授团队以及清华大
学董晨教授团队的研究人员在 Nature 上发表
了题为 Genome-wide analysis identifies NR4A1
as a key mediator of T cell dysfunction 的文章，
揭示了功能性障碍的 T 细胞不同于效应性和
调控性 T 细胞的表观遗传学修饰以及基因表
达特征，并发现转录因子 NR4A1 是诱导 T 细
胞功能障碍发生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调控因

海医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解
决方案，涉及一种由心跳提供动力的起搏器。
该起搏器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脉冲发
生器（植入在锁骨附近的皮肤下方）和连线
电极（植入到心脏中）。起搏器的主要目的是
控制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既可能是心动过速
也可能是心动过缓。心跳的节律可能会因心
肌受损而扰乱，衰老或心脏病都会导致心肌
受损，遗传疾病和某些药物也可能导致心肌
受损。

子，该研究成果提示 NR4A1 可以成为逆转 T

无论患者是哪种心律失常，结果都是一

细胞功能性障碍的关键调节因子，并且是肿

样的：到达身体各部位的血液不足。这可能

瘤免疫疗法的潜在靶标。

会导致异常的疲劳、昏晕、气短、器官损伤，

研究人员使用小鼠体外 T 细胞耐受诱导

甚至是死亡。

系统，发现耐受性 T 细胞中的全基因组表观

起搏器能够监测心跳，如果心跳过快或

遗传和基因表达特征，并表明它们不同于效

过慢，它就会向心脏发送电信号从而调节心

应和调节性 T 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转录因

率。此外，大多数起搏器都有检测身体运动

子 NR4A1 在耐受性 T 细胞中以高水平稳定表

或呼吸速率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会指示起

达。NR4A1 的过表达抑制效应 T 细胞分化，

搏器，在运动的时候提高心率以满足身体对

而 NR4A1 的缺失会降低 T 细胞耐受性并放大

血液和氧气的需求。
典型脉冲发生器的电池寿命在 5 至 12 年

效应 T 细胞的功能，增强对肿瘤和慢性病毒

之间，之后必须通过手术进行替换。由上海

的免疫力。
（选自《科技部网站》）

长海医院的张浩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
小型柔性塑料框架，他们将这种框架与压电

中国科学家研发
由心脏跳动供能的起搏器
心脏起搏器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它能
够确保心脏以规律的节奏跳动。然而，已有

层相结合。当这些压电层因心脏跳动而出现
机械形变时，它们就会产生小电压，足以为
植入到猪体内的起搏器提供能量，猪在生理
学方面与人类非常相似。

的起搏器并非完美的。它们最大的缺点是电

在未来，植入人体的类似装置将确保心

池只能持续使用 5 年，而到了这个时间点就

脏起搏器在患者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永远不需

必须通过外科手术来替换。这种手术过程会

要更换。这项研究近日已发表在 ACS Nano 期

使患者面临着感染、出血和其他并发症的风

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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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尝试。此前，

O-酰基转移酶 1（SOAT1）高表达是 S-Ⅲ亚型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科学家展示了类似的设

的特点，敲除该酶的编码基因后，细胞胆固

备，该设备由心跳的机械能提供能量，这个

醇的分布发生改变，并可有效抑制肝细胞癌

想法是受到了自动上发条手表的启发，当使

的增殖和迁移。研究人员构建了患者来源的

用者的手臂摆动时，就会为机械弹簧上发条。

肝细胞癌肿瘤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以 SOAT1

然而，本研究所展示的设备更加小型化且更

抑制剂 avasimibe 对其进行治疗后，肿瘤大

灵活，使其更适合作为起搏器的组件。

小显着降低。

（选自《科技部网站》）

（选自《科技部网站》
）

我国科学家发现

高脂饮食或能吃出肠癌

治疗早期肝细胞癌的新靶点

近日，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

近日，CNHPP 联盟、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

Ronald Evans 和 Michael Downes 领导的研

实验室、北京工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多家单位

究团队发现，在特定基因突变（70%左右的

的科研人员在 Nature 杂志上以通讯的形式发

肠癌患者都携带）的存在下，食用高脂饮

表 了 题 为 “ Proteomics

new

食，会导致小鼠体内两种独特的胆汁酸含

therapeutic targets of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量暴增，诱发肠道干细胞疯狂生长，基因

carcinoma”的文章，通过比较蛋白质组学和蛋

突变在此过程中大量积累，最终驱动肠道

白质磷酸化组学分析，确定了早期肝细胞癌

肿瘤从良性变成恶性。因此，对于携带特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中的蛋白质

定基因突变的人而言，不贪吃高脂饮食，

identifies

组学特征，为 HCC 的早期治疗提供了新靶点，

或许是预防肠癌的有效手段。该研究成果

为 HCC 肿瘤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新见解。

发表在近期的《细胞》上。

HCC 是全球致死率排名第三的癌症。在

肠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由于处在

东南亚地区，感染乙型肝炎病毒是导致肝细

胃的下游，肠道的上皮细胞会受到胃酸的损

胞癌的主要诱因。虽然在早期阶段进行手术

害，为了保持肠道功能的完整性，肠道里有

治疗效果较好，但发生 HCC 后的五年总体生

大量的干细胞，随时修复肠道受损的部位。

存率仅为 50-70%。

然而，肠道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也有一定的

研究人员使用蛋白质组学和磷酸化蛋
白质组学分析，表征了 110 对与乙型肝炎病

隐患。科学家发现，这些干细胞正是肠道肿
瘤的起源。

毒感染相关的临床早期肝细胞癌的肿瘤和

在所有的肠癌患者中，最常见（40-70%）

非肿瘤组织。定量蛋白质组学分析结果发

的基因突变是腺瘤性息肉病（APC）基因突变。

现，早期肝细胞癌具有异质性，可分为 S-Ⅰ，

APC 是个抑癌基因，一旦它失活，就会导致

S-Ⅱ和 S-Ⅲ等 3 种亚型。其中，S-Ⅲ亚型患

肠道细胞的增殖速度加快，形成良性的肠道

者的细胞胆固醇稳态受损，术后总体生存率

息肉，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恶化成肠癌。

最低，并且预后不良风险最大。此外，固醇

在该研究中，科学家用高脂饮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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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来自脂肪）和正常饮食分别喂养正常小

矛科植物中药雷公藤中分离的一种三萜类化

鼠和携带 APC 基因突变的模式小鼠，连续喂

学成分。研究证明，它具有抗炎、抗癌的作

养 16 周。喂养结束后，研究人员发现高脂饮

用，还可以抑制多种肿瘤细胞的增殖、发生、

食喂养的 APC 基因突变小鼠体内的肠癌生物

发展以及迁移。2007 年，雷公藤红素被《细

标志物癌胚抗原（CEA）和癌症抗原 19-9

胞》杂志列为最有可能发展为药物的五种天

（CA-19）的血清水平升高。同时，研究人员

然产物之一。最近还有报道显示，雷公藤红

观察到 APC 基因突变小鼠体内的胆汁酸水平

素具有较好的抵抗肥胖的作用。因此，其活

升高，尤其是在高脂饮食喂养的 APC 基因突

性及机制研究备受国内外关注。

变小鼠体内，一种叫做 T-βMCA 的胆汁酸水平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天然药物化

陡增 60 倍。研究人员进一步确认了 T-βMCA

学前沿交叉团队李飞研究组长期关注核受体

与肠癌发生的因果关系。

与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最近他们发现雷公

随后，研究人员把 T-βMCA 直接喂给 APC

藤红素可显著降低胆汁淤积性肝损伤模型的

基因突变小鼠，毫无意外，CEA 和 CA-19 的水

炎症反应的功效。通过代谢组学方法，揭示

平都增加了，而且肠癌细胞和肠道干细胞的

了雷公藤红素通过调节相应的信号通路，可

相关标志物的水平也增加了。研究结果表明，

发挥肝保护作用；随后，研究组与昆明医科

T-βMCA 确实有促进肠癌进展的能力。而且这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合

个过程可能是通过促进肠道干细胞的增殖完

作，证实雷公藤红素可以通过调节相应的信

成的。科学家已知 T-βMCA 会抑制下游一个叫

号通路，来抵抗胆汁淤积性肝损伤。

做 FXR 受体的功能，后者是控制肠道修复有

这些研究结果已以“雷公藤红素通过调

序进行的关键蛋白，这个蛋白一旦被抑制，

节 sirt1-fxr 信号通路抵抗胆汁淤积性肝损伤”

干细胞的增殖变成脱缰野马式，导致 DNA 损

和“通过雷公藤红素调节脂肪代谢”为题，

伤大量积累，最终诱发癌症。

分别发表在著名国际期刊《分子和细胞蛋白

研究人员总结：
“如果一个人携带有肠癌

质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杂志上。

易感基因，那么高脂饮食有可能就是‘压死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选自《科技部网站》）

（选自《科技日报》）
糖尿病药物可有效预防广泛患者的心力衰竭
根据美国心脏病学会第 68 届研究所提供

雷公藤红素可治疗胆汁淤积性肝损伤

的研究，糖尿病药物达格列嗪的心血管益处

据科技日报报道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延伸到广泛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射血分数降

所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从中药雷公藤中分离

低的人，尤其是指示心脏功能不良的心脏泵

获得的雷公藤红素，可显著降低胆汁淤积性

血能力的指标。年度科学会议。

肝损伤模型的炎症反应，恢复胆汁酸代谢的
动态平衡，从而治疗胆汁淤积性的肝损伤。
雷公藤红素是从“味苦，有大毒”的卫

该研究结果源于 DECLARE-TIMI 58 试验，
该试验于 2018 年报道，达帕格列嗪是一类名
为 SGLT2 抑制剂的药物的一部分，它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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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死亡和心力衰竭住院的复合主要终

验开始时记录了他们的 LVEF。在这些参与者

点，这主要是由于住院治疗心力衰竭。新的

中，13%（671 名患者）心力衰竭，射血分数

分析是第一个检查 dapagliflozin 的益处是否

降低（HFrEF），定义为射血分数小于 45%，

可以根据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进行预测，

这意味着每次心跳时左心室血液中只有 45%

左心室射血分数是衡量心脏左心室如何有效

被挤出。

地将血液挤出腔室的指标。通常使用称为超

研究人员比较了 HFrEF 患者和无 HFrEF

声心动图的心脏超声评估的射血分数是客观

患者的心力衰竭住院率，心血管死亡率和全

评估心脏功能的工具，并且已经显示预测患

因死亡率。他们发现服用达格列嗪的 HFrEF

者对其他疗法的反应。

患者因服用安慰剂而因心力衰竭或因心血管

心力衰竭是一种心脏不能抽出足够血液来

原因住院治疗的可能性降低 38%，这一比例

满足身体需要的疾病。尽管许多患者的心力衰

明显高于未服用安非洛治疗患者的可能性降

竭伴有正常或保留的射血分数，但射血分数低

低 12%有 HFrEF。

可能是心力衰竭的证据。研究人员发现，

患有 HFrEF 的患者的心血管死亡率和死

dapagliflozin 降低了所有患者的心力衰竭住院

亡率均显着降低，服用达格列嗪的患者与服

率，无论射血分数如何，或者在研究开始时他

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其发生率分别下降了

们是否患有心力衰竭。然而，该药物仅在射血

45%和 41%。研究人员没有观察到没有 HFrEF

分数较低的患者中显着降低了心血管原因引起

的患者的这些益处。服用达格列嗪可降低所

的死亡率和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

有患者的心力衰竭住院率，无论射血分数或

“使用 SGLT2 抑制剂达格列嗪有助于减少

心力衰竭状态如何。

左心室射血分数范围广泛的患者因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的减少是显着的，因

住院，但射血分数降低的患者可获得更大的

为很少有治疗方法对心力衰竭患者射血分数

益处，”Eri T. Kato 医学博士说。博士，京都大

保持不良以及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患者

学医院的心脏病专家，该研究的主要作者。

有任何益处，”Kato 说。“此外，对于有或没

“这一发现的临床意义在于，射血分数是识别

有心力衰竭的广泛患者，心力衰竭减少似乎

风险最高且可能从 SGLT2 抑制剂中获得特别

有益，这表明使用这些药物可能对大量糖尿

益处的强有力工具。”

病患者有益。”

SGLT2 抑制剂可提高机体从血液中去除

与射血分数正常的患者相比，心力衰竭

葡萄糖的能力，有助于调节糖尿病患者的血

伴射血分数降低的患者通常面临更高的心血

糖。DECLARE-TIMI 58 在 33 个国家的 882 个

管事件和死亡风险。在试验中，这些患者在

地点进行，招募了超过 17,000 名患有 2 型糖

心力衰竭住院治疗方面也比其他组更早地从

尿病的患者，以及确定的心血管疾病或心血

dapagliflozin 中获益，而在其他组中出现的益

管疾病的高风险。患者随机接受达格列嗪或

处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注意到糖尿病和心

安慰剂治疗，随访时间中位数仅为 4 年。

力衰竭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和多因素的，

30%的研究参与者（5,202 名患者）在试

加藤说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理解驱动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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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大脑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分析 DECLARE-TIMI

Thomas Burne 领导。

58 数据，以了解达格列嗪对代谢，肾脏和心

大脑中“支架”的减少。

血管结局的影响。Kato 说，其他正在进行的

Burne 在解释这项研究的动机时说：“全

试验正在研究心力衰竭患者的 SGLT2 抑制剂，

世界有超过 10 亿人受到维生素 D 缺乏的困

这将进一步阐明本研究中观察到的益处。

扰，而且研究已经证实维生素 D 缺乏和认知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3/190318121100.htm）
新研究解释维生素 D 与
大脑健康关联的新机制
在晒太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合成维
生素 D。维生素 D 对大脑健康非常关键。
近日一项研究发现，维生素 D 缺乏会影

能力受损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不幸的是，
维生素 D 究竟是如何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的
还不清楚，所以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维
生素 D 缺乏会引起这些问题。”
为了确定其潜在机制，Burne 及其同事剥
夺了健康成年小鼠的膳食维生素 D 二十周，
然后研究人员用实验将它们与对照组小鼠进
行比较。

响大脑中一种支撑神经元的“支架”。这一发

认知测试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缺

现或有助于开发针对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

乏维生素 D 的小鼠学习新事物和记忆的能力

裂症）的精神疾病的新疗法。

较差。

维生素 D 有时被人们称作“阳光维生

对小鼠大脑的扫描结果表明，海马体中

素”，它对于维持骨骼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它

的神经元周围网络减少，而海马体是记忆形

还有益于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内分泌

成的关键。

功能。例如，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D 缺乏会

神经元周围网络在大脑中功能类似“脚

损害免疫系统，使高血压风险上升，还会Ⅱ

手架”。Burne 解释说：
“这些网络在某些神经

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造成负面影响。

元周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性网状结

最近有研究强化了维生素 D 缺乏与精神
分裂症高风险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观点。其

构，使它们稳定了这些细胞与其他神经元的
联系。”

他研究表明，剥夺中年啮齿动物的维生素 D

研究人员继续说到：
“海马体神经元之间

会导致它们大脑受损，在认知测试中表现不

的连接的数量和强度也都明显减少。”尽管该

佳。研究人员还发现，经历心脏骤停后存活

研究并没有确定这一机制，但是研究人员认

下来的人，如果体内维生素 D 水平较低，则

为维生素 D 缺乏会使神经网络更容易受到酶

恢复大脑功能的可能性更小。

降解作用的影响。

这项新的研究进一步挖掘了维生素 D 与

Burne 说：“随着海马体中的神经元失去

大脑功能之间的关联，目的是为找到维生素 D

支持性的神经元周围网络，它们就无法维持

对记忆功能如此关键的潜在原因。该成果近

连接，并最终导致认知功能衰退。”

日已发表在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上，由澳

作者们还认为，海马体中大脑功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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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导致某些精神分裂症状，如记忆损失

了谷氨酰胺酶基因的靶向遗传缺失的小鼠。

和认知扭曲。

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某些T细胞那些介

接下来的工作是验证关于维生素 D 缺

导抗病毒和抗癌反应的细胞在没有谷氨酰胺

乏、神经元周围网络和认知功能之间关联的

酶活性的情况下表现更好。参与炎症和自身

假设。Burne 说：“我们特别兴奋地发现在成

免疫疾病的其他T细胞表现更差。

年小鼠大脑中的这些网络发生了变化。因为

“我们很感兴趣，一种代谢紊乱可能对T

这些网络是动态的，所以我们有机会重建它

细胞亚群的功能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领导

们，从而为新的治疗方法奠定基础。”

这项研究的研究生Marc Johnson说。

（选自《科技部网站》）
谷氨酰胺代谢影响 T 细胞信号传导和功能

研究结果与癌细胞中谷氨酰胺代谢的研
究相吻合，Rathmell说，他也是病理学，微生
物学和免疫学教授。

范德比尔特研究人员发现，细胞营养谷

“这种化合物（抑制谷氨酰胺酶）在某些

氨酰胺启动了一种促进某些免疫系统T细胞

肿瘤中有效，在其他肿瘤中不起作用.Marc发

功能并抑制其他功能的代谢信号通路。

现的是T细胞是相同的：一些T细胞需要这种

他们表明，抑制谷氨酰胺代谢的药物目

途径，有些则不需要，”Rathmell说。
“如果我

前作为抗癌药物在临床试验中 - 也可用于治

们阻断该途径，那么自身免疫性T细胞效果不

疗炎症和自身免疫疾病。这项研究于本周在

佳，但抗癌T细胞效果更好。”

线发表在Cell杂志上，也提出了使用这种药物
来增强癌症免疫疗法的策略。
Jeffrey Rathmell，博士，Cornelius Vanderbilt

研究人员在过敏性哮喘，炎症性肠病和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小鼠模型中证实了消
除谷氨酰胺酶活性以防止炎症和疾病。

免疫生物学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研

“谷氨酰胺酶抑制剂具有显着的安全性，

究细胞如何将其营养和新陈代谢与其功能结

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在各种炎症和自身免疫性

合起来。他们之前证明了细胞燃料葡萄糖对

疾病中被重新利用。”

驱动炎症和消除病原体的T细胞的活化和功
能的重要性。

为了检查抑制谷氨酰胺酶对介导抗癌反
应的T细胞的影响，研究人员在CAR（嵌合抗

在目前的工作中，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另

原受体）T细胞疗法的小鼠模型中使用该药

一种主要燃料：谷氨酰胺，主要在癌细胞代

物。CAR T细胞是致癌的T细胞，经过基因工

谢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一些公司正在开发抑

程识别特异性癌细胞。

制谷氨酰胺代谢的药物，以减少癌细胞的生
长和增殖。
研究人员预计，抑制谷氨酰胺代谢 - 如

在小鼠模型中，研究人员发现用谷氨酰
胺酶抑制剂治疗可以改善CAR T细胞功能，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增强。较短的接触抑

阻断葡萄糖代谢 - 将阻止T细胞活化和功能。

制剂可改善CAR T细胞功能，T细胞持续较长

他们使用一种抑制谷氨酰胺代谢第一步的药

时间。

物，一种叫做谷氨酰胺酶的酶。他们还研究

“CAR T细胞治疗的一个问题是工程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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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活，”约翰逊说。“我们认为用谷氨酰胺

California, Berkeley）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基

酶抑制剂短期治疗可能会改善CAR T细胞的

因疗法，通过病毒载体将视蛋白基因导入视

持久性。”

网膜的神经节细胞中，成功地让失明的小鼠

Rathmell说，这项研究结果对目前谷氨酰

恢复视力。

胺酶抑制剂与称为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疗法
的临床试验有关。

该研究以因视网膜退化而失明的小鼠为
模型。为恢复小鼠的视力，研究人员设计了

“我们的数据表明，如果您在短时间内服

一种靶向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腺相关病毒

用谷氨酰胺酶抑制剂然后将其除去，那么药

（AAV）作为载体，在病毒中植入一种感光受

物组合可能效果最佳。”
研究人员正在测试癌症小鼠模型中的各
种给药方案。

体——绿色（中波）视锥蛋白的基因。正常
情况下，这种视蛋白仅由锥状光感受器细胞
表达，使其对黄绿色光敏感。当病毒注入眼

研究人员还探讨了谷氨酰胺酶抑制引起

睛时，病毒携带基因进入通常对光不敏感的

的机制变化，并证明谷氨酰胺代谢途径通常

神经节细胞，使它们对光敏感，并能够向大

被认为仅产生能量与细胞信号传导和基因表

脑发送视觉信号。

达紧密结合。

研究人员检测了这种腺相关病毒载体基

“通过改变这种代谢酶，我们正在影响一

因疗法在小鼠模型上的效果：橙色的线记录

种直接改变染色质和基因可及性和基因表达

了小鼠第一分钟的运动轨迹。失明的小鼠小

的下游代谢物，”Rathmell说。
“作为一个概念，

心地保持在角落和两侧，而接受治疗的小鼠

代谢途径是信号传导途径的观点相对较新。”

几乎和正常视力的小鼠一样地探索笼子。

该研究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 的 资 助
（HL136664，DK105550，CA217987，CA193256，
CA001423）。 Calithera Biosciences提供了一些
用于体外研究的谷氨酰胺酶抑制剂。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8/11/181101133931.htm)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通过灭活病毒传递
的基因疗法，有望三年内在因视网膜退化而
失明的人体内进行试验。理想情况下，这种
疗法能让他们有足够的视力四处走动，并有
可能恢复他们阅读或观看视频的能力。全球
约有 1.7 亿人患有与年龄有关的黄斑变性，每
10 名 55 岁以上的人中就有 1 人患有这种疾

Nature 子刊介绍可让失明者

病，同时全球 170 万人患有最常见的遗传性

重见光明的基因疗法

失明—色素性视网膜炎，患有这种疾病的人

3 月 15 日，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

通常会在 40 岁之前失明。目前，这类患者的

发 表 “ Restoration of high-sensitivity and

治疗选择仅限于电子眼植入物，笨拙、侵入

adapting vision with a cone opsin”为题的研究

性且昂贵。

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选自《科技部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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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绝经后的女性或有此病史的女性。英国

研究人员已经创建了新的机器学习软

每年有 6,000 例卵巢癌新病例，但长期存活率

件，可以预测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和对治疗

仅为 35—40%，因为一旦出现腹胀等症状，

的反应。

这种疾病通常会在很晚的时候被诊断出来。

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墨尔本大学的研

早期发现疾病可以提高存活率。

究人员创建的人工智能软件能够比现有方法

医生通过多种方式诊断卵巢癌，包括血

更准确地预测卵巢癌患者的预后。它还可以

液检查，以寻找一种名为 CA125 的物质癌症

预测哪些治疗对诊断后的患者最有效。

的迹象，然后进行 CT 扫描，使用 X 射线和计

该研究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算机制作详细的卵巢肿瘤图片。这有助于临

上，发生在帝国大学医疗保健 NHS 信托基金

床医生了解疾病传播的程度，并确定患者接

会的 Hammersmith 医院。

受的治疗类型，如手术和化疗。
然而，扫描无法让临床医生详细了解患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技术可以帮助临
床医生更快地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并为更
加个性化的医疗铺平道路。他们希望该技术
可以用于根据 CT 扫描中癌症质地的微妙差异
将卵巢癌患者分组，而不是根据他们患有哪
种类型的癌症或者它的进展程度进行分类。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主要作者，癌症药
理学和分子成像教授 Eric Aboagye 教授说：
“尽管癌症治疗取得了进展，但晚期卵巢
癌患者的长期存活率仍然很低。迫切需要找

者可能的总体结果或治疗干预的可能影响。
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名为 TEXLab 的数学软
件工具来识别 2004 年至 2015 年期间来自 364
名卵巢癌女性的 CT 扫描和组织样本中肿瘤的
侵袭性。
该软件检查了肿瘤的四种生物学特征，
这些特征显着影响总体生存结构，形状，大
小和基因组成，以评估患者的预后。然后给
予患者称为放射性预后载体（RPV）的分数，
其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范围从轻微到严重。

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新方法。我们的技术能够

研究人员将结果与血液检查和医生用于

为临床医生提供更详细和准确的信息。患者

评估生存率的当前预后评分进行了比较。他

如何对不同的治疗方法做出反应，这可以使

们发现该软件对于预测卵巢癌死亡的准确性

他们做出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决策。”

比标准方法高出四倍。

帝国大学医疗保健 NHS 信托基金会的共

研究小组还发现，5%具有高 RPV 评分的

同作者和名誉顾问放射学家 Andrea Rockall 教

患者的存活率不到两年。高 RPV 也与化疗耐

授补充说：
“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医疗保健的

药性和不良手术结果相关，表明 RPV 可用作

方式并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我们的软件就

预测患者对治疗反应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Aboagye 教授建议，该技术可用于识别不

是一个例子，我们希望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
帮助临床医生如何最好地管理和治疗卵巢癌

太可能对标准治疗有反应并为其提供替代治

患者。”

疗的患者。
研究人员将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以了

卵巢癌是女性中第六大常见癌症，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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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软件如何准确预测个体患者的手术和药物

查，通常难以执行，并且在提供患者呼吸系

治疗结果。

统健康的快照方面受到限制这意味着有时可

该研究由 NIHR 皇家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能会遗漏问题，”UCI 研究生 Michael Chu 说。

帝国理工学院实验癌症医学中心和帝国理工

生物医学 工程 研究员 ，今天在 npj Digital

学院伦敦组织库资助。

Medicine 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创新的论文的主

这项研究是帝国理工学院健康科学中心

要作者。”我们的新型拉伸传感器可以让用户

开展的工作的一个例子，该中心是伦敦帝国

四处走动，一边寻找生命，同时收集有关肺

理工学院和三所 NHS 医院信托基金之间的联

部健康的重要信息。”

合倡议。它旨在通过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医学

这些装置是通过在塑料玩具的薄片上涂

进步来改变医疗保健，以便在尽可能快的时

上一层非常薄的金属，然后将其热收缩而产

间内使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受益。

生波纹而制成的。然后将薄膜转移到柔软，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有弹性的材料类似于小绷带可以粘附到患者

/releases/2019/02/190215082340.htm）

身上。来自嵌入式传感器的信号可以通过蓝

工程师用儿童玩具开发可穿戴式呼吸监测器

牙传输，以显示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上。
UCI 生物医学工程教授 Michelle Khine 在

使用受欢迎的儿童玩具 Shrinky Dinks，

其开发设备的实验室中表示，她在 9 个月前

工程师们创造了可穿戴的一次性呼吸传感

儿子出生后开始追求创新。并发症要求新生

器，可以跟踪佩戴者呼吸的速度和体积。新

儿被限制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内，这些病

设备将帮助患有哮喘和许多其他肺部疾病

房连接到供应氧气和监测呼吸的一系列机

的患者。

器上。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尽管他的整个身体都被传感器所覆盖，

种可穿戴式一次性呼吸监测仪，可连续提供

但所有医院工作人员都可以获得呼吸率信

高保真读数。它旨在帮助患有哮喘和囊性纤

息。如果你看着生命监测器，你会看到这个

维化的儿童以及其他患有慢性肺病的儿童。

波形，所以看起来他们正在获得[呼吸量]信

廉价生产的传感器是由 UCI 生物医学工

息，但他们不是，”凯恩说。“我的孩子只是

程师使用流行的儿童玩具 Shrinky Dinks 制作

躺在这个盒子里，我感到很无助。我不被允

的，这些塑料是涂上或拉上的薄塑料片，然

许带他八天，所以这令人心碎，但是看到所

后通过加热收缩。

有这些电线连接到他身上却没有给所有人带

放置在两个位置，一个位于第九和第十

来惊喜也令人沮丧我们想要的信息。”

个肋骨之间，另一个位于腹部，类似创可贴

她说她儿子出生后在医院的那些日子强烈

的装置通过测量应用区域的局部应变来跟踪

地激励她作为一名生物医学工程师：
“我把他的

佩戴者呼吸的速率和体积。在哮喘的情况下，

一些照片都发给我的学生，我说，
‘我们必须能

收集的信息可以帮助警告即将来临的袭击。

够做得更好这是 2018 年。这太疯狂了。’”
Khine 的实验室因使用 Shrinky Dinks 作为

“呼吸监测的当前护理标准是肺功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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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应用平台而闻名。大约十年前，她创新

功能。虽然临床医生在评估二尖瓣关闭不全

了玩具的使用，以生产微流体装置。

时常规使用超声心动图，但是使用该工具诊

“令人惊奇的是，这款儿童玩具使我们能

断继发性二尖瓣反流没有全球标准，限制了

够制造出这些强大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有

其应用。研究人员表示，研究方法的细节对

朝一日可能会让世界各地的儿童和其他人受

于为临床实践提供信息非常重要。

益，”她说。

“我们发现超声心动图对于评估多个级别

到目前为止，Khine 实验室的成员已经对

的继发性二尖瓣反流患者是有价值的，”医学博

健康受试者的新技术进行了测试，但是计划

士，医学博士，MedStar 健康研究所超声心动图

在未来几个月内对少数哮喘患者进行试验性

核心实验室主任，乔治敦大学医学副教授和该

试验。

研究的主要作者。
“超声心动图应该用于确定哪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些患者是 TMVR 的候选者，并且在植入 MitraClip

/releases/2019/02/190214084633.htm）

后也应该使用它来查看手术结果。”

超声心动图可能有助于患者选择
经导管二尖瓣修复
根据美国心脏病学会第 68 届年度科学会

COAPT 招募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78 个医
疗中心接受治疗的 614 名患者，并随机指派
他们接受临床指南建议的 MitraClip 或最大耐
受药物治疗，临床指南通常包括利尿剂，β

议上提出的研究，临床医生应该使用超声心

受体阻滞剂和其他药物，有时还包括心脏再

动图，超声波显示心脏的结构和功能，以确

同步治疗（心脏起搏器）。所有参与者在试验

定心力衰竭和心脏瓣膜漏出的患者是否可能

开始时都有心力衰竭和中度至重度继发性二

从瓣膜修复中受益。

尖瓣反流。心力衰竭是心脏太弱而无法抽出

这项新研究为 COAPT 试验提供了额外的

足够血液以满足身体需要的疾病。继发性二

见解，该试验调查了二尖瓣二尖瓣关闭不全

尖瓣反流经常与心力衰竭共存，恶化患者的

患者使用经导管二尖瓣修复术（TMVR）的情

症状并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

况，这是二尖瓣因心脏泵血问题而无法正常

研究人员使用超声心动图在入组前和在

关闭的情况。在 2018 年，COAPT 的研究人员

6,6,18 和 24 个月的随访期间对参与者的心脏

报告说，与单独使用标准药物的患者相比，

进行成像。他们开发了一种算法，由专家超

使用 MitraClip 装置进行 TMVR 的患者在两年

声心动图医师用于解释心脏图像，评估瓣膜

时的生存率明显更高。

的功能并确定患者是否适合 MitraClip 手术。

为了帮助将 COAPT 的研究结果转化为临

随访评估显示，修复后的瓣膜可有效防止血

床决策的实用指南，新研究详细介绍了超声

液通过瓣膜向后流动（二尖瓣关闭不全），并

心动图如何用于诊断继发性二尖瓣反流，以

且这种效果在整个两年的随访中持续存在。

及研究人员如何使用改编自美国超声心动图

此外，该研究的重点是识别心脏特征，

学会和 ACC 指南的多参数算法来确定哪些患

可通过超声心动图测量，可预测哪些患者对

者有资格参加该研究并在两年内跟踪瓣膜的

TMVR 有更好或更差的反应。在这项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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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 TMVR 在所有分析的亚组中同

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分子反应的数字 PCR 解

样有益，包括心室的大小，功能或压力，使

决方案。”

他们得出结论，所有与试验中具有相似特征
的患者都应考虑进行这种干预。

CML 是白细胞癌，其特征在于 BCR 和 ABL
基因的融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疗法

“无论患者的超声心动图特征如何，

已将 CML 转化为可治疗的慢性疾病，适用于

MitraClip 在分析的所有亚组中都显示出对研

许多患者。目前监测 CML 患者治疗反应的标

究人群有益，”Asch 说。“虽然我们了解到肺

准是使用逆转录定量 PCR（RT-qPCR），但这种

动脉高压较高的患者在接受 MitraClip 治疗后

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在测量低

风险较高，但他们仍然比不进行干预的患者

水平的疾病时。使用 QXDx BCR-ABL%IS 试剂

做得更好。做超声心动图对于确定患者是否
适合患者是至关重要的。MitraClip 并跟踪这
些患者，从长远来看评估手术结果。”

盒，临床医生可以准确，可重复地监测 CML
患者的残留疾病，即使是低水平，也可以让
医生更好地了解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

该研究由雅培资助。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3/190318102412.htm）
Bio-Rad 推出新的数字 PCR 系统和试剂盒，
用于监测 CML 患者的治疗反应

QXDx AutoDG ddPCR 系统设计灵活，允许
用户在平台上运行经 FDA 批准的体外诊断测
试或实验室开发的测试。
Bio-Rad 于 2012 年将 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技术作为研究工具推向市场，并迅
速应用于临床癌症研究中，用于液体活检和

Bio-Rad Laboratories，Inc。是生命科学研

罕见突变检测。ddPCR 产品组合提供可重复

究和临床诊断产品的全球领导者，今天宣布

的绝对定量，具有精确度，灵敏度和可扩展

其使用 Bio-Rad 的 Droplet 数字 PCR 技术的

的工作流程。迄今为止，有超过 3,400 种出版

QXDx AutoDG ddPCR 系统和 QXDx BCR-ABL%IS

物引用了 Bio-Rad 的 ddPCR 技术，其中包括

Kit 是业界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900 多篇专注于液体活检的出版物。
（来源：www.news-medical.net）

（FDA）批准的数字 PCR 产品。结合使用，
Bio-Rad 的系统和试剂盒可以精确，可重复地

治疗特应性皮炎的新潜在方法

监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患者对治疗的
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保护我们免受皮肤

分子反应。
“Bio-Rad 很自豪地宣布我们在肿瘤学领
域首次获得 FDA 批准的液体活检测试，”
Bio-Rad 执 行 副 总 裁 兼 生 命 科 学 集 团 总 裁

真菌侵害的相同免疫细胞也会促进特应性皮
炎的炎症症状。抗体疗法可以缓解这种慢性
炎症性皮肤病。

Annette Tumolo 说。“QXDx AutoDG ddPCR 系

免疫系统如何对我们皮肤上的真菌做出

统和 QXDx BCR-ABL%IS 试剂盒是首个可用于

反应？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证明，保护我

监测和直接定量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下慢

们免受皮肤真菌侵害的相同免疫细胞也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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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特应性皮炎的炎症症状。抗体疗法可以缓

制的真菌生长，也有助于特应性皮炎的症状

解这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发展。可以说，真菌成为皮肤上的过敏原，

人类和动物的皮肤密集着真菌。人们怀

并引发免疫系统对各自炎症特征的过度反

疑，除了细菌和病毒之外，还有一种称为马

应。这一发现得到了与苏黎世大学医院和苏

拉色菌的小型酵母物种是健康皮肤微生物区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合作进行的特应性皮炎患

系的一部分，它可以增强身体的防御能力并

者细胞实验的支持。

为免疫系统做好准备，使其成为危险的病原

用治疗性抗体治疗。

体，就像某些细菌一样。然而，与细菌不同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和白细胞介素 17

的是，迄今为止对于保持无处不在的真菌的

作用的治疗性抗体可能是治疗特应性皮炎的有

生理过程知之甚少。

效方法。这些抗体已经存在并被用于治疗牛皮

苏黎世大学的免疫学家现已表明，我们的

癣并取得巨大成功，”LeibundGut-Landmann 说。

免疫系统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平衡。研究人员能

然而，仍有待研究为什么针对马拉色

够证明，在小鼠和人类中，马拉色菌真菌刺激

菌真菌的免疫应答可能成为病理性的，以

免疫系统产生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7。“如果

及为什么正常保护机制在特应性皮炎患者

没有释放这种细胞因子，或者如果缺失产生白

中分解。

细胞介素-17 的免疫细胞，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真菌生长和侵袭皮肤，”免疫学教授兼免疫学主

/releases/2019/03/190318111958.htm）

任 SaloméLeibundGut-Landmann 解释说。在 UZH
的 Vetsuisse 学院。

首个由科研机构申报的产品“定制式增材制
造膝关节矫形器”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

真菌可以促进皮肤过敏。

上海市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取

但是当真菌和我们身体表面的免疫系统
之间的平衡丢失时会发生什么？有证据表
明，通常无害的马拉色菌真菌在特应性皮炎
中发挥作用。在这种慢性炎症性皮肤过敏中，
其影响高达 20%的儿童和 10%的成人，免疫

得新进展，全国首个由科研机构申报的产品
“定制式增材制造膝关节矫形器”于 2019 年 1
月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该产品是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戴尅戎院士、
王金武主任团队的临床研究转化的科研成

系统对来自环境的抗原反应过度，例如屋尘

果，上海交通大学全资公司上海交大知识产

螨。这可导致湿疹，其特征在于干燥，发炎

权管理有限公司为申报主体，上海医疗器械

和瘙痒的皮肤损伤，通常在颈部，前臂和腿

生产单位为受托生产企业。该产品的注册成

部。它也是狗中最常见的皮肤病之一。

功，为加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推动新技术、

目前的研究证实，某些免疫细胞产生白
细胞介素-17，这通常可以防止皮肤上不受控

新产品尽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及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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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国医疗器械的注册与生产两大
环节被“捆绑”，必须由一个主体来完成注册

含量检测标准外，还根据国际市场要求，合
理规定了部分农药和重金属控制指标。

与生产。这种模式影响了创新研发的热情，
与国际通行规则和我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的立法精神不符。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

《中医药-天麻药材》药材国际标准的立
项，是云南省继制定《中医药-三七种子种苗》
《中医药-三七药材》国际标准后第三个牵头制
定的 ISO 国际标准。

实施方案》自 2017 年 12 月发布后，先在上

（选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海自贸区内先行先试，目前试行范围已扩大

7 项中医药成果获北京市科技奖

至全上海市。改革后，符合条件的医疗器械
注册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注册证，然后委托

日前，2018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

给有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生产企业，实现产品

会暨 2019 年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

注册和生产许可“松绑”，让创新成果更容易

在京召开，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为

问世。企业则不用再背负生产设备、人员、

获奖代表颁奖。212 项获奖科技成果中共有 7

场地等资产运营压力，可将资源和精力更多

项中医药成果获奖。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北京大

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创新上，有利于加快创新
产品的推出和落地。
（选自《科技部网站》）
《中医药·天麻药材》ISO 国际标准发布
日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发布了
《中医药·天麻药材》国际标准（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astrodia elata tuber）。

学等单位完成的“基于遗传与环境的道地药
材品质保障技术研究”项目获一等奖。项目
选取白芷、雷公藤、穿心莲等为研究对象，
从构建道地药材生产与研究数据信息等方面
开展研究，克服了以往道地药材研究零散不
系统的缺点，为道地药材品质保证及持续利
用提供完整的思路和方案。

该标准由云南省昆明理工大学国家中药
材产业技术体系昆明综合实验站、云南省三
七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崔秀明研究员
团队熊吟牵头，联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
源中心黄璐琦院士团队、澳门科技大学中药
质量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好医生集团等共
同制定。
该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天麻药材的种源、
范围、定义、技术要求、检验规则等内容。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完成的“益
气活血中药改善急性冠脉综合征介入后患者
预后的示范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
所等单位完成的“刮痧技术标准关键指标的
基础与临床研究”获二等奖。由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等单位完成的“基于名老中
医临床诊疗数据的知识发现方法学及应用示
范”等 4 个项目获三等奖。
（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与我国现行药典标准相比，除规定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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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第 14 届中国远程心脏监护技术学术会议
将于 7 月在湖南湘潭召开
由 CMIA（国际医药信息学会中国理事

交流远程心电监护信息学科发展的共性规

会）、CPDE（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共同主

律，交流心血管介入诊疗及远程心脏监测在

办的“第 14 届中国远程心脏监护技术学术会

健康管理、慢病管理（高血压、冠心病、心

议”与“第 9 届心血管疾病诊疗新进展学术

力衰竭、糖尿病、脑卒中等）和心脏康复中

论坛”将于 2019 年 7 月 12—14 日在湖南省

的应用，推进远程心脏监护技术的市场发展

湘潭市盘龙山庄大酒店隆重召开。会议同期，

和服务应用，探索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

将进行 CMIA 心脏监护专委会/CPDE 心脏监护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新型远程心电监护实践模

技术专委会的换届工作。

式与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大会学术委员会

本次会议，将进一步加强联盟各协作

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许永胜、周胜华、郭继鸿、

组的联系，划分阶段、分工合作、共同研

卢喜烈、曾建平、方丕华、陈清启、杨天伦、

究、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开展，遵循“普及、

余国龙、彭道泉、蒋卫红、郑昭芬、许顶立、

规范、提高”的宗旨，邀请著名的国际知

张树龙、顾菊康、侯月梅、黄建凤、王红宇、

名心血管疾病、国内心血管病、心电学的

谭学瑞、张海澄、高海清、朱

专家授课，是一次心电与临床学习的盛会。

钟杭美、张永庆、张夏琳、向晋涛、郭丹杰、

借助大会平台，搭建湖南与全国乃至国际

石亚君、吴岳平、王新康、徐金义、彭

军、

心血管病、心电图医师之间的桥梁，促进

杨晓云、张丽娟、刘桂芝、尹彦琳、刘

力、

“学习、交流、专注、提高、超越”是我们

黄

焰、冯

福、 张 萍、

艳、邓国兰、曾春芳、蒲晓群、

的会议宗旨。相信与会者将获益良多，为

余再新、刘启明、张志辉等教授做专题报告。

湖南省湘潭地区心血管病患者带来更好、

本届会议由 CMIA 心脏监护专业委员会、

更新的诊疗方法和经验。
大会沿用“信息学促进精准医疗”的主

CPDE 心脏监护技术专业委员会具体承办。我
们非常荣幸地诚邀广大心电学医师、临床医

题,关注信息学术及技术在远程心电监护实践

师、护士和从事心脏学专业的医师积极报名、

中的研究创新和应用探索的新进展，展示远

踊跃参会！

程心电监护信息学研究和应用的最新成果，

（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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