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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国办发〔2019〕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 5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 

2019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紧紧围绕把以治

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落实预

防为主，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紧紧围

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深化医疗、医

保、医药联动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医改落地

见效、惠及人民群众。 

一、研究制定的文件 

1.制定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健康中国行

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负

责，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 

2.制定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的政策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共同负责，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 

3.发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国家卫生

健康委负责，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 

4.制定进一步规范医用耗材使用的政策

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8 月底

前完成） 

5.制定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

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医改领

导小组秘书处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6.制定医疗机构用药管理办法。（国家卫

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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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定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的政

策文件。（国家医保局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

完成） 

8.制定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

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9.制定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

导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10.制定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绩效

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 

11.制定加强医生队伍管理的办法。（国

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 

12.制定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国家卫

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 

13.制定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

性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 

14.制定改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政策文

件。（国家医保局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

成） 

15.制定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

（国家医保局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报送国

务院） 

以上任务只列牵头部门，不列参与部门。 

二、推动落实的重点工作 

16.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动员个人、政府

和全社会共同普及健康知识，开展健康促进，

努力让群众不得病、少得病、延长健康寿命。

（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相关部门负责，排在第

一位的为牵头部门，下同） 

17.加大对医疗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服务

的支持力度，建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保障机制。（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中医药局负责）评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实施情况，推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国家

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负责） 

18.加快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

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功能定位，持续推

进妇幼保健机构和血站服务体系机制创新，

深化基层运行机制改革，允许有条件的地方

既实行财政全额保障政策，又落实“两个允

许”要求，逐步建立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的运

行新机制。加强疫苗接种管理，严格落实“三

查七对”等操作规程。（国家卫生健康委、财

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国

家中医药局负责） 

19.加强癌症防治，推进预防筛查和早诊

早治，加快境内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畅通

临床急需抗癌药临时进口渠道。做好地方病、

职业病、艾滋病、结核病等防治工作。（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药监局等负责） 

20.扎实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试点，加强对中标药品质量、试点地区

公立医疗机构优先使用和药款结算、中标药

品及原料药生产的监测，做好保证使用、确

保质量、稳定供应、及时回款等工作。开展

试点评估，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及时全面推

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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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分别负责，分别负责

为各部门按职责分别牵头，下同） 

21.督促指导各地建立有利于理顺比价

关系、优化收入结构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

格动态调整机制。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

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动态调

整医疗服务价格。（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深入推进公立医

院薪酬制度改革，落实“两个允许”要求，

推动使人员经费支出占公立医院业务支出的

比例达到合理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

家中医药局负责） 

22.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继续开

展示范和效果评价工作。在部分医院推进建

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

医药局负责）完善公立医院政府投入政策。

根据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评价结果等因素分配

中央财政相关补助资金。（财政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 

23.建立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信息系

统，按照属地原则，全面开展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工作，考核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

公布。推动开展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绩

效考核工作。加强医疗机构用药管理，按照

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要求，规范

药品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

保局、国家中医药局负责） 

24.制定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逐

步统一全国医保高值医用耗材分类与编码。

对单价和资源消耗占比相对较高的高值医用

耗材开展重点治理。改革完善医用耗材采购

政策。（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

药监局分别负责）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

材加成，完善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偿政策，

妥善解决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

少的合理收入的补偿问题。（国家医保局、国

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负责） 

25.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机制，对临床

必需、易短缺、替代性差等药品，采取强化

储备、统一采购、定点生产等方式保障供应。

总结评估地方体现药事服务价值的探索和做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

分别负责，国家药监局等参与） 

26.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省为

单位明确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

用比例，建立优先使用激励和约束机制。（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负责）完善医

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将基本药物目录

内符合条件的治疗性药品按程序优先纳入医

保目录范围。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

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负责） 

27.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开展按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继续推进按病

种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扩

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国家医保局、财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负

责）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完善商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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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监管制度。（银保监会负责）抓紧落实和

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尽快使异

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持卡看病、即

时结算，切实便利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国

家医保局、财政部负责） 

28.稳步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选择高水平医院支持建设区域医

疗中心，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中西部优

质医疗资源短缺地区等相关区域医疗服务水

平。在区域医疗中心开展医药卫生体制综合

改革，大胆探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

各相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

处分别负责，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等参与） 

29.以学科建设为重点，提升 500家县医

院和 500家县中医院综合能力。（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

指导各地以病种为抓手，明确不同级别和类

别医疗机构的职责和功能定位，建立分工协

作机制，促进分级诊疗。推动三级医院主动

调整门诊病种结构，逐步扩大日间手术病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负责）重

点在 100 个城市建设城市医疗集团，在 500

个县建设县域医疗共同体。引导医疗联合体

特别是医疗共同体有序发展，鼓励包括社会

办医疗机构在内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平等参

与和适度竞争，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避

免大医院“跑马圈地”、“虹吸”患者等问题。

开展医疗联合体建设情况评估。（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务院

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负责） 

30.持续深化卫生健康领域“放管服”改

革，优化审批服务，清理歧视性政策，对社

会办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对待并给予扶持。鼓

励支持社会力量开办诊所，加大政府购买服

务力度。加强医疗卫生全行业监管，确保医

疗质量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中医药局等负责） 

31.组织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省级

示范区建设，支持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继

续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国家平台和省统筹区域

平台建设。改造提升远程医疗网络。指导地

方有序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确保

医疗和数据安全。及时总结评估“互联网+护

理服务”试点工作，尽快形成规范健全的制

度。深入推进基层中医馆信息平台建设。（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分别负

责，银保监会参与） 

32.强化医教协同，完善培养模式，推动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有机衔接。中高职院校今年扩大招生规

模时重点增加康复、护理、养老、家政等专

业招生数量，压减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

优化调整医学专业招生结构，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等负责） 

33.深入实施健康扶贫。相关资金和政策

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贫困人口大病

集中救治病种扩大到 25个，取消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线，鼓励地方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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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众的

支持政策。加强贫困地区县医院能力建设和

城乡医院对口帮扶，支持鼓励通过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全科医生特岗计划、

“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等方式，着力解决

一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缺乏合格医生的

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残联等负责） 

34.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发

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

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和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政策，推进

典籍研究利用和活态传承，布局建设重点

实验室等科研创新体系，深入实施重大疑

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加强中药材

质量管理，推动建立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

改革完善中药注册管理。加强中医药人才

培养，促进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

完善职称评聘等评价激励制度。（国家中医

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中国残联等负责） 

35.深入实施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至少 50%的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分时段预

约诊疗、智能导医分诊、候诊提醒、检验检

查结果查询、诊间结算、移动支付等线上服

务。启动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 

36.统筹推进县域综合医改，加强医疗、

医保、医药及公共卫生等改革集成创新，综

合医改试点省份要选择 1—2个改革意识强、

基础条件好的县（市、区）开展试点。提出

建立中国特色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等负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

采取有力措施，勇于担当作为，按时保质完

成各项任务。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要

加强统筹协调，将所有年度医改任务纳入台

账并按季度通报。加强医改宣传引导，主动

发布、充分释放改革政策信息，做好经验推

广，凝聚改革共识。 

 

 

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药品智慧监管的                 

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药监综〔201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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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各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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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属单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药品智慧监管的行动计划》已经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国家药监局 

2019年 5月 21日 

 
 
附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                                    

药品智慧监管的行动计划 

党的十九大以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的决策部署，各级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积极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

提升药品监管能力，推动实现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监管业务网络化，建立日常监管

数据便利化查询渠道，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和

安全防护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也存

在顶层设计不足、系统建设分散、创新应用

缺乏、数据支撑不够等问题。为加快推进药

品智慧监管，构建监管“大系统、大平台、

大数据”，实现监管工作与云计算、大数据、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创新监

管方式，服务改革发展，制定如下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深化“放管服”改革，遵照习近平总书

记“四个最严”要求，落实全国药品监督管

理工作部署，加强智慧监管谋篇布局，充分

发挥整体规划的引领作用，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统筹管理，协同建设，实现监管与信

息技术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云计算优势，加

快监管业务系统整合，实现业务系统的整体

部署升级和云化支撑；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

强化数据中心建设，实行精准监管和科学监

管，提升监管效能；充分发挥“互联网+”优

势，提升监管便捷性，推进社会共治，推进

阳光监管，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

者难逃法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药品安全

的获得感。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践行执政为民的服务宗旨，以药品

智慧监管信息化建设为切入点，全面提升监

管能力和服务水平，既要服务监管人员，提

升工作效率和监管效能，更要服务社会大众，

提升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感。 

坚持创新发展。遵循信息化建设和“互

联网+”发展规律，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鼓励多元化的技术、机制及建设模式创新，

加强监管数据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应用，推进

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需求导向。从监管工作实际需求出

发，结合监管业务特点和监管新体制机制，

以资源整合、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为重点，

进一步明晰信息化发展的思路和框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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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实用、好用的信息化支撑体系。 

坚持统筹整合。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制度

建设和标准体系建设，强化顶层设计，破除

分散建设的旧模式，按监管品类搭建深度整

合的信息系统大平台，实现跨系统的协同工

作，确保国家局和地方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

化建设规划一致、规范统一、各有侧重、协

同共享。 

坚持共享开放。以国家、省两级监管数

据中心为主干，以“一品一档”“一企一档”

为重点，汇聚、管理、共享、开放监管大数

据资源，服务监管、行业与社会大众。创新

“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移动互联技术推

广应用，实现监管服务转型升级。 

坚持安全可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严守网络信息安全。坚持安全和发展同步推

进，建立技术可靠、管理精细的网络信息安

全防护体系，实施常态化的安全检查制度，

健全网络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网络安全

应急处置能力。  

（三）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建立起符合信息技术发展趋

势的药品监管信息化建设技术与应用框架。

在此基础上，再经过 3—5 年的时间，推进信

息技术与监管工作深度融合，形成“严管”

加“巧管”的监管新局面。 

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建设药品监管云，

打破各系统间物理壁垒，实现资源共享。综

合利用互联网、国家电子政务网等网络资源，

构建全国药监一张网，实现网络高速、畅通。 

数据基础进一步巩固。制定药品监管信

息化标准规范，加快政策法规、行政许可、

批签发、检验、检查、不良反应监测等监管

数据整合；根据监管需求，采集、汇聚行业

相关数据。到 2019 年底，理顺数据资源汇聚

渠道，打通国家局数据中心和各直属单位的

“信息孤岛”，实现国家、省两级数据中心的

数据及时交换；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数据资

源高效采集和有效整合，大数据融合应用取

得初步成效。 

业务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建立协同高

效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三大业务应用

平台，实现重要监管业务在线办理、信息及

时上传、问题及时处置、记录全程留痕，探

索基于大数据的药品安全风险管理，逐步提

升监管的预见性、靶向性、时效性。 

政务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建立“互联

网+政务服务”平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准入服务。充分运用“互联网+”信

息化技术手段，建成网络政务服务大厅，实

现药品监管政务事项的在线办理，切实提升

药品监管政务事项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网络信息安全进一步加强。完善网络安

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运维一体化平台，强

化安全防护技术手段，实现基于大数据、云

计算技术的统一网络安全防护，对各类网络

攻击威胁和安全事件及时发现、有效处置。 

二、重点任务  

（一）整合基础平台。 

建设药品监管云。建设国家局药品监管

云，为国家局机关和相关直属单位完成监管

数据和应用整合提供必要支撑。构建基础设

施云平台并对已有基础设施进行整合，实现

基础设施资源按需调配。国家局机关和直属

单位已有的政务信息系统通过技术审核后，

逐步迁移至药品监管云，实现整体部署升级

和云化改造。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可根据业务

需要，合理规划布局，灵活采取自行建设、

租用当地政务云或第三方云等方式，构建省

级药品监管云。通过建设国家、省两级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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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云，实现两级监管业务互联互通，优化

信息化支撑环境，提升药品监管体系云服务

能力。 

任务专栏 1 药品监管云建设 

加快对国家局机房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

造，形成自建云平台，在此基础上，通过购

买第三方云服务等方式拓展云资源，形成混

合云模式的国家局药品监管云。将药品监管

云作为国家局机关和相关直属单位完成监管

数据和应用整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平台，打通

各业务系统硬件资源的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提高资源效能，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逐步将已建业务应用系统迁移到药品监管

云，升级网络设施，实现对业务系统和业务

数据的容灾备份和基础设施一体化。 

各省局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租用政

务云、自建云与租赁第三方云等方式构建云

平台，实现硬件资源整合，优化信息化支撑

环境。 

（二）畅通网络互联。 

强化电子政务内外网建设。国家局进一

步完善电子政务外网接入，并充分依托国家

电子政务外网，实现国家局及直属单位、省

级药品监管部门业务网络的互联互通，形成

药品监管“全国一张网”，主要承载药品监管

部门履行职能、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业务应

用系统，并为信息资源共享开放提供网络互

联的必要支撑，同时实现与国家各部门互联

互通。构建国家局电子政务内网，主要承载

内部办公等业务信息系统，实现与国家电子

政务内网的安全对接，进行机密级以下的数

据交换，总体提升国家局保密信息和敏感信

息处理工作的安全防护水平。 

任务专栏 2 国家局电子政务内外网建设 

推进电子政务外网的接入工作，实现国

家局外网与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的对接，根据

工作需求，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逐步实现

与国家各部门、地方监管部门之间的网络互

联互通。 

建设国家局电子政务内网。依托国家电

子政务内网，建设国家局机密级网络，实现

与国家电子政务内网的安全对接，并以电子

政务内网为基础进行机密级以下的数据交

换。根据实际工作需求，逐步将国家局电子

政务内网扩展到相关直属单位。 

（三）完善标准规范。 

1.健全药品监管信息化标准体系。根据药

品监管业务需求和应用系统建设实际，本着

急用先行的原则，充实完善药品监管信息化

标准体系，加快信息化标准制修订工作。国

家局加强药品监管领域重点信息化标准制修

订工作的统筹协调，吸纳省级药品监管部门

参与标准制修订，鼓励第三方科研和技术单

位参与并提供技术支持。加强药品监管信息

化标准相关工作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加快国

际标准转换落地，重点研究药品监管信息化

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标工作。 

2.推动标准实施。通过国家局主导统筹、

省局协同参与的方式，加强各类信息化标准

的宣贯与应用，探索标准符合性测试，促进

药品监管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大数据应用。

在国家局网站设立专栏，公开药品监管信息

化标准体系，促进监管数据标准与行业数据

标准的一致性。 

任务专栏 3 药品监管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 

按照国家推进电子政务的要求，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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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制定适用于药品监管需要的信息化标

准规范，重点开展电子证照、药品追溯、药

品品种档案、医疗器械编码数据库和化妆品

监管 5 个方面 20 个信息化标准的编制工作。

加强药品监管信息化标准的国际交流和合

作，积极开展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ICH）指导原则有关的监管信息电子传输标

准的研究协调，深入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

作，着力研究药品监管信息化标准与国际标

准的对标工作。 

推进信息化标准宣贯工作。按照“新建

采标、已建对标、逐步过渡”的原则，多渠

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标准宣贯工作。加

强对标准应用主体的宣传和解读，促进标准

应用实施。开展药品监管信息化标准符合性

测试课题，重点研究行之有效的标准符合性

测试工作开展方式，推动药品监管信息化标

准的落地实施。建设完善标准管理系统，在

国家局网站上为社会提供便捷的标准查询和

下载服务。 

（四）强化数据管理。 

1.明确数据管理权责。制定药品监管数据

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

药品监管数据产生、保存、更新、使用、共

享、开放、维护的权责，该保密的必须保密，

该公开的必须公开，该共享的必须共享，从

源头上破除各自为战的局面，避免形成“数

据孤岛”。 

2.推动数据汇集共享。按照《政务信息

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发改高技

〔2017〕1272 号），国家局机关和直属单位、

省局分别梳理编制本部门、本级的政务信息

资源目录，并依照信息资源目录开展数据交

换，支撑政务信息资源跨地区、跨层级、跨

部门互认共享。建立完善全国药品监管数据

交换和共享的运行机制，依托国家电子政务

外网，以国家、省两级数据中心为主干通道

和核心节点，实现两级数据中心的互联互通

和共建共享，进而实现对全国药品监管数据

的汇集和共享。 

任务专栏 4  药品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建设           

与管理 

建立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制定药品监管

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国家局

和省局分别梳理编制本级的政务信息资源目

录，并依照信息资源目录开展国家、省两级

数据中心数据资源的交换与共享。制定统一

的技术规范与标准，形成统一的数据采集、

分析处理、数据访问等机制。 

深入开展数据治理，加强数据的规范化

和标准化管理。开展主数据管理工作，利用

行政管理和信息技术等多种手段开展药品监

管数据的治理与优化，在线动态监测数据交

换共享，实行数据质量的考核与评价，提升

数据质量与数据管理水平。 

3.推进“药品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建设。

依托数据共享平台扩充国家局数据中心的数

据资源，采集汇聚各类药品监管数据、相关

市场主体数据、第三方机构数据，打造统一

权威的全国药品监管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

的统一管理。以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

管业务为主线，全面规划和开发利用相关数

据资源，建立包含全品种、全过程的监管数

据资源体系和主题数据库。建立覆盖药品、

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全生命周期的品种档案，

逐步实现“一品一档”“一企一档”。依照有

关规定，通过药品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对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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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数据开放与共享服务。加强对数据中心的

安全管理，做好数据安全保障、完善数据加

密与脱敏手段、健全数据隐私保护机制。 

任务专栏 5 建立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  

品种档案 

建立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品种档

案信息管理系统，将分散在不同单位和部门

的产品品种信息汇集、关联、展示，实现对

产品品种“一品一档”管理，进而实现对产

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方便业务协同与数据

共享，为监管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社会共

治提供数据资源。 

基于药品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建

设一个面向全国、“采管用”一体的安全可靠

可信的药品信息采集平台，并确保平台、数

据和用户的安全防护符合要求，确保采集的

药品信息合规使用。 

 

4.加强数据分析、应用与合作。利用大数

据技术手段，实现对数据资源的统一管理、

分析和利用，探索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

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管理为核心的新

型监管数据应用模式。鼓励各级药品监管部

门与相关市场主体、第三方机构合作，汇集

企业、产品等大数据资源，形成更为广泛的

信息共享机制。将互联网信息作为重要来源，

加强互联网信息汇集分析，研究互联网信息

特征，服务日常监管。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提高数据质量，推动监管数字化，提升监管

的精准性、靶向性和科学性。 

任务专栏 6 数据应用与合作 

丰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数据中心的数据

资源。结合数据中心已有资源，以多种形式

引入市场、行业等相关数据，扩充数据中心

资源。探索建立大数据研究工作机制，多方

参与，拓展数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不断强化药品监管

数据的分析挖掘与协同应用，打造药品监管

大数据系列分析报告和产品。 

建立数据合作机制，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与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多领域

合作，盘活数据中心数据资源，为监管服务、

为行业服务。 

（五）提升应用服务。 

1.推进“药品监管应用平台”建设。进一

步优化药品监管应用架构，按照基于事权划

分的原则，国家局和省局各有侧重、共同推

进药品监管应用系统的建设。国家局建立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信息系统板块，

并在每个板块内根据业务类型建立覆盖行政

审批、监督检查、检验监测、风险分析等重

点业务领域的应用系统。各个板块统一接入

国家局“药品监管应用平台”，实现统一门户

登录和统一用户管理，并实现应用系统间的

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各省局可根据事权划分，遵循统一标准，

建设完善覆盖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审批、监

督检查、检验监测、风险分析等业务系统，

充分利用两级数据中心的共享机制，加强与

国家局的业务协同和系统联动。鼓励省局将

与国家局有密切业务关系的省级政务信息系

统纳入国家局“药品监管应用平台”，灵活采

用整体平台接入或业务数据交换共享的方

式，共同构建药品监管“大系统”。 

任务专栏 7 国家药品监管应用平台建设 

建设国家药品监管应用平台，依托应用

平台对国家药品监管政务信息系统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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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解决药品监管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难、

信息共享难、业务协同难的问题，逐步形成

部门联动和业务协同。各类已建系统在纳入

国家局“药品监管应用平台”前，应对系统

进行规范化升级改造；各类新建系统应按照

“药品监管应用平台”的接入规范进行建设。 

国家药品监管应用平台实现五项基本功

能：统一门户管理，实现单点登录，集成待

办事宜、进度查询、统计分析、在线督办和

消息推送等；统一用户管理，支持用户分级

管理和主从账号关联管理；统一认证管理，

支持口令认证、动态密码和 CA 认证等；统一

审计管理，规范政务信息系统审计行为，通

过分析日志，支持预警、决策和可视化展示；

统一备案管理，对药品监管政务信息系统进

行备案管理，对符合要求的政务信息系统发

放备案号。 

2.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适应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需要，构建面向

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探索公众

参与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加快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促进网上

服务平台与实体服务大厅的融合，提供一站

式服务，实现全部事项全流程动态监督，提

供线上线下功能互补、相辅相成的政务服务，

“让信息多跑路、百姓少跑腿”。通过互联网

实现面向公众的信息在线查询和定制推送，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提升信息公开服务水平，

打造透明公开政府，提升公众药品安全意识，

形成公众参与的药品质量安全倒逼机制。推

动国家局各直属单位网站和移动应用的整

合，开发网站群管理平台，构建互联融通的

平台架构，打通信息壁垒，避免重复建设，

推进集约共享，提升国家局网站群的管理和

服务水平，打造智慧型政府网站 

任务专栏 8 国家局“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

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

函〔2016〕108 号）要求，建设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包括政务服务管理平

台、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平台和政务服务门户。 

建设政务服务管理平台及政务服务数据

共享平台，整合政务服务信息系统资源，促

进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加强政务服务信息资

源互认共享、多方利用。政务服务管理平台

是承担政务服务管理职能的机构进行政务服

务事项管理、运行管理等工作的平台，是政

务服务门户信息的来源，是业务办理系统接

入的通道；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政务

服务信息数据的汇聚及共享。 

建设政务服务门户，实现政务服务事项

统一入口、统一申请、统一受理、集中办理、

统一反馈和全流程监督，满足办事便利性需

求。政务服务门户统一展示、发布政务服务

信息，接受申请信息，将相关受理、办理和

结果信息反馈申请人，提升政务服务的透明

度、便捷性，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

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满意。 

推动国家局各直属单位网站和移动应用

的整合，探索构建互联融通的平台架构，通

过网站、移动端、自助服务终端等，提供多

渠道政务服务。 

3.开展智慧监管试点示范。按照事权划

分，鼓励具有事权的地方监管部门在药品追

溯监管、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应用、电子证照、

生产过程监管、风险分析等领域开展试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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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推进监管手段智能化升级。鼓励企业开

展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生产经营活动全过

程电子留痕，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数

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合

作，与智慧监管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企业转

型升级。监管部门利用智能监测设备和移动

互联网，完善药品智慧监管系统，形成多层

次的智慧监管感知体系。 

任务专栏 9 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及监管系统

建设 

国家局建设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及监管系

统：一是建设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为企

业和社会公众、监管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在

追溯体系中发挥“桥梁”和“枢纽”作用，

可提供药品企业和产品的基本信息、药品追

溯码编码规则的备案和管理服务以及不同药

品追溯系统的地址服务，辅助实现不同药品

追溯系统互联互通。根据监管需求采集数据，

实现对药品追溯数据进行清洗、关联，完成

追溯数据标准化。二是建设国家药品追溯监

管系统，实现药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应急召回和紧急调配。通过药品追溯数据应

用与汇总分析，监控药品流向，发挥追溯信

息在问题产品召回及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中的

作用，进一步挖掘药品追溯信息在监督检查、

产品抽验和日常监管中的应用价值，对药品

流通异常进行预警、分析、研判。 

 

任务专栏 10 国家药品监管电子证照数据库

建设 

国家药品监管电子证照数据库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在电子证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

完善药品监管电子证照相关规范及管理办

法。建设国家药品监管电子证照管理与服务

平台，实现电子证照的按事权发放、统一管

理、统一验证；建成国家药品监管电子证照

数据库，汇集全国电子证照数据，满足国家

协同共享要求。最终实现基于电子证照的便

民服务、提升智慧监管能力、使信息公开更

加透明、准确、及时。 

（六）强化信息安全。 

1.健全药品监管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健全

信息化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网络安全应急处

置中心的建设，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安全

防护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开展等级保护定

级备案、等级测评等工作，建立各方协同配

合的信息安全防范、监测、通报、响应和处

置机制，提升“互联网+”安全核心技术。建

立健全保密审查制度，加大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重要数据的保护力度，

提升信息安全支撑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

力。重视技术融合带来的安全风险，完善数

据共享开放的安全管理，探索建立数据安全

认证评估体系，确保数据安全。 

2.构建“安全运维一体化”网络安全保障

模式。加大网络安全保障投入，以药品监管

云为基础运维平台，建立“安全运维一体化”

模式，实现云资源、上云的政务信息系统等

统一监测、统一管理和统一安全防护。集中

运维力量，综合运用多种运维手段，提升运

维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从技术保

障上落实网络安全法规定的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要求，实现网络安全精细化管理。定期开

展针对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的测评和整改工

作，及时查找发现安全漏洞和隐患并及时整

改，确保网络安全的长治久安。 

任务专栏 11 国家局安全运维平台建设 

逐步整合运维资源，最终实现网络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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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相结合的大运维模式。

建设安全管理与运维监控平台，以业务和重

要数据资产作为被保护对象，对前端感知设

备、基础设施、云平台进行监控和运维管理。

在安全管理与运维监控平台上扩展建设态势

感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各层监

控数据进行汇聚、加工、分析，实现业务运

行态势、安全运行态势及系统运行状态的统

一展示，从业务安全、数据安全、IT 关键基

础设施安全三个维度实现安全管理的可视、

可测、可管、可控。 

3.建立健全信任体系。结合业务系统和网络

安全实际，综合运用多种认证手段，构建国家

局信任体系，实现电子身份识别、智能身份认

证、业务授权和用户审计。加强对电子证照、

品种档案、统一身份认证等重要系统和关键环

节的安全监控，提高业务应用系统的访问控制，

确保业务系统及数据资源安全。 

任务专栏 12 国家局信任体系建设 

结合国家局信息系统建设应用现状以及

国家局信任体系规划目标，建设国家局信任

体系，保证通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不可抵

赖性，同时从体系兼容性考虑，平台提供证

书相关对接接口，实现平台支持多证书互认。

一是依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实现国产密码

算法保护。建成后的国家局信任体系支持国

家规定的相关密码算法，基于国家电子政务

外网建设的国家局信任体系实现与国家电子

政务信任体系的对接，满足国家在网络与信

息安全、电子认证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相关政

策。二是初步建成国家局信任体系。国家局

信任体系建成后，通过将内部信任体系与第

三方 CA 认证的有效结合，实现内部办公安全

与面向公众服务安全的有效整合。符合国家

关于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总体建设思路，同

时解决药监系统内存在的多业务系统、多套

CA 无法互认的历史问题。 

（七）促进新技术应用。 

以技术推进监管转型升级。加快推动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技术在药品智慧监管方面的应用，

加强对药品网络销售等新业态的监管，强化

上下游监管数据采集和信息互通共享，整合

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形成面向产品生产、

经营、监管等全方位的决策辅助信息。加强

监管部门与企业、第三方机构的技术合作，

共同建设监管数据分析实验室；在监管业务

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动移动应用开

发，为企业和公众提供多样便捷的办事渠道，

加强监管部门与公众的沟通交流。 

任务专栏 13 移动应用管理平台建设 

开展国家局移动应用管理平台研究及建

设，主要包括移动设备管理、移动应用管理、

移动内容管理、移动用户管理和移动应用安

全管理，实现移动端访问接入、应用开发测

试、应用版本发布、安全稳定运行及统一运

营管理，充分考虑移动端安全，确保用户、

业务应用、业务数据等各方面的安全性。 

三、加强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

识互联网、大数据等对提升监管能力、提高

治理水平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狠抓落实。要明

确工作机构、人员和职责，促进信息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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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部门、信息化技术支撑部门和业务部门

主动合作，共同参与药品智慧监管建设工作。 

（二）加快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信息化建设相关规章制度，

是推动药品智慧监管工作的基础，是开展

各相关领域工作的前提。要加快配套制度

建设，把制度建设摆到与项目建设同样重

要的位置，建立基础平台统一管理、数据

资源统一管理、建设资金统一管理、安全

防护统一管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制

度体系。 

（三）完善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国家局监管业务部门的需求

引领作用，由监管业务部门提出系统建设

需求，形成需求引导机制；充分发挥国家

局信息化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形成

统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国家局信息中心

的顶层规划和技术指导作用，建立信息化

项目管理制度，完善项目立项备案、审核

评价、实施过程监管、验收后综合评审等

工作环节，形成信息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机制。国家局对局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建

设的信息化项目进行立项审批或备案。 

（四）实行监督考核。 

国家局建立信息化项目管理系统，对局

机关和各直属单位的信息化项目实行逐一登

记、全程监督。将智慧监管纳入地方监管绩

效考核体系，对地方药品监管部门推进智慧

监管的成效进行科学评价。加强正向激励和

先行先试，鼓励地方在建设数据中心、整合

系统、共享数据和探索重点领域应用上开展

试点，在总结完善后推广实施。 

任务专栏 14 信息化项目管理系统建设 

加强药品监管信息化建设的统筹管理工

作，健全信息化项目管理制度，建立信息化

项目管理为核心功能的信息化项目管理系

统，逐步将国家局机关和直属单位所有信息

化项目纳入系统进行管理，通过信息化项目

管理系统实现对信息化项目各关键阶段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强化监督考核，提升信息化

项目的综合效能。 

（五）注重人才培养。 

对内要充分发挥现有人才队伍的作用，

采用前沿技术培训、智慧监管专题培训、座

谈交流、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培

训。对外可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

和研究平台，建立联合培养基地，提升监管

人员的技术水平。支持通过委托、战略合作、

学术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各类专业人才资

源。重视信息化队伍的政治素质培养，确保

廉政勤政，激励担当作为。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 

国卫基层函〔2019〕1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3 

15 

为进一步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更好地实

施分级诊疗和满足群众健康需求，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2 号）等文件

要求，现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以下简称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和发展工作通

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进一步完善县

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

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加快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推动构建分级诊疗、合理诊治和

有序就医新秩序。到 2020 年底，在 500 个县

（含县级市、市辖区，下同）初步建成目标明

确、权责清晰、分工协作的新型县域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服务、责任、利益、

管理的共同体。 

二、遴选确定试点县 

在全面推进医共体建设的基础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将在全国遴选一

批地方党委政府重视、改革意识强、工作基

础好的县作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试点县。试

点县需经县级人民政府申请、地市级和省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

同）审核同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将试点县名单报送国家卫生健

康委基层司。 

试点县原则上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县级

党委、政府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和医共体

建设，具有改革创新精神。二是相关部门协

调有力，能够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创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三是试点县农村三级医疗卫生

服务网络健全，至少有 1 所二级甲等以上医

疗机构可作为医共体牵头机构。 

三、工作要求 

（一）省、地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

强部门协调，制订工作计划。要认真做好试

点县遴选工作，原则上每个地市要遴选一个

县开展紧密型医共体试点，鼓励以地市为单

位全面推进。第一批已达到县级医院服务能

力推荐标准和第二批纳入县级医院综合能力

提升的县级医院所在的县要加快推进试点工

作，有条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应当积极推进试点工作。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多种类型和模式的

医共体。鼓励有条件的县级中医医院牵头组

建医共体。 

经确认的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县参照《关

于开展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试点

的指导方案》（见附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报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汇总后，统

一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备案。

试点县要建立健全政策措施，抓好医共体建

设任务的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县

域医疗卫生整体绩效。  

（二）省、地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积

极协调完善相关政策，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苗头性问题；要通过现场调研、定期评估

等方式，加强对试点县的指导，及时掌握工

作进展。试点县要开展基线调查，摸清底数，

为制订出台政策提供依据；要建立完善监测

评价体系，及时调整实施方案，确保实现预

期目标。  

（三）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国家中医药

局组建专家组，加强对试点县的对口联系和

业务指导。组织开展对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情

况的动态监测，适时总结评估试点县工作进

展，及时推广各地的经验做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9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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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的解读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印发了《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

体建设的通知》（国卫基层函〔2019〕121 号，

以下简称《通知》），现就有关要点解读如下： 

一、文件制定背景 

为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和健康中国建设，

2017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

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7〕32 号），明确要在县域组建医疗共同

体，逐步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共享，进一步提

升基层服务能力，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经

过近两年的改革实践，全国已组建 3000 余个

县域医疗共同体。其中，山西、浙江、安徽等

省份高位推动，全省统一推进，取得了积极成

效，其他省份也开展了积极探索。实践表明，

县域医共体建设既有利于密切县域内不同医

疗机构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基层的服务能

力和技术水平，也有利于贯彻落实“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的理念，为广大居民提供连续性、

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 

与此同时，县域医共体建设还处于起步

阶段，涉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相关政策措

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一些地方

在医共体建设中出现一些苗头性的问题，例

如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医疗轻

公卫以及外部支持政策不完善不到位等。为

推动县域医共体健康发展，在总结地方典型

实践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医药

局研究制定了《通知》和《关于开展紧密型

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试点的指导方案》

（以下简称《指导方案》），拟在全国遴选一批

工作基础好、改革创新意识强的县开展紧密

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试点。通过试点，进

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提高县域医疗卫生

服务整体绩效，更好的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和

健康中国建设。 

二、《通知》主要内容 

《通知》对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工作提

出了工作要求，力争通过该项工作，进一步

完善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构建分级诊疗、合

理诊治和有序就医新秩序。到 2020 年底，在

500 个县初步建成目标明确、权责清晰、分工

协作的新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形

成服务、责任、利益、管理的共同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将在全

国遴选一批地方党委政府重视、改革意识强、

工作基础好的县作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试点

县。原则上，每个地市要遴选一个县开展紧

密型医共体试点，鼓励以地市为单位全面推

进。省级和地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

协调，完善相关政策，做好调研指导。试点

县要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重点，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鼓励各地结合实

际，建设多种类型和模式的医共体。 

三、《指导方案》的应用 

为指导各地更好的推动县域医共体建

设，在总结山西、浙江、安徽等地经验的基

础上，我委研究制定了《指导方案》，作为《通

知》的附件印发，供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和试点县在工作中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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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案》提出，县域医共体建设要坚

持政府主导，医共体内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任

务保持不变；要明确分工，建立任务明确、

权责清晰的分工协作机制；要整合资源，提

高基层服务能力和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

体绩效；要加强协作，为群众提供方便、优

质、经济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指导方案》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将县

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医保基金有效利

用、居民医药费用负担合理控制、有序就医

格局基本形成作为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工作目

标，并从四个方面明确了医共体建设的 13 项

工作内容：一是完善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包括整合县乡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医联体建

设和乡村一体化管理、完善医疗卫生资源集

约配置、加强信息化建设。二是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包括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人事

制度改革、推进薪酬制度改革。三是提升服

务能力和质量，包括强化医疗服务能力、加

强医疗质量管理、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四是建立健全

保障机制，包括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

实财政投入经费。试点县将根据区域内医疗

卫生资源结构与布局，参照《指导方案》制

定实施意见和工作方案，并有序推进医共体

建设。 

 

 

国家卫健委关于促进社会办医                                       

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的政策解读  

一、文件制定的背景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

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了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

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6 方面举措，充

分表明了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定

决心和鲜明态度。社会办医作为医疗领域民

营经济的重要形式和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

健康服务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社会

办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深化改革，优

化政策环境，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2018

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 45.9 万个，

占比 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 2.1 万个，

占比 63.5%；社会办医床位、人员、诊疗量

占比均持续增长。 

但也要看到，社会办医服务能力水平总

体不高，医疗技术、学科水平、服务质量、

品牌声誉等方面存在短板，有些地方政策落

实不到位、不规范、监管不完善，亟需进一

步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办医的鼓励扶

持和促进规范发展的力度。 

二、文件包括哪些内容 

文件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发展的重要部署，立足社

会办医发展实际，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主线，从加大政府

支持力度、简化审批服务等 6 个方面入手，

提出 22 项政策措施。 

第一部分，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

包括拓展社会办医空间、扩大用地供给、推

广政府购买服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 4 项

措施。要求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

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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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安排国有

建设用地年度供应计划时，本地区医疗设施

不足的，要在供地计划中落实并优先保障医

疗卫生用地。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支

持向社会办基层医疗机构购买服务。营利性

社会办医，包括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可按

规定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部分，推进“放管服”，简化准入审

批服务。包括提高准入审批效率、规范审核

评价、进一步放宽规划限制、试点诊所备案

管理等 4 项措施。要求各地于 2019 年底前出

台省、市、县优化社会办医跨部门联动审批

实施办法。支持和鼓励社会办医参加医院等

级评审。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

局不作规划限制。在北京等 10 个城市开展诊

所备案管理试点。 

第三部分，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分

工合作。包括发挥三级公立医院带动作用、

探索医疗机构多种合作模式、拓展人才服务

等 3 项措施。各地要完善医联体网格化布局，

社会办医可以选择加入。支持社会办医与公

立医院开展医疗业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等合作。全面实行医师、护士执业电子化注

册制度。 

第四部分，优化运营管理服务。包括优

化校验服务、优化职称评审、提升临床服务

和学术水平、加大培训力度等 4 项措施。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依规校验医疗机构，重

点审查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社会办医

专业技术人员与公立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

一样同等参与职称评审，且不受岗位比例限

制。医学类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的选择坚持公

开平等择优原则，一律不得对拟作为项目承

担单位医疗机构的性质进行限制。各地政府

使用财政性资金开展或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名义组织的相关业务和人才培训，要为

符合条件的各类医疗机构平等提供名额。 

第五部分，完善医疗保险支持政策。包

括优化医保管理服务、支持社会办医发展“互

联网+医疗健康”、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等 3

项措施。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定点医

疗机构实行动态化管理，将更多符合条件的

社会办医纳入定点。制定出台互联网诊疗收

费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鼓励商业保险机构

与社会办医联合开发多样化、个性化健康保

险产品，与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互补。 

第六部分，完善综合监管体系。包括落实

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建立

健全信用体系、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等 4 项

措施。要求加大医疗行业违规行为处罚力度。

综合运用日常监督管理、医疗机构校验、医师

定期考核、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等手段，加

强对医疗执业活动的评估和监管。相关处罚信

息统一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可免

费公开查阅的公共信用记录。全国性和地方性

医学相关社会团体要同等吸纳社会办医及其

医务人员，做到一视同仁。 

三、如何推动文件贯彻落实 

《意见》在每项措施后都明确了负责部

门。要求各有关部门、各地区及时制定或完

善配套措施，细化工作举措。鼓励各地加大

改革探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和跟

踪分析，确保政策全部兑现，取得实效。

 

 

促进社会办医 中国放大招 

6 月 1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政策

例行吹风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

医疗保障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3 

19 

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相关

情况。 

找准定位 

“社会办医要行稳致远，必须先找准定

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看来，

“找准定位”是社会办医相关政策的出发点、

落脚点，也是这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 

王贺胜指出，社会办医的定位表明，其

旨在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差异化的健

康服务需求。比如，伴随着“银发浪潮”到

来，日益增多的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方

面的服务需求；比如，儿科、精神科、妇产

科、眼科、医疗美容等社会紧缺的医疗卫生

服务专业领域的需求；再比如，对独立的第

三方机构在医学检验、血液透析、医学影像

等方面的需求。 

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社会办医已经积

累了一些经验，在一些领域形成了学科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建立了品

牌影响力。 

政策支持 

王贺胜介绍，截至 2018 年底，社会办医

疗机构数量近 46 万个，占比 46%；社会办医

院数量达到 2.1 万个，占比超 63%。社会办医

的人员、床位、诊疗量占比均实现了稳定增

长。为推动社会办医进一步发展，《关于促进

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近日印

发，《意见》推出的支持政策内容十分丰富，

既有扩大土地供给、实施税收优惠，又有加

大信息技术支持和完善医保政策支持等，充

分彰显“平等”“放开”理念。 

“平等”是指社会办医疗机构享有与公办

医疗机构相同或相似待遇。比如，在享受支持

政策方面，《意见》规定，社会力量在医疗资

源薄弱区域和短缺专科领域举办的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当地政府可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提

供场地或租金补贴和其他支持政策。比如，在

职称评审和人员培训方面，《意见》规定，各

地社会办医专业技术人员与公立医疗机构专

业技术人员一样同等参与职称评审，且不受岗

位比例限制。再比如，在医学类科研方面，《意

见》规定，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的选择坚持公开

平等择优原则，一律不得对拟作为项目承担单

位医疗机构的性质进行限制。 

“放开”是指消减社会办医领域管制措

施。比如，在环评方面，《意见》规定，设置

20 张床位以下或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的医疗机构，可实行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管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见》

规定，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

不作规划限制；2019—2020 年，在北京、上

海等 10 个城市试点诊所备案管理。 

加强监管 

《意见》在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方面出台

了系统措施，确保给社会办医“松绑”的同

时，稳步提高其服务质量。 

医保基金是医疗服务的战略购买方，社

会办医的发展离不开医保基金的支持。国家

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表

示，国家医疗保障局将继续坚持对不同性质

的医疗机构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严格按照

《意见》的要求，一方面，优化医保定点前置

条件，缩短申请等待时间，为社会办医疗机

构申请医保定点提供宽松的环境和便利条

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

的监管，开展医保信用管理，完善基于大数

据的医保智能监控体系，提升智能监控质量，

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的退出机制，严

厉打击恶意欺诈骗保的行为。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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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 
 

“4+7”后八大新趋势，“一票制”不远了 

国家组织实施“4+7”带量采购已经有几

个月时间，集中采购制度发生的变化及其对

医药行业的影响，远远超过行业现有的分析

与预测。 

“4+7”带量采购不仅带来前所未有的

52%平均降幅，更重要的是，首次使集中采购

机制趋于正常、首次使医药市场由“卖方驱

动”转向“买方驱动”，采购制度的变革是深

刻的、影响是深远的。笔者认为，“4+7”采

购政策组合有六个特点，引发三个质变，将

在八个方面对医药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六大特点  

一是集中度提高。提高集中度表现在买

方和卖方两个方面：对买方而言，首次由政

府组织跨行政区域的 11 个城市开展联合采

购，而三明采购联合体是由地方政府自发成

立；对卖方而言，实施单一来源采购，承诺

只买一家。 

二是单一标准。本次集中采购只针对原

研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开展价格竞争，改变了以往不

同质量层次药品无法开展价格竞争的问题。 

三是带量采购。各地医疗机构根据年度

药品总用量的 60%~70%估算采购量，采购机

构汇总采购量与生产企业进行议价或集合竞

价，以量换价，形成药品集中采购价格。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做法在以往的采购

制度都有表述，变化的仅仅是由“医院要按

照不低于上年度药品实际使用量的 80%制定

采购计划”改变为“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

医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的 60%~70%估算采

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 

四是带金采购。或者叫带预算采购，指

医保基金在合同签署后、药厂发货前预付一

定比例货款，国家要求预付比例不低于 30%，

但是各试点城市多为 50%预付，有的还分二

次各预付 50%。带金采购既反映了款价关系，

也增加了交易信用，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

被官方和行业低估的亮点。 

五是直接交易。文件要求医院或采购机

构与生产企业签约、由生产企业选择配送企

业，鼓励医保与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货款。医

院与生产企业直接交易模式的雏形已经具

备，如果直接结算得已实现（浙江、广东已

经实现），实际上就实现了“一票制”。 

六是调节使用。在医院层面，通过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或扩大医院结余留用权等建立

“结余留用”机制。在医生层面，则将新增结

余按照“两个允许”政策统筹用于人员薪酬

支出。“结余留用”和“两个允许”政策让医

院和医生通过降价获益，这是过去近 20 年的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从来没有的机制，是“4+7”

政策组合最大的亮点。 

八大趋势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4+7”带量

采购将引发医药行业颠覆性变革，医药行业

发展呈现八个新趋势。 

1.客户需求改变，产品竞争和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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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主流。 

在“以药补医”时代，满足医院和医生

经济需求的程度一度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

核心指标，药品品质和价格成为次要指标，

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指标。 

“4+7”药品采购是国家公立医院补偿机

制改革的一部分，其整体路径是“降低药耗

费用→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薪

酬”，综合改革政策落地后，“以药补医院”

和“以药补医生”都将是不经济的行为。这

一转变将是漫长的，“4+7”的初步成功将加

速这一进程。 

客户对药品的需求将回归至品质和价

格，原有的回扣竞争战略将失效，产品竞争

和价格竞争将成为主流。 

2.销售的重要性下降，销售人员面临转

型、转业。 

“4+7”模式被推广后，医药市场将由“卖

方驱动型”转为“买方驱动型”，销售的作用

虽然不能完全被替代，但是重要性下降，销

售队伍规模将被压缩，销售人员面临转型和

转业。 

3.药品供应链将进一步变短，“一票制”

将成趋势。 

“4+7”采购已经实现了与生产企业签约，

由生产企业选择配送企业，并鼓励与生产企

业直接结算货款，可以说离“一票制”只有

一步之遥。从日用百货电子商务发展情况看，

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实现“一票制”的技术难

度更低，“一票制”必将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 

4.第三方物流走向前台，医药商业将物

流化。 

如果实现与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货款，原

有的配送企业将变成第三方物流企业。目前，

配送企业基于货值按比例收取配送费，而第

三方物流企业通常按体积、重量和距离等收

取费用，综合费率要低于医药配送企业。 

第三方物流走向前台，对社会物流企业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传统医药经营企业

则面临应收缩水、竞争加剧等挑战。 

5.货款结算方式落后，结算创新将成为

热点。 

在“4+7”采购中，货款的支付流程通常

是“医保经办机构→医院→配送企业→生产

企业”，结算链冗长，与电子商务的结算方式

落差很大，直接交易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目前，浙江、广东、上

海等地已经开展了一些创新，在技术上与电

商行业接轨并不难，探索出符合医药行业特

点的在线结算方式并非易事。 

6.供应链管理变得重要，药厂介入并成

为链主。 

随着“一票制”来临和新的药品管理法

实施，生产企业将成为产品质量和供应的责

任主体。采用第三方物流后，供应链管理的

责任也落在药厂身上，医药生产企业将逐步

介入供应链管理，成为链主。 

7.生产企业设前置仓库将成必然，跨区

运营成为趋势。 

随着“一票制”的来临，生产企业异地

设前置仓将成为必然，生产企业仓储跨区运

营将成为趋势。 

8.医药仓储资源将面临整合，资源共享

成为趋势。 

主流的药品经营企业多建有现代化物流

中心，这些物流中心实现了仓储、分检等环

节的自动化，在技术上有领先性。各公司的

物流中心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没有实现资源

共享。生产企业主导供应链管理将促进仓储

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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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比降价更重要药品采购发生质变 

尽管“4+7”采购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

但其对医药行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前所未

有的。它不仅导致药价大幅下降，更重要的

是，它使药品集中采购发生以下三个前所未

有的质变。 

准入转为交易。 

众所周知，全国性的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已历时近 20 年，在“4+7”带量采购之

前存在严重的招标与采购脱节现象，企业中

标后，采购数量和回款期限依然不明确，存

在很大变数。采购已经异化为行政部门实施

的市场准入行为。 

“4+7”采购则与以往不同，不仅明确了

采购数量，买方还预付部分货款，使准入行

为又恢复至交易行为，这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4+7”所取得的成效，官方和行业

多将其归因于“带量采购”。但笔者认为，

“4+7”带量采购的具体措施与以往相差不大，

其成效的取得主要归因于“带金采购”。 

预付货款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一

方面，预付货款提高交易信用，预付款本身为

定金性质，提高了采购合同的信用等级。换句

话说，是“带金采购”做实了“带量采购”，没

有带金采购，带量采购许诺的采购数量依然只

是数字。另一方面，预付货款影响成交价格。

在正常的商务活动中，付款时间影响成交价格，

预付款、现款和 90 天后付款对应不同的价格。

再一方面，预付货款缓解了医疗机构的资金压

力，减少了拖欠货款的可能性。 

代理方委托方利益接近一致。 

公立医院药品消费存在采购、消费决策、

消费和付费主体分离问题，存在委托代理关

系。以往由于政策设计不合理，导致一方面

采购主体（公立医院）要么追求高价格，要

么不在乎价格，另一方面消费决策主体（医

生）通过使用药品获益，导致代理方与委托

方利益不一致。 

“4+7”政策组合的“结余留用”和“两

个允许”政策改变了对医院和医生的激励约

束机制，让采购主体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追

求低价格，让消费决策主体主要通过医疗服

务获益，总体而言是，代理方与委托方利益

接近一致。 

实施“4+7”采购之前，公立医院药品先

后实行“顺加作价”政策和“零加成”政策。

“顺加作价”是指在真实采购价基础上顺加

15%形成零售价格，在“顺加作价”条件下药

品的单位边际贡献=0.15×采购价，采购价格

越高，医院收益越高，导致医院“只买贵的、

不买对的”。在“零加成”政策条件下，药品

的单位边际贡献为零，采购价格高低对医院

的收益没有直接影响。 

在“4+7”采购中，除了鼓励实施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建立“结余留用”机制外，《关

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

套措施的意见》（医保发〔2019〕18 号）还规

定，“对合理使用中选品种、履行购销合同、

完成集中采购药品用量的定点医疗机构，不

因集中采购品种药品费用下降而降低总额控

制指标”，这一政策是针对仍然实施医保总额

控制的地区制定的。 

换言之，尽管药价平均下降了 52%，医

院的采购价格只有原来的 48%，但是医保经

办机构仍然按 100%支付费用。进一步分析发

现，此时药品的单位边际贡献为采购价的负

值，药品内化为医院成本，医院既有降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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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价的动力，也有减少不合理使用的动力。

通过医保基金的调节作用，降低采购价格，

医院可以增加收益，这也是以往近 20 年的集

中采购政策所没有的。 

此外，“4+7”政策组合再次重申了公立

医院薪酬改革的“两个允许”政策。“两个允

许”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率先提出的，具体内

容是“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

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

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

励”。换句话说，“4+7”采购导致药价平均下

降 52%，降价带来的收益主要留在医院，主

要用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改革，薪酬阳光化

的进程将加快。 

“卖方驱动”转为“买方驱动”。 

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历史

可以发现，中国医药市场一直是“卖方驱动”，

“4+7”带量采购将使公立医院医药市场转变

为“买方驱动”。 

“卖方驱动”是指由卖家来发起和主导整

个贸易过程。实施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之前，

医药流通采用“多级分销”模式，就是典型

的卖方驱动市场。进入集中招标采购时代后，

医药流通采用“卖方驱动电子采购”模式，

此时尽管开展集中采购，但鉴于前述原因，

集中采购主要行使市场准入功能，贸易过程

仍然由卖方发起和主导。 

“4+7”采购将改变医药市场流通模式，

由于上述“带量采购”“带金采购”和“对买

方激励机制恢复正常”，药品集中采购将由

“准入”转变为“交易”，贸易将由买方发起

并主导，医药流通将转为“买方驱动的电子

采购市场”模式。 

中国医药市场由“卖方驱动”转为“买

方驱动”，将引发一系列变化。 

（选自《医药经济报》） 

 

 

“4+7”下一步去哪儿：四个问题待解，五大采购趋势 

在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药品采

购是各类观点纷呈争辩的重点，也是各方利

益博弈取舍的难点。2018 年 12 月开始的国家

医保局首批试点的 4+7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到 2019 年 4 月 1 日，11 城市已全部落地。 

当前实施效果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

通知（国办发〔2019〕2 号）以来，带量采购

推进中的成绩有目共睹。 

1.对过往问题的纠正。包括公开采购数

量（不脱离数量谈价格，不脱离数量谈采购）；

量价挂钩（数量加则价格降，数量减则价格

涨）；履行合同；信守承诺；支付货款；权责

一致（谁指定配送商，谁就承担配送期间的

连带责任）；以及自主报价等。这些方面存在

的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次试

点中得到了纠正。 

2.实践中以量定价。带量采购是药品

集中采购中最重要、最应该，也是最容易

实施的环节。一直以来，带量采购只是药

品集中采购的一个良好愿景，但实际执行

效果大打折扣。这一次，决策层是真的要

带量：首先，命名就是集中带量采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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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为采购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其

次，明确了带量之量，不再以医院之带量

来替代集中采购之带量。 

3.大幅降价。这次集中带量采购大幅

降价是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因为国

家承诺带量，实际上是回扣贿赂性质的营

销费用和利益输送不再需要，降价是合情

合理的，况且还有“30%预付款”和“及时

回款”的优惠。 

4.过评药开始替代原研进口。中国的药

价，虚高与虚低并存。虚高的绝大多数是进

口原研药。这次集中采购一大批过评国产仿

制药的中标，也不再有“一品两规”的不公

正（或超国民）待遇，过评药开始替代进口

原研药。国产仿制药的大幅降价和公平竞争，

还推动了原研药的降价。 

5.重视一致性评价。集中采购重视一致

性评价目的在于：（1）以国产仿制药取代进

口原研药；（2）促进原研药价格下跌；（3）

推动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公平竞争；（4）淘汰

一批落后的药品产能。实际采购达到了上述

目的，中选过评仿制药占比 88%。 

6.医保预付药品采购款。医保基金提前

预付总价 30%的货款是好事，但预付给了医

院，能不能完全达到减少拖欠的预定目标，

还得看是否有减少拖欠的机制软件。 

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是如何建立价格形成机制。这一次

集中带量采购，只采购价格虚高的药品，

没有采购价格虚低的药品，没有建立科学

合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的价格形

成机制应该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把虚低

的药价提上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9〕2 号）文件提出“探索完善药品集中

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

制”，针对的应该是所有药品，首先是价格虚

高和虚低的药品。 

二是如何防范和消除短缺药品的产

生。药价下降有利于病人和医保，当然会

受到社会的欢迎。但是，过分降价的极致

就是短缺，药品一旦短缺，对同行、对病

人、对企业自身都会造成极大的甚至可能

是难以挽回的损害。 

三是如何进一步扶持一致性评价。集中

采购对过评药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扶持是确

凿无疑的。但是，假如不能在药品售价上体

现出评价所耗费的成本，今后继续推开一致

性评价的难度不小。 

四是如何合法合理地实现异地药品价格

平衡。虽然这次集中采购不赞成各省“最低

价联动”，但有媒体披露，部分省市已经有了

最低价联动的打算。同时，这次采购造成省

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相同药品价格相差数

倍、数十倍，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快改革

的步伐，率先在价格高地，尽早实施集中带

量采购，把过高的价格压下来。临时过渡过

程中，也可以采用高价地区委托低价地区采

购的方式，分享低价成果，委托采购的成本，

由委托地区承担。 

下一步采购趋势  

在笔者看来，下一步一是还会继续延续

集中采购的势头，采购主体将包括多城市联

合体、省集中采购，或许还有医联体采购；

二是配以带量采购，经济规律、市场信用越

来越受尊重；三是推进竞争采购，即依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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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为手段；四是力推降

价采购，以实现保持微利不亏的降价为目的；

五是重视规范采购，依法依规将被采购主体

严格遵循。其中，集中带量采购将是药企面

前最大的市场。 

首轮采购量还不算大，其原因主要是国

产过评仿制药的数量太少，所以只推出了 31

个药品。预计下一步采购品种将会大幅增加，

留在集中采购之外的药品将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相关方需要切实履行带量采

购合同。这次采购，国家以带量换得了低价，

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做法。所压低的价格，

主要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营销费用及利益输

送，所以，大多企业仍可保持盈余。即使发

生原材料、能源等涨价，仍需按约定交付药

品，这是企业的应尽责任，这也是维护自身

的守法守信形象。 

可以预期，今后采购量、价不能落实的

情况将大幅下降。从首次试点看，半个月完

成预计采购量的 27%，未发生医院不能落实

预定采购量、价的状况是好事，虽然尚没有

全部完成预约采购量，但开了一个好头。希

望今后能逐步建立一整套的明责、定责、查

责、追责措施，确保落实采购合约。 

另一方面，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将进一步促进优胜劣汰，企业的药品采购

报价也将更趋科学合理。对此，已明确带量

的集中带量采购 2 号文件要求“有效防止不

顾质量的唯低价中标”，企业科学测算、理智

报价，才能还市场一个公平，还同行一个公

正，也还自己一个公道。如此也能防范与消

除短缺药品的产生。因为“唯低价是取”，降

低虚高的药价并没到位，反而会逼得价格微

利和价格虚低的药品走投无路。此外，笔者

以为，在集中采购中的单一品种中标也具有

风险性，一家企业的断供会否导致一大片地

区的药品短缺需要再思考。最近看到国务院

常务会议专题讨论了短缺药保障问题，认定

了定点生产短缺药品的措施，将建立短缺药

品的采购机制和定价机制，可望缓解药品的

短缺。 

最后，笔者预判，在未来的采购中，仿

制药或将改变与原研药的竞争格局。仿制药

相对于降价之后的原研药的竞争，将从质不

如人、价低于人，过渡到质量相仿、价格相

近的同平台竞争。原研药的优势，也从价高

易销转换到质高易销、名高易销，到那时，

将进入双方都需要重新研究竞争策略的全新

战场。 

（选自《医药经济报》） 

 

 

抗肿瘤中成药注射剂占“半壁江山”                                

TOP10 年销 30 亿独家产品占七成 

据米内网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重点城

市公立医院终端中成药市场规模达 340亿元，

其中，抗肿瘤中成药市场规模达 53.74亿元，

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用药;在城市格局中，广

州、重庆、成都、北京等 7 个城市销售额均

超过 5亿元;此外，TOP10产品销售额合计 30

亿元，独家产品占七成（图 1）。 

抗肿瘤中成药广州重庆等成销售大户注射剂

占“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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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米内网数据显示，近年，重点城市公

立医院终端(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成都、

西安、哈尔滨、沈阳、郑州)抗肿瘤中成药的

销售规模均超过 50 亿规模，2018 年销售额

53.74 亿元（图 2）。 

在城市格局中，广州、重庆、成都、北

京等 7 个城市销售额均超过 5 亿元，其中，

广州销售额高达 8.72亿元（图 3）。 

从剂型来看，主要有注射剂、胶囊剂，

这两大剂型合计占比近 80%。其中，注射剂占

48.63%，胶囊剂占 30.34%。此外，还有片剂、

散剂、颗粒剂、丸剂和溶液剂（表 1）。 

TOP10 年销 30 亿，独家产品占七成 

2018 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抗肿瘤中成药

产品 TOP10销售额合计 30 亿元，占重点城市

公立医院抗肿瘤中成药销售额比例超过 55%;

除了华蟾素胶囊、槐耳颗粒和复方红豆杉胶

囊外，7个均是注射剂产品（表 2）。 

产品 TOP10 均是医保乙类，其中，康莱

特注射液、参芪扶正注射液、艾迪注射液、

复方苦参注射液等 6个产品是中药保护品种;

华蟾素胶囊是国家基药。值得一提的是，这

10 个产品中有 7个是独家（表 3）。 

参芪扶正注射液是丽珠集团的主要产

品之一，由附属公司丽珠集团利民制药研

究开发的二类中药新药，1999年 11月获批

在国内上市。功能主治为益气扶正，用于

肺脾气虚引起的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

汗眩晕，肺癌、胃癌见上述证候者的辅助

治疗。在 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中，参芪扶

正注射液为乙类产品，限与肺癌、胃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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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疗 同 步 使

用。据资料显

示，参芪扶正

注射液获美国

FDA 批准Ⅰ期

临床，目前处

于临床研究阶

段。此外，丽

珠集团也在不

断加大研发投

入、发展海外

战略联盟等方

式，围绕抗肿

瘤、辅助生殖、

消化、精神及神经等特色专科药的产品线

布局，形成了清晰的产品研发管线，进而

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艾迪注射液是贵州益佰制药的肿瘤用药

主要产品之一，为秘密级国家秘密技术、国

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为国家高等级医学教

材中药抗肿瘤首选用药。主治功能为清热解

毒，消瘀散结;用于原发性肝癌，肺癌，直肠

癌，恶性淋巴瘤，妇科恶性肿瘤等。据资料

显示，贵州益佰制药在艾迪注射液下了不少

“功夫”，如抗肿瘤中药艾迪注射剂的生产

技术改造、中药大品种艾迪注射液生产线建

设、10 万例艾迪注射液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

等项目。而贵州益佰制药在医疗服务板块中，

与医院合作建设肿瘤治疗中心以及组建肿瘤

医生集团。 

华蟾素胶囊主

要用于中、晚期肿

瘤，慢性乙型肝炎

等症。生产企业有

陕西东泰制药和山

东鑫齐药业两家，

其中，陕西东泰制

药的市场份额超过

85%。近年来，陕西

东泰制药的华蟾素

胶囊增速有所放

缓，但仍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值得一

提的是，该产品目

前国内申报厂家数量超过 20个。 

近年来，随着医保控费、招标降价等相

关行业政策频频出台，部分产品出现增速放

缓或下降。日前，国家医保局再度“出招”，

发布医保目录调整方案。与以往不同的是，

更多强调的是结构调整。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预计近年新获批临床价值高、有良好循证医

学基础的产品有望准入获益，尤其是方案中

优先考虑的新进基药目录产品、肿瘤及罕见

病等重特大疾病的药物、慢性病用药、儿童

用药等;相反过去已在目录中的临床价值一

般、性价比低及缺乏循证医学基础的药物将

进一步承压，例如部分中药注射剂和营养类

及辅助类产品可能有被进一步被限制等风

险。2019 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的大幕已经拉

开，然而，这或许只是中国医药产业深度变

革的开始。 

（选自《米内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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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制药巨头十强支柱品种 

根据各跨国公司披露的 2018 年报数据，

按营业收入排名十强企业是：强生、罗氏、

辉瑞、诺华、默沙东、葛兰素史克、赛诺菲、

艾伯维、拜耳和礼来，其中强生以 815.8 亿美

元总收入位居榜首（表 1）。 

1.强生 

2018 年强生总收入高达 815.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7%，继续遥遥领先于其他制药商。

强生的业务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制药业务

（407.3 亿美元）、医疗器械业务（269.9 亿美

元）和消费者保健产品业务（138.5 亿美元）。 

自身免疫疾病药物销售额位居强生各治

疗领域药物销售额榜首，高达 131.1 亿美元，

占总收入比例为 16.1%。强生的自身免疫疾病

药物代表有英夫利昔单抗、乌司奴单抗、戈

利木单抗和 Guselkumab。其中，乌司奴单抗

2018 年销售额首次突破 50 亿美元，弥补了英

夫利昔单抗遭遇生物类似药竞争及提高折

扣、退款补偿下的市场萎缩。此外，强生的

肺动脉高压药物和精神分裂症药物 2018年销

售额均超过 35 亿美元。 

2.罗氏 

罗氏 2018 年总收入为 557.1 亿美元

（568.5 亿瑞士法郎），同比增长 6.7%。其中制

药业务 430.9 亿美元，诊断业务 126.2 亿美元。

罗氏 Her2+乳腺癌药物“三驾马车”2018 年

的销售总额高达 105.2 亿美元，占总收入比例

为 18.9%。罗氏的三大重磅

肿瘤药曲妥珠单抗、贝伐珠

单抗和利妥昔单抗 2018 年

销售额均超过 50 亿美元。 

3.辉瑞 

辉瑞 2018年实现总收

入 53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辉瑞的业绩增长主

要受益于乳腺癌新药帕博

西尼、抗凝药阿哌沙班和类风湿关节炎药物

托法替布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 

辉瑞的明星产品当属肺炎疫苗 Prevnar 

13，2018 年销售额为 58.0 亿美元，占总收入

比例为 10.8%。肺炎疫苗 Prevnar 13 作为唯一

一个用于整个生命阶段的肺炎链球菌疫苗，

持续位居全球最畅销的疫苗产品榜首。销售

额较高的其他产品还有镇痛药普瑞巴林和乳

腺癌药帕博西尼，两者销售额均在 40 亿美元

以上。 

4.诺华 

诺华 2018 年总收入同比增长 5.7%（至

519.0 亿美元），其中创新药业务 348.9 亿美

元，山德士仿制药业务 98.6 亿美元，爱尔康

眼科业务 71.5 亿美元。诺华的核心药物涉及

多个领域，其中肿瘤药业务的强劲表现大大

助推了其总收入的增长。诺华的肿瘤药物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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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白血病、乳腺癌和黑色瘤等多个病种，2018

年销售总额为 90.4 亿美元，占总收入比例为

17.4%。此外，多发性硬化症药物芬戈莫德和

银屑病药物苏金单抗销售额均在 30亿美元左

右，尤其是苏金单抗 2018 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高达 37%。 

5.默沙东 

默沙东2018年实现总收入422.9亿美元，

同比增长 5.4%，其中制药业务 376.9 亿美元，

动物保健业务 42.1 亿美元。 

默沙东最受关注的产品当属 K 药帕博利

珠单抗，K 药凭借肺癌领域积累的巨大优势，

2018 年销售额达到惊人的 71.7 美元，同比增

长高达 88%。K 药和 O 药纳武利尤单抗双双

进入 2018 年度畅销药十强榜单。默沙东的疫

苗和 2 型糖尿病领域的业绩也表现不错，两

个糖尿病药物西格列汀和西格列汀二甲双胍

及宫颈癌疫苗佳达修 9 在 2018 年销售额均超

过 20 亿美元。 

6.葛兰素史克 

葛兰素史克（GSK）2018 年实现总收入

409.9 亿美元（308.2 亿英镑），同比增长 4.4%。

其中制药业务 230.1 亿美元，疫苗业务 78.5

亿美元，消费者保健业务 102.4 亿美元。 

GSK 当前的优势业务集中在呼吸疾病、

疫苗和艾滋病三大领域，其中呼吸疾病药物

销售总额最高。GSK 的呼吸疾病药物 2018 年

销售总额高达 92.7 亿美元，占总收入比例高

达 22.6%。 

7.赛诺菲 

2018 年，赛诺菲总收入为 406.6 亿美元

（344.6 亿欧元），相比 2017 年略有下降

（-0.6%）。糖尿病、疫苗和多发性硬化症三大

板块是赛诺菲的优势领域。糖尿病板块近些

年虽整体表现不佳，但仍居赛诺菲各治疗领

域销售额榜首。赛诺菲的糖尿病业务 2018 年

销售总额为 68.1 亿美元，占总收入比例为

6.7%。 

8.艾伯维 

艾伯维 2018 年总收入为 327.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6.1%。艾伯维的重磅产品阿达木单

抗（修美乐）创造了 199.4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

持续占据艾伯维总收入的半壁江山以上

（60.9%）。修美乐自 2002 年经 FDA 获批上市

以来，不断拓展适应症、持续高额费用的学

术推广、严密搭建专利保护网络，累计创造

了超过 1300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同时，修美

乐自 2012 年起连续 7 年占据全球药品销售额

排行榜首位，续写了药届神话。此外，白血

病和丙肝领域的业绩也较高，代表药物有白

血病药物伊布替尼和丙肝药物格卡瑞韦派仑

他韦。 

9.拜耳 

2018 年，除去作物科学部门业务收入，

拜耳在医药领域的总收入为 298.8 亿美元

（253.2 亿欧元），同比下降 1.1%。其中制药业

务总收入 197.6 亿美元，消费者保健业务收入

60.3 亿美元，动物保健业务收入 10.9 亿美元。

2018 年，拜耳旗下销售额排名前三的药物为

抗凝血药利伐沙班、眼科药物阿柏西普和避

孕药左炔诺孕酮。 

10.礼来 

礼来 2018 年总收入为 245.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7.4%。礼来在糖尿病、肿瘤、自

身免疫疾病、偏头痛几个领域全面开花，

其中 2 型糖尿病药物业绩最佳。礼来的 2

型糖尿病药物销售总额达 95.6 亿美元，占

总收入比例高达 38.9%，其药物数量也较

多，多达 6 个。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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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畅销季军品种本土三雄争食                                    

双鹭、正大天晴、齐鲁谁最强 

来那度胺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核心药

物，被国内外多发性骨髓瘤相关指南推荐为

一类治疗药物。 

目前，随着国内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

及带量采购进一步推进，中标企业陆续获得

了实惠。本土企业的来那度胺仿制药接连上

市，该药将逐渐实现国产化。未来中国仿制

药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高质量仿制药将

成为市场主力。 

肿瘤药领域领军者 

在 2018 年全球最畅销药物 TOP10 中，新

基的来那度胺排名第 3 位，较同期增长

18.3% 。而在

2018年全球抗

肿瘤药 TOP10

中，新基的来

那度胺排名第

1 位。据专业

人士预测，来

那度胺未来几

年将继续保持

较快的增长势

头，2019 年来那度胺全球销售额预测为 109

亿美元，其依然是肿瘤领域的领军者。 

2005 年，新基的来那度胺上市当年全球

销售额仅为 0.03 亿美元，2007 年突破 5 亿美

元，2008 年突破 10 亿美元，2010 年突破 20

亿美元，2012 年突破 30 亿美元，2013 年突

破 40 亿美元，2014 年突破 50 亿美元，2015

年近 60 亿美元，2016 年近 70 亿美元，2017

年突破 80 亿美元，2018 年销售额接近百亿美

元。一年一个大台阶，增长可谓神速。据新

基 2019 年一季度财报，来那度胺销售额为

25.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图 1）。 

全球增速有点猛 

来那度胺原研药由新基开发，2005 年 12

月获 FDA 批准上市，商品名为“Revlimid”，

2007 年 6 月获欧洲药物管理局（EMA）批准

上市，2010

年 6 月 25

日获日本

PMDA批准

上市。2018

年，全球来

那度胺胶

囊以销售

额 96.85 亿

美元位居

畅销抗肿瘤药物 TOP10 榜首。近几年来那度

胺全球销售额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市场

潜力巨大。 

2013 年 1 月，新基的来那度胺获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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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名为“瑞复美”，剂型为胶囊剂，

规格为 5mg、10mg、15mg、25mg。据国内

样本医院数据统计，2018 年，来那度胺医院

终端销售额为 1.42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547.3%，增长迅猛。 

中国市场后来者“超车” 

目前，来那度胺国内市场除了原研厂家

新基的产品以外，还有双鹭药业、正大天晴

和齐鲁制药的产品参与竞争。其中，北京双

鹭药业的来那度胺按新药 3.1 类、正大天晴药

业的产品按仿制药 6 类申报并获批生产，仍

需通过一致性评价，目前两家企业均已提交

一致性评价补

充申请。4 月

25 日，齐鲁制

药的来那度胺

胶囊获国家药

监 局 批 准 上

市，该产品以

仿制药 4 类申

报上市，获批

生产后视同通

过一致性评价。这是继 2017 年推出注射用硼

替佐米后，齐鲁制药又一重磅血液系统抗肿

瘤药物获批。齐鲁制药成为国内同时拥有两

大多发性骨髓瘤药物的企业。 

本土企业三雄争霸 

来那度胺的化合物专利已于 2017 年 7 月

到期，目前除原研企业新基和三家本土企业

双鹭、正大天晴和齐鲁制药的产品上市以外，

国内还有众多企业在加速布局。 

2017 年 11 月，双鹭药业的来那度胺胶囊

在国内获得首仿上市；2019 年 1 月，正大天

晴来那度胺胶囊第二家仿制上市。齐鲁制药

虽然是国内第三家获批来那度胺上市的企

业，但为首家过评，在下一步招标采购中将

占据优势地位。 

据国内样本医院用药数据统计，2013 年

来那度胺用药金额为 175 万元，2014 年为

1078 万元，2015 年为 1356 万元，2016 年为

1921 万元，2017 年为 2202 万元，2018 年为

1.43 亿元。国内上市 5 年来，该药销售额增

速不是很快，而 2018 年增长迅猛。分析其原

因，之前增速不快主要是由于进口药价格较

高，在国内

市场有些水

土不服。但

该产品进入

医 保 目 录

后，2018 年

市场大有改

观（图 2）。 

2017

年 7 月 19

日，来那度胺等 36 种谈判药品纳入《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 版）》乙类范围。2018 年 8 月以后，多

地陆续调整部分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药品价

格，来那度胺 10mg、25mg 医保支付价分别

为 811 元/粒和 1030 元/粒。该产品进入医保

目录后，原研产品降价，加上仿制药对原研

产品的冲击，2018 年开始市场有了不俗表现。 

（选自《医药经济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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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金额近 140 亿元 样本医院抗感染药 Top10 品种 

近年受到“限抗令”政策的影响，全身

抗感染药物用药市场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尽

管如此，2018 年抗感染药在国内样本医院用

药大类排名中仍居榜首，占比 15.1%。从各大

类终端销售来看，抗感染药市场份额仍继续

扩大。 

从国内样本医院数据来看，抗感染药物

市场规模从 2012 年的 261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46 亿元，2018 年同比增长 2.6%，与国

内整体化学药市场增速几乎持平。6 年整体市

场增长近 1.3 倍。近年来，在抗真菌药伏立康

唑、喹诺酮类莫西沙星、头孢菌素类头孢哌

酮/舒巴坦等产品的拉动下，抗感染药市场略

有回暖的迹象。 

2018 年，国内抗感染药物排名前 5 位的

小类为：头孢菌素类用药金额为 125.5 亿元，

占 36.3%；其它内酰胺类用药金额为 34.4 亿

元，占 10.0%；青霉素类用药金额为 33.8 亿

元，占 9.8%；抗真菌药用药金额为 31.6 亿元，

占 9.1%；喹诺酮类用药金额为 27.7 亿元，占

8.0%。 

TOP10 品种市场表现 

2018年国内样本医院用药金额排名前10

位的抗感染药中，头孢菌素类有 3 个：头孢

哌酮/舒巴坦用药金额为 15.1 亿元，较同期增

长 14.8%；头孢哌酮/他唑巴坦用药金额为 8.3

亿元，较同期下降 2.8%；拉氧头孢用药金额

为 7.6 亿元，较同期下降 17.0%。其他内酰胺

类有 2 个：美罗培南用药金额为 7.6 亿元，较

同期增长 3.9%；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用药金额

为 37.6 亿元，较同期下降 1.2%。喹诺酮类有

2 个：莫西沙星用药金额为 16.2 亿元，较同

期增长 12.0%；左氧氟沙星用药金额为 10.6

亿元，较同期增长 8.3%。抗肝炎病毒药有 1

个，恩替卡韦用药金额为 18.2 亿元，较同期

下降 8.6%。抗真菌药有 1 个，伏立康唑用药

金额为 17.2 亿元，较同期增长 13.9%。青霉

素类有 2 个，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用药金额为

15.1 亿元，较同期增长 7.0%。 

2018 年国内样本医院抗感染药物 TOP10

用药金额为 136.3 亿元，其中：3 个头孢菌素

类用药金额合计为 30.9 亿元，占 22.7%；2

个其它内酰胺类用药金额合计为 28.0 亿元，

占 20.6%；2 个喹诺酮类用药金额合计为 26.9

亿元，占 19.7%；1 个抗肝炎病毒药用药金额

为 18.2 亿元，占 13.4%；1 个抗真菌药用药金

额为 17.2 亿元，占 12.6%；1 个青霉素类用药

金额为 15.1 亿元，占 11.0%。 

TOP10 品种竞争格局 

据国内样本医院数据统计，2018 年美罗

培南竞争格局为：住友占 49.15%，海滨制药

占 24.94%，石药欧意药业占 10.07%。恩替卡

韦竞争格局为：正大天晴占 45.43%，中美上

海施贵宝占 38.09%，青峰药业占 5.43%。伏

立康唑竞争格局为：辉瑞占 47.57%，美大康

华康药业占 13.07%，珠海亿邦占 10.51%。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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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星竞争格局为：拜耳占 58.86%，优科制

药占 30.64%，天台山制药占 10.47%。头孢哌

酮/舒巴坦竞争格局为：辉瑞占 96.45%，泰盛

制药占 0.96%，罗欣药业占 0.45%。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竞争格局为：惠氏占 22.39%，珠海

联邦制药占 16.42%，华北制药占 14.91%。左

氧氟沙星竞争格局为：第一三共制药占

36.25%，扬子江药业占 26.40%，新昌制药厂

占 13.28%。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竞争格局为：

默沙东占 85.66%，海正辉瑞占 9.17%，珠海

联邦占 2.38%。头孢哌酮/他唑巴坦竞争格局

为：海南海灵占 71.67%，浙江惠迪森药业占

28.33%。拉氧头孢竞争格局为：海口奇力制

药占 46.95%，海南通用三洋药业占 26.76%，

石药集团中诺占 6.71%。 

恩替卡韦、头孢哌酮/他唑巴坦、拉氧头

孢三个产品国内企业占据主导；美罗培南、

伏立康唑、莫西沙星、头孢哌酮/舒巴坦、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七个产品外企占据主导地位。尤其

是头孢哌酮/舒巴坦辉瑞占据九成以上份额、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默沙东占据八成以上份

额。 

一致性评价情况 

在国内抗感染类药物 TOP10 品种中，恩

替卡韦分散片过评企业 4 家，恩替卡韦胶囊

过评企业 4 家，伏立康唑片过评企业 1 家，

盐酸莫西沙星片过评企业 2 家，左氧氟沙星

片过评企业 1 家。 

1.恩替卡韦。 

截至目前，恩替卡韦已经有多家企业通

过一致性评价，其中胶囊剂过评企业有南京

正大天晴、海思科、青峰药业、广生堂，分

散片剂过评企业有正大天晴、安徽贝克、东

瑞制药、青峰药业，片剂过评企业是百奥药

业、药友制药。在第一批“4+7”带量采购中，

正大天晴以降价 94%击败原研药厂家施贵宝

而中标。 

2.伏立康唑。 

伏立康唑是目前国内销售额最高的抗真

菌药。2018 年国内样本医院市场上伏立康唑

用药金额为 12.0 亿元，较同期增长 13.4%。

其中，辉瑞占据 47.57%，美大康华康药业占

据 13.07%，珠海亿邦占据 10.51%。 

该产品已上市多年，原研企业辉瑞占比

依然接近 50%。华海药业通过海外转报，在

一致性评价上领先国内其他竞争者，有望借

此优势快速上量。 

3.莫西沙星。 

莫西沙星由德国拜耳研发，1999 年 9 月

首先在德国上市，2002 年 12 月获批进入中

国，商品名为“拜复乐”。目前国内共有 3 家

企业参与竞争，涉及的剂型有片剂和注射剂。 

2018 年，在国内莫西沙星市场中，拜耳

的“拜复乐”占 58.86%，南京优科制药公司

的“佰美诺”占 30.64%，成都天台山制药公

司的莫西沙星占 10.47%。从 2013 年开始，进

口产品增速放缓，国产品种增势显著。目前

国内申报莫西沙星制剂的企业已有近百家。 

2018 年 7 月 6 日，东阳光药业莫西沙星

片新标准申报通过，是首家过评企业。2018

年 12 月 25 日，四川国为制药的莫西沙星片

按新标准申报通过，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4.左氧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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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氧氟沙星 1993 年进入我国，商品名为

“泰利必妥”，目前国内共有 300 多家企业获

得制剂批文。据国内样本医院数据统计，2012

年左氧氟沙星用药金额为 9.13 亿元，2018 年

用药金额为 10.65 亿元，较同期增长 8.3%。

随着左氧氟沙星注射剂的大量应用，其不良

反应也日益受到关注，近几年左氧氟沙星增

速减缓。 

2018 年，左氧氟沙星国内样本医院市场

参与竞争的企业有近 50 家，排名前三位的企

业有：第一三共制药占 36.25%，扬子江药业

集团占 26.40%，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占

13.28%。前三家企业占整体市场 85.9%的份

额，市场集中度较高。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东阳光药业的左

氧氟沙星片新标准申报通过，被纳入《中

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收录类别为按化学药

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仿制药，视同通过一

致性评价。 

（选自《医药经济报》） 

 

 

16 个最强新药带给企业的四大启示 

衡量新药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该药能多

快代替市场上已有的产品，这是一个关键指

标，强劲的商业推广通常预示着某一新药将

成为企业主要的收入来源。EP Vantage 发布过

一份上市表现最强

劲的 16 大药物榜

单，从中不仅可以

回顾过去一些成功

新药的表现，也可

以总结出一些特

点。 

1.常见病药物

时代落幕 

曾经有一段时

间，药物上市的成

功不仅取决于新药的质量，还取决于其治疗

疾病的市场规模。如心脏病、抑郁症、糖尿

病或关节炎的药物历来在市场销售中占主导

地位，这些药物相对便宜，但患者群庞大。

此外，制药公司会建立庞大的销售队伍来促

进医生开这些处方药。新药上市初始表现越

成功，这种药物就越有可能在专利保护期内

成为公司的主要收入

来源。 

一个典型的成功

例子是辉瑞（Pfizer）

的利普妥（Lipitor）。

虽然其是第 5 个获批

的他汀类药物，但利

普妥的优越功效，加

上他汀类药物对于心

脏病患者的重要性被

广泛接受，该药上市

的头 12 个月就在美

国创下 15.4 亿美元（经通胀调整，下同）的

销售额。而 2 年后，辉瑞推出的关节炎药物

塞来昔布（Celebrex）又打破了这一纪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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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销售额高达 23 亿美元。 

不过，自塞来昔布问世以来近 20 年中，

没有出现过一款首年销售额可达 10亿美元的

针对常见病的新药。相反，制药行业见证了

小市场高价药物的兴起。 

2.未来属于小市场高价药物 

包揽上述榜单前 3 位的是吉利德

（Gilead）的丙肝药物：Harvoni、Sovaldi、

Epclusa，其上市首年的销售额分别高达 106.7

亿美元、 90.2 亿美元、32.2 亿美元。这 3 个

产品的市场统治地位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这些药物能够治愈丙肝，大大满足临

床需求；其次，这些药物上市初期的高价

（Harvoni 价格高达 9.4 万美元，Sovaldi 价格

高达 8.4 万美元）促进了高收入。不过，这些

只是目录价格，且随着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药品支付方与企业达成的价格已降至 3 万美

元以下。 

丙肝药并不是唯一的代表，榜单上的第 6

和第 8 名分别是百健（Biogen）及罗氏（Roche）

的多发性硬化药物 Tecfidera 和 Ocrevus，这两

个药上市首年的销售额分别为 18.4 亿美元和

16.8 亿美元。其与丙肝药类似：高价格和几

百万的患者规模。新一波的抗癌药也是如此：

辉瑞治疗乳腺癌的 Ibrance以11.6亿美元的首

年销售额位居榜单第 13 位，百时美施贵宝

（BMS）的 Opdivo 以 8.7 亿美元位居第 16 位。 

3.好开头不保证远无忧 

不过，新药上市第一年销售强劲并不一

定预示着其有光明的未来。在上述榜单的前

十大药物中，有 3 种已经撤市，其中 2 种是

丙肝药。2011 年，福泰（Vertex）推出了 Incivek，

第一年销售收入高达 17.2 亿美元。两年后，

强生（J&J）推出了首年销售收入超过 20 亿

美元的 Olysio。不过，这两个产品很快被吉利

德和艾伯维 (AbbVie)的下一代丙肝药赶超。

最终，福泰和强生分别在 2014 年和 2018 年

停止销售这两个药物。 

榜单上第10位的骨关节炎药物罗非昔布

（Vioxx），因为心血管副作用隐患而退出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该药的问题还影响了同属

COX-2 酶抑制剂的塞来昔布的处方量，塞来昔

布后来的销售额再也没有超过上市头 12个月

创下的成绩。 

4.新药研发热度转移 

在多种因素下，能够制定高价、用于中

等或小规模患者群体的药物上市极大地影响

了制药公司研发投资的方向。首先，罕见疾

病药物或靶向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比获得糖

尿病、心脏病等药物批准所需的大型试验要

小得多。其次，不需要庞大的销售队伍来推

广这些药物，因为开这些药物的医生要少得

多。最后，药物定价十分有吸引力。 

这种影响从药企研究重点的变化中可

见一斑。以辉瑞为例，该公司在抗生素、心

血管疾病和神经科学方面有雄厚基础，而如

今其研究方向集中在抗肿瘤、免疫、肝病、

罕见疾病和疫苗——这些都是临床需求很

大，且一种有效药物可以维持高价格的治疗

领域。 

Harvoni 上市初始的强劲表现很难被超

越，但鉴于医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未来几

年，该榜单很可能会出现价格昂贵的新面孔。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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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罗氏、BMS、辉瑞、AZ 迎竞争                                           

今年已获批的 6 个重磅首仿药 

在国家政策激励下，新药上市速度进一

步加快，仅 2019 年第一季度就有 6 个重磅首

仿药品获批上市。笔者分析发现，近 30 亿元

市场格局将被重塑。 

1.阿哌沙班-豪森药业 

获批时间：2019年 1月 9日 

2018年国内销售额：1820 万元 

“沙班”类药物是新一代抑制血栓形成的

药物，主要用于防治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

预防心房颤动引起的全身性栓塞等急、重性

心脑血管疾病。阿哌沙班（艾乐妥）由百时

美施贵宝和辉瑞进行全球市场的开发，主要

用于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

预防。 

阿哌沙班最初于 2011 年 5 月在欧盟获批

（德国 2011 年 6 月、UK 2011 年 9 月、瑞典

2011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在美国获批；

2013 年 1 月在我国获批；2013 年 2 月在日本

获批。 

对于适应症，在欧盟，阿哌沙班批准用

于成人膝关节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静脉血栓栓

塞（VTE）的治疗、成人非瓣膜性房颤（AF）

的中风及全身性栓塞的预防、深静脉血栓

（DVT）和肺栓塞（PE）的治疗和预防。在美

国，阿哌沙班批准用于降低成人非瓣膜性房

颤（AF）的中风及全身性栓塞的风险、预防

易引发膝髋关节置换术患者肺栓塞的深静脉

血栓（DVT）以及静脉血栓栓塞（VTE）的治

疗和预防。在我国，阿哌沙班批准用于髋关

节或膝关节择期置换术的成年患者，预防静

脉血栓栓塞症（VTE）。在日本，主要是用于

预防缺血性中风和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的全身

性栓塞。 

自 2011 年上市以来，阿哌沙班销售额一

直呈上升状态。2017 年全球销售额达到 73.95

亿美元，增长率高达 46.3%（图 1）。 

此次江苏豪森药业在众多国产企业中抢

占首仿位置，于 2019 年 1 月 9 日获上市批准，

待艾乐妥过专利期后，阿哌沙班市场可期。

根据全国百床以上医院数据库统计，2018 年

阿哌沙班国内销售额为 1820 万元，同比增长

71%，同比增幅呈逐年上升趋势。 

2.沙格列汀-奥赛康药业 

获批时间：2019年 1 月 9日 

2018年国内销售额：3.4亿元 

沙格列汀是二肽基肽酶 4（DPP-4）抑制

剂类药物，一般与二甲双胍联用治疗，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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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为阿斯利康。与传统降糖药物相比，

DPP-4 抑制剂具有不增加低血糖风险、对体重

影响中性、心血管安全性良好等特点，已成

为2型糖尿病口服药物治疗的主要方案之一。 

目前，已在国内上市的 DPP-4 抑制剂主

要包括西格列汀、沙格列汀、维格列汀、阿

格列汀、利格列汀，均为进口独家品种（图 2）。 

奥赛康沙格列汀片研发历经 7 年，于

2019 年 1 月 9 日获上市批准，是该品种国内

第一家获批上市的仿制药，适应症为 2 型糖

尿病。此外，江苏豪森和正大天晴的产品也

在上市申请阶段。根据全国百床以上医院数

据库统计，2018 年沙格列汀国内销售额为 3.4

亿元，同比增长 133.8%，在医保助力下实现

快速增长。而随着国内产品的不断强化，进

口品种垄断格局将被打破。 

3.拉考沙胺-青峰药业 

获批时间：2019年 1月 15日 

拉考沙胺由优时比公司（UCB）开发。2008

年 9 月，拉考沙胺首先在欧盟上市，作为治

疗部分性发作癫痫成年和青少年患者（16～

18 岁，有或没有继发全身性发作）的辅助疗

法，有薄膜衣片、糖浆和注射液剂型。2009

年 5 月获得美国 FDA 批准。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中国获批，成为中国市场 11 年来首个获

批的第三代新型抗癫痫药物。 

根据 Evaluate Ltd 统计，拉考沙胺 2018

年全球市场规模达 1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3%（图 3）。 

2019 年 1 月 15 日，江西青峰药业拉考沙

胺片获上市批准，该药用于成人及青少年

（16~18 岁）癫痫患者伴有或不伴有继发性全

面性发作的部分性发作的联合治疗。 

4.他达拉非-长春海悦 

获批时间：2019年 2 月 1日 

2018年国内销售额：8915万元 

他达拉非，商品名为希爱力（Cialis），由

礼来研发，在国际上销售已达十多年，目前

已占据 ED 市场龙头位置。2017 年，他达拉

非全球销售额高达 24.46 亿元。在欧美市场的

PDE5 抑制剂中，他达拉非的市场占有率排位

第一，市场潜力巨大（图 4）。 

2019 年 2 月 1 日，长春海悦首仿药他达

拉非片获批上市。根据全国百床以上医院数

据库统计，2018 年他达拉非国内销售额为

8915 万元，同比增长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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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拉米夫定替诺福韦-安徽贝克生物 

获批时间：2019年 1月 15日 

2019 年 1 月 15 日，安徽贝克生物的拉米

夫定替诺福韦片获上市批准，该药可以与其

他抗逆转录药物一起用于治疗 18岁以上成人

的 HIV-1 感染。 

拉米夫定和替诺福韦酯均属于核苷酸类

抗逆转录酶抑制剂，合用后降低病毒耐药性，

该药已经获 FDA 批准上市。 

目前国内还未见原研产品上市，且以“申

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

请”为由纳入优先审评第二十五批。因此，

安徽贝克不仅是国内首仿上市这个品种，也

是目前国内上市该品种的唯一厂家。 

6.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复宏汉霖 

获批时间：2019年 2月 22日 

2018年国内销售额：20.7 亿元 

利妥昔单抗也称重组抗 CD20 人鼠嵌合

单克隆抗体。该药是罗氏公司治疗非霍其金

淋巴瘤的靶向抗肿瘤用药，商品名为美罗华。

利妥昔单抗是 FDA 批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癌

症的单克隆抗体。于 1997 年 11 月 26 日获得

FDA 批准。批准的适应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肉

芽肿血管炎和显微镜下多血管炎。作为特效

药，利妥昔单抗在 NCCN（美国国立综合癌症

网络）等多个治疗指南中都被列为部分淋巴

瘤的一线治疗方案。 

虽然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不算多，但

由于利妥昔单抗价格高昂，因此该药长期

位居全球最畅销药物前十位。2017 年该药

全球销售额为 75.08 亿元，位列全球销售额

排名第 5 位。根据全国百床以上医院数据

库统计，2018 年美罗华国内销售额为 20.7

亿元，同比增长 19.8%（图 5）。 

2019 年 2 月 22 日，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

药申报的利妥昔单抗注射液新药申请获批生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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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医药经济报》） 

 

 

 

首个国产长效 GLP-1 激动剂获批                                     

豪森能否杀出 AZ、礼来包围圈 

5 月 7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信息

显示：国产 1 类创新药聚乙二醇洛塞那肽注

射液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该药

是豪森自主研发的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

用于治疗 2 型糖尿病，只需每周注射 1 次。

洛塞那肽是第一个上市的国产长效 GLP-1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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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也是国内第三个获批的长效 GLP-1 受体

激动剂（图 1）。 

“三足鼎立”或变“四分天下” 

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 1）是人体胃肠

道黏膜天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可以与

胰岛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并刺激胰岛素分泌，

进而产生降低血糖的作用。GLP-1 受体激动剂

类降糖药物的优点在于低血糖事件的发生率

明显低于胰岛素，而且可以减少食物摄取和

延缓胃排空，有利于控制体重，可以保护胰

岛β 细胞功能。 

据了解，GLP-1 受体激动剂类降糖药包括

短效和长效。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短效 GLP-1

受体激动剂有艾塞那肽（每日 2 次）、利拉鲁

肽（每日 1 次）、贝那鲁肽（每日 3 次），以

及利司那肽（每日 1 次）；每周 1 次的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有注射用艾塞那肽微球、度

拉糖肽、洛塞那肽（图 2）。 

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长效 GLP-1 受体激

动剂是阿斯利康研发的注射用艾塞那肽微

球，于 2018 年 1 月 3 日获得批淮，其国内销

售权益由三生制药持有。艾塞那肽微球是基

于艾塞那肽的微创新，于2012年在美国上市，

2018 年全球销售额为 5.84 亿美元。 

礼来的度拉糖肽

是第二个登陆国内的

长效 GLP-1 受体激动

剂，于今年 2 月 26

日正式获批。该药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获

FDA 批准，随后在欧盟、日本等多个地区上

市。礼来业绩显示，2018 年度拉糖肽销售额

约 32 亿美元，增速高达 58%，是礼来销售收

入最高的产品。 

随着豪森的洛塞那肽正式上市，国内长

效 GLP-1 激动剂市场呈现出“三足鼎立”的

格局。不过，”四分天下“局面或许很快就会

出现。诺和诺德的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索

马鲁肽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开展了Ⅲ期

临床试验，预计也将于 2019 年获批上市。该

药于 2017 年底在美国获批，目前已在北美和

欧洲的 11 个国家获批，2018 年全球收入为

17.96 亿丹麦克朗。 

相信随着豪森、诺和诺德陆续入局，糖

尿病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用药市场竞争将

更加激烈。面对 AZ、礼来、诺和诺德竞争，

豪森能否突破包围成

为业界关注热点。 

国内 GLP-1 市场成长

空间大 

全球糖尿病地图

显示，2017 年全球约

有 4.25 亿成人患糖尿病，预计到 2045 年，糖

尿病患者可能达到 6.29 亿。其中，中国位居

第一，糖尿病患者（20-79 岁）数量为 1.14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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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市场来看，2018 年糖尿病市场规

模约为 450 亿美元，相比 2017 年增速仅为

1.5%。其中，GLP-1 受体激动剂市场规模达到

93 亿美元，增长率高达 25%。业内分析认为，

目前国内 GLP-1 激动剂市场份额占比远低于

国际水平，其中，每周注射 1 次的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正成为未来糖尿病治疗的主流方

向，市场潜力巨大。 

同时在国内，GLP-1 激动剂的临床地位也

在进一步提高。2018 年 1 月，中华医学会糖

尿病学会分（CDS）编写的《中国 2 型糖尿病

防治指南》明确指出，GLP-1 提升至二联治疗

方案之一，即无法被二甲双胍单药所控制的

患者，可以在早期运用 GLP-1 进行联合注射

治疗。 

米内网全球药物研发库显示，除了豪森

的洛塞那肽，目前全球获批上市的 GLP-1 受

体激动剂类降糖药有 8 款，包括诺和诺德的

利拉鲁肽注射液及索马鲁肽注射液、阿斯利

康的艾塞那肽注射液及注射用艾塞那肽微

球、葛兰素史克的注射用阿必鲁肽、赛诺菲

的利司那肽注射液、仁会生物的贝那鲁肽注

射液、礼来的度拉糖肽。 

这 8 款 GLP-1 受体激动剂中，已有 6 款

在中国市场销售。其中，短效 GLP-1 受体激

动剂产品中，仁会生物的贝那鲁肽注射液也

是一款国产产品。另外，诺和诺德的短效产

品利拉鲁肽通过谈判形式已进入了 2017国家

医保目录，价格为 410 元（3ml:18mg/支，预

填充注射笔），限二甲双胍等口服降糖药或胰

岛素控制效果不佳的 BMI≥25 的患者，并需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专科医师处方。 

由于价格原因，近几年，利拉鲁肽在中

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额有所波动，

2017 年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非胰岛素类

降血糖药品牌 Top 20 中，诺和诺德的利拉鲁

肽注射液以 1.54%的市场份额排位第十。随着

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该产品在中国市场正在

明显放量。 

当前，医保目录即将更新，糖尿病用

药在本次目录调整优先考虑范围内，这将

给国内已上市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带来想

像空间。 

（选自《医药经济报》） 

 

 

5 年后 K 药夺下“药王”                                              

全球十大畅销品种 BMS 豪取 3 席 

在 EvaluatePharma 发布的最新报告中，

其预测，2024 年默沙东（Merck）的明星抗

癌药 Keytruda 将取代阿达木单抗（Humira），

成为新的全球“药王”。 

“药王”PK战：无可回避的专利悬崖 

报告分析指出，5 年后 Keytruda 有望在

全球范围内对阿达木单抗取而代之的关键因

素，是后者已在欧洲市场迎来了生物类似药

的挑战。 

艾伯维（AbbVie）的阿达木单抗在欧洲

的专利保护已于 2018 年 10 月到期，几款获

批的生物类似物全面开售。对此，艾伯维采

取的策略是以超乎市场预期的 80%折扣进行

狙击。从 2018 年数据看，阿达木单抗全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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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仍保持在 8.4%，但与过去每年保持的两位

数增幅有明显落差。为此，有分析认为，2018

年可能就是阿达木单抗的销售峰值。 

而在美国市场，艾伯维已与数家生物类

似药厂商达成专利诉讼和解协议，根据协议

内容，各企业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在美国

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EvaluatePharma 因此

认为，2024 年阿达木单抗仍旧可保住美国最

畅销药物的位置。 

考虑到今年 5

月美国 FDA 完成并

发布了生物类似药

原研替代指南，给

生物类似药企业提

供了一条明确的路

径来证明其产品与

原研药具有可替代

关系，生物类似药

带来的冲击将愈发

明显。 

EvaluatePharm

a 预测，2024 年，

阿达木单抗全球销售额将下滑至 124亿美元，

而 Keytruda 的全球销售额将增长至 170 亿美

元。 

相较之下，被视为后任“药王”的Keytruda

尚有为期 10 年的专利期。尽管目前 PD-(L)1

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竞争非常激烈，但Keytruda

还是凭借在规模庞大且利润丰厚的非小细胞

肺癌（NSCLC）治疗领域良好的市场前景而被

看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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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季度

Keytruda 销售额增幅达 60%，占默沙东整体

营收的 1/5 以上。 

畅销 TOP 7 BMS占 3个 

EvaluatePharma 预测，辉瑞（Pfizer）与

百时美施贵宝（BMS）的阿哌沙班（Eliquis）、

BMS 的 Opdivo，以及艾伯维与强生（Johnson 

& Johnson）的依鲁替尼（Imbruvica）也将挤

入全球畅销药物前五强。预计到 2024 年，这

3 个品种的全球销售额依次为 120 亿、113 亿、

95 亿美元。 

此外，根据

预测，辉瑞的帕

博西尼（Ibrance）

将以 91 亿美元

的全球销售额排

名第六，新基医

药（Celgene）的

来 那 度 胺

（Revlimid）将以

80 亿美元位列第

七，后者正是

BMS 对新基医药

740 亿美元超级

并购中的重要资产。这也意味着，届时全球

最畅销的 7 个药物中，BMS 拥有 3 个。 

2024 年全球畅销药物 Top 10 榜单中剩余

的位置，将依次由强生的优特克单抗

（Stelara）、拜耳（Bayer）与再生元（Regeneron）

的阿柏西普（Eylea），以及吉利德（Gilead）

的抗 HIV 药物 Biktarvy 占据，预计销售额分别

为 78 亿、73 亿、70 亿美元。 

后浪迅猛 Biktarvy增速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该榜单上最新的面孔

Biktarvy 也将是增速最高的品种。 

作为基于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酸

（TAF）上市的第 4 款艾滋病复方新药，Biktar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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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HIV 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恩曲他滨、TAF

以及疗效更强的 HIV 整合酶链转移抑制药比

特拉韦(bictegravir)等 3 种固定剂量的抗 HIV

药物组成。该药借助优先审评券在 2018 年 2

月被 FDA 批准上市，也被认为是当年新获批

药物中最具商业潜力的。 

由于抗 HIV 药物市场不会像治愈性的

抗丙肝病毒类药物市场一样急剧缩小，且

随着患者年龄增大，会更注重药物的剂量

与安全性。该药物的目标人群是刚开始接

受抗逆转录治疗或对用药方便性有更高要

求的患者。 

去年，Biktarvy 的全球销售额为 11.8 亿

美元，EvaluatePharma 预测，未来 5 年其年

均增速将达 34.4%。 

（选自《医药经济报》） 

 

 

诺华最强 辉瑞下滑最大 药企研发线 Top 25 

通过分析国际知名咨询机构 Informa 

Pharma Intelligence 公司的 Pharmaprojects 数

据库，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 2019 年全球在

研新药市场的一些新变化，及时发现全球新

药研发新趋势。 

对于企业层面的分析，笔者聚焦于三个

方面：一是在研产品数量排名居前 25 位的公

司（即 TOP25）的变更及存在问题；二是进

一步跟踪小企业研发项目贡献增加的具体情

况；三是区域变化情况。 

大药企地位动摇 

从 2019 年数据来看，排名居前五位的制

药公司分别为诺华、武田、强生、阿斯利康、

赛诺菲，在研药物数量分别为 219 个、211

个、208 个、194 个和 192 个（表 1）。 

No.1诺华：自研药物占比高 

提问：自研在研药物这么多，为何去年

无自研新药上市？ 

诺华连续第三年位列全球在研药物数量

排名第一位。与其他公司相比，诺华的优势

仍在于其自研产品占比更高。2019 年诺华自

研药物数量为 131 个，自研药物占比高达

59.8%，是 TOP10 公司中自研药物占比最高的

公司。 

但是，从新药上市情况看，这家瑞士跨

国制药巨头的表现却乏善可陈，新上市的 3

个产品无一为诺华自研品种。诺华新上市的

Aimovig（erenumab）由诺华和安进联合开发，

诺华从安进处获得了部分商业化权利。该药

物是全球首个通过靶向阻断降钙素基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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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CGRP）受体开发的预防偏头痛药物，同

时也是美国市场近20年来首个预防偏头痛的

新药。除 Aimovig 外，2018 年上市的用于预

防偏头痛的 CGRP 受体拮抗剂还有辉瑞的

Ajovy（ fremanezumab）和礼来的 Emgality

（galcanezumab）。 

除了与安进合作外，诺华还从 Spark 

Therapeutics 公司获得一项基因疗法授权，该

药主要用于治疗RPE65基因突变所致的失明。

此外，2018 年诺华子公司 Sandoz 还上市了阿

斯利康重磅产品阿达木单抗的生物类似药。 

从过去一年诺华公司的表现看，虽然其

仍处于榜首，但其花费巨额费用引进新产品

后的收益却相对有限。对于大药企而言，可

通过引进新品种或并购等方式迅速丰富自身

产品线。至于哪种方式更为适合自己，或许

将是新的一年诺华公司高层需要思考的问

题。 

排名提升者：武田靠并购大提升 

提问：依靠并购的提升，整合后的变数？ 

2019 年武田位列全球在研药物数量第 2

位，2018 年其排名为第 9 位，武田也是 TOP10

企业中在研药物数量呈现增长态势的三家企

业之一（另两家分别为赛诺菲和礼来）。 

武田的排名出现如此大幅提升，主要归

功于其对 Shire 公司的并购。通过并购，其在

研药物数量已从2018年的164个增至211个，

但自研药物仅有 99 个，占比仅为 46.9%。 

目前统计的数据尚无法反映武田在并购

Shire 公司后可能开展的产品线调整，预测武

田未来会对双方的产品线进行结构性调整，

可能会出现在研药物数量下降。但就目前情

况看，并购已使武田在全球研发企业排名中

居于亚军地位，这也是迄今为止日本药企取

得的最佳排名。 

值得注意的是，赛诺菲通过几项并购交

易，已使排名从 2018 年的第 8 位上升至第 5

位，在研药物数量从 179 个增至 194 个，但

自研药物仅有 93 个，占比仅为 48.4%。 

排名下降者：辉瑞下滑最明显 

提问：擅长并购的辉瑞，为何近年鲜有

大并购？ 

在 TOP10 企业中，强生的排名有所下降，

从 2018 年的第 2 位降至第 3 位。阿斯利康紧

随其后，降至第 4 位。在 TOP10 企业中，排

名下滑最为明显的企业为辉瑞，其排名从

2018 年的第 4 位下滑至第 9 位，在研药物数

量从 192 个下滑至 163 个，擅长企业并购的

辉瑞公司，近年来却鲜见大的并购交易。 

另外，在 TOP25 企业中，仅有 Evotec 和

Biogen 为新进入企业，这两家公司之前均未

在 TOP25 榜单中出现过。 

又见超级并购 

提问：是否预示大型并购新时代到来？ 

2019 年初，百时美施贵宝（BMS）宣布

将以 740 亿美元收购新基医药（Celgene）公

司，这将会对未来 TOP10 排名产生重大影响。

据悉这次并购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能完成。 

在本次 TOP25 排名中，新基医药已从

2018 年第 20 位上升至第 14 位，如果将新基

医药的 98 个在研品种统计在内，将有助于

BMS 回到 TOP10 中，且排名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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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可能带来的

影响，本次并购将是 1999 年至今制药领域最

大的并购交易，也是迄今为止制药领域第四

大并购活动。其他三大并购案例包括：武田

制药并购 Shire 公司（2018 年，790 亿美元）、

Glaxo 并购 SmithKline（2000 年，780 亿美元）、

辉瑞并购 Warner-Lambert（1999 年，840 亿

美元）。 

合并后的公司将承接新基医药在肿瘤

学、免疫学和炎症领域的项目，以及 BMS 在

心血管领域的项目。但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增

长持怀疑态度，还认为 BMS 可能出价过高。 

近年来，制药企业间的并购活动愈加频

繁，尤其对于大药企而言，通过并购小药企

进而获得新的在研药物项目，成为这些大药

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在过去的一年中，

行业内发生的两大并购交易，已经影响 TOP10

排名顺序，而这种情况已经很长时间未曾出

现过，尤其是 2017 年制药行业未出现 1 例大

型并购交易。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却并不预示着

一个大型并购新时代的到来。2018 年抑制制

药领域并购交易的因素仍然存在：基于对现

有公司和资产的高估值，以及地缘政治不确

定性的担忧，更多潜在买家将持观望态度。 

但是，企业间的小型并购活动仍在继续

出现，相关的并购交易包括：诺华收购

Endocyte、AveXis、Advanced Accelerator；武

田并购 TiGeniX；强生收购 ImmuneTarget、

BeneVir；赛诺菲收购 Ablynx、Bioverativ；罗

氏收购 Tusk Therapeutics ；默沙东并购

Viralytics；礼来收购 AurKa Pharma、ARMO 

Biosciences 等。从当前情况看，2019 年这种

并购策略仍将持续， 2019 年 1 月，礼来已宣

布 80 亿美元收购 Loxo Oncology 公司。 

TOP 10企业占比 10年减半 

提问：集中度持续下降，意味着什么？ 

通过对大型制药公司在研品种在不同阶

段的分布情况分析，可以大致了解不同企业的

新药转化水平。例如，诺华处于Ⅱ期临床阶段

的药物数量远高于Ⅲ期临床，而默沙东Ⅱ期临

床和Ⅲ期临床在研药物数量则基本相当。 

对 2011-2019 年 TOP10、TOP25 企业在研

药物数量在行业整体中的占比情况进行分

析，可以反映出大药企对行业整体贡献的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行业集中度的变

化趋势。以 TOP10 为例，其行业集中度水平

已从 2011 年的 13%左右降至 2019 年的

6.45%，份额被腰斩。TOP25 企业的情况与之

类似，其行业集中度水平已从 2011 年的

18.3%左右降至 2019 年的 11.0%。 

企业间不断出现的并购交易及其对

TOP25 排名的影响，以及 TOP25 和 TOP10 企

业占比或行业集中度占比持续减少，也反映

出新药发现和识别的难度正在增加。 

小药企权重更大 

小药企在研项目占比持续增长 

据统计，仅有 1 种在研药物品种的企业

数量已从 2018 年的 1627 家增至 1633 家，拥

有 2 种在研药物品种的企业数量已从 2018 年

的 657 家增长至 669 家，二者共计 2302 家，

占比为 53.3%。与之相比，2018 年这些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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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研发公司的数量为 2284 家，占比为

55.2%。 

2019 年小药企数量占比，与 2018 年相比

出现下滑，并且已是第二次出现下滑；但这

些小药企开发的药物数量占比却

持续增加，已从2011年的不足15%

增至 2019 年的 18.3%。 

有企业因并购、注销等原因消

失 

全球拥有在研药物项目的药

企数量，近年来一直呈现增长态

势，从 2001 年的 1198 家增至 2019

年的 4323 家。2019 年全球药企数

量较 2018 年增加 189 家，增幅达

4.6%，与 2018 年 3.3%的增幅相比，呈现小

幅回升，但与 2015-2017 年间 8%以上增幅比

仍有差距（图 1）。 

全球制药公司数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于

新成立研发公司的增加。据统计，在过去的

一年中，新成立的制药研发公司数量为 722

家，远高于 2017 年的 670 家，且与 2016 年

保持的最高记录 750 家较为接近。但是，2019

年实际新增企业数量仅为 189 家，这意味着，

在过去的一年中，有 533 家公司因并购、注

销等原因消失，2019 年处于活跃状态的制药

研发公司净增加数量，占新增制药研发公司

数量（722 家）的比例仅为 26.2%。 

继续东移 

欧美占比减、亚洲占比增 

从 2019 年制药研发公司的地理分布（总

部所在地）情况看，继续呈现向东部迁移的

态势（图 2、图 3）。 

美国市场所占比例为 46%，依然占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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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制药研发公司的半壁江山，较 2018 年数据

下降了 2%，该占比也是有史以来的最低值。

欧洲地区所占比例也出现了下滑，其占比已

从 2018 年的 27%降至 2019 年的 25%。其中，

英国、德国、法国三个主要欧洲国家占比基

本保持不变，分别为 6%、3%、3%。此外，

加拿大占比继续维持在 4%左右。 

作为全球新药研发的主要动力来源，美

国和欧洲占比有所下滑；而亚洲的占比则继

续保持增长势头，已从 2018 年的 20.5%增长

至 2019 年的 23.6%。 

中国跃至第二大研发国 

其中，中国已跃升至全球第二大制药研

发国，这也是该角色首次由欧美地区以外的

国家担任。2019 年总部在中国的新药研发企

业数量占全球药物研发企业的比例，已从

2018 年的 6%增至 7%。Pharmaprojects 数据

库收录的从事新药研发的中国新药企业数量

已从 2018 年的 262 家增长至 301 家，增幅高

达 15%，中国市场已呈现出较为稳健的扩张

速度。 

亚太其他地区的企业数量也呈现出显著

增长，占比从 2018 年的 11%增至 2019 年的

13%。日本企业数量占比基本不变，继续维持

在 3%左右。 

（选自《医药经济报》）

 

 

石药集团又一紫杉醇产品获批临床 57 亿市场竞争激烈 

4 月 25 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该集团 开发的“注射用紫杉醇阳离子脂质体”已获得

国家药监局批准可以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

此前，石药集团的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

合型）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该产品以仿

制药 4 类申报上市，获批后视同通过一致性

评价。据米内网数据，2017 年中国公立医疗

机构终端紫杉醇销售额为 57.24 亿元。 

本次石药集团开发的产品属于化药2类，

此次获批的临床适应症为乳腺癌。据米内网

数据，2017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城市公立

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中心及乡镇

卫生院）终端紫杉醇销售额为 57.24 亿元，绿

叶制药的注射用紫杉醇脂质体占据 52.88%的

市场份额，施贵宝占比 9.72%，费森尤斯卡比

占比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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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 日，石药集团的注射用

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获国家药监局批

准上市，该产品以仿制药 4 类申报上市，

获批后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恒瑞的注射

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获批上市，并纳入上市药品目录，视

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目前，未有企业对紫

杉醇产品进行一致性评价补充申请。 

米内网数据显示，紫杉醇注射液为国家

医保甲类品种，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

型）、注射用紫杉醇脂质体未纳入医保。紫杉

醇注射液有 42 家国内企业生产，施贵宝、赫

升瑞两家外资企业生产；注射用紫杉醇（白

蛋白结合型）的生产企业有石药、恒瑞及新

基；注射用紫杉醇脂质体仅有绿叶制药获批

生产。本次石药集团获批临床的注射用紫杉

醇阳离子脂质体仅其一家申报。 

（选自《米内网》）

 

 

我国抗艾滋病一类新药塞拉维诺获批进入临床研究 

2019 年 5 月 5 日，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柳红研究员、蒋华良院士、吴蓓丽研

究员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郑

永唐研究员课题组合作开发的抗艾滋病化学 1

类新药塞拉维诺（Thioraviroc）于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审批通过，开展临床试验。早期

基础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 Science

（Science 2013, 341, 1387-1390.）和药物化学顶

尖期刊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J. Med. 

Chem. 2018, 61, 9621-9636.）。 

塞拉维诺是国内首个获批进入临床研究

的 CCR5 受体拮抗剂，是由蒋华良课题组通过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采用基于结构和改变

代谢途径的药物设计策略，设计新结构类型

CCR5 拮抗剂；柳红课题组运用高效合成技术

改造了 CCR5 拮抗剂的多轮结构，并优化了成

药性；吴蓓丽课题组解析了马拉维诺和多个

CCR5 拮抗剂与 CCR5 受体的复合物晶体结构；

郑永唐课题组完成了 CCR5 拮抗剂的 HIV 病毒

抑制活性筛选。以此为基础，该跨院所团队

通力合作，进行了深入结构修饰、药效评价

和成药性优化，发现了一种具有全新骨架的

CCR5 拮抗剂，即候选药物塞拉维诺。临床前

研究结果显示，塞拉维诺较当前唯一针对

CCR5 靶点的临床药物马拉维诺，对 CCR5 受

体具有更好的拮抗活性，对多种艾滋病病毒

株、临床株以及耐药株的抑制活性和治疗指

数较优或与其相当，无潜在的药物-药物相互

作用，安全性良好。塞拉维诺及其系列化合

物目前已获得美国、欧洲、俄罗斯、韩国和

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利授权。 

该成果先后获得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以及中国科学院自主部署项目等基金的

资助。 

（选自《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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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泰国科学家使用免疫疗法                           

治疗急性白血病取得积极成果 

据 4 月 24 日泰国英文主流报纸《曼谷邮

报》头版头条报道，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医学

院近日宣布，他们使用“杀手细胞（killer 

cells）”治疗急性白血病取得积极效果。该方

法是免疫疗法的一部分。 

该校专家称，研究团队去年应用该方

法对 5名急性骨髓白血病患者进行了实验，

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成功增加“杀手细胞”

的数量，达到足以杀死患者血液中的癌细

胞的目的。 

 “杀手细胞”天然存在于免疫系统之中，

它会在人体内不断“巡视”，寻找不规则的细

胞，并在这些不规则细胞演变成癌症之前将

其杀死。可惜血液中的“杀手细胞”数量非常

有限，通常仅占体内白细胞的 5％至 10％。

要达到治疗效果，就必须增加“杀手细胞”的

数量。 

免疫治疗研究小组负责人表示，他们通

过使用捐赠者的“杀手细胞”样本培养出所需

的“杀手细胞”量。这些“杀手细胞”可以安全地

用于患者，因为它们没有被其他细胞污染，

也没有被内毒素或细菌源的毒素污染。目前，

他的团队还在观察患者的恢复程度。朱拉隆

功大学医学院院长表示，“我们想告诉人们这

个好消息，这是癌症治疗的第一步”。自 1999

年以来，癌症一直是导致泰国人死亡的第一

大原因。这项研究为泰国采用新的治疗方法

铺平了道路。 

研究还表明，“杀手细胞”擅长治疗急性骨

髓性白血病，但在治疗固体肿瘤上效果较差。 

（选自《科技部》） 

新方法合成共轭聚合物用于肿瘤的光热治疗 

光热材料能够利用阳光并将其转化为热

能，从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开

发光热材料显得格外有吸引力，其中碳基纳

米材料和共轭聚合物都是前景广阔的光热材

料。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些光热

材料辅以光热疗法可能会从脱落的肿瘤细胞

残留物中生成肿瘤结合剂，从而产生抗肿瘤

的免疫效应，有力增强了光热疗法的癌症治

疗效率。然而，光热材料的便捷合成仍然是

一项挑战，目前用于合成共轭聚合物的单体

种类相当有限，特别是具有良好光热性能的

共轭聚合物非常少。 

针对这一挑战，在“大科学装置前沿研

究”重点专项项目“环境诱发情绪异常神经机

制的多尺度成像方法和研究”等的支持下，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王育才研究组和梁高林研究

组报道了一种便捷合成共轭聚合物的新方

法，并将该共轭聚合物用于肿瘤的光热治疗，

获得了优异的肿瘤光热治疗效果。研究人员

通过修改相应的缩合反应，重新设计反应原

料，在相对温和的反应条件下非常便捷且高

产率地合成了具有良好光热转换能力的共轭

聚合物 PPBBT 及其衍生物。在模拟太阳光源

的氙灯或近红外激光照射下，PPBBT 具有与

单壁碳纳米管可比的升温速率和光热转换效

率。此外，研究人员基于纳米沉淀技术，利

用 PPBBT 制备了水溶性的 NPPPBBT 纳米粒

子，实验证明该纳米粒子可被动靶向富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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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部位，在激光照射下具有优异的肿瘤光

热治疗效果。该研究提供了便捷制备共轭聚

合物的途径，在生物医学或光电领域有着极

大的应用前景。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自

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选自《科技部》） 

科学家发现激活 PTEN                   

肿瘤抑制因子的新途径 

近日，美国哈佛医学院等科研机构的科

研人员在 Science 上发表了题为“Reactivation 

of PTEN tumor suppressor for cancer treatment 

through inhibition of a MYC-WWP1 inhibitory 

pathway”的文章，研究人员发现了 PTEN 肿瘤

抑制因子再激活的新途径，为抗肿瘤治疗提

供了新的策略。 

PTEN（人类第 10 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

和张力蛋白同源物基因）是一种有效的肿瘤

抑制基因，可拮抗 PI3K-AKT（原癌基因磷酸

肌醇 3-激酶-蛋白激酶 B）信号通路。PTEN 是

一种“专性单倍体不足的”肿瘤抑制基因，通

常会出现单等位基因丢失、异常亚细胞定位

以及诸如 PTEN 错构瘤肿瘤综合征（PTEN 

hamartoma tumor syndrome，PHTS）等。在

小鼠中过表达 PTEN 后，肿瘤受到抑制且小鼠

寿命得到延长。 

研究人员通过免疫沉淀和质谱分析，发

现 HECT（E6 结合蛋白 C 末端同源结构）型

E3 泛素连接酶 WWP1（WW 结构域 E3 泛连

接酶 1）为 PTEN 相互作用物。WWP1 特异性

地触发 PTEN 发生非降解的 K27 聚泛素化，抑

制其形成二聚体和肿瘤抑制功能等。 

WWP1 常在多种癌症中过度表达，包括

前列腺癌，乳腺癌和肝癌，这可能导致 PTEN

的多效性失活。研究人员发现，WWP1 可以

通过原癌基因 MYC 表达产物进行转录激活，

此外对 Myc 前列腺癌小鼠模型或肿瘤细胞分

别进行 Wwp1 基因敲除，均会重新激活 PTEN

的功能，并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和 MYC 相

关肿瘤的发生。Wwp1 的敲除显著降低了携

带单等位基因 PTEN 或 PTEN 突变的小鼠成纤

维细胞中 PI3K-AKT 活性。这些发现表明

WWP1 作用于 MYC 下游，并且对 WWP1 的扰

动足以恢复 PTEN 的肿瘤抑制活性。 

此外，研究人员通过结构模拟和生化分

析，发现以西蓝花为代表的十字花科蔬菜中

所含的吲哚-3-甲醇（I3C），是一种天然有效

的 WWP1 抑制剂。它在 Myc 或 Pten 小鼠模

型中通过对 WWP1 的药理性失活而重新激活

PTEN，对 PI3K-AKT 信号通路诱导的肿瘤具有

有效的抑制作用。 

（选自《科技部》） 

研究发现一种有效克服套细胞淋巴瘤中            

依鲁替尼的耐药性的新药 

套细胞淋巴瘤是一种 B 细胞恶性肿瘤，

通常对布鲁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BTK)伊鲁替

尼(Ibrutinib)的初始治疗有反应。但不幸的是，

由于科学家尚未完全理解其中的原因，疗效

通常是短暂的。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

症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一种小分子药物可

能有助于克服套细胞淋巴瘤患者对 Ibrutinib

治疗地幔细胞淋巴瘤的耐药性。 

该药物名为 IACS-10759，是 MD 安德森

治疗开发部从概念发展到临床试验的第一个

疗法。这是一种独特的药物发现引擎，旨在

满足患者需求。IACS-10759 目前正处于急性

髓性白血病以及实体瘤和淋巴瘤的 I 期临床

试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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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已发表在 5 月 8 日的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该研究探讨了该药

物对 Ibrutinib 耐药的套细胞淋巴瘤治疗效果 

这项研究使用源自三种不同患者的异种

移植小鼠模型和标本的基因组分析，探索了

代谢重编程与癌细胞生长、转移和治疗耐药

之间的联系。代谢重编程是肿瘤生物学的一

个新兴标志，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存活依赖于

两个关键的代谢过程，即糖酵解和氧化磷酸

化（OXPHOS）。 

研究负责人、淋巴瘤和骨髓瘤研究所教

授 Michael Wang 说，为了研究 iACS-10759 的

治疗效果，我们利用源自一名患者脑脊液中

分离出的肿瘤细胞，建立了一种对 IACS-10759

耐药的 B 细胞淋巴瘤小鼠模型。该患者的脑

脊液中的肿瘤细胞对包括 iruninib 在内的多

种疗法没有反应。我们发现，对 OXPHOS 和

谷氨酰胺酶的代谢重编程与套细胞淋巴瘤的

治疗耐药有关，这是一种临床预后不佳且无

法治愈的 B 细胞淋巴瘤。用 IACS-10759 抑制

OXPHOS会在体内和体外对 Ibrutinib耐药的源

自患者的癌症模型中产生明显的生长抑制。 

美 国 临 床 试 验 主 要 集 中 在

PI3K/AKT/mTOR 途径，在复发和/或难治性淋

巴瘤中的应用，但到目前为止临床成功有限。

Wang 的团队证明了谷氨酰胺酶和 OXPHOS 似

乎是 Ibrutinib 耐药的套细胞淋巴瘤细胞中一

种突出的能量代谢途径。 

Ibrutinib 于 2013 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FDA)的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套

细胞淋巴瘤，目前被用作一线疗法。该药具

有抗肿瘤活性，总有效率为 68%，中位生存

期为 18 个月。 

根据联合通讯作者、基因组医学助理教

授 Linghua Wang 博士的说法，由于 Ibrutinib

复发后的一年生存率为 22%，因此迫切需要

找到治疗套细胞淋巴瘤的替代疗法。他表示，

这项研究证明了开发多种癌症代谢途径，特

别是 OXPHOS 和谷氨酰胺酶，是非常有必要

的，以提高套细胞淋巴瘤和其他淋巴瘤的临

床疗效。 

该团队正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Ⅰ期淋

巴瘤试验，包括一组耐 Ibrutinib 的患者队列。 

（选自《科技部》） 

全球首颗含人体细胞和血管的                       

3D 打印心脏在以色列诞生 

4 月 15 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

员以病人细胞为主要材料，通过 3D 打印技

术，成功打印出全球首颗拥有细胞、血管、

心室和心房的“完整”心脏。特拉维夫大学

当天在实验成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

展示了这颗约为人体心脏 1%大小的 3D心脏，

并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医学突破”，为人类未

来打印可用于医学的移植心脏提供了可能。 

据悉，研究人员首先从一名病人体内提

取脂肪组织，然后从脂肪组织中分离出细胞

和细胞外基质，再借助基因改造技术将细胞

转变成多功能干细胞，让这些干细胞分化成

心肌细胞和可生成血管的细胞，将这些细胞

与细胞外基质（胶原蛋白、血糖蛋白等大分

子）加工成“水凝胶”，即被用作印刷的“生

物墨水”，“生物墨水”最终被装入 3D 打印机

完成打印，全程打印耗时约 3 个小时。   

该项目负责人、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塔

勒·德维尔表示，“打印与人类心脏大小相当的

心脏所需技术将与目前使用的技术基本相

同，这颗 3D 心脏模拟人的心脏结构打印，由

于 3D 心脏的组织和细胞来自病人自身，移植

后有望显著降低受体排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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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的最主要原

因之一，心脏移植是目前终末期心力衰竭患

者主要的治疗方法。鉴于心脏捐献者的严重

短缺及受体排异反应等方面的影响，开发新

的方法来再生患病的心脏意义重大。特拉维

夫大学目前成功打印的 3D 心脏能够在结构

上匹配患者的心脏特征，打印出的细胞可以

收缩，但未形成泵血能力。该校研究团队表

示，他们将继续展开相关研究，希望下一步

能够将 3D 打印心脏技术应用于动物体上进

行实验，以证明 3D 生物打印方法的功效和

实用性。 

（选自《科技部》） 

研究发现二甲双胍禁食协同抑制肿瘤的生长 

研究发现，肿瘤细胞会出现不同于正常

细胞的代谢变化，同时肿瘤细胞自身可通过

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OXPHOS）之间的转换

来适应代谢环境的改变。近期，Cancer Cell

最新刊登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在禁食

状态下使用二甲双胍可以显著抑制肿瘤生

长，并提出 PP2A-GSK3β-MCL-1 通路可能是肿

瘤治疗的新靶点。 

研究表明，热量限制导致能量供应不足

从而使机体新陈代谢等降低，并发挥抗癌作

用。该研究中发现间歇性禁食不仅可以调节

体内代谢增加化疗效果，并可以保护患者免

受化疗的毒副作用，并有助于临床治疗。此

外，研究人员将间歇性禁食和二甲双胍联合

使用并探究对肿瘤的治疗潜力。 

研究人员将接种了人结肠癌细胞的实验

小鼠分为五组，其中 2 组为 24 小时喂养，另

外 3 组以 24 小时为周期间歇性禁食。正常喂

养组和间歇性禁食组分别接受二甲双胍治疗

或安慰剂治疗，研究结果发现二甲双胍仅在

禁食诱导的低血糖期间治疗时显著抑制肿瘤

生长。此外，研究人员发现肿瘤细胞只有在

低糖环境下才会对二甲双胍敏感，表明二甲

双胍在低糖环境中才会起到抗肿瘤作用。 

在低糖/二甲双胍治疗下，糖原合成酶激

酶 3β（GSK3β）在细胞中过度活化，促进细

胞凋亡。而将该酶抑制后，低糖/二甲双胍抑

制肿瘤生长的作用降低。进一步机制研究发

现，二甲双胍/低血糖组合的协同抗肿瘤作用

由 PP2A 下游的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GSK3β）

活化介导，导致肿瘤细胞中促存活蛋白 MCL-1

的表达降低和细胞死亡。PP2A-GSK3β 轴的特

异性激活是二甲双胍诱导的 CIP2A 抑制的总

和，PP2A 抑制因子和 PP2A 调节亚基 B56δ 通

过低葡萄糖上调，导致 PP2A-B56δ 复合物具

有高亲和力的活性。 

该研究的结果表明，PP2A-GSK3β-MCL-1

通路的发现可能成为治疗肿瘤的靶点，但二

甲双胍/低糖联合治疗在患者身上的安全性

还需要进一步试验证明。 

（选自《科技部》） 

研究发现 Klotho 基因影响细胞衰老 

众所周知，生活中经历的压力事件会让

大脑提前衰老。近日，一项研究发现，基因

突变与多种类型的精神压力相互作用。这些

精神压力包括与细胞老化相关的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疼痛和睡眠障碍。 

Klotho 基因（以负责纺织生命之线的希

腊女神 Clotho 命名）被认为与长寿和各种与

年龄相关的疾病有关。这是第一次证明它是

人类细胞加速衰老的标志。该研究近日已发

表在 Brain, Behavior & Immunity 上。 

这项研究招募了 309 名美国退伍军人，

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患有 PTSD，且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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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拉克或阿富汗战争。所有参与者都提供

了血液样本进行遗传和代谢分析，并对其精

神状况进行评估。他们还接受了核磁共振成

像（MRI）以检查其大脑结构和功能。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具有特定 klotho 基

因型且患有更严重 PTSD 症状的人表现出最

强的细胞加速衰老迹象。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波士顿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学系和波士顿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系统

国家 PTSD 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 Erika J. Wolf

博士说：“我们知道，压力会增加健康状况下

降的风险。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klotho 可

能是协调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衰退的一个因

素，使患有严重精神压力的个体更容易受到

病理影响。” 

据研究人员称，这项研究指出了可能有

助于减缓或逆转加速衰老的新方向，从而遏

制了与压力和年龄相关的健康衰退趋势。 

Wolf 补充说：“这些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

衰老加速的病理生理学，并提高 Klotho 可能

成为一个新治疗靶点的可能性，以防止与年

龄相关的炎症、代谢功能障碍和神经完整性

丧失。” 

研究人员们希望下一步确定与压力相关

的细胞加速衰老的病理学机制，从而能够开

发出靶向相关途径的新疗法。他们认为，这

最终会逆转或减缓细胞老化的步伐，并降低

压力人群中与年龄相关的健康下降的风险。 

（选自《科技部》） 

科学家发现转座因子驱动癌基因                    

在人类癌症中的广泛表达 

近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等科研人员在

Nature Genetics 上发表了题为“Transposable 

elements drive widespread expression of 

oncogenes in human cancers”的文章，发现转

座因子驱动癌基因在人类癌症中的广泛表达。 

转座因子是一种数量丰富的调控序列遗

传资源。在癌症中，转座因子中的隐蔽调节

单元可以通过表观遗传被重新激活从而影响

肿瘤发生，这一过程称为 onco-exaptation。

但是，转座因子 onco-exaptation 过程的发生

及其影响在不同癌症类型之间的区别仍不清

楚。在本研究中，科研人员对 15 种癌症类型

的 7769 个肿瘤和 625 个正常数据集进行了分

析，确定了 129 个转座因子中的启动子激活

事件，涉及 3864 个肿瘤的 106 个致癌基因。

此外，科研人员还对 AluJb-LIN28B 候选基因

进行了研究。Alu 是人类基因组中大量存在的

转座因子，AluJb 是 Alu 序列的亚科，当 Alu

插入到基因组中时，产生替代的启动子来激

活致癌基因 LIN28B。在癌细胞中敲除 AluJb

可以抑制癌基因的表达，而动态 DNA 甲基化

调节了启动子的活性，说明了转座因子对癌

基因的激活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这一研究揭

示 了 多 种 癌 症 类 型 中 存 在 转 座 因 子

onco-exaptation 过程，并说明这一过程与癌

基因激活以及最终导致肿瘤发生的复杂机制

有关。 

（选自《科技部》） 

研究发现常见的抗生素                 

可减少 HIV 患者的不良健康事件 

一个来自英国、加拿大、乌干达和津巴

布韦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常见的抗生素复

方新诺明（cotrimoxazole）可以减少感染艾

滋病毒儿童的不良健康事件。在这篇 4 月 3

日发表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的

论文中，该团队描述了在年轻的艾滋病患者

中测试抗生素有效性的过程以及他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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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在治疗艾

滋病毒感染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至

于它不再被认为是致命的，至少对生活在发

达国家的人来说是这样。但在非洲的许多地

方，情况却变得更加严峻。许多感染者无法

负担治疗感染所需的药物“鸡尾酒”，并且还

存在高传染率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非洲的医务人员一

直在寻找其他方法来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

特别是儿童。其中一种治疗方法是廉价的抗

生素复方新诺明，它具有预防作用。研究人

员猜测，该药物也可能减少与艾滋病毒感染

有关的不良健康事件，如肺炎。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确定该

抗生素是否真的能帮助艾滋病患者。研究人

员向居住在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的 293 名感染

艾滋病毒的儿童提供了复方新诺明 96 周。然

后，他们收集了所有儿童的血浆样本，并停

止对其中一半儿童使用该药物。48 周后，研

究人员再次收集了所有儿童的血浆样本，并

对他们的发现进行了比较。 

研究人员报告说，继续接受复方新诺明

治疗的儿童与不服用该药的儿童相比，全身

炎症程度较低。他们还发现链球菌的活性水

平下降。更具体地说，他们发现停止服用抗

生素的儿童患有不良健康事件的可能性比继

续使用该药的儿童高出 18%。 

在进一步研究抗生素对人体的影响时，研

究人员发现，抗生素对 16 名成年患者的免疫细

胞有直接影响——可以抑制炎症分子的产生。 

他们的结论是，尽管对这种抗生素存在

普遍的耐药性，但让艾滋病毒携带者服用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不良健康事件。 

（选自《科技部》） 

科学家提出急性红白血病的                         

基因组分型及其靶向治疗 

近日，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等科研人员

在 Nature Genetics 上发表了题为“Genomic 

subtyping and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acute 

erythroleukemia”的文章，提出了急性红白血

病的基因组分型，为进一步开展该疾病的靶

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急性红白血病（Acute erythroleukemia，

AEL）是以非红系原始细胞出现和/或未成熟红

系细胞的异常增生为特征的高危白血病，遗传

基础尚不清楚，在骨髓发育不良和骨髓白血病

的诊断方面存在争议。在本研究中，科研人员

比较了159例非AEL髓系紊乱的儿童和成人AEL

患者的基因组特征，并定义为 5 个具有不同转

录谱的年龄相关亚组，即成人，TP53 突变；NPM1

突变；KMT2A 突变/重排；成人，DDX41 突变；

儿童，NUP98 重排。不同基因组特征对预后影

响不同，NPM1 突变和 HOXB9 过度表达与预后

良好相关，TP53、FLT3 或 RB1 的变化与生存率

差相关。45%的病例存在靶向信号突变，包括

ALK 和 NTRK1 的复发性突变，后者驱动对 TRK

抑制敏感的红系白血病发生。AEL 的基因组图谱

研究为该疾病的准确诊断和风险分层提供了参

考，并为这一高风险白血病的靶向治疗的尝试

提供了理论依据。 

（选自《科技部》） 

我国科学家开发了蛋白质               

瞬时原位激活新技术 

2019 年 5 月 8 日，北京大学陈鹏课题组

与王初课题组发展了一种在活体细胞或动物

内瞬时激活蛋白质的普适性新技术，具体成

果以长文形式在 Nature 上在线发表题为

Time-resolved protein activation by prox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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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ging in living systems 文章。 

在复杂的生命体系中原位研究蛋白质功

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目前适用此类研

究的技术十分有限。蛋白质原位激活的“功

能获得型”方法具有高灵敏度和时间分辨率，

但对于绝大多数蛋白质来说，目前还缺乏这

类原位激活的技术手段。 

为此，研究人员发展了一种基于可遗传

编码非天然氨基酸的 “ 邻近脱笼 ” 策略

（CAGE-prox），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筛选，

在一系列不同种类的蛋白质上实现了高时间

分辨的原位激活，为在活体环境下研究蛋白

质动态功能变化提供了一种通用和便捷的化

学生物学技术。利用 CAGE-prox,他们在活细

胞或活体动物内建立了“激酶正交激活和信

号转导系统”、 实现了“具有时间分辨率的

凋亡蛋白酶特异激活和底物鉴定”，发展了

“基于金属蛋白酶激活的抗肿瘤蛋白前药”。

充分展示了 CAGE-prox 在活体环境内开展蛋

白质动态功能研究与调控的普适性。 

值得一提的是，Nature 杂志还在同期邀

请礼和院士、蒋华良院士、郭子建院士、邵

峰院士等进行了评述。 

（选自《科技部》） 

我国科学家揭示 m6A                  

调控肿瘤细胞上皮间质化新机制 

2019 年 5 月 6 日，中山大学药学院王红胜

团队在国际知名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

刊上发表题为“RNA m6A methylation regulates 

the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cancer 

cells and translation of Snail”的研究论文，发现

肿瘤细胞上皮间质化（EMT）过程中 mRNA 的

m6A 显著上调，其可通过促进 EMT 关键转录因

子 Snail 的翻译从而促进肿瘤 EMT 及侵袭转移。 

EMT 是上皮细胞获得间充质细胞特质的

一种重要现象，即细胞获得具有纤维母细胞

样的形态，增强的运动性，通过丢失黏附性

和紧密连接，跨越基膜与邻近细胞进行交流。

EMT 的概念最初由胚胎学领域的发育生物学

家提出，近年来已扩展到肿瘤的进展、侵袭

和转移，被认为是肿瘤转移起始和关键步骤。

其表型为上调间充质标志物，下调上皮标志

物如 E-Cadherin，使细胞从基底部脱落，细胞

膜变得更具纺锤形表型和运动性，并获得细

胞凋亡抵抗，其中转录因子 Snail 在其中发挥

重要促进作用。近年来围绕 EMT 的表观遗传

调控因素做了诸多研究，发现 DNA 甲基化及

组蛋白修饰等均可参与肿瘤细胞 EMT 的发生

发展，但 mRNA 修饰对肿瘤细胞 EMT 的影响

尚未揭示。 

本研究发现，在肿瘤细胞 EMT 过程中，

mRNAs的m6A 修饰增加。甲基转移酶 METTL3

的缺失使得 m6A 水平下调，并抑制癌细胞在

体外和体内的迁移、侵袭和 EMT 过程。

m6A-seq 和功能实验表明，EMT 的关键转录

因子 Snail 的表达受 m6A 调控，且过表达 Snail

能逆转 METTL3 缺失导致的细胞 EMT 抑制。

进一步研究表明，SnailmRNA 的 CDS 区而非

3’UTR 区的 m6A 修饰，可促进其 mRNA 的翻

译延伸，其可能机制是通过 YTHDF1 与 eEF-2

的共结合促进多聚核糖体对其的翻译作用。

体内实验表明 METTL3 敲除细胞株转移能力

较野生型显著下调，过表达 Snail 则可在一定

程度上逆转此现象。临床分析表明肝癌组织

中 Mettl3 和 YTHDF1 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其

上调是肝癌患者总体生存率（OS）不良预后

因素。 

上述研究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

广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多项基金的资助。 

（选自《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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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发现“百年老药”             

阿司匹林的新功能 

2019 年 2 月 21 日，张学敏/李涛团队在 Cell

杂志发表题为“Acetylation Blocks cGAS Activity 

and Inhibits Self-DNA-Induced Autoimmunity”的

研究论文，首次揭示了 cGAS 的乙酰化修饰可抑

制其酶活性，进而抑制下游干扰素通路，且该

乙酰化可受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作用产生，

这也是首次发现“百年老药”阿司匹林参与干扰

素通路的调控的功能和具体机制。阿司匹林是

最为经典的非甾体消炎药，既往研究已发现阿

司匹林可乙酰化修饰蛋白，本研究则验证了阿

司匹林对 cGAS 的直接乙酰化和抑制作用。研究

人员利用 Trex1 基因敲除鼠作为艾卡迪综合征

（一组罕见的以神经系统及皮肤受累为主的遗

传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模型，发现阿司匹林

可以显著抑制该疾病模型鼠心脏中干扰素激活

基因（ISG）的表达，并有效延长小鼠的生存。

为进一步证实阿司匹林对 cGAS 抑制作用，研究

人员寻找并分离了国内一例艾卡迪综合征患者

及其健康的亲兄长的外周血白细胞 PBMCs。通

过阿司匹林处理，可明显抑制患者 PBMCs 中过

度免疫反应表型。本研究是张学敏/李涛团队在

cGAS 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该研究也拓宽了“百

年老药”阿司匹林的应用，使其在具有抗炎、抗

肿瘤等功能后具有抗自身免疫的新功能。 

（选自《科技部》） 

科学家发现噬菌体破坏免疫反应的新机制 

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在

Science 上发表了题为“Bacteriophage trigger 

antiviral immunity and prevent clearance of 

bacterial infection”的文章，研究发现，感染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

的噬菌体 Pf 能够阻碍免疫系统对细菌的清除

作用。 

Pa 是一种耐药性革兰氏阴性细菌，Pa 感

染常导致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Pa 产生的

丝状噬菌体 Pf 是一种非溶菌性噬菌体，尽管

之前的研究表明噬菌体Pf在Pa感染的发病机

制中非常重要，但机制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对 111 名患有感染性非愈合伤

口的患者进行了抽样，发现在 37 个 Pa 感染

的伤口样本中有 25 个存在噬菌体 Pf，并且噬

菌体 Pf 更常见于慢性非愈合性伤口。在小鼠

伤口感染模型中，噬菌体 Pf 阳性的 Pa 菌株与

噬菌体 Pf 阴性的菌株相比，可以引发更为严

重的伤口感染。另外，用噬菌体 Pf 阳性的 Pa

菌株感染的小鼠比用噬菌体 Pf 阴性菌株感染

的小鼠表现出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些

作用与哺乳动物免疫细胞对噬菌体 Pf 的内吞

作用相关。研究人员发现噬菌体 Pf 被细胞内

吞后，在胞内转录产生噬菌体 RNA，进一步

触发 Toll 样受体 3（TLR3）和 β 干扰素 TIR 结

构域衔接蛋白（TRIF）依赖性Ⅰ型干扰素的产

生，从而抑制肿瘤坏死因子产生和细胞吞噬

作用。这些数据表明，天然（未修饰的）噬

菌体可能在人体细胞内产生 mRNA。 

针对噬菌体 Pf 的致病机理，研究人员发现

通过抗噬菌体 Pf 疫苗可预防 Pa 伤口感染。同

样，用抗 Pf 噬菌体单克隆抗体对小鼠进行被动

免疫能够有效增强调理作用来防止 Pa 感染。 

（选自《科技部》） 

科学家发现激活休眠的神经干细胞                   

或可启动衰老大脑神经修复 

2019 年 3 月 7 日，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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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 Cell 发表了题为“Quiescence 

Modulates Stem Cell Maintenance and 

Regenerative Capacity in the Aging Brain”的研

究论文，发现随着年龄增加，小鼠大脑中的

神经干细胞数量显著下降，sFRP5）Secreted 

Frizzled Related Protein 5，分泌型卷曲相关蛋

白 5）蛋白控制着剩余的神经干细胞进入休眠

状态，通过阻断对细胞分化至关重要的 Wnt

通路来抑制神经干细胞增殖。 

通常情况下，大脑出现损伤后神经干细

胞会被唤醒，特定部位的神经干细胞可以产

生新的神经元修复大脑损伤。然而，随着年

龄的增长，休眠的神经干细胞数量会越来越

多，损伤等紧急信号唤醒干细胞的难度也越

来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抑制 sFRP5 的

功能时，处于休眠的干细胞开始具有更活跃

的增殖能力，使得老年小鼠大脑中活跃的干

细胞与休眠的干细胞的比例几乎与年轻小鼠

一样，并且这些活跃的干细胞可以被再次招

募到老化的大脑区域，进一步行使再生修复

损伤的功能。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炎症可促

进大脑神经干细胞休眠，研究人员也因此指

出，通过药物降低炎症水平，可能是促进衰

老大脑中神经元再生并启动神经修复机制的

有效方法。 

（选自《科技部》） 

科学家用 3D 打印技术                            

制备包含复杂血管网络的组织器官 

近日，由美国莱斯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

科学家通过创新性的生物 3D 打印组织技术，

使创造精美缠绕的血管网络，模仿人体对血

液、空气、淋巴液和其他重要液体的自然通

道成为可能。该成果被 Science 杂志 5 月 3 日

作为封面发表。 

无数人等待器官捐献移植，可即便是有

幸匹配到器官，接受捐赠器官的人依旧面临

着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药物以防止出现器官

排异反应的窘境。理论上，生物打印可以从

患者自己的细胞中打印代替器官以避免出现

排异反应。但生产功能性组织替代品的最大

障碍之一就是我们无法打印出复杂的血管系

统，而密集的组织必需这些血管系统为其提

供营养。 

脊椎动物的循环系统和肺系统包含独立

的通道网络，这些通道交织在一起但彼此不

连通。在细胞组织材料中重建这种结构一直

是一项重大挑战; 甚至创造单个脉管系统都

非常困难。将天然与合成食品染料作为光吸

收剂，使其能够立体光刻生产含有复杂和功

能性血管结构的水凝胶。用这种方法，研究

者展示了用于流体混合器，瓣膜，血管间运

输，营养物递送和宿主植入的功能性血管拓

扑结构。 

该研究展示了在几分钟内生产的单片透明

水凝胶，包括有效的血管内 3D 流体混合器和功

能性二尖瓣。 也进一步阐述了来自空间填充的

纠缠血管网络，并探讨了人体红细胞的氧合和

流动。此外，他们在慢性肝损伤的啮齿动物模

型中植入结构化可生物降解水凝胶载体，显示

出这种材料强大的转化应用潜力。 

（选自《科技部》） 

中外科学家合作发表“一项安全有效的                

抗 CD19 CAR-T 细胞疗法”结果 

4 月 22 日，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Nature 

Medicine（IF:32.621）发表了北京大学肿瘤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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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朱军教授团队与美国南加州大学陈思毅教

授团队合作的一项研究（NCT02842138）“一

种安全有效的抗 CD19 CAR-T 细胞治疗方法”

结果。 

嵌合抗原受体 T（CAR-T）细胞在复发难

治 B 细胞肿瘤中取得了优异疗效，在此领域

全球范围内有多个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且已

有分别来自诺华公司和凯特公司的两个产品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

但治疗相关严重毒副反应是阻碍这一疗法在

临床推广普及的重要因素，甚至在有的研究

中，超过 30%的患者发生严重（>=3 级）神经

毒性，超过 20%的患者发生严重（>=3 级）细

胞因子释放综合症。这些反应不仅增加了患

者的经济负担，还可能危及患者生命。 

在本研究中，科研人员创新性地将嵌

合抗原受体的跨膜区进行改良，并在动物

试验中发现 CAR-T 细胞改良后，细胞因子

释放水平明显下降。研究组后续入组 25 例

复发难治 B 细胞淋巴瘤患者，发现与动物

试验结果一致，无患者发生严重毒副反应，

而临床疗效与国外已经报道数据类似。该

研究为后续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及临床试

验提供了理论基础。 

（选自《科技部》） 

炎症与心脏病和抑郁症有关 

心脏病患者更容易患抑郁症，反之亦然。

现在，剑桥大学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确定

了这两种情况之间的联系：炎症身体对负面

环境因素的反应，如压力。 

虽然炎症是抵抗感染所必需的自然反

应，但慢性炎症可能由心理压力以及生活方

式因素引起，如吸烟，过量饮酒，缺乏身体

活动和肥胖是有害的。 

心脏病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已有详细记

载。心脏病发作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显着增

加。然而，科学家们无法确定这是由于共享

遗传因素的两种情况，还是共享的环境因素

提供了联系。 

“心脏病和抑郁症可能有共同的潜在生

物学机制，这两种生物机制在两个不同的器

官心血管系统和大脑中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病

症，”大学的 Wellcome Trust 中级临床研究员

Golam Khandaker 博士说。剑桥。“我们的工

作表明炎症可能是这些病症的共同机制。” 

在今天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上

的一项研究中， Khandaker 博士和同事

Stephen Burgess 博士带领一支来自剑桥的研

究人员通过研究与英国生物银行近 370,000

名中年参与者相关的数据来检查这一联系。 

首先，该团队研究了冠心病的家族史是

否与严重抑郁症的风险相关。他们发现，至

少有一位父母死于心脏病的人在生命中的某

些时候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要高 20%。 

接下来，研究人员计算了冠心病的遗传

风险评分衡量已知增加心脏病风险的各种基

因所做的贡献。心脏病是一种所谓的“多基

因”疾病换句话说，它不是由单个遗传变异

引起的，而是由大量基因引起的，每个基因

都会增加个体患心脏病的几率。然而，与家

族史不同，研究人员发现，心脏病的遗传易

感性和经历抑郁症的可能性之间没有强烈的

联系。 

总之，这些结果表明心脏病和抑郁症之

间的联系不能通过对这两种疾病的共同遗传

易感性来解释。相反，它暗示某个人的环境

例如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不仅会增加他们

患心脏病的风险，而且会增加他们患抑郁症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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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得到了团队研究下一阶段的进

一步支持。他们使用一种称为孟德尔随机化

的技术来研究 15 种生物标志物生物“红旗”

与冠心病风险增加有关。孟德尔随机化是一

种统计技术，允许研究人员排除那些因此混

淆或混淆研究的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地位。 

在这些常见的生物标志物中，他们发

现甘油三酯（一种在血液中发现的脂肪）

和炎症相关蛋白 IL-6 和 CRP 也是抑郁症的

危险因素。 

IL-6 和 CRP 都是炎症标志物，其响应于

破坏性刺激而产生，例如感染，压力或吸烟。

Khandaker 博士和其他人的研究先前已经表

明，血液中 IL-6 和 CRP 水平升高的人更容易

发生抑郁症，并且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在

急性抑郁发作期间在一些患者中很高。在患

有治疗抵抗性抑郁症的人中也观察到升高的

炎症标志物。这提高了抗炎药可能用于治疗

一些抑郁症患者的前景。Khandaker 博士目前

正在参与一项临床试验，以测试 tocilizumab，

一种用于治疗抑制 IL-6 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抗炎药物，以观察减少炎症是否能改善抑郁

症患者的情绪和认知功能。 

虽然甘油三酯和冠心病之间的关系已有

详细记载，但尚不清楚为什么它们也应该导

致抑郁症。例如，该研究未发现体重指数

（BMI）与抑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因

此这种联系不太可能与肥胖有关。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疾病之间的共同

机制是什么，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解决免疫

系统参与问题的线索，”Burgess 博士说。“鉴

定调节可改变风险因素的遗传变异有助于找

到实际上正在推动疾病风险的因素。” 

该研究由 Wellcome 和 MQ 资助：改变心

理健康。 

MQ 研究主任 Sophie Dix 博士说：“这项

研究为抑郁症的出现和风险增加了重要的新

见解，这是一个研究范围很小的研究领域。 

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例如一起看

心脏病和抑郁症使我们能够了解创伤经历和

环境等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项研究清楚地显示了所涉及的共同

生物学变化。这不仅为早期诊断开辟了机会，

而且为探索新疗法或以不同方式使用现有疗

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不再孤立地

思考身心健康并继续这个将科学结合起来创

造真正变化的例子。”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3/190318222147.htm） 

为什么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                  

抑郁症和思维障碍 

一项新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心力衰竭患

者经常被思维障碍和抑郁症所困扰，并提出

一种通过新出现的昼夜节律医学领域预防和

治疗心脑疾病的方法。 

盖尔夫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教授、心血

管研究中心主任 Tami Martino 说，这项研究

最近发表在《自然》的科学报告中，首次揭

示了人体时钟如何调节小鼠的认知和情绪，

以及心力衰竭对大脑相关区域的损害。 

马蒂诺表示：“神经外科医生总是关注大

脑；心脏病学家总是关注心脏。这项新的研

究则结合了两者。”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了

她在昼夜节律医学的新兴领域的研究。她最

近刚从加拿大心脏和中风基金会获得了一个

中期职业研究员奖。 

据心脏和中风基金会调查，冠心病是导

致心力衰竭的最常见原因，在加拿大每三个

人中就有一个人因冠心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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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诺说，心衰患者通常有认知障碍和

抑郁症等神经系统疾病。她与硕士生 Austin 

Duong 和博士生 Cristine Reitz（两人都是共同

第一作者）以及神经科学家（包括盖尔夫大

学心理学教授 Boyer Winters 和生物医学科学

教授 Craig Bailey）一起进行了这项研究。 

马蒂诺怀疑心脑联系与昼夜节律机制分

子有关，称为“时钟”。 

人类和其他有机体的昼夜节律遵循地球

24 小时的昼夜循环，发出何时睡觉和何时醒

来的信号。 

马蒂诺早期的研究表明，昼夜节律紊乱

会引发心脏病恶化，损害身心健康，例如轮

班工人、跨时差旅行者和重症监护室的病人。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正常小

鼠与昼夜节律机制突变的小鼠（称为“时钟

小鼠”）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这种突变影

响了大脑中对认知和情绪很重要的神经元

结构。 

经过与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合作，研究小

组还发现了时钟小鼠大脑中的血管时钟调节

与正常小鼠存在差异。 

在模拟人类心力衰竭而诱发小鼠心力衰

竭之后，他们使用微阵列分析来识别大脑中

神经生长、压力和代谢系统发生改变的关键

基因。 

马蒂诺说，“研究结果表明昼夜节律机制

会影响心力衰竭患者的神经效应。”她指出，

目前还没有治愈心脏病的方法，她说，搞清

楚大脑的昼夜节律机制是如何工作的，可能

会发现新的方法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从心脏病发作中挺过来的患者经常会在

晚上遭受因灯光、噪音以及与医院工作人员

的互动而产生的昼夜节律紊乱。“保持昼夜节

律，尤其是对心脏病患者而言，可能会获得

更好的康复效果。” 

总而言之，调查结果指出，保持正常的

昼夜节律对人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避免可

能患有心脏病或睡眠障碍的人进行轮班工

作，减少夜间照明或避免社交时差（周末睡

觉和起床都比平时晚）都有助于减少神经损

伤。 

她说：“这些问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不仅

涉及心脏，还包括大脑。”即使我们还不能治

愈心力衰竭，我们至少应该关注如何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4/190405124313.htm） 

高分辨率脊髓研究揭露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在遗传和细胞水平上的进展 

精确的实验首次揭示了 LouGehrig 病，即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在遗传和细胞水

平上的进展。研究人员对脊柱组织进行了数

万次微小的测量，为治疗这种疾病的发现了

新的途径，全世界大约 450000 人患有肌萎缩

侧索硬化症（ALS）。 

“这是一种全新的视野，”纽约市 Flatiron

研究所计算生物学中心的研究科学家 Tarmo 

Äijö 说，“希望能找出 ALS 的致病原因，并在

未来找到治疗方法。” 

Tarmo Äijö 与纽约基因组中心的 Silas 

Manatis、纽约基因组中心的 Sanja Vickovic、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Broad Institute以

及斯德哥尔摩的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联合主导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在 4

月 5 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

结果。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

病，它会杀死大脑和脊髓中负责自主肌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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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缺失会导致肌肉

无力，瘫痪，最终死亡。棒球传奇 LouGehrig

和天体物理学家 StephenHawking都患有ALS。

（2014年，ALS协会的冰桶挑战赛募集了资金，

提高了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识；该协会赞助

了这项新研究。） 

虽然先前的研究发现了此病与遗传因素

有关，但 ALS 的病因尚不清楚。科学家们可

以通过寻找特定基因的“信使”核糖核酸分

子（简称 mRNA）来监测该基因是否被激活或

“表达”， 将 mRNA 作为蓝图，构建蛋白质使

其具有不同功能。 

实验的局限性阻碍了人们在整个病程中

更好地理解基因所表现出的变化。在最小尺

度上跟踪 ALS 的进展需要用高分辨率进行大

量的测量，然而现有的技术很难达到。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了维

科维奇及其同事最近开发的一种创新方法。

该方法是将薄组织样品放置在玻璃载玻片

上，每个载玻片上覆盖 1007 个小斑点。每个

斑点的大小大致相当于尘螨的大小，并且包

含提取到的 mRNA 分子。然后复制提取到的

mRNA 分子，并在副本中将与载玻片上的特定

点相对应的唯一基因序列或“条形码” 编码。

这些条形码使研究人员能够一次分析所有的

斑点，并能将每个 mRNA 分子与其原始斑点

对应起来。 

研究人员利用这些载玻片收集了 1200个

小鼠脊髓组织切片中超过 76000 个基因表达

的测量数据。此外，研究人员还从 ALS 患者

捐献的 80 个死后脊髓组织切片中提取了

60000 多个基因表达测量数据。 

小鼠样本包括疾病进展的许多阶段的个

体，使研究人员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跟踪基

因的表达。在人体样本中，研究人员比较了

从脊柱两端采集的基因的表达。ALS 症状通常

首先出现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最终扩散并导

致患者全身瘫痪。通过研究每个患者两端位

置的脊髓，研究人员能够了解 ALS 病理学发

展过程。 

该团队现在有数万个测量数据，但是分

析数据是具有挑战性的。许多斑点几乎没有

遗传信息，研究人员如何从大量的数据中提

取可供判断的信息尚不清楚。当 Manatis 在

Flatiron 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上介绍了初步工

作之后，研究中涉及到计算上的挑战激起了

Äijö 的兴趣，。 

Äijö 与担任系统生物学小组组长的

Flatiron 研究所同事 Richard Bonneau 以及高

级软件工程师 Aaron Watters 一起分析了数

据。他们的分析提供了三个尺度上的基因表

达信息：单个点、相邻点和整个结构区域。 

这项工作为 ALS 的进展提供了许多想

法。这些数据表明，在出现 ALS 症状之前，

负责清除受损神经元的被称为小胶质细胞

的专门细胞表现出功能障碍。此外，研究人

员发现，小胶质细胞 trem2 和 tyrobp 表达的

两个基因在有 ALS 症状的小鼠的脊髓区域表

达的更高。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两个基因

和 ALS 之间存在联系，但研究人员使用他们

的新方法，更早地检测到这些变化，并以前

所未有的空间细节描述小胶质细胞的行为

是如何变化的。这项新的工作还记录了许多

细胞类型中与疾病相关的变化，以及细胞之

间的沟通方式。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些发现是

否能揭示 ALS 的潜在致病原因，亦或它们只

是身体对该疾病的一种反应。这项研究中产

生的大量数据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开发治疗

干预措施，预防 ALS，或者识别诊断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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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症状出现之前就检测出疾病。 

据 Äijö 所述，这项新工作还强调了合作

在 ALS 研究中的重要性。 

他说：“我们都把不同的技能运用到了这

个研究中，没有我们所有人，这就没办法做

到。”斯德哥尔摩的同志有技术来做这些测

量，而纽约基因组中心的同志对 ALS 有足够

的了解，我们 Flatiron 研究所有计算方面专业

知识。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合作。”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4/190404143659.htm） 

黑色纳米颗粒可抑制肿瘤生长 

深色皮肤中富含的黑色素通过吸收光

能并将其转化为热能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

有害射线的伤害。这将使其成为一种非常有

效的肿瘤诊断和治疗工具。科学家们成功地

创造了黑色素细胞膜衍生纳米粒子，在动物

实验中改善了肿瘤成像，同时也减缓了肿瘤

的生长。 

纳米颗粒被认为是对抗肿瘤的一种有前

景的武器，肿瘤组织比健康细胞更容易吸收

它们，因为它们的血管系统更具渗透性。外

膜囊泡（OMV）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

以看作是被细菌膜包围的小气泡。这些 20 到

200 纳米的颗粒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们具有生

物相容性、可生物降解性，并且可以在细菌

中轻松、廉价地生产，甚至大量生产。一旦

装上药物活性剂，就很容易给药。 

携带黑色素的纳米粒子。 

Tum 生物成像教授 Vasilis Ntziachristos 及

其团队已证明 OMV 在肿瘤诊断和治疗方面

的巨大潜力。他们的工作建立在 OMV 和黑色

素的独有特性基础上。 

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 VipulGujrati 博士解

释了这个原理：“黑色素很容易吸收光，即使

在红外光谱中也是如此。在我们的光声成像

技术中，我们精确地使用这种光来诊断肿瘤。

它在吸收能量的同时把吸收的能量转换成

热，然后释放出来。热也是一种对抗肿瘤的

方法——其他研究人员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

探索这种方法。” 

光声学是 Ntziachristos 提出的一种非常

先进的方法，它结合了光学成像和超声技术

的优点。微弱的激光脉冲轻轻地加热组织，

使其短暂膨胀。当组织冷却后再次收缩时，

就会产生超声波信号。测量的信号因组织类

型而异。科学家们用特殊的探测器将它们记

录下来，然后“转换”成三维图像。传感器

分子或探针（如 OMV）可以进一步提高该技

术的特异性和准确性。 

热量积聚可减缓肿瘤生长。 

科学家们最初必须克服一个黑色素特有

的问题：黑色素不易溶于水，因此很难利用。

这就是 OMV 发挥作用的地方。研究人员将细

菌设计成这种模式，即生成黑色素，并将其

储存在膜衍生的纳米颗粒中。然后，他们在

背部下方有肿瘤的老鼠身上测试黑色纳米颗

粒。在光声手术过程中，这些粒子被直接注

射到被红外激光脉冲激发的肿瘤中。 

OMV 被证明是这种诊断技术最合适的传

感器探头，因为它们提供了清晰、高对比度

的肿瘤图像。OMV 也非常适用于光热疗法，

即用更强的激光脉冲加热肿瘤组织以杀死癌

细胞。纳米粒中的黑色素可将肿瘤组织的温

度从 37℃升高到 56℃。没有黑色素的对照肿

瘤最高温度仅能达到 39℃。注入黑色素 10

天后，被注入黑色素的肿瘤的生长速度明显

慢于未接受黑色素 OMV 的对照组。这种热效

应的作用被粒子的另一个积极作用放大：通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3 

62 

过在肿瘤组织中引起轻微的非特异性炎症，

免疫系统被触发攻击肿瘤。 

“我们的黑色素纳米粒适合治疗学的新

医学领域——治疗和诊断结合在一起。这使

得它们成为临床实践中非常受关注的选择，”

Ntziachristos 说。科学家们现在将进一步开发

他们的 OMV，以便在未来将其用于临床。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4/190404104404.htm） 

解开致命血块背后的生物力学之谜 

研究人员利用生物力学工程技术解开了

影响凝血作用的机械力方面的奥秘。 

这一发现使研究人员可以规避致命出血

的严重副作用，更进一步地开发新的抗血栓

药物。 

尽管凝血，激活血小板的聚集是阻止伤

口流血的关键，但过度激活又会导致致命的

血块、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微流体通道模拟引发

血栓的变窄的血管，观察生理设置中血液凝

固时血小板的激活情况。 

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材料》杂志上，研

究人员证明，血流紊乱可能导致之前未被识

别的整合素的中间活化，整合素是一种调节

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的粘附受体，也是血小

板用来感知动态血液流动产生的机械力的一

种机械感知蛋白。 

本研究的合著者阿诺德·里宁·朱博士

来自于悉尼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机械机电工

程学院（AMM）、心脏研究所（HRI）和查尔

斯·帕金斯中心（CPC），他说：“整合素主要

是促进了细胞如何与机械环境结合并对其作

出反应。” 

“它们允许细胞彼此依附，是伟大的沟通

者，传递双向信号来激活粘合功能；在外部，

让细胞感知并对细胞外环境作出反应。整合

素还可以指导血小板细胞的凝血行为。” 

朱博士是AMM和HRI的澳大利亚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委员会 DECRA 研究员，他与一个

国际研究团队合作开发了一种单分子生物力

学纳米工具，被称为双“生物膜力探针

（BFP）”，以观察血小板如何利用血流中的机

械力来发挥粘附凝血功能。 

研究人员说，生物力学血栓的形成主要

是由一种独特的整合素利用生物力学激活

方式触发的中间状态促成的，这一发现有希

望引导新的抗血栓策略的发展。每年有

55000 名澳大利亚人心脏病发作，每 10 分钟

就有一个。这一发现可以使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受益。 

朱博士说：“我们的发现也可能对糖尿病

患者有所帮助，因为糖尿病血小板对传统的

抗凝血药物有更强的抵抗力。”靶向生物力学

途径也可能有预防致命血栓且不产生致命出

血副作用的优势。 

朱博士的研究也为传统抗血小板药物治

疗血栓性心血管疾病的疗效不佳提供了新的

解释。尽管这些药物可以抑制血小板的生化

激活，但它们可能没有阻断血小板生物力学

信号传导。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和替卡格雷等抗血

小板药物常用于治疗血栓性疾病。但是这些

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可能引起致命的出

血，”朱博士说。 

长期以来，血栓形成领域的研究试图从

细胞和分子水平上了解血小板活化的机制，

希望为开发疗效强、副作用少的新型抗血栓

药物提供思路。 

HRI 的高级研究员袁玉平说：“由于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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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是澳大利亚卫生系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

一发现为保护易患糖尿病的人免受心脏病的

危害提供了光明。” 

研究中发现的“机械驱动的血小板活化”

现象解释了为什么只有高速湍流的机械刺激

才能导致血小板聚集进而导致血管阻塞。 

因此，本研究为无严重出血副作用的新

型高效抗血栓药物的研制提供了新思路。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4/190404094941.htm） 

小胶质细胞，曾经被认为仅局限于                    

中枢神经系统在新的研究中被重新定义 

科学家们发现小胶质细胞实际上是通过

脊髓边界挤入外周神经系统，以应对损伤。 

在中枢神经系统（CNS）负责大脑和脊髓

的区域，有一种细胞（称为小胶质细胞）专

门负责清理细胞碎片。还有一种与小胶质细

胞类似的巨噬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外的外

周神经系统（PNS）发挥类似的作用，该区域

包含大部分的感觉和运动神经。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小胶质细

胞仅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可以这么说，在受

伤的情况下，这两个细胞会清理自己负责的

区域。 

《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发表的一个新

研究中，圣母大学的科学家发现，小胶质细胞

实际上是通过脊髓边界挤入外周神经系统，以

应对损伤。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可能在神经系

统疾病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也为这两个

系统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小胶质细胞被定义为中枢神经系统细

胞。因此，如果他们出人意料地被发现存在

于外周神经系统中，这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

题。”伊丽莎白加拉格尔圣母院生物科学助理

兼任该大学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中心的教授科

迪·J·史密斯（Cody J. Smith）如是说，“有

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疾病状态下，外周巨噬

细胞可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但我们肯定不

知道或者说不希望中枢神经系统细胞交叉，

因为几乎没有文献表明这是可能的。”Smith

与目前正在圣母院学习生物学的 Lauren 

Green 共同撰写了这项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史密斯和他的团队模拟

了斑马鱼臂丛损伤，观察了小胶质细胞和巨

噬细胞的反应。臂丛损伤发生在中枢神经系

统和外周神经系统的交集处，影响连接大脑、

脊髓到肩膀、手臂和手的神经。根据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每 1000 个新生儿中就

有 1 到 3 个会发生臂丛神经损伤。 

史密斯说，一旦进入外周神经系统，小

胶质细胞就开始清除受伤处的细胞碎片，但

它们会带着这些碎片回到中枢神经系统，并

可能将其直接带到大脑。 

研究还表明，小胶质细胞在返回中枢神

经系统后变异状态使得这项研究的结果特别

关注损伤后的发展和功能的研究。 

史密斯说，变异的小胶质细胞广泛存在

于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并与自闭症谱系

障碍有关。 

在疾病中，变异后的小胶质细胞可以清

除大脑中过多的细胞物质，包括它们平时不

会清除的物质。如果小胶质细胞发生变异，

则可能导致神经性疼痛、神经失调或类似状

态，因为细胞正在清除或已经清除了神经系

统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细胞物质。 

史密斯说：“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些细胞

会离开中枢神经系统，因此在中枢神经系统

和外周神经系统疾病和功能方面，对小胶质

细胞的研究很少。”当他们在进入 PNS 后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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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脑又会发生什么？他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些细胞的全部功能并不

仅仅局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它会带来许多比

答案更令人兴奋的问题。” 

这项研究是由印第安娜州卫生部脊髓和

脑损伤基金会、艾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

和干细胞及再生医学中心赞助。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4/190404161007.htm） 

人类肝脏的突变可促进组织再生 

研究人员发现，在慢性肝损伤的情况

下，成人肝脏中积累的基因突变可以促进组

织再生。 

基因组测序的广泛应用使人们认识到健

康人的正常组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 DNA

的自发变化，这称为体细胞突变。这一过程

在造血系统中最具代表性，在大多数实体器

官中，体细胞突变随着年龄的增长能积累到

何种程度尚不清楚，这种积累对器官再生可

能存在的影响也尚未可知。 

“正常细胞中出现的突变通常是因为癌

症被观察到的。虽然某些突变可以表明癌症

发展的过程，但其他突变实际上是可以促进

组织愈合而不会导致癌症的。”CRI 和德州大

学西南分校内科和儿科副教授朱浩博士说。

这项研究今天发表在《细胞》杂志上，朱博

士既是此研究的通讯作者，也是帕克兰医院

多学科肝癌诊所的主治医师。 

研究人员使用多种遗传技术来鉴定慢性

肝病患者的突变基因，并评估这种突变是否

会影响肝细胞功能。由于对正常组织中体细

胞突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

朱博士和他的合作者首先需要开发一些用于

发现正常组织中体细胞突变的基因技术。 

“癌症测序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

是正常组织测序对许多研究人员来说仍然是

新的尝试。由于没有识别正常组织突变的固

定方法，我们必须开发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联合通讯作者王涛博士说，他是德州大学西

南部的一位人口和数据科学的助理教授，同

时也是宿主防御遗传学中心的教授。作为大

学定量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的成员，王博士与

研究生陆天石一起开发了分析本研究中产生

的序列数据的计算方法。 

这些方法使研究人员在帕克兰医院的患

者的肝脏样本中发现了数百个突变，这些突

变是由本研究的共同作者——联合研究所外

科副教授 Adam Yopp 博士和联合研究所内

科、人口和数据科学副教授 Amit Singal 博士

共同发现的。研究人员随后在小鼠肝脏上使

用了一种新的 CRISPR 基因筛选方法来测试突

变对肝脏再生功能的影响。这项研究帮助我

们确定了少数对肝再生有显著影响的突变。 

“我实验室的研究生乔伊斯·贾（Joyce 

Jia）开发的 CRISPR 筛选方法是这项研究的一

个关键部分，它使我们能够在大量的样本数

据中精确定位重要的基因。”朱博士说，“这

种方法不仅使我们能够研究人体内发现的体

细胞突变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还希望用它

来发现新的药物以促进人体器官再生。” 

接下来，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之一，朱

敏博士清除了小鼠肝脏中排名靠前的基因，

以模仿人类肝脏样本中突变产生的影响。研

究人员发现，这些改变了基因的肝脏在肝损

伤后更具再生能力。 

朱浩博士说：“我们发现，许多突变使肝

细胞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使其在受到外部

伤害后的生长和生存方面能力优于非突变细

胞。而我们研究中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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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再生功能有巨大影响的突变基因并不会

导致癌症，因为在肝癌样本中很少发现它们

发生突变。这一发现表明，在慢性损伤时可

以选择某些突变来促进组织的再生，并且不

会导致癌症的并发。” 

这一结果令人惊讶，因为慢性组织损伤

会加剧癌症的发展，尤其是对肝脏而言，他

补充说。 

这些结果对慢性肝病患者有意义。目前，

这些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方法有限，有发展为

肝癌的风险，肝癌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癌症死

亡种类之一。搞清楚能否通过突变的频率和

类型预测癌症风险，也许有一天可以帮助医

生识别肝癌高危患者，并在癌症检测或预防

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此外，更深入地了解

突变基因如何促进组织生长和再生，而不引

发癌症，可以使科学家开发出安全预防肝病

的疗法。 

这项研究的经费由德克萨斯癌症预防和

研究所（CPRIT）、抗癌协会、波洛克基金会、

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其他儿童医学中心基金

会共同赞助。 

本研究的联合作者均来自德州大学西南

医学中心，他们是数据科学家 Xin Luo 博士；

病理学助理教授 Purva Gopal 博士；CRI 高级

研究科学家 Lin Li；内科研究协调员 Mobolaji 

Odewole；内科研究协调员 Veronica Renteria；

外科学助理教授 Sam Wang 博士；研究生

Mahsa Sorouri；外科助理教授 Justin Parekh

博士；外科助理教授 Malcolm Macconmara 博

士以及拥有 the David Bruton 的临床癌症研究

教授辛格博士，他还是德德曼家族临床护理

学者。 

特别鸣谢美国糖尿病及消化和肾脏疾病

研究所的 Kai Ge博士和 Younghoon Jang博士。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4/190404124810.htm） 

症状出现前几年与阿尔茨海默病             

有关的大脑变化 

在对 290 名阿尔茨海默病高危人群进行

的一项记录性审查中，科学家们说，他们已

经确定了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生物和解剖

大脑变化的平均水平，这种变化发生在阿尔

茨海默病首次出现可识别症状前 3 至 10 年，

甚至超过 30 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对 290

名老年痴呆症风险人群进行的一项记录性审

查中说，他们已经确定了与老年痴呆症相关

的生物和解剖大脑变化的平均水平，这种变

化发生在老年痴呆症首次出现症状前 3-10

年，有的甚至超过 30 年。 

约翰霍普金大学应用数学与统计系教

授、博士劳伦特·尤恩斯说：“我们的研究表

明，在最常见的症状（如轻度认知障碍）发

生前至少 10 年或更长时间，利用脑成像和脊

髓液分析来评估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是可能

的。”S 大学。他们的研究结果于 4 月 2 日在

线发表在《老年神经科学前沿》杂志上。 

尤恩斯警告说，人们的大脑变化差异很

大，他们的研究结果反映了一小部分研究对

象的这种变化的平均水平。因此，他说，科

学家们还不能用它们得出任何关于个体大脑

变化的精确结论。他们说，目前还没有任何

药物或其他干预措施可以减缓或阻止疾病进

程，即使风险很早就被确定。但是，他补充

说，这项工作最终可能导致一项测试，以确

定一个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对风险，并指

导治疗的使用，何时以及是否被发展。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回顾了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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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卫生研究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收集的 290 名 40 岁及以上人群的医疗记录，

作为 Biocard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开

发认知能力下降的预测因子。目前由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学家玛丽莲·阿尔伯

特博士执导。 

290 人中的大多数至少有一个一级亲属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类型的痴呆症，使他们处

于比平常更高的风险。 

作为 Biocard 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们收

集了脑脊液，并在 1995 年至 2005 年间每隔

两年对研究参与者进行一次核磁共振脑扫

描。从 1995 年到 2013 年，他们还每年进行

五次记忆、学习、阅读和注意力的标准测试。 

因为在研究开始时，290 名参与者都是认

知正常的，所以科学家们能够在出现症状之

前的几年里追踪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各种

生物学和临床特征。在他们最后一次接受

Biocard 项目时，209 名研究参与者仍保持认

知正常，81 名被诊断为轻度认知障碍或老年

痴呆症。 

在 81 名患有认知问题或痴呆症的人中，

约翰·霍普金斯研究小组发现，在明确的认

知障碍发生前 11 至 15 年，认知测试分数有

细微的变化。他们还发现，长期以来被认为

是阿尔茨海默病标志物的一种叫做 tau 的蛋

白质的变化率在认知障碍开始前的脑脊液中

平均为 34.4 年（对于 t-tau 或 total tau）和 13

年（对于改良型 p-tau）。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5/190514104058.htm） 

流感病毒的好朋友：低湿度 

研究人员已经查明了人们在冬季更容易

生病甚至死于流感的一个关键原因：低湿度。 

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了人们在冬季

更容易生病甚至死于流感的一个关键原因：

低湿度。 

虽然专家们知道低温和低湿度会促进流

感病毒的传播，但人们对湿度降低对免疫系

统抵御流感感染的效果了解甚少。 

耶鲁大学的研究小组由岩崎秋子（akiko 

iwasaki）领导，他是瓦尔德马尔·冯·泽德

维茨（Waldemar von Zedtwitz）免疫生物学教

授，研究了利用转基因小鼠抵抗病毒感染的

问题。所有的老鼠都被安置在相同温度的房

间里，但是湿度不是很低就是正常。然后他

们暴露在甲型流感病毒下。 

研究人员发现，低湿度在三个方面阻碍

了动物的免疫反应。它能阻止纤毛（气道细

胞中的毛发状结构）清除病毒颗粒和粘液。

它还降低了气道细胞修复肺部病毒造成的损

伤的能力。第三种机制涉及干扰素，或病毒

感染细胞释放的信号蛋白，以提醒邻近细胞

对病毒的威胁。在低湿度环境下，这种先天

免疫防御系统失效。 

这项研究揭示了为什么流感在空气干燥

时更为普遍。”众所周知，在湿度下降的地方，

流感发病率和死亡率会急剧上升。如果我们

在小鼠身上的发现能在人类身上得到证实，

我们的研究就为这种季节性的流感疾病提供

了可能的机制，”岩崎说。 

虽然研究人员强调湿度不是流感爆发

的唯一因素，但在冬季，湿度是一个重要因

素，应该加以考虑。他们说，在家里、学校、

工作甚至医院环境中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

中的水蒸气是减少流感症状和加速恢复的

潜在策略。 

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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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上。 

其他作者还有 Eriko Kudo、Eric Song、

Laura Yockey、Tasfia Rakib、Patrick Wong 和

Robert Homer。 

这项工作得到了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的支

持，这是康达尔集团、奈托基金会和国家卫

生研究院赠款的礼物。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5/190513155635.htm） 

由皮肤细胞产生的胚胎干细胞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将皮肤细胞转化为

包含早期胚胎的三种主要干细胞类型的方

法。这项工作（在小鼠细胞中）对胚胎疾病

和胎盘功能异常的建模，以及为从皮肤细胞

创造整个胚胎铺平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

一种将皮肤细胞转化为三种主要的干细胞类

型的方法，这些干细胞类型包括早期胚胎。

这项工作（在小鼠细胞中）对模拟胚胎疾病

和胎盘功能异常，以及为从皮肤细胞创造整

个胚胎铺平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在《细胞干细胞》杂志上发表的那

样，胡博士的发展生物学和癌症研究部的

Yossi Buganim 博士和他的团队发现了一套能

够将小鼠皮肤细胞转化为构成早期胚胎的所

有三种细胞类型的基因：胚胎本身、胎盘和

胚胎外组织，如脐带细胞。在未来，可能不

需要精子或卵子，就可以用人类皮肤细胞创

造出完整的人类胚胎。这一发现对于模拟胚

胎缺陷和揭示胎盘功能异常，以及通过在培

养皿中创造人类胚胎来解决某些不孕问题也

具有巨大的意义。 

早在 2006 年，日本研究人员就发现皮肤

细胞通过表达四个中心胚胎基因“重新编程”

进入早期胚胎细胞，从而产生一个完整的胎

儿。这些被重新编程的皮肤细胞，被称为“诱

导的冥王星干细胞”（ipscs），与受精后早期

发育的细胞相似，基本上与它们的自然细胞

相同。这些细胞可以发育成所有胎儿细胞类

型，但不能发育成胚胎外组织，如胎盘。 

现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队，由胡士

伯生命科学研究所的 Yossi Buganim 博士、胡

士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Oren Ram 博

士、胡士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Tommy 

Kaplan 教授以及博士生 Hani Benchetrit 和

Mohammad Jaber 领导，发现了五个基因的新

组合，当插入皮肤细胞时，这些基因会在皮

肤细胞中表达。将这些细胞编码为三种早期

胚胎细胞类型中的每一种，即产生胎儿的 iPS

细胞、胎盘干细胞和发育成其他胚胎外组织

（如脐带）的干细胞。这些转换需要大约一个

月的时间。 

Hu研究小组利用新技术仔细研究了控制

细胞命运决定的分子力量，包括皮肤细胞重

新编程和胚胎发育的自然过程。例如，研究

人员发现，基因“eomes”推动细胞向胎盘干

细胞识别和胎盘发育方向发展，“esrrb”基因

通过暂时获得外膜干细胞识别来协调胎儿干

细胞的发育。 

为了揭示在这些不同细胞类型形成过程

中被激活的分子机制，研究人员分析了当这

五个基因被引入细胞时，细胞内基因组结构

和功能的变化。他们发现，在第一阶段，皮

肤细胞失去了它们的细胞特性，然后慢慢地

获得了三种早期胚胎细胞类型之一的新特

性，这个过程由五种基因中的两种水平控制。 

最近，人们试图在不使用精子或卵细胞

的情况下培育出一个完整的小鼠胚胎。这些

尝试使用了直接从活的发育中的胚胎中分离

出来的三种早期细胞类型。然而，胡的研究

是第一次尝试同时从皮肤细胞创建所有三种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3 

68 

主要细胞系。此外，这些发现意味着可能不

需要“牺牲”活胚胎来制造试管胚胎。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5/190502143437.htm） 

可穿戴传感器模仿皮肤                         

有助于伤口愈合过程 

研究人员开发出符合皮肤的皮肤电子产

品，可为用户提供长期，高性能，实时的伤

口监测。 

“我们最终希望这些传感器和工程成就

可以帮助推进医疗保健应用，并在疾病进展，

伤口护理，一般健康，健身监测等方面提供

更好的定量理解，”宾厄姆顿大学博士生

Matthew Brown 说。 

生物传感器是一种分析装置，它将生物

成分与物理化学检测器结合起来，观察和分

析化学物质及其在体内的反应。传统的生物

传感器技术虽然在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

步，但仍然存在克服和改进的局限性，以增

强其功能。宾厄姆顿大学亲密生物综合生物

传感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皮肤启

发的开放式网状机电传感器，能够监测皮肤

上的乳酸和氧气。 

“我们专注于开发可与生物组织（如皮肤，

神经和心脏组织）整合的下一代平台，”布朗

说。在生物医学工程助理教授 Ahyeon Koh，

Brown，硕士生 Brandon Ashely和 Youjoong Park

以及本科生 Sally Kuan 的指导下，设计了一种

与皮肤微观结构类似的传感器。这款可穿戴式

传感器配备了金色传感器电缆，能够展现出与

皮肤弹性相似的机制。 

研究人员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传感器模

式，与佩戴者的身体无缝融合，最大限度地

提高身体分析，帮助理解化学和生理信息。 

“这个话题对我们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对

不久的将来伤口愈合进展的实时现场评估非

常感兴趣，”布朗说。“乳酸和氧气都是获得

伤口愈合进展的关键生物标志物。” 

他们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利用这种皮肤

灵感的传感器设计来整合更多的生物标记

物，并创造更多的多功能传感器来帮助伤口

愈合。他们希望看到这些传感器被开发并入

内部器官，以增加对影响这些器官和人体的

疾病的认识。 

“生物模拟结构传感器平台允许生物组

织和生物界面电子设备之间的自由传质，”

Koh 说。“因此，这种紧密的生物集成传感系

统能够确定关键的生化事件，同时对生物系

统不可见或不引起炎症反应。”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4/190402081542.htm） 

一种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新方法                       

无需切割皮肤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特殊的显微

镜，它既能诊断包括皮肤癌在内的疾病，又

能进行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所有

这些都不需要切割皮肤。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特殊的显微

镜，它既能诊断包括皮肤癌在内的疾病，又

能进行精确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所有这

些都不需要切割皮肤。 

研究人员在今天出版的《科学进展》杂

志上描述了这项技术。 

“我们的技术能让我们快速扫描组织,当

我们看到一个可疑的或异常的细胞结构,我们

可以进行极其精确的手术，并且由选择性地

治疗组织中的不必要的或患病的结构，但是

不需要切开皮肤，” Yimei Huang 说，该研究

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皮肤病和皮肤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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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癌症研究机构的前博士后研究员。 

黄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 Zhenguo Wu

（吴振国）共同领导了这项研究。 

该设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多光子激发显

微镜，可使用超快红外激光束对活体组织成

像，成像深度可达 1 毫米左右。研究人员的

显微镜与以往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

能够对活体组织进行数字化扫描，而且还能

通过增强激光产生的热量来处理活体组织。 

当应用于治疗皮肤疾病时，显微镜可以

让医学专业人员精确定位异常组织的位置，

诊断并立即治疗。它可以用来治疗任何能够

通过光到达的身体结构，并且能够完成非常

精确的治疗，包括皮肤、眼睛、大脑或其他

重要结构中的神经或血管。 

“我们可以在不影响周围任何血管或组

织的情况下改变血管的通路，”该研究的合著

者 Harvey Lui（哈维·雷）说，“对于诊断和

扫描皮肤癌等疾病，这可能是革命性的。” 

Harvey Lui 是 UBC 皮肤医学和皮肤科学系的

教授，同时也是温哥华海岸健康研究所以及

BC 癌症研究中心的一名皮肤科医生。 

研究人员希望使多光子显微镜技术更加

通用，同时提高其精确度。 

“我们希望能够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识别

皮肤下发生了什么，并有能力成像不同的身

体部位，”资深作者 Haishan Zeng 说，他是

UBC 皮肤病学、病理学和物理学教授，杰出

的 BC 癌症科学家。 

“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想知道我

们是否可以通过只提高激光的功率来把这个

诊断设备变成一个治疗设备。” 

结果非常令人兴奋。 

曾说：“我们不仅是第一个实现快速视频

速率成像的临床应用，而且也是第一个开发

这种技术用于治疗的。” 

研究人员已经与 UBC 的几个部门合作，

包括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和眼科，以开发该

技术的不同版本。探索包括研究开发一种微

型内镜，可以在内窥镜检查过程中进行显微

检查和治疗。内窥镜检查是一种非手术程序，

用于使用内窥镜检查一个人的消化道，内窥

镜是一种装有灯和照相机的软管。 

这项工作得到了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加拿大皮肤病基金会、加拿

大生长激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医院基金

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水电职工社区服务

基金的支持。  

（来源: 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5/190515144020.htm） 

科学家开发了捕获肿瘤细胞的技术 

与其大海捞针，不如把整个草堆扫到一

边，只留下一根针。这就是研究人员在开发

一种新的微流体设备时所遵循的策略，该设

备可以从全血样本中分离难以捉摸的循环肿

瘤细胞（CTCs）。 

与其大海捞针，不如把整个草堆扫到一

边，只留下一根针。这是佐治亚大学工程学

院的研究人员在开发一种新的微流体设备时

遵循的策略，该设备可以从全血样本中分离

难以捉摸的循环肿瘤细胞（CTCs）。 

CTCs 从恶性肿瘤中分离出来，流经血液，

可能导致新的转移性肿瘤。从血液中分离

CTCs 为转移癌的基本认识、诊断和预后提供

了一种微创的选择。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受

到技术挑战的限制，无法以最小的污染捕获

完整和有活力的 CTCs。 

佐治亚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

授、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 Leidong Mao（毛雷

东）说：“一个典型的 7 到 10 毫升血液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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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含有少量 CTCs。它们隐藏在含有数百

万白细胞的全血中。让我们得到足够的 CTCs，

以便科学家能够研究和理解它们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循环肿瘤细胞也很难分离，因为在几百

个 CTCs 的样本中，单个细胞可能表现出许多

特征。一些类似皮肤细胞，而另一些类似肌

肉细胞。它们的大小也有很大的不同。 

Mao 说：“人们经常把发现 CTCs 比作大

海捞针。但有时候，针甚至不是针。” 

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分离这些稀有细胞

进行分析，Mao 和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

微流控芯片，可以捕捉血液样本中几乎所有

的 CTC 超过 99%，这一比例比大多数现有技

术都要高得多。 

该团队将其用于 CTC 检测的新方法称为

“综合铁水动力细胞分离”（iFCS）。他们在发

表于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芯片实验室的一项研

究中概述了他们的发现。 

Weill Cornell Medicine （威尔康奈尔医学

院）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助理教授、该项目合

作者 Melissa Davis（梅丽莎·戴维斯）表示，

这种新设备可能在治疗乳腺癌方面具有“革

命性”意义。 

戴维斯说：“医生只能治疗他们能检测到

的疾病。我们通常无法检测到某些类型的

CTCs，但通过 iFCS 设备，我们可以捕捉到所

有的 CTCs 亚型，甚至可以确定哪些亚型是关

于复发和疾病进展的信息最多的。” 

戴维斯认为，该设备最终可能使医生比目

前可能的更早地评估病人对特定治疗的反应。 

虽然大多数捕获循环肿瘤细胞的努力都

集中在识别和分离血液样本中隐藏的少数

CTCs，但 iFCS 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消除

了样本中不是循环肿瘤细胞的所有东西。 

该设备的大小约为 USB 驱动器，其工作

原理是将血液通过直径小于人类头发的管道

输送。为了准备血液分析，研究小组在样本

中添加了微米大小的磁珠。样本中的白细胞

附着在这些珠子上。当血液流经该设备时，

芯片顶部和底部的磁铁将白细胞及其磁珠吸

引到一个特定的通道，而循环的肿瘤细胞则

继续进入另一个通道。 

该设备将三个步骤组合在一个微流控芯

片中，这是对现有技术的又一进步，现有技

术要求流程中的各个步骤使用不同的设备。 

 “第一步是过滤掉血液中的大量碎

片，”佐治亚大学化学系博士生、该论文的联

合第一作者 Yang Liu（刘洋）说。“第二部分

消耗多余的磁珠和大部分的白细胞。第三部

分的目的是将剩余的白细胞集中到通道中

间，并将 CTCs 推到侧壁。” 

Wujun Zhao（赵武军）是本文的另一位

主要作者。Zhao 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的博士后学者，他在佐治亚大学完成化学博

士学位的同时参与了这个项目。 

Zhao 说：“我们的集成设备的成功之处在

于，它能够富集几乎所有的 CTCs，无论它们

的大小和抗原表达如何。我们的发现有潜力

为癌症研究团体提供关键信息，这些信息可

能会被当前基于蛋白质或基于大小的富集技

术所遗漏。” 

研究人员说，他们的下一步工作包括使

iFCS 自动化，使其对临床环境更加友好。他

们还需要在患者试验中测试该设备的性能。

Mao 和他的同事们希望有更多的合作者加

入他们的行列，为这个项目贡献他们的专业

知识。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19/05/190516170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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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第十三届中国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电子追溯博览会                   

将于 8 月在杭州召开 

随着医院信息化、互联网医疗、医疗大

数据以及智能医疗的快速发展和深入应用，

电子病历越来越成为基础性系统，构建完备

的电子病历与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已成为迈向

智能时代医学创新的基础性工程。 

为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快“互联

网+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创新，深化医疗健康

智能化服务应用，大力推进包括电子病历、

电子处方、电子化流程等医院信息化建设，

进一步促进医疗共享创新发展，国际医药信

息学会中国理事会(CMIA)、全国医药技术市

场协会(CPDE)、中国电子学会医药信息学分会

（CIEMI）将于 2019 年 8 月 24-25 日在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电子病历•电

子处方•电子追溯博览会（简称 3E 博览会）。 

本届博览会将以“电子病历发展与创新：

拥抱人工智能，直面医学创新”为主题，邀

请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两院院士、权威专家、

大专院校学者、各大医院院长，医院信息技

术部门、临床科室医师、药师，医药投资机

构等专家学者全面解析国家最新政策及标

准，探索电子病历创新与发展，以及电子病

历如何更好地支撑互联网医疗，智能医疗、

医疗大数据、真实世界研究和药物创新等；

如何建立电子处方信息共享流转机制；如何

共建共享互联网+医院的处方和零售端互联

互通、实时共享；如何应用大数据、云存储、

人工智能、赋码标识、信息安全等先进技术

实现医疗领域的创新转化，展示最新的科研

成果和优化方案，为实现电子病历信息化诊

疗服务环节全覆盖做出贡献。 

博览会同期活动： 

1、医学人工智能论坛 

2、互联网医院与电子处方发展论坛 

3、电子追溯与物联网技术创新论坛 

4、军民融合科技论坛 

5、智能健康信息技术展览展示 

6、CMIA 电子病历与健康档案专委会

/CPDE 电子病历技术专委会 第六届 委员会

换届大会 

博览会由 CMIA 电子病历与健康档案

专委会、CPDE 电子病历技术专委会、CIEMI

电子病历学组具体承办。大会主席刘海一，

陈金雄，诚挚地邀请各位专家代表出席本

次盛会。 

（秘书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