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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9〕3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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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

附件：
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
高值医用耗材是指直接作用于人体、对

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完善高值医用

安全性有严格要求、临床使用量大、价格相

耗材全流程监督管理，净化高值医用耗材市

对较高、群众费用负担重的医用耗材。近年

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支持具有自主

来，我国高值医用耗材行业得到较快发展，

知识产权的国产高值医用耗材提升核心竞争

水平不断提升，技术明显进步，在满足人民

力，推动形成高值医用耗材质量可靠、流通

群众健康需求、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等方面发

快捷、价格合理、使用规范的治理格局，促

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价格虚高、

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人民群众医疗费用负

过度使用等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

担进一步减轻。

突出问题。为全面深入治理高值医用耗材，

二、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高值医用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

耗材虚高价格

长，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按照党中央、

（一）统一编码体系和信息平台。加强高

国务院决策部署，现就治理高值医用耗材制

值医用耗材规范化管理，明确治理范围，将

定如下改革方案。

单价和资源消耗占比相对较高的高值医用耗

一、总体要求

材作为重点治理对象。制定医疗器械唯一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识系统规则。逐步统一全国医保高值医用耗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材分类与编码，探索实施高值医用耗材注册、

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采购、使用等环节规范编码的衔接应用。建

想，通过优化制度、完善政策、创新方式，

立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监测和集中采购管理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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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强统计分析，做好与医保支付审核平

公立医疗机构要通过分类集中采购、加强成

台的互联互通。建立部门间高值医用耗材价

本核算、规范合理使用等方式降低成本，实

格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强化购销价格信息

现良性平稳运行。

监测。

（五）制定医保支付政策。结合医保基金

（二）实行医保准入和目录动态调整。建

支付能力、患者承受能力、分类集中采购情

立高值医用耗材基本医保准入制度，实行高

况、高值医用耗材实际市场交易价格等因素，

值医用耗材目录管理，健全目录动态调整机

充分考虑公立医疗机构正常运行，研究制定

制，及时增补必要的新技术产品，退出不再

医保支付政策；科学制定高值医用耗材医保

适合临床使用的产品。逐步实施高值医用耗

支付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已通过医

材医保准入价格谈判，实现“以量换价”。建

保准入谈判的，按谈判价格确定医保支付标

立高值医用耗材产品企业报告制度，企业对

准。对类别相同、功能相近的高值医用耗材，

拟纳入医保的产品需按规定要求提交相关价

探索制定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医保基金和

格、市场销量、卫生经济学评估、不良事件

患者按医保支付标准分别支付高值医用耗材

监测等报告，作为医保准入评审的必要依据。

费用，引导医疗机构主动降低采购价格。

建立高值医用耗材医保评估管理体系和标准

三、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严控高值医用

体系。

耗材不合理使用

（三）完善分类集中采购办法。按照带量

（六）严格医疗卫生行业管理责任落实。

采购、量价挂钩、促进市场竞争等原则探索

完善重点科室、重点病种的临床诊疗规范和

高值医用耗材分类集中采购。所有公立医疗

指南，严格临床路径管理，提高临床诊疗规

机构采购高值医用耗材须在采购平台上公开

范化水平。加强涉及高值医用耗材的手术管

交易、阳光采购。对于临床用量较大、采购

理，规范临床技术指导行为。使用单位将高

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

值医用耗材规范使用纳入医务人员规范化培

的高值医用耗材，按类别探索集中采购，鼓

训和继续教育内容，严格按产品说明书、技

励医疗机构联合开展带量谈判采购，积极探

术操作规范等要求使用。探索推进医疗机构

索跨省联盟采购。对已通过医保准入并明确

相关从业人员职业体系和专业化队伍建设。

医保支付标准、价格相对稳定的高值医用耗

完善高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管理，并将其纳

材，实行直接挂网采购。加强对医疗机构高

入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医

值医用耗材实际采购量的监管。

疗质量抽查力度，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行

（四）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取消公立医疗

动，从严查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

机构医用耗材加成，2019 年底前实现全部公

材临床使用违规行为，建立完善相关信用评

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零差率”销售，高值

价体系。

医用耗材销售价格按采购价格执行。公立医

（七）完善医疗机构自我管理。建立高值

疗机构因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

医用耗材院内准入遴选机制，严禁科室自行

入，主要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财政适当

采购。明确高值医用耗材管理科室，岗位责

补助、做好同医保支付衔接等方式妥善解决。

任落实到人。完善高值医用耗材使用院内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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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机制和异常使用预警机制，开展对医务人

（十）强化流通管理。提升高值医用耗

员单一品牌高值医用耗材使用、单台手术高

材流通领域规模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

值医用耗材用量情况监测分析，对出现异常

公立医疗机构要建立高值医用耗材配送遴

使用情况的要及时约谈相关医务人员，监测

选机制，促进市场合理竞争。规范购销合同

分析结果与其绩效考核挂钩。

管理，医疗机构要严格依据合同完成回款。

（八）加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管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通过“两票制”等方式减

理。将高值医用耗材使用情况纳入定点医疗

少高值医用耗材流通环节，推动购销行为公

机构医保服务协议内容，加强对医保医生管

开透明。将高值医用耗材相关企业及其从业

理，对违反医保服务协议的，通过约谈、警

人员诚信经营和执业情况纳入信用管理体

示、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以及暂停或解

系，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记录、公示和预警，

除协议等方式进行处理。完善医保智能审核

强化履约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加强高值医用耗材大数据分

（十一）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党风廉政建

析，对高值医用耗材使用频次高和费用大的

设。充分发挥公立医疗机构党组织的领导作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重点监控、重点稽

用，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加强党风廉

核、定期通报并向社会公开。建立定点医疗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公立医疗机构党组织

机构、医务人员“黑名单”制度，完善医保

要将预防和惩治高值医用耗材管理使用中的

定点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体系。

腐败问题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承

四、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严肃查处违法

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对高风险科室、岗位

违规行为

及人员严格监督管理的工作制度。公立医疗

（九）完善质量管理。严格规范高值医用

机构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耗材上市前注册审批流程，加强新产品医保

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医务人员严格遵守党纪国

管理与注册审批的有效衔接。提高医疗器械

法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高值医用耗材

注册技术要求，推动高值医用耗材标准逐步

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与国际接轨。及时公开相关审批信息，强化

（十二）部门联动加大违纪违法行为查处

社会监督。建立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和生产企

力度。建立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严厉打击

业产品质量终身负责制。加强高值医用耗材

商业贿赂、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伪造和虚开

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完善研发、审批、规

发票、企业变相捐赠等行为。各级纪检监察

范应用政策。鼓励高值医用耗材创新发展，

机关加大审查调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高值

支持医用耗材研发生产，加快高新技术型高

医用耗材领域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违

值医用耗材注册审批，推进市场公平竞争。

纪违法行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需要追

加大对生产企业的抽检、飞行检查、生产环

究刑事责任和应由司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依

节检查力度。建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残次率

法移送司法机关。要加大涉及高值医用耗材

报告系统，按照《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

典型案例的通报力度，形成震慑。

再评价管理办法》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五、完善配套政策，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测和再评价工作。

（十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明确政府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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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主体责任，落实政府对符合区域卫生规划

度。落实“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

的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学科

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

建设、人才培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

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

经费保障，以及对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

的要求，完善薪酬分配政策，调动医务人员参

员费用及政策性亏损补贴等的投入政策，确

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的积极性。

保公立医疗机构良性运行。

六、坚持三医联动，强化组织实施

（十四）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按照总

（十七）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治理高值

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

医用耗材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

原则，以及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

点任务，涉及面广，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

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提高体现技术

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

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做好医保与价格

义，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坚持问题导

政策的衔接配合。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向，分类施策，疏堵并举，确保改革平稳有

整机制，逐步理顺比价关系，促进提高医疗

序推进。

服务收入在医疗总收入中的比例，为理顺高

（十八）明确责任，分工协同。各地各有

值医用耗材价格创造有利条件。

关部门要切实增强改革定力，明确责任分工，

（十五）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快推

密切协同配合，确保治理高值医用耗材各项

进按病种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改革措施落地生效。鼓励地方结合实际，重

（DRGs）等支付方式改革，建立“结余留用、

点围绕分类集中采购、强化流通管理、规范

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促

公立医疗机构服务等方面，探索有效做法和

进医疗机构将高值医用耗材使用内化为运行

模式，及时总结推广。

成本，主动控制高值医用耗材使用。坚持控

（十九）加强宣传，合理引导。各地各有

制医疗费用与规范医疗服务质量并重，结合

关部门要及时准确解读政策，加强宣传引导，

临床路径管理，合理制订按病种付费方案，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努

扩大按病种付费的覆盖范围。

力营造改革的良好氛围。

（十六）加快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制

附件：重点任务分工（略）

国家药监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发布
定制式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规定（试行）的公告
（2019 年 第 53 号）
为规范定制式医疗器械注册监督管理，保障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满足患者
个性化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680 号）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了《定制式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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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监督管理规定（试行）》，现予发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药监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6 月 26 日

附件：
定制式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第一条

总

应当严格遵守医疗器械研制、生产、使用相

则

关规范要求，按照本规定和协议约定履行义
为满足临床实践中的罕见特殊

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个性化需求，规范定制式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第二章

保障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依
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定

第七条

定制式医疗器械名称应当符合

《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采用“产

制式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使用活动及其

品通用名称”后加括号“定制”的命名形式。

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备案管理

第八条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及医疗机构

对定制式医疗器械实行备案管

共同作为定制式医疗器械备案人，在生产、

理，生产、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应当按照本

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前应当向医疗器械生产

规定备案。

企业所在地（进口产品为代理人所在地）省、

定制式医疗器械不得委托生产。

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备

第四条

当定制式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病

案资料符合形式要求的，省、自治区、直辖

例数及前期研究能够达到上市前审批要求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当场予以备案（见附 1

时，应当按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体

—3）。备案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

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申报注册

的，应当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

或者办理备案。符合伦理准则且真实、准确、

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备案人并说明理由。

完整、可溯源的临床使用数据，可以作为临
床评价资料用于注册申报。
第五条

已备案的定制式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表
（见附 2）登载内容发生变化的，备案人应当

定制式医疗器械仅供提出特殊

提交变化情况的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向原

需求出具订单的医疗机构用于指定患者，非

备案部门变更备案信息。备案资料符合形式

订单机构或者非指定患者不得使用。

要求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

医疗机构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应当以患

部门应当在变更情况栏中载明变化情况。

者利益为核心，遵循伦理准则以及安全、有

备案人自行取消备案的，向原备案部门

效和节约原则。

提交自行取消备案相关资料。省、自治区、

第六条

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医疗机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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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其中自行取消备案日期为备案人提交取

目；

消备案相关资料日期。

（二）有在医疗机构注册的、能够使用定

备案、变更备案及取消备案信息（见附 2）

制式医疗器械的主诊医师；

应当及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

（三）具备使用同类已上市产品的经验，

管理部门政务网站上公开，通报医疗机构所

已开展同种疾病研究和治疗，临床专业水平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国内先进；

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并每半年向国家药品

（四）具备较高的医疗器械管理水平，已

监管数据共享平台（http://10.64.1.145）报送

建立完善的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管理体系，具

一次。

备医疗器械使用评价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未经备案或者备案已取消的，生产企业

测能力。

不得生产，医疗机构不得使用。
第九条

第十二条

当定制式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技术

不具备相同类型的依据标准规格批量生产的

原理、结构组成、关键性能指标及适用范围

医疗器械产品的有效注册证或者生产许可证

基本相同的定制式医疗器械构成一个备案单

时，或者主要原材料、技术原理、结构组成、

元。对于配合使用、以完成同一手术/医疗目

关键性能指标及适用范围基本相同的产品已

的的定制式医疗器械组合可以作为同一备案

批准注册的，备案自动失效。备案人应当主

单元。
第十条

动取消备案。
定制式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当
第三章

具备以下条件：

第十三条

（一）有定制式医疗器械研制、生产所需

设计加工

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双方应

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

的专业技术人员；

制作订单应当列入协议。

（二）具备定制式医疗器械研制能力和研

第十四条

究基础；

定制式医疗器械应当由医疗

机构与生产企业达成一致后填写书面订单，

（三）有相同类型的依据标准规格批量生

订单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产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及相应生产许可证（境

（一）生产企业信息，包括生产企业名称、

外生产企业应当持有注册地或者生产地址所
在国家或者地区医疗器械主管部门出具的企

住所、生产地址、负责人、联系人、联系电

业资格证明文件）；

话；
（二）医疗机构信息，包括医疗机构名称、

（四）有相同类型的依据标准规格批量生
产的医疗器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经验，并符

地址、负责人、主诊医师、联系人、联系电

合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

话；

第十一条

（三）患者信息，包括姓名（可以按姓名

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医疗

首字母缩写或数字代码标识，前提是可以通

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过记录追踪到指定患者）、住院号、性别、年

（一）三级综合或者三级专科医院，具有

龄、病情描述、治疗方案、治疗风险等；

与使用的定制式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诊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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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定制式医疗器械原因的声明；

5.需经过医工交互平台进行数据传递时，

（五）定制需求，包括定制医疗器械临床

医工交互平台应当经过必要的验证，防止信

数据（影像数据、检查数据、病损部位、病

息丢失。

损模型等）、医疗目的和定制医疗器械要求说

6.定制式医疗器械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如

明等；

果存在设计更改，必须经过相关的验证和确

（六）产品设计要求、成品交付要求、产

认，保留设计更改记录，并告知医疗机构授

品验收标准、产品验收清单等；

权主诊医师并经过其确认，确认记录需进行

（七）授权主诊医师和生产企业联系人签

保存。

字及日期。
第十五条

（三）质量控制。
在保护患者隐私的情况下，

生产企业应当规定定制式医疗器械产品

生产企业应当将定制式医疗器械产品设计环

的放行程序、条件和批准要求。

节延伸到医疗机构。
第十六条

（四）追溯管理。

定制式医疗器械研制、生产

生产企业应当建立每一件定制式医疗器

除符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相关附

械产品的唯一识别编号，并确保信息具有可

录要求外，还应当满足以下特殊要求：

追溯性。

（一）人员。

定制式医疗器械相关文件记录的保存期

对于参与产品设计制造的医务人员和工

限应当不少于生产企业所规定的医疗器械的

程人员应当有明确的分工和清晰的职责界

寿命期，对于植入性定制式医疗器械的文件

限，能够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记录应当永久保存，对于非植入的其他定制

（二）设计开发。

式医疗器械的文件记录应当自放行产品的日
期起不少于 5 年。

1.作为设计输入重要信息载体的制作订
单，应当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所要设计

第十七条

的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参数特点。

定制式医疗器械的说明书和

标签原则上应当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

2.制作订单型式应当包括纸质订单，可以

签管理规定》的要求。

包括影像数据资料等。如对影像数据扫描参

（一）说明书至少还应当特别标明以下事项：

数有特定范围要求，也应当一并提出。

1.可以识别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唯一识别
编号（识别号）；

3.用于数据处理或者采集数据（影像资料）
转化用的软件应当经过验证和确认，并应当选

2.患者姓名（可以按姓名首字母缩写或数

取最极端情况测试所有文件转化过程。

字代码标识，前提是可以通过记录追踪到指
定患者）以及该定制式医疗器械是某个患者

4.定制式医疗器械应当经过必要的设计
验证。设计验证可以采用多种模式，如制作

专用的声明；

试样、设计评价、三维计算机模拟（有限元

3.医疗机构名称，以及开具设计制作订单

分析等）、临床对比等，生产企业应当在包括

的主诊医师姓名；

设计和开发在内的产品实现全过程中，制定

4.定制要求。

风险管理的要求并形成文件，保持相关记录。

（二）标签至少还应当特别标明以下事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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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式医疗器械开展评价工作。由医疗、护

1.可以识别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唯一识别
编号（识别号）；

理、临床工程技术、医院感染控制、生产企

2.患者姓名（可以按姓名首字母缩写或数

业技术人员等组成评价工作技术团队，对定

字代码标识，前提是可以通过记录追踪到指

制式医疗器械使用的实际效果和质量安全情

定患者）；

况进行分析评价，并将此评价结果作为后期

3.医疗机构名称，以及开具设计制作订单

合理使用的重要依据。

的主诊医师姓名。
第十八条

第二十三条

定制式医疗器械备案人应

每年 1 月底前，备案人应当

当按照《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

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

理办法》有关规定开展定制式医疗器械不良

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上一年度定制

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工作。

式医疗器械的生产和使用年度报告（见附 4）。
第四章

第二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完善的

安全防范措施和风险控制计划，发生严重不

使用管理

良事件等紧急情况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定制式医

采取防范控制措施，及时处置。

疗器械查验记录制度，按照协议和制作订单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在定制式医疗器械

确认的设计要求、产品验收标准、产品验收

使用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使

清单等验收定制式医疗器械，符合要求的，

用，会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调查分析，

签字确认，做好交付记录并保存。

进行风险受益评估，采取必要风险控制措施，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向患者或者其

并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

监护人告知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原因及使

管理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

用风险，获得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并签署

（一）相关医疗技术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知情同意书后，与生产企业协商制作订单。

废除或者禁止使用；

医疗机构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前，向患者或

（二）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的主要专业技

者其监护人告知产品备案等情况。

术人员或者关键设备、设施及其他辅助条件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将定制式医疗

发生变化，不能正常使用；

器械的制作订单，产品验收、调改、使用、退

（三）发生与定制式医疗器械直接相关的

回等信息以及与使用质量安全密切相关的必要

严重不良事件；

信息妥善保存，确保信息具有可追溯性，并在

（四）定制式医疗器械存在产品质量和安

病历中记录定制式医疗器械产品名称和唯一识

全隐患，或者使用效果不确切；

别编号。相关信息的保存期限应当不少于生产

（五）定制式医疗器械存在伦理缺陷；

企业所规定的医疗器械的寿命期，对于植入性

（六）已有批准上市可替代医疗器械；

定制式医疗器械的相关信息应当永久保存，对

（七）其他需要停止使用的情形。

于非植入的其他定制式医疗器械，从生产企业

必要时，备案人应当取消备案，有关省、

交付产品的日期起不少于 5 年。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直接

医疗机构应当对使用后的

取消相关产品备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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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式医疗器械不得在大

构使用的。

众传播媒介进行广告宣传。
第二十七条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使用未经备案、

除法律法规允许外，禁止

超出备案范围或者备案失效定制式医疗器

将患者信息用于生产和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

械的，由市县两级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

以外的其他用途。

门向社会公告，并纳入诚信档案，同时通

第五章

报医疗机构及相关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

监督管理

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卫生健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

康行政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定制式医疗器械生

医疗机构应当停止使用而未停止使用

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市县两级负责药品监

的，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有关未

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定期对使用定制式医疗器

停止使用医疗器械的情形予以处理。

械的医疗机构开展检查。
第六章

如发现定制式医疗器械可能引起重大安
全隐患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

第三十一条

附

则

定制式医疗器械是指为满

理部门应当及时中止相关定制式医疗器械的

足指定患者的罕见特殊病损情况，在我国已

生产和使用；对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

上市产品难以满足临床需求的情况下，由医

监督管理部门未及时处理的，国家药品监督

疗器械生产企业基于医疗机构特殊临床需求

管理部门应当责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

而设计和生产，用于指定患者的、预期能提

监督管理部门中止相关定制式医疗器械的生

高诊疗效果的个性化医疗器械。

产和使用。
第二十九条

患者匹配医疗器械是指医疗器械生产企
生产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

业在依据标准规格批量生产医疗器械产品基

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础上，基于临床需求，按照验证确认的工艺

向社会公告，并纳入企业诚信档案，同时通报

设计和制造的、用于指定患者的个性化医疗

相关使用医疗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器械（例如定制式义齿）。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本规定所指的定制式医疗器械不包含患

（一）未取得备案，或者备案失效后生产

者匹配医疗器械。患者匹配医疗器械应当按

并提供给医疗机构使用的；

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体外诊断试剂

（二）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

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注册或者备案，

段取得定制式医疗器械生产使用备案的；

注册/备案的产品规格型号为所有可能生产

（三）超出备案范围生产并提供给医疗机

的尺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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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类型的医疗器械是指主要原材料、

械定制备 XXXX2-XX3。

生产工艺、技术原理、结构组成、关键性能
指标及适用范围基本相同的医疗器械。

其中：X1：备案部门所在地简称，XXXX2：
备案年份，XX3：备案流水号。

第三十二条 符合《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
序》有关规定的医疗器械，不适用于本规定。

第三十五条
起施行。

含有药物成分或者细胞、组织等生物活

附：

性成分的定制式医疗器械不适用于本规定。
第三十三条

军队医疗机构使用定制式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1.定制式医疗器械备案资料要求及说明
（略）

医疗器械的监管工作，由军队卫生主管部门

2.定制式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表（略）

负责。

3.定制式医疗器械备案表（略）

第三十四条

备案号的编排方式为：X1

4.定制式医疗器械年度报告表（略）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药监综械注〔2019〕56 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医疗器械监管和卫生管理效能，进一步保障公众用
械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
现将《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9 年 7 月 1 日

附件：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

开展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现制

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深

定以下方案。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任务》，国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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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

实现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的创建、赋予以及数

中国战略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

据上传下载和共享功能，形成试点品种的医

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药品安全“四个

疗器械唯一标识数据库，建立唯一标识数据

最严”的要求，加强对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

平台。

监管，初步建立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实

（二）开展唯一标识在医疗器械生产、经

现唯一标识在生产、经营、流通和使用中的

营、流通和使用等各环节的试点应用，形成

示范应用，探索形成从源头生产到最终临床

示范应用标准和规范。

使用全链条联动，不断累积经验，为后期全

（三）探索利用唯一标识实现医疗器械不

面推行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制度，提升医疗器

良事件报告、产品召回及追踪追溯等实施应

械监管效能和卫生健康管理效率，切实保障

用。

公众用械安全，推动形成医疗器械监管治理
新格局奠定基础。
二、基本原则

（四）探索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在卫生、医
保等领域的衔接应用，实现注册审批、临床
应用、医保结算等信息平台的数据共享。

（一）突出重点，兼顾拓展性。根据当前

四、试点范围

医药卫生改革需要，重点选取第一批实施唯

（一）参与单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一标识的部分高风险医疗器械作为试点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部分省级药品监督管

种，同时考虑到今后的全面实施，将不同种

理部门、省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遴选的境

类的典型产品纳入试点工作，便于推广和扩

内外医疗器械注册人、经营企业、流通企业、

展。

使用单位、学会协会以及发码机构等。

（二）多方参与，展现示范性。充分调动

（二）试点品种。以心脏、颅脑植入物、

医疗器械注册人，生产、经营、流通企业，

假体类等高风险植（介）入类医疗器械为重

使用单位的积极性，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参与

点品种，同时覆盖不同种类的典型产品。

试点工作，实现各关键环节参与，展现医疗

五、职责任务

器械全链条的示范应用。

（一）医疗器械注册人。按照唯一标识系

（三）及时总结，注重实效性。扎实推进

统规则和标准，对其产品创建和赋予唯一标

试点工作开展，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评

识，完成唯一标识数据库数据上传工作，向

估实施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和

下游企业或者使用单位提供唯一标识信息，

规范。

探索建立唯一标识在产品追溯中的应用模

三、工作目标

式，形成相应的操作规范。

（一）建立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框架。

（二）经营流通企业。形成医疗器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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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业务中应用唯一标识的工作流程，验证

平台的整体功能，在不良事件报告、产品召

多码并行的操作性，制定唯一标识数据库数

回等监管工作中尝试应用唯一标识，推进唯

据与业务系统的对接操作流程，探索与医疗

一标识在医药、医疗、医保领域的衔接应用。

器械注册人、使用单位、监管部门协同机制。
（三）使用单位。做好唯一标识与医疗业
务系统的对接工作，探索唯一标识与医疗器

（九）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督促本行
政区域内试点企业积极配合试点工作，探索
唯一标识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的应用。

械管理、临床应用等系统的衔接。

六、试点进度安排

（四）发码机构。制定针对本机构的唯一

（一）2019 年 7 月，确定试点品种、参与

标识编制标准及指南，指导医疗器械注册人

单位。成立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部门协作

开展唯一标识创建、赋码工作，验证本机构

工作小组，印发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试

唯一标识编制标准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点培训，启动试点工作。试点单位制定实施

制定的相关标准，并确保唯一标识的唯一性，

方案，细化任务措施，明确验收指标。

验证按其标准编制的唯一标识在流通、使用
等环节可识读性。

（二）2019 年 8 月—11 月，组织验证医
疗器械唯一标识的创建和赋予。

（五）行业协会。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参与

（三）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组织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试点工作，定期收集和汇

验证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数据库的上传、下载

总试点企业的反馈意见，提出完善建议。

和接口标准。

（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单位。组
织研究卫生健康管理中对唯一标识系统建设

（四）2020 年 3 月—6 月，组织验证唯一
标识数据的部门间衔接和扩展应用。

的需求，提出数据共享的要求，组织部分使

（五）2020 年 7 月，组织召开试点总结会，

用单位开展唯一标识试点应用，进一步规范

形成试点报告，完善首批产品唯一标识实施

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管理。

方案。

（七）省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会同省级

七、保障措施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本行政区域内使用单

（一）组织保障。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

位参与唯一标识试点，探索唯一标识在日常

建设是一项重要的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

卫生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模式和方法，形成可

影响深远，是创新医疗器械治理模式的重要

推广的经验。

手段，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

（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单位。负

开展试点工作意义重大。各试点单位要充分

责统筹推进试点工作，开展试点培训，验证

认识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根据试点工作统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标准、数据库

一部署，加强协调，落实责任，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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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进试点工作开展。各试点单位要高度

唯一标识制度提供长效的技术支撑保障。

重视，指派专人负责，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
开展。

（三）机制保障。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
试点工作涉及多方参与，是跨部门、跨领域

（二）技术保障。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

的项目，需要各方积极沟通，及时研究问题，

工作专业性、技术性强，需要强有力的技术

形成解决方案，保障试点工作的有序开展。

保障。各方要充分利用相关领域的技术力量，

各试点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及时分析、总

必要时建立专门的技术咨询小组，以支持各

结，重要问题和建议，及时报告，确保试点

试点单位开展试点工作，并为后期全面推行

工作顺利推进。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
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19〕55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备案。各

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

级各类医疗机构在省级目录基础上，形成本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

机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省级和各

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和国家卫

医疗机构的目录应当按照要求以政务公开、

生健康委《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

院务公开、官方网站公示等形式向社会公布。

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

二、重点监控目录内药品的临床应用
各医疗机构要建立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

中医药局在各地报送的省级推荐目录基础
上，形成了《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
（以下简称《目
录》）。现印发给你们，供各地在加强合理用
药管理、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工作中使
用，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品管理制度，加强目录内药品临床应用的全
程管理。进一步规范医师处方行为，对纳入
目录中的药品制订用药指南或技术规范，明
确规定临床应用的条件和原则。已有相关用
药指南或指导原则的，要严格按照指南或原
则执行。对纳入目录中的全部药品开展处方

一、制定省级和各医疗机构目录

审核和处方点评，加强处方点评结果的公示、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会同中医药

反馈及利用。对用药不合理问题突出的品种，

主管部门在《目录》基础上，形成省级重点

采取排名通报、限期整改、清除出本机构药

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并公布。公布后及时

品供应目录等措施，保证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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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目录外药品的处方管理

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既

对未纳入目录的化药、生物制品，医师

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

要严格落实《处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处方。

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适应证、疾病诊疗规

四、加强药品临床使用监测和绩效考核

范指南和相应处方权限，合理选择药品品种、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

给药途径和给药剂量并开具处方。对于中药，

门和各医疗机构要建立完善药品临床使用监

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

测和超常预警制度。重点将纳入目录的药品

导原则》
《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

临床使用情况作为医疗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

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开具中药处

的考核内容，与医疗机构校验、评审评价、

方。其他类别的医师，经过不少于 1 年系统

绩效考核相结合，考核结果及时公示。对尚

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

未纳入目录管理的药品，做好常规临床使用

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

监测工作，发现使用量异常增长、无指征、

药处方；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

超剂量使用等问题，要加强预警并查找原因。

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或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人员要严肃处理。

学位的，或者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
的 2 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总学时数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对
《目录》进行动态调整。

不少于 850 学时）并取得相应证书的，或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

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

格考核考试办法》有关规定跟师学习中医满 3

201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化药及生物制品）（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序号

药品通用名

1

神经节苷脂

11

鼠神经生长因子

2

脑苷肌肽

12

胸腺五肽

3

奥拉西坦

13

核糖核酸Ⅱ

4

磷酸肌酸钠

14

依达拉奉

5

小牛血清去蛋白

15

骨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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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列地尔

16

脑蛋白水解物

7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

17

核糖核酸

8

复合辅酶

18

长春西汀

9

丹参川芎嗪

19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10

转化糖电解质

20

马来酸桂哌齐特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启用
新版《药品生产许可证》等许可证书的通知
（药监综药管〔2019〕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

相关证书。

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

发放、使用电子证书的地区，电子证书
样式应当与新版纸质证书样式保持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及有

三、各省（区、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要

关药品上市后监管的法规规定，国家药品监

高度重视此次新版许可证的换发工作，结合

督管理部门统一制定《药品生产许可证》等

实际周密部署，确保换证工作平稳有序。要

许可证书样式。为规范药品行政许可证明文

明示办理标准、程序要求，按照时限办理，

件样式和换发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严格审查把关。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换证。

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制定新版

四、为便于统一管理，对 2019 年尚未到

《药品生产许可证》《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期的许可证书，由各省（区、市）药品监督

《药品经营许可证》
《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

管理局组织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为其更换新

《放射性药品经营许可证》《放射性药品使用

版许可证，有效期与原证一致。

许可证》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包
括正、副本）等 7 种许可证书样式（见附件 1）。

五、在换证工作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
及时与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联系。

新版证书的正、副本上须注明日常监管机构

附件：

和监督举报电话，落实监管责任，接受社会

1.《药品生产许可证》等 7 种许可证书

监督。

样式（略）

二、新版许可证书样式自 2019 年 9 月 1

2.新版许可证书申领表（略）

日起启用，各省（区、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应按照新版许可证书样式向新申领单位核发

2019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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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国家医保局：《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
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在国务院新

全透明，销售零差率，准入管一批，招采降

闻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1 日下午举行的国务院

一批，支付标准规范一批”等综合举措理顺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了治理高值医用耗

高值医用耗材价格形成机制，切实降低虚高

材改革方案有关情况。

的价格。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要

二是防滥用。严格行业管理、医保管理

求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减轻人民群众就医用药

和医院自我管理，综合整治高值医用耗材过

的负担，2019 年 5 月 2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度使用等乱象。

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治理高值

三是严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合响应的违

医用耗材改革方案》，要求理顺高值医用耗材

法违纪违规查处机制，强化对生产、流通、

价格体系，完善全流程监督管理，净化市场

使用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

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推动形成高值医

四是助发展。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合理

用耗材质量可靠、流通便捷、价格合理、使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完

用规范的治理格局，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善薪酬制度等，合理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

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持续推进，特别是

务价值，促进医疗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药品领域综合治理的逐步深入，高值医用耗

《方案》的具体措施包括：

材价格虚高、过度使用等问题日益突显，成

一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降低虚高价格。

为增加人民群众就医负担的主要因素。各地

统一耗材分类和编码，将单价和资源消耗占

结合实际，探索实施了高值医用耗材领域的

比相对比较高的耗材作为重点的治理对象。

相关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尚未从

实行医保准入和动态调整，逐步实施准入价

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各项改革举措，改革尚不

格谈判，建立企业报告制度。完善分类集中

系统、不协调、不深入，部门之间未能形成

采购办法，公立医疗机构在采购平台上须公

合力，相关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开交易，探索开展集中或者联合带量采购，

此次改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

取消耗材加成，实施零差率。完善医保支付
政策，引导医疗机构主动降低采购价格。

高、过度使用等突出问题，疏堵并举，三医

二是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严控不合理使

联动，综合施策，主要改革聚焦以下四个方

用。落实医疗卫生行业管理责任，完善临床

面：

诊疗规范和指南，加强手术跟台管理，建立
一是促降价。通过“编码可比对，平台

院内准入遴选、点评和异常使用预警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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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定点医疗机构行为管理，完善医保智能

坚持三医联动，强化组织实施，提出要加大

审核系统，建立黑名单制度。

财政投入力度，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深

三是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严肃查处违

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快建立符合行业特

法违规行为。完善质量管理，严格注册审

点的薪酬制度等配套措施。要求各地各有关

批，建立追溯体系和产品质量终身负责制。

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分

落实再评价和召回制度，强化流通管理，

工协同，加强宣传、合理引导，确保改革平

建立配送遴选机制，鼓励实行“两票制”
。

稳有序推进。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下一步，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按照《方案》

加大纪检监察力度，严肃查处贪污贿赂失

的重点任务、分工和时间表，启动实施各项

职渎职等行为。

改革任务，逐步减轻人民群众的就医负担，

为保障改革落地见效，
《方案》还强调要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国家药监局制定并实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
关于高值医用耗材国产化、可及性是一

医疗器械进入特别审批通道，进行优先审批。

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协同作战，

进入这个通道以后，主要采取早期介入、专

包括产业界，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国家

人负责、全程指导，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

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的职

减少的情况下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从统计来

能部门，这些年来一直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看，实施这项措施以来，进入这个通道注册

总书记关于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一系列

的产品比同类其他产品的时限减少 83 天。从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关于改革药品医

2014 年实施这项制度以来，截止到今年 6 月

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和《关于深化

底，一共有 222 个产品申请进入这个通道，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批准 65 个产品上市。这其中，

意见》这两个文件的部署和要求，国家药品

国产化的产品是 64 个，占了整个产品的

监督管理局围绕发展和监管，确定了两条线

98.5%，其中包括高值医用耗材，像分支型主

的工作目标：坚决守住公众用药用械的安全

动脉覆膜支架、介入人工生物心脏瓣膜等，

底线，努力助推产业创新发展的高线。围绕

这是国家采取的第一项措施。

产业创新发展，包括高值耗材的创新发展，

二是对临床急需等产品采取优先审批，

这些年采取了一系列工作措施，主要有四个

加快产品上市，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

方面：

点研发计划涉及到的医疗器械，诊断或者治

一是国家药监局制定并实施创新医疗器

疗罕见病、恶性肿瘤、老年人特有和多发疾

械特别审批程序，加快创新器械的注册速度。

病以及专门用于儿童的医疗器械，临床急需

具有我国发明专利，在技术上属于国内首创，

的医疗器械，这些情形的医疗器械予以优先

而且在国际领先，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

审批。从 2016 年实施这项制度以来，目前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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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 个产品批准上市，这其中包括高值医用

国家药监局这些年围绕促进创新发展采

耗材，像药物洗脱球囊导管、中空纤维膜血

取的措施，实施以来，不仅优化了医疗器械

液透析滤过器。

审评审批工作，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而

三是国家药监局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制

且也促进了产业的创新发展。回顾这些年，

度试点。过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

通过相关部门和产业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是捆绑在一起的，注册人制度核心的变化就

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呈现两大良好态势：

是把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解绑，这样可以极

一是整个产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远远高于

大促进创新研发的活力，优化资源。我们去

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二是创新发展的

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天津、广东三个地

势头非常迅猛。特别是在临床上有相当一大

区试点，从试点的情况看，效果非常好，目

批中高端的医疗器械实现了国产化，逐步替

前已经有 13 个产品通过这种形式批准上市。

代进口产品，而且从临床的产品质量来看，

四是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我们

也普遍受到了患者认可，价格比进口产品有

实施医疗器械注册电子申报，进一步提升审

一些优势。像经导管介入的瓣膜、冠状动脉

评效率。我们从今年 6 月 24 日开始，正式启

药物洗脱支架、骨科植入物，基本替代了进

动实施医疗器械的申报、受理、审评、审批

口产品，临床效果非常好。

全过程的电子化，由过去的纸质资料转变为

当然，离高值医用耗材全面国产化还有

电子资料，这项措施实施后，不仅优化流程、

距离，我们也需要持续发力做好这方面的工

提升效率，更主要的是方便了企业。

作，同时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国家药监局关于定制式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规定（试行）的解读
为规范定制式医疗器械注册监督管理，
保障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满

医疗器械，分为定制式医疗器械和患者匹配
医疗器械。

足患者个性化需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

定制式医疗器械是指为满足指定患者的

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定制式医疗

罕见特殊病损情况，在我国已上市产品难以

器械监督管理规定（试行）》，自 2020 年 1 月

满足临床需求的情况下，由医疗器械生产企

1 日起施行。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

业基于医疗机构特殊临床需求而设计和生

一、关于定义

产，用于指定患者的、预期能提高诊疗效果

个性化医疗器械是指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的个性化医疗器械。因此，定制式医疗器械

根据医疗机构经授权的医务人员提出的临床

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用于诊断治疗罕见特殊

需求设计和制造的、满足患者个性化要求的

病损情况，预期使用人数极少，没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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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样本开展临床试验；二是我国已上市产

备相同类型的依据标准规格批量生产的医疗

品难以满足临床需求；三是由临床医生提出，

器械产品的有效注册证或者生产许可证时，

为满足特殊临床需求而设计生产；四是用于

或者主要原材料、技术原理、结构组成、关

某一特定患者，预期能提高诊疗效果。

键性能指标及适用范围基本相同的产品已批

患者匹配医疗器械是指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在依据标准规格批量生产医疗器械产品基

准注册的，备案自动失效。备案人应当主动
取消备案。

础上，基于临床需求，按照验证确认的工艺

定制式医疗器械研制、生产除应当符合

设计和制造的、用于指定患者的个性化医疗

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相关附录要求

器械。患者匹配医疗器械具有以下特点：一

外，还应当满足特殊要求，包括医工交互的

是在依据标准规格批量生产医疗器械产品基

人员、设计开发、质量控制及追溯管理方面

础上设计生产、匹配患者个性化特点，实质

的要求。

上可以看作标准化产品的特定规格型号；二

定制式医疗器械的说明书标签应当体现

是其设计生产必须保持在经过验证确认的范

定制的特点，可以追溯到特定患者。为加强

围内；三是用于可以进行临床研究的患者人

上市后监管，定制式医疗器械的生产和使用

群。如定制式义齿、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

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对于定制式医疗器械使

触镜、骨科手术导板等。患者匹配医疗器械

用及广告、患者信息保护也提出了相应要求。

应当按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体外诊

当定制式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病例数及前

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注册或者

期研究能够达到上市前审批要求时，相关生

备案，注册/备案的产品规格型号为所有可能

产企业应当按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生产的尺寸范围。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申报注

二、关于监管方式

册或者办理备案。符合伦理准则且真实、准

考虑到产品特点，定制式医疗器械难以

确、完整、可溯源的临床使用数据，可以作

通过现行注册管理模式进行注册，因此对定

为临床评价资料用于注册申报。如金属 3D 打

制式医疗器械实行上市前备案管理。定制式

印定制式颈椎融合体，在临床应用一定例数、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共同作为备案

产品基本定型后，可以作为患者匹配医疗器

人，在生产、使用定制式医疗器械前应当向

械申报注册。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所在地（进口产品为代理

三、不适用情形

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

患者匹配医疗器械，符合《医疗器械应

理部门备案。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定制

急审批程序》有关规定的医疗器械，以及含

式医疗器械不得委托生产，备案人应当具备

有药物成分或者细胞、组织等生物活性成分

相应条件。当定制式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不具

的定制式医疗器械均不适用于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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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
国家药监局关于 2018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摘要）
一、药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新药注册申请 106 个品种（包括预防用生物

2018 年，药审中心受理新注册申请共

制品 6 件，治疗用生物制品 117 件，共涉及

7336 件（以受理号计，下同），其中需技术审

123 件受理号），较 2017 年增长了 62%。其中，

评的注册申请 5574 件，直接行政审批（无需

受理 1 类生物制品 NDA 9 个品种（包括预防

技术审评，下同）的注册申请 1762 件。与 2017

用生物制品 2 件，治疗用生物制品 9 件，共

年相比，2018 年药审中心需技术审评的注册

涉及 11 件受理号），较 2017 年增长了 4.5 倍。

申请任务受理量大幅增长（较 2017 年增长了

（一）总体情况。

47%），且中药、化药和生物制品各类药品注

2018 年，药审中心受理的 7336 件新注

册申请任务受理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较

册申请中，化药注册申请受理量为 5979 件，

2017 年分别增长了 30%、50%和 42%）
。

占 2018 年全部注册申请受理量的 82%，2018

2018 年，药审中心受理 1 类创新药注册
申请共 264 个品种（涉及 533 件受理号，化

年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与近 3 年比较
详见图 1。

药的品种数以活性成分统计，中药和生物制
品的品种数均以药品通用名称统计，下同），
较 2017 年增长了 21%。其中，受理 1 类创新
药的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 239 个品种，
较 2017 年增长了 15%；受理 1 类创新药的新
药上市申请（NDA）25 个品种，较 2017 年增
长了 150%。
2018 年，药审中心受理 1 类化药创新药
注册申请共 157 个品种，其中，受理 1 类化

需技术审评的 5574 件注册申请中，化药

药创新药 NDA 16 个品种，较 2017 年增长了

为 4459 件，占全部需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受

100%。

理量的 80%，中药和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分别

2018 年，药审中心受理 1-6 类中药新药

为 300 件和 815 件。

注册申请共 37 个品种，其中，受理中药 NDA

（二）国产创新药受理情况。

8 个品种，较 2017 年增长了 7 倍；受理中药

药审中心受理国产 1 类创新药注册申请

IND 29 个品种，且有 1 个品种为 1 类中药创

448 件（涉及 222 个品种），其中受理临床申

新药 IND 申请。

请 403 件（涉及 198 个品种），上市申请 45

2018 年，药审中心受理 1 类生物制品创

件（涉及 24 个品种）。按药品类型统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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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323 件（涉及 115 个品种），中药 2 件（涉

受理创新药 NDA 16 个品种，较 2017 年增长

及 1 个品种），生物制品 123 件（涉及 106 个

了一倍。2018 年受理的 157 个化药创新药注

品种），创应症主要集中在抗肿瘤、内分泌系

册申请中，国产化药创新药注册申请为 115

统和消化系统领域。

个品种，进口化药创新药注册申请为 42 个品

（三）进口药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受理 5.1 类化药进口原研药注

种，2015 年至 2018 年创新药注册申请受理情
况详见图 4。

册申请 75 件（涉及 50 个品种），受理 1 类进
口创新药注册申请 85 件（涉及 42 个品种），
创新药的适应症主要集中在抗肿瘤、循环系
统和消化系统领域。
（四）各类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1.化药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受理化药注册申请共 5979 件，
（2）化药新药临床试验申请适应症。

其中受理化药 NDA 申请 107 件，较 2017 年
增长了 43%；受理仿制药上市申请（ANDA）

药审中心受理化药 IND 申请 457 件，其

982 件，较 2017 年增长了 79%。化药各类注

中受理国产化药 IND 申请 325 件，受理进口

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2。2018 年化药临床、

IND 申请 132 件。国产化药 IND 申请的适应症

上市和一致性评价注册申请受理情况与近三
年比较详见图 3。

主要集中在抗肿瘤、内分泌系统和消化系统
领域。进口 IND 申请的适应症主要集中在抗
肿瘤、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领域，具体治
疗领域分布详见图 5。

2.中药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受理中药注册申请 413 件，其
中受理中药 IND 申请 31 件，受理中药 NDA 8
件，受理中药 ANDA 8 件。中药各类注册申请
受理情况详见图 6。2018 年中药临床和上市
（1）创新药受理情况。

注册申请受理情况与近三年比较详见图 7。

药审中心受理 1 类化药创新药注册申请

（1）中药新药受理情况。

157 个品种，整体较 2017 年略有增加，其中

药审中心受理 1-6 类中药新药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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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近三年比较详见图 9。
（1）1 类生物制品创新药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受理 1 类生物制品创新药注册
申请 123 件（包括预防用生物制品 6 件，治
疗用生物制品 117 件），较 2017 年增长了
62%。其中，受理 1 类生物制品 NDA 11 件（包
括预防用生物制品 2 件，治疗用生物制品 9
件，共涉及 9 个品种），较 2017 年增长了 4.5
倍；受理 1 类生物制品 IND 112 件（包括预防
用生物制品 4 件，治疗用生物制品 108 件，
共涉及 97 个品种），较 2017 年增长了 51%。
39 件，其中受理中药 NDA 8 件（涉及 8 个品
种），较 2017 年增长了 7 倍；中药 IND 31 件

（2）1 类治疗用生物制品创新药临床试验
申请适应症。

（涉及 29 个品种），其中 1 类中药创新药 IND
申请有 2 件（涉及 1 个品种）。
（2）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申请适应症。
药审中心受理中药 IND 申请 31 件，主要
治疗领域为消化、心血管、呼吸和精神神经，

药审中心受理 1 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IND
申请 108 件（涉及 93 个品种），适应症主要
集中在抗肿瘤治疗领域，占全部 1 类治疗用
生物制品 IND 申请的 70%，具体治疗领域分
布详见图 10。

占全部中药 IND 申请的 65%。
3.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受理生物制品注册申请 944 件，
其中受理生物制品 IND 申请 298 件；受理生
物制品 NDA 85 件，较 2017 年增长了 70%。
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8。
2018 年生物制品临床和上市注册申请受理情
二、药品注册申请审评审批情况
（一）审评审批总体完成情况。
1.全年审评审批完成情况。
2018 年底，药审中心实现中药、化药、
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按时限审评审批率已
超过 90%，基本完成了 44 号文件确定 2018
年实现按规定时限审批的工作目标。全年完
成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共 9796 件，其中完成
需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 7988 件（包含 4052
件需技术审评的行政审批任务），完成直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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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批的注册申请 1808 件。

2018 年，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 IND 申

2018 年底排队等待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

请 947 件，审评通过（往年的年度审评报告

已由 2015 年 9 月高峰时的近 22000 件降至

中表述为“审评通过建议批准”，下同）NDA

3440 件（不含完成审评因申报资料缺陷等待

175 件，审评通过 ANDA 1038 件。

申请人回复补充资料的注册申请），进一步巩

审评通过上市 1 类创新药 9 个品种，审

固了 44 号文件要求解决注册申请积压的成

评通过进口原研药 67 个品种，具体品种详见

效。2014 年-2018 年排队等待审评审批的注

附件 1、2。

册申请数量变化情况详见图 11。

（二）化药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药注册申请 6624
件，其中完成化药临床申请（IND 和验证性临
床）共 843 件，完成化药 NDA 206 件，完成
化药 ANDA 2353 件。完成审评的化药各类注

完成审评的申请中，化药注册申请为

册申请情况详见图 14。

6624 件，约占全部审评完成量的 83%。2018
年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与近三年
比较详见图 12。

2.审评通过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药 NDA 206 件，
2.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 IND 申请审评 1094 件，完
成 NDA 审评 296 件，完成 ANDA 审评 2388
件，2018 年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与近
三年比较详见图 13。

3.审评通过情况。
23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4

其中审评通过 132 件，与前三年比较（以受
理号计）详见图 15，2018 年完成审评的化药
各类注册申请具体情况详见表 1。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药 IND 申请 603
件，审评通过批准 IND 申请 554 件，其中批
准 1 类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449 件（涉及 172
个品种）。1 类化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数量
与前三年比较（以品种计）详见图 16。

关黄母颗粒、金蓉颗粒）。完成审评的中药各
类注册申请具体情况详见表 2，中药 IND 批准
和 NDA 通过量与前三年比较（以受理号计）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创新药临床试验
的 172 个品种中，抗肿瘤药物、消化系统药
物、内分泌系统药物和抗感染药物较多，占
全部创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数量的 68%。批准

详见图 19。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临床试验的中药
IND 申请 44 件，涉及 10 个适应症领域，其中
心血管、精神神经、呼吸较多，共占 48%，

临床试验的化药创新药适应症分布（以品种
计）详见图 17。
（三）中药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中药注册申请 393
件，其中完成 IND 申请 61 件，完成 NDA 9 件，
完成 ANDA 35 件。完成审评的中药各类注册
申请情况详见图 18。
2.审评通过情况。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中药 IND 申请 44
件；审评通过中药 NDA 2 件（涉及 2 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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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治疗领域分布详见图 20。
（四）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2018 年，药审中心共完成行政审批任务
5860 件，其中，完成无需技术审评的直接行

1.总体情况。

政审批任务（即无需技术审评的补充申请）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注册申请

1808 件，平均审批时限为 12.3 个工作日，远

共 971 件，其中完成预防用生物制品 IND 申

小于法定的 20 日行政审批时限，其中有 1656

请（预防用 IND）53 件，完成治疗用生物制

件任务在法定的 20 日时限内完成，全年平均

品 IND 申请（治疗用 IND）377 件，完成预防

按时限完成率为 92%；完成需技术审评品种

用生物制品 NDA（预防用 NDA）18 件，完成

的行政审批任务（即临床申请、进口再注册

治疗用生物制品 NDA（治疗用 NDA）63 件。

申请、需技术审评的补充申请等）4052 件，

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情况详见

平均审批时限为 18.6 个工作日，小于法定的

图 21。

20 日行政审批时限，全年平均按时限审批完
成率为 84%。（注：上述 4052 件需技术审评
的行政审批任务，不包括原辅包关联审评审
批实施前已受理完成审评后转原辅包登记平
台管理的注册申请任务）。
（六）优先审评纳入情况。

2.审评通过情况。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预防用 IND 33
件，批准治疗用 IND 316 件；审评通过预防用
NDA 11 件、治疗用 NDA 30 件。2018 年完成
审评的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具体情况详见
表 3，生物制品 IND 批准和 NDA 通过量与前
3 年比较（以受理号计）详见图 22。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生物制品 IND
349 件，其中批准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IND 治疗
领域分布详见图 23。

1.优先审评品种纳入情况。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五）行政审批任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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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原总局）
《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

咨询数千次，同时每周三定期开展现场咨询。

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2017 至 2018 年网络平台咨询和沟通交流申

号），2018 年，药审中心共将 313 件注册申请

请具体情况见图 25。

纳入优先审评程序，其中儿童用药和罕见病
用药 63 件。2018 年纳入优先审评的注册申请
中，同步申报的品种占比最大，占比为 28%，
其次为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占比为
23%。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注册申请情况详见
图 24。

2.沟通交流会召开情况。
2018 年收到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1982 件，
其中 Pre-IND 会议申请和 Pre-NDA 会议申请占
2.优先审评品种审评完成情况。

比例较多，分别为 42%和 28%。与 2017 年比

2018 年，共有 83 个品种通过优先审评程

较，Pre-IND 会议申请和 Pre-NDA 会议申请所

序得以加快批准上市（以通用名计算），如自

占比例增长较明显，2017 至 2018 年各类沟通

主研发的注射用艾博韦泰、口服丙肝治疗用

交流会议申请具体情况见图 26。

新药达诺瑞韦钠片、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小

根据申请人拟沟通的问题及提交的支持

分子血管生成抑制剂呋喹替尼胶囊等药品，

性材料，经审核评估，2018 年药审中心召开

具体品种名单详见附件 3。

沟通交流会 322 次，其余均以书面形式进行

（七）沟通交流情况。

了答复，2018 年各类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及答

1.沟通交流总体情况。

复情况详见表 4。

为进一步为申请人提供便利，药审中心
不断丰富沟通交流渠道，提高沟通交流效率
和质量，形成了沟通交流会议、网络平台咨
询（一般性技术问题）、电话咨询、邮件咨询
和现场咨询的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交流模
式。2018 年药审中心接收沟通交流申请 1982
件，较 2017 年的 840 件增长了 136%；接收
网络平台咨询 15219 个，较 2017 年的 5881

三、鼓励创新与保障公众用药情况

个增长了 159%，电话咨询超过上万次，邮件

（一）加快审评重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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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转移性乳腺癌，该药品满足了 HER-2 阳
性晚期乳腺癌患者迫切的临床需求。

请按法定时限审评审批的基础上，通过实施

4.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为具有自主知识

优先审评程序、加强与申请人的沟通交流等

产权的国产首个新型抗肿瘤药物抗 PD-1 单克

措施，一批具有明显临床价值、临床急需等

隆抗体，适用于治疗既往接受全身系统治疗

新药好药通过技术审评，为患者提供了更多

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该药品

用药选择。

满足了晚期黑色素瘤患者迫切的临床需求。

2018 年，药审中心审评通过的新药（NDA

5.信迪利单抗注射液。为具有自主知识产

及 IND 直接批产）106 个（按品种统计），包

权的国产首个适用于治疗至少经过二线系统

含关黄母颗粒、金蓉颗粒 2 个新中药复方制

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

剂，以及 9 个 1 类创新药和 67 个进口原研药

新型抗肿瘤药物抗 PD-1 单克隆抗体。目前，

（详见附件 1、2）。1 类创新药全部为我国自

全球同类产品有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和帕博

主创新药品且以抗癌药、抗病毒药居多，分

利珠单抗注射液，我国批准用于治疗非小细

别是呋喹替尼胶囊、罗沙司他胶囊、马来酸

胞肺癌、黑色素瘤，但尚未批准其用于治疗

吡咯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达诺瑞韦

淋巴瘤，该药品满足了国内患者的临床需求。

钠片、注射用艾博韦泰 6 个化学新分子实体

6.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为新型抗肿瘤药

药物，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信迪利单抗注

物抗 PD-1 单克隆抗体，适用于治疗一线治疗

射液 2 个抗 PD-1 单克隆抗体，以及重组细胞

失败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该药品

因子基因衍生蛋白注射液。

为晚期黑色素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

2018 年药审中心审评通过的重点品种
有：

7.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为国内首个新型
抗肿瘤药物抗 PD-1 单克隆抗体，适用于治疗

抗肿瘤药物：

经过含铂化疗后疾病进展的转移性非小细胞

1.呋喹替尼胶囊。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肺癌，该药品为晚期肺癌患者提供了更优的

国产小分子多靶点抗血管生成药物，适用于

治疗选择。

治疗经过含氟尿嘧啶和铂类化疗后进展的晚

8.盐酸阿来替尼胶囊。为第二代小分子

期结直肠癌，该药品为晚期肠癌患者提供了

ALK 抑制剂，适用于治疗 ALK 融合基因阳性的

更好的治疗手段。

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该药品与现有标准治

2.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为具有自主知识产

疗相比，具有显著的生存获益（无进展生存

权的国产小分子多靶点抗血管生成药物，适

期从 11 个月提高到 34.8 个月），为 ALK 阳性

用于治疗既往经过两种系统方案化疗后出现

晚期肺癌患者提供了突破性的治疗选择。

进展或复发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该药品为

抗感染药物：

晚期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9.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为国内首个第三

3.马来酸吡咯替尼片。为具有自主知识产

代泛基因型直接抗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

权的国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小

感染的口服复方制剂，适用于治疗基因 1 至 6

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适用于治疗 HER-2

型、混合型和未知型 HCV 感染，治愈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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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该药品已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我

（HoFH）单克隆抗体，适用于与饮食疗法和其

国彻底消灭慢性丙型肝炎提供了有力武器。

他药物联合使用治疗 HoFH，降低密度脂蛋白

10.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为第二代直接

胆固醇（LDL-C）。现有降脂疗法不能有效降低

抗 HCV 感染口服复方制剂，具有广谱抗 HCV

LDL-C，该药品为常规治疗疗效不佳或者不耐

病毒作用，适用于治疗基因 1、4、5、6 型

受的血脂异常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

HCV 感染，该药品为我国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提供更多的治愈机会。

16.司来帕格片。为国内首个肺动脉高压
（PAH）前列环素类口服制剂，适用于治疗 PAH

11.达诺瑞韦钠片。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以延缓疾病进展及降低因 PAH 而住院的风

的国产首个抗 HCV 口服制剂，适用于与其他

险。目前，PAH 仍是一种严重威胁生命的疾

药物联合使用，治疗初治的非肝硬化的基因 1

病，国内可选择的特异性治疗药物很少，该

型慢性丙型肝炎。该药品填补了国内该领域

药品与同类药物相比，在给药方式和耐受性

的空白，可降低用药成本，满足 HCV 患者用

方面更具优势，满足了肺动脉高压患者迫切

药可及性。

的临床需求。
血液系统药物：

12.注射用艾博韦泰。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产首个抗艾滋病药物，适用于与其它

17.依库珠单抗注射液。为补体蛋白 C5

药物联合使用，治疗已接受过抗病毒药物治

特异性抗体，适用于治疗罕见病阵发性睡眠

疗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HIV-1）感染。该

性血红蛋白尿症（PNH）和非典型溶血性尿毒

药品上市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为艾滋

症综合征（aHUS）。该药品是全球唯一获批治

病患者提供了新的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疗 PNH 溶血的药物，为挽救 aHUS 患者的生

13.泊沙康唑肠溶片。为咪唑类抗真菌药

命带来突破性改变，属于临床急需产品，对

物，适用于预防 13 岁和 13 岁以上患者因重

于改善我国 PNH 和 aHUS 患者的生存现状具

度免疫缺陷而导致侵袭性曲霉菌和念珠菌感

有重大意义。

染风险增加。目前，深部真菌感染已成为导

18.罗沙司他胶囊。为全球首个获批上市

致癌症、造血干细胞移植、艾滋病等免疫系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低氧诱导因子脯氨

统受损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该药品为深部

酸羟化酶（HIF-PH）抑制剂，适用于治疗正在

真菌感染的预防与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

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因慢性肾脏病引起的贫

循环系统药物：

血。该药品具有全新作用机制，与现有常规

14.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片。为新型抗凝药

治疗药物相比，可口服给药，在提高铁利用

物，适用于预防伴有一个或多个风险因素的

率、无需静脉补铁等方面具有临床优势。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的卒中和体循环栓塞，以

神经系统药物：

及治疗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以及预防其复

19.拉考沙胺片。为新型抗癫痫药物，适

发。该药品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可降低出

用于 16 岁及以上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的联合

血风险，为上述患者提供了更优的治疗选择。

治疗。该药品与传统抗癫痫药物相比，具有

15.依洛尤单抗注射液。为国内首个遗传
性罕见病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耐药性良好、有效性高、不良反应少的特点，
可满足癫痫患者的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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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特立氟胺片。为抑制 T 细胞增殖的新

25.口服Ⅰ型Ⅲ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型口服免疫调节剂，适用于治疗复发型多发

（人二倍体细胞）。适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Ⅰ

性硬化症。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终身、慢性、

型和Ⅲ型病毒导致的脊髓灰质炎。自我国全

进展性的自身免疫性罕见病，导致中枢神经

面停用三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后，可用

系统的功能性障碍，该药品与传统治疗药物

于与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序贯接种的

相比，耐受性良好，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提

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存在较为严重的供应短

供了更优选择。

缺问题，该药品获批上市为我国脊灰计划免

预防用生物制品（疫苗）：

疫程序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21.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酿酒酵母）。

（二）全力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适用于预防所包含 HPV 型别引起的宫颈癌、

为提升我国仿制药质量，根据 44 号文件、

癌前病变、不典型病变以及持续感染，该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品满足了中国女性对九价 HPV 疫苗的临床需

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

求。目前全球已上市使用的所有 HPV 疫苗品

以下简称国办 8 号文件）等有关规定，药审

种在我国均有供应，能更好地满足公众对疫

中心全力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苗接种的不同需求，为宫颈癌的预防提供了

（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工作。

新的有效手段。

一是全力推进参比制剂的遴选。参比制

中药新药：

剂是医药企业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关键

22.关黄母颗粒。为新的中药复方制剂，

要素。药审中心针对未公布的参比制剂、存

适用于治疗更年期综合征肝肾阴虚证。与已

在争议的参比制剂和原研地产化品种申报参

上市的中药相比，该药品在改良 Kupperman

比制剂等疑难问题，经详细调研、专家论证

量表评分的改善等有效性方面有一定临床优

等予以解决。2018 年正式发布了 8 批参比制

势，为更年期综合征女性患者的临床治疗提

剂目录（221 个品规）
，对于参比制剂发布情

供了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况及时整理并发布《289 目录品种参比制剂基

23.金蓉颗粒。为新的中药复方制剂，适

本情况表》。

用于治疗乳腺增生病痰瘀互结冲任失调证。

二是积极梳理 289 基药品种情况，明确

该药品为乳腺增生病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中

评价方法。药审中心组织专项工作组，对 289

医证型的安全有效治疗手段，对于满足患者

基药品种逐一深入的调研，发现品种情况各

需求和解决临床可及性具有积极意义。

异，技术复杂，应科学区分不同情况，分类

重大公共卫生用药：

处理，分别施策。经多次会议讨论和广泛征

24.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为国内首家

求业界意见，形成《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

适用于预防相关型别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流

等效性（BE）试验品种》
（第一批 48 个品种、

行性感冒疫苗。2017 年-2018 年流感流行季

第二批 14 个品种，按通用名统计，下同）；

出现的大量流感病例，四价流感疫苗的上市

经梳理调研并组织企业和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为 2018 年-2019 年流感季的预防接种提供了

员会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形成 22 个品种的

保障。

《289 基药目录中的国内特有品种评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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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意见；经评价，对于建议调出 289

药临床试验申请明显增多，如新生血管性年

基药目录的品种，将持续于《国家基本药物

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地中海贫血、中风后抑

目录》（2018 年版）中进行动态更新。

郁、脊髓型颈椎病、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等。

三是建立并完善指导原则体系。药审中

中药审评团队积极响应国家加快儿童用药注

心起草并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经国家局发布

册申请审批的政策，批准了多个儿科常见病、

《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高变

多发病中药新药的临床研究、增加儿童用药

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四是提供多种形式的咨询与培训。药审

人群等补充申请、儿童用药的改剂型，并积
极探索儿童临床试验的研究策略。

中心网站开通“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专栏”，向

二是调整理念，提升中药民族药审评质

社会公开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说明书、企

量。根据药材质量波动较大的特点，推动以

业研究报告及生物等效性试验数据，并采取

饮片均化投料的方式提高中药批间质量的一

多种形式加强指导，通过咨询日、申请人之

致性。关注临床试验用样品、毒理试验用样

窗、邮件、电话及公文等形式接受咨询，答

品与大生产样品质量的一致性，重视中药安

复 2 万余条问题，发布《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慰剂的质量。创新民族药审评方式，充分发

一致性评价百问百答》，组织召开一致性评价

挥民族药专家的作用，尊重民族药临床用药

沟通讨论会，解答业界关心的共性问题。

经验，促进野生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对有

五是优化仿制药生物等效性与临床试验

明显争议的问题，通过召开第一个中药专家

研究信息备案。2018 年化学药生物等效性试

公开论证会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争议双方

验备案平台已收集 274 条信息，仿制药一致

的技术观点，以科学、公开、公正的态度有

性评价生物等效性试验备案平台已收集 674

效解决分歧争议，树立了审评权威，避免了

条信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临床有效性试验

外界的误解。妥善解决中药舆情事件和历史

备案平台已收集 2 条信息。

遗留问题，保障了公众用药安全。

通过以上措施，2018 年受理口服固体制

三是加快指导原则体系建设，夯实审评

剂一致性评价申请 440 件（155 个品种），其

基础。继续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技

中 289 基药品种申请 267 件（81 个品种）；通

术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业界专家力量，组建

过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申请 111 件（57

专家组负责指导原则的制修订工作，滚动启

个品种），其中 289 基药品种申请 63 件（36

动了 40 个中药药学、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个品种），详见附件 4。

完成并经国家局发布了《中药药源性肝损伤

（三）积极鼓励中药民族药发展。

临床评价指导原则》
《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

一是落实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精神，推动

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古代经典名方中药

临床急需中药的研发。通过政策引导、沟通

复方制剂物质基准及制剂的申报资料要求》，

交流以及指导原则制修订等工作，中药申报

支持中药传承。通过不断规范中药临床研究，

适应症开始向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以及临

统一技术审评尺度，传递审评审批改革思路

床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适应症和未被满足的

与理念，促进中药产业科学健康发展。

临床需求转移。首次申报的新适应症中药新

（摘要内容来源：国家药监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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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新政三大改革方向带来哪些变化
最近，国家医疗保险局办公室与国家发

策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公布的目录清单

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为标杆。这意味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

办公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对《关

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

于做好现阶段药品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征

价格[2014]856 号）政策将成为历史。

求意见（以下简称“通知”），意味着药价新

解决低价药与“带量采购”的价格冲突。

政即将启幕。

根据发改委当时的政策，对现行政府指

这是自 2015 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导价范围内日均费用较低的药品（低价药

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

品），取消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格，在日均

见》（国办发〔2015〕7 号，简称“7 号文”）

费用标准内，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药品生产成

以来，药品价格管理的新变革，也是国家医

本和市场供求及竞争状况制定具体购销价

疗保险局自 2018 年成立后从国家卫健委手中

格。2014 年制定的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为：

接过药品集中采购后的又一大改革。

西药不超过 3 元，中成药不超过 5 元。
而仿制药带量采购政策实施中，实际中

药价全面市场化
“低价药”“短缺药”区别对待

标的低价药价格远远低于发改委所制定的日
均费用标准。过往常用低价药品都是集中挂

根据“通知”，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外，化学药品、中成药、生化药品、中

网，由医院直接采购。取消低价药政策，实
际上就是解决仿制药带量采购的政策与低价

药饮片、医院自制剂的价格均实行市场调节，

药政策之间的冲突。低价药不得再挂网采购，

价格与成本、供求相匹配。麻醉药和第一类

而且也不得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药品生产成本

精神药品仍继续实施最高出厂（口岸）价格

和市场供求及竞争状况自行制定具体购销价

和最高零售价格。

格了。能够挂网且允许企业自主调整价格的

其中，短缺药直接挂网。短缺药允许企

就只剩下短缺药。

业自主调整价格直接挂网，不得以历史价格

短缺药也不能漫天要价，出厂价格和挂

低、周边价格低等理由进行干预。这意味着 7

网价格不能相差悬殊（3 倍及以上），还要提

号文的“对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

供药品产能、短缺原因、成本资料、完税出

缺的药品，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议价采购”

厂价格凭证等资料。因此，今后通过短缺药

的政策将要发生改变。

赚取高额利润基本没戏。未来，短缺药回归

而低价药政策将发生重大变革。医疗保

定点生产，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障部门不再按照价格或费用高低制定公布低

妇儿专科药的利好或将结束。

价药品目录清单。需要对药品供应使用特点

没有写在征求意见稿上，但有可能不再

配套价格和采购支持政策的，主要以产业政

挂网采购、回归市场化的药品，还有妇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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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非专利药品、急（抢）救药品、基础输液。

剂、针剂、无菌粉针、冻干粉针属于“注射

这些药品也有可能回归“带量采购”价格竞

剂”。

争的年代。

需要进一步细化的问题。

妇儿专科药的价格利好政策或许也要结

差比价政策实施后，大多数泡腾片不在

束。在第一批仿制药带量采购试点名单中就

医保目录保护范围，那么非医保产品价格也

有妇儿专科药孟鲁司特，仿制药“带量采购”

要受限于差比价政策吗？口服常释剂型与缓

可以涵括妇儿专科药，仿制药“带量采购”

释控释剂型之间的差比应该如何计算呢？对

第二批预计会在 2019 年下半年全面推开。

于注射用乳剂、乳状注射液，是否都按装量

合理的差比价关系

规格被纳入较小容量注射液类别，与普通注

改良新药是否还有市场

射液同一个价格？这些问题都是差比价政策

“通知”还提到，按通用名制定医保支
付标准并动态调整。同种药品在剂型、规格
和包装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按照治疗费用相
当原则，综合考虑临床效果、成本价值、技
术水平等因素，保持合理的差比价关系。
差比价政策涉及面。
根据 2011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印发
《药品差比价规则》的通知，口服片剂涉及差
比价的是普通片、咀嚼片、含片（含可溶片）、

实施中必须面对的。
特别是改良药产品。为了证明改良药
产品临床价值更优或者非劣，改良药要与
原研产品剂型做头对头对比，这个临床投
入逾千万元。而且，缓释控释剂型从生产
线投入到生产成本都较高。新的差比价政
策下，如果缓释控释剂型与口服常释剂型
价格差别不大，将打击企业投入研究改良
型新药的积极性。

肠溶片、分散片和泡腾片，其中差比价最大

全国药价监控体系建立

的是普通片和泡腾片，两者之间的价格差是

“竞争不充分品种”大考

1.3 倍。注射剂方面，大容量注射液以装量

价格监控+成本监控

50ml 的规格为计算基准，较小容量注射液、
普通粉针每瓶多 4.5 元。

“通知”提到，将依托各省药品集中采购
平台建设全国药品公共采购市场，并且开展

根据《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国内外价格信息监测。除了价格监控，成本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普通片剂

监控体系也要完善，特别是药品价格成本调

（片剂、肠溶片、包衣片、薄膜衣片、糖衣片、

查工作机制，主要针对价格变动异常、与同

浸膏片、分散片、划痕片）、硬胶囊、软胶囊

种价格差异过大，以及竞争不充分的品种。

（胶丸）、肠溶胶囊属于“口服常释剂型”；缓

惩罚措施的重点对象。

释片、缓释包衣片、控释片、缓释胶囊、控

“通知”还提到惩罚措施，针对涨幅异

释胶囊属于“缓释控释剂型”；注射剂、注射

常、区域间价格差异大、配送情况严重不良、

液、注射用溶液剂、静脉滴注用注射液、注

线上线下价格差异大，以及连续多次进入预

射用混悬液、注射用无菌粉末、静脉注射针

警范围大的药品。

剂、水针、注射用乳剂、乳状注射液、粉针

将采取函谈约谈手段加强日常管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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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无理由拒不调整的，视情节轻重依法采

关注“竞争不充分产品”。

取信用惩戒、联合执法等多种手段严肃惩

整套价格监测体系建立之后，医药行业

处。这意味着企业需要维护价格稳定，在一

的成本和利润基本都非常清晰，而且价格调

定时间内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价格要保持平

查还会针对竞争不充分的产品（即独家产

衡稳定。

品），新药和独家中药注射剂也会被纳入调查

但是，对于一些议价产品，系统是医院

对象。财政部近期对国内医药企业的费用调

填的，有可能出现医院填错、填漏、乱填的

查可见，并不存在完美的企业，预计较多问

情况，企业难以维价。特别是系统全面整合

题的企业将面临罚款。

后，过往的历史数据都可以跟踪，企业若想

小 结

通过不参与招标而保持价格维护，可能只会
失去市场。
“价格”“配送”双信用。
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机制，是
本次改革的一大亮点。信用机制所针对的，
除了价格可信度之外，还有配送是否及时等。
信用分高的企业有可能优先中标，信用低的
企业有可能失去招标资格甚至取消医保支付

价格是产品立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
素。本次医保局的改革，意味着仿制药的价
格将回归市场竞争，也意味着价格战依然难
免。对于生产厂家数少、临床必需的短缺药
而言，挂网采购能否使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有
所改善，仍待观察。改良新药的研发积极性
会受到差比价政策的影响。
（选自《医药经济报》）

资格。

重点监控催生中成药 5000 亿元市场大变局
西医处方受限企业必须这么做
7 月上旬，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关于印
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目录（化药

正落地执行？下一步会怎么执行？笔者观点
如下：

及生物制药）的通知》，对西医处方中成药进
行限制。众所周知，在临床市场，中成药处
方 80%以上都是由西医开出，换言之，全国
近 6000 亿元中成药市场，有近 5000 亿元来
自西医处方。文件如果落实执行，至少会在
2~3 年内对中成药处方市场带来沉重打击。
政策落地执行

首先，这个文件肯定会执行。国家最近
出台一系列政策，如医保改革、药品“两票
制”改革等基本上都一一落实执行下去。
中成药在临床使用中，乱用、滥用现象
尤为严重。中成药的使用要围绕中医基础理
论，西医使用中成药基本靠临床经验积累，
没办法应用中医辨证理论治病。虽然已经有

针对这一文件，中成药企业比较关注三

很多中成药企业，对中成药的有效成分、作

个问题：文件内容能否执行？什么时候能真

用机理做了很多研究，推广的学术定位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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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现代科学的证据链条，但这仅仅局限于

策影响最大的中成药处方企业，目标营销

个别单一成分中成药，大多数中成药组方成

市场一定要进行二次扩展，产品要做二次

分复杂，必须用中医辨证理论进行思考。

定位。

其次是什么时候执行的问题。文件中的

在临床战场中，首先要做好有中医药处

很多内容都是框架似的条款，具体落实到细

方资格的目标医院开发，特别是中医院、中

节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并且涉及省级中医药

西医结合类医院、有中医相关科室的大型医

主管部门，各类别学习中医药专业考试的标

院等。其次是整理自身处方量较大的目标西

准还要明确。笔者认为，今年下半年具体细

医处方客户，要把处方量较大的客户梳理出

节的制度文件会从国家层面明确，各省级单

来，思考如何满足其处方中成药的需求，先

位如果落地贯彻执行至少要到明年。

满足自己的西医 VIP 的处方条件，对此，市

最后是下一步怎么执行。国家在大力扶

场职能部门可以考虑相关中医继续教育项

植中成药发展的同时，又连续出台文件，规

目，通过提高西医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契机，

范中成药的使用，如国家医保目录中成药品

将自己的产品进行有效衔接。

种受到较大限制，从这次重点监控用药目录

加快扩展第三终端和 OTC 市场，不能在

各级医疗机构上报情况来看，中成药也是重

一条道上走到黑。随着国家放宽电子处方政

灾区。本次西医处方中成药受限制，又对中

策，这类市场受政策影响因素比较小，并且

成药处方做了要求，虽然西医通过其他方式

中成药具有副作用低、保健养生等特点，在

可以获得中成药处方权，但最快也要 1 年时

中国的认知度较高，能运用的营销动作也比

间，所以对近两年中成药在处方市场的销售

较丰富，企业要思考用“第二条”“第三条”

必将产生影响。

腿走路。

因此，很多大型中成药企业肯定会思考，

产品的二次定位尤为关键，西医处方中

如何满足西医处方中成药的需求？如果能快

成药，除了之前临床的用药经验，还有一些

速满足这个需求，就会在未来的中成药处方

单方制剂中成药，有一定的药学作用机理，

市场占据高地，很多速成班、中医快速教育

有效成分可以说得清楚，比如华蟾素片、脉

机构会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各省级单

血康胶囊、火把花根片等，都是单一组方，

位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一

不用考虑中医药理论的炮制和配伍，可效仿

些地区如广东、云南等，消费者使用中药或

西药治疗机理推广。只要能保证药品的有效

中成药已经成为习惯，西医对中医中药的理

含量恒定，再做一些药代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解程度也比较高，是否可以放宽西医处方的

肯定会得到很多西医的认可。

条件要求，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针对那些组方比较多的中成药，推广的

二次拓展与二次定位

基础理论肯定是中医理论，现阶段临床上很

总的来说，国家近年出台的政策基本
都会贯彻执行到位，企业不能抱有侥幸心
理，要有未雨绸缪的准备，特别是这次政

多西医也认可回顾性研究成果。这类药企必
须把药品的基础性研究和临床回顾性研究放
在战略地位，中医理论不是通过多少课时的
学习和考评就能真正搞懂的，还是要利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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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学理论予以验证。只有你的品种具备极

展一致性评价那样。过了相关门槛的中成药，

具说服力的现代科学理论依据，西医才能在

比如已经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中成药，

真正意义上认同产品，产品才能在某些疾病

经过多方面评估，临床疗效确切，西医处方

领域成为一线治疗用药。

可以不需要那么多限制。
无论如何，中成药企业应当做好充足准

结束语
未来西医处方中成药受限，这是大势所
趋，但也不能“一刀切”，针对已经具备现代

备，要想真正延续产品生命力，就必须做好
市场的二次扩展，并深入研究定位。只有以

科学理论试验基础的中成药，可以适当放宽

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证据链条，才是西医

西医处方政策。这要看国家是否对中成药的

处方药品之根本。
（选自《医药经济报》）

临床入围标准进行设计，就像化学仿制药开

医保最新重磅政策 待遇清单制度九大看点
国家医保局挂网的《关于建立医疗保障

入开展的二保合一及逐步推进的三保合一等

待遇清单管理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一

做法，现在都有了规范的标准制定出来。而

经颁布，就被医药朋友圈被“疯转”，该意见

之前，这些工作是归几个部委负责的，现在

公开征求意见至 8 月 6 日，笔者也高度关注。

统一归到了医保局后执行会更统一。

出台这个文件，首先是体现了当下医保

二、允许各地差异化

部门的强势，意见稿可以说是提升到了国家

众所周知，由于每个地方经济水平不一

政策层面的，相信相关部委都会配合工作。

样，各地医保筹资水平至今仍不一样。比如

其次，意见稿中要求建立的医疗保障待遇清

说在上海，会允许参保的职工在个人账户结

单，可以认为是一个正面清单，是排他的，

余部分资金可用于投资医疗保险，其他地方

换言之，其他不在清单中的都不能执行，这

就不一定有。所以由于每个地方的付费标准

个必须清楚。意见稿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清

不一样、医疗水平不一样、患者需求不一样，

单内容，也就是在做一些必要的强调，特别

每个省市可以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做一些适

是支付比例、支付金额、缴费基数等。笔者

当的调整，这一点笔者以为是很挺合理的。

仔细研读，发现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重点

比如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与在

梳理。

大西北地区、部分不发达地区，部分项目的

一、覆盖总原则不变

缴费理应有所区别，这一点政策考虑得比较

可以理解意见稿再次强调了中国医保的

周全。

总原则是低水平、全覆盖，基本医保、大病

三、考虑专款专用

救助、大病保险是囊括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细观文件的内容，也应该针对目前有些

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以及深

地区出现的骗保、医保资金滥用与挪用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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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监督与遏制，医保资金应该做到专款

用药，今后就是自费了，除非是工伤用药，

专用。还要考虑到的是如果整个医疗保障系

诸如此类的药品我们必须关注目录中对每

统因此文件而发生变化，那么，无疑对整个

个品种临床使用限制的情况，必须做一个全

药品的供应链也会带来影响并对各环节产

面分析。

生约束作用，对此还会要求各相关部委予以

七、医保局统一标准

协同。

各部委协同 《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

四、补充医疗保障

单管理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是对之前

对于补充医疗保险方面，我认为文件中

一些文件的强调，医疗保障局是在做三保合

对参保人员的大病和住院保险内容的强调是

一的事，之前是各地分头行动，二保合一有，

充分体现国家惠民政策。文件出台后，还会

三保合一也有，做法还有不同，现在由医保

影响现在正在发展中的医联体、医共体的进

局负责做，可以实行高度集权、统一标准、

一步推进速度。尤其意见稿中新增了门诊支

统一步骤了。

付、特慢病支付这一类，也就是考虑到分级

八、斟酌使用各类目录品种

诊疗后为患者处方延伸以及慢病可实行大处

还有一点业界必须注意，这个清单是在

方开了一个便民通道。

新版基本医保目录定稿之前出来征求意见

五、寄望省级目录不可取

的，那肯定是打了一个伏笔，千万不要寄望

各地必须看到，今后各地区必须更严格

于各地增补目录了。还有就是，如果正式出

地执行国家医保目录。以前允许每个地区可

台的清单与卫健委此前发布的新版基本药物

对医保乙类目录有 15%的增减（即品种进、

目录、鼓励仿制品种的目录等有所出入的话，

出比例合计在 15%左右），这个做法应该会取

那么，在具体品种的使用方面，医疗机构就

消，设置三年的过渡期对地方企业肯定是有

需要斟酌了，如果考虑医保用药总量控制因

影响的。在此提醒相关企业，如果有些企业

素肯定优先考虑使用医保目录品种；如果说

寄望于省级补充目录，这个做法可能就行不

是需要提升临床治疗水平的品种，国家卫健

通了应未雨绸缪，早做应对。最近关于此内

委的有关目录可能就相对更具指导性。我的

容媒体上发表看法很多，对此归纳一句话，

看法是在卫健委颁布的基本药物目录中尚没

品种强、企业强，创新是硬道理。

有进入国家基本医保目录的 11 个品种能否根

六、进入国家目录不是一劳永逸

据临床使用效果尽快予以纳入。

正因为这种影响不可避免，相关品种进

九、第三方支付考量

入国家医保目录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

除了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基于以上可

进了国家医保目录不同等于产品销量就会

能的各种变化，患方也需要考虑到第三方支

蹭蹭上扬，因为一些药品在临床的使用也是

付的问题。全部自掏腰包，还是选择参保？

有限制的。比如有些品种的确是在国家医保

或其他支付途径。总而言之，每个部门有每

目录中，但针对一般疾病医保是不允许（工

个部门的责任，怎么协调还是最重要的。对

伤除外）报销的。比如胸腺法新是医保目录

于清单出台的进展，我们拭目以待。

中的药品，但其在抗肿瘤治疗中是属于辅助

（选自《 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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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大重磅上市新药
抗癌药是药企研发的大热门，但在
FiercePharma 排出的 2019 年十大重磅上市新

继发性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SPMS）的口服
药物，于今年 3 月获得 FDA 批准。

药中却没有抗癌药的身影，反而是免疫类药
物与治疗罕见基因疾病的药物成为了焦点。

在免疫学领域，艾伯维（Abbvie）有两个
潜在的畅销药物——Skyrizi 与 Upadacitinb。

FiercePharma 根据 EvaluatePharma 作出

该公司正试图使其产品线多样化，因为其在

的 2024 年销售额预测，整理出了这份名单，

该领域的畅销药阿达木单抗（Humira）在美

其中，排在榜首的是亚力兄制药（Alexion）

国以外的市场受到生物类似药竞争，销量开

依库珠单抗（Soliris）的后续产品 Ultomiris，

始下滑。

该药在 2018 年年底获得了 FDA 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该榜单上有两种基因疗
法：诺华（Novartis）治疗脊髓肌萎缩（SMA）

Aimmune 公司的 AR101 也榜上有名，该
药有望成为首个减少儿童对花生意外接触过
敏反应的药物。

的 Zolgensma 与 Bluebird 公司治疗β 地中海贫

在这份榜单发表时，Bluebird 公司披露

血的 Zynteglo。前者将与百健（Biogen）的

Zynteglo 会推迟上市。但 FiercePharma 决定

Spinraza 竞争 SMA 市场。

不将其从榜中删除，因为该公司计划在年内

诺华有三种药物出现在该榜单上，数量
最 多 。 除 了 Zolgensma ， 该 公 司 还 有

招募病人，并在 2020 年初开始销售，治疗首
批患者（图 1）。

brolucizumab，该药用于治疗与年龄有关的湿

1.Ultomiris：肩负业绩新支柱重任。

性黄斑变性，将与拜耳（Bayer）和再生元

亚力兄对 Ultomiris 寄予厚望，这是依库

（Regeneron）的阿柏西普（Eylea），以及其与

珠单抗的后续产品，目前，该公司正在大力

罗氏（Roche）的雷珠单抗（Lucentis）竞争

推广该药。

市场。在头对头研究中， brolucizumab 的一
些次要疗效终点指标超过了阿柏西普。
此外，诺华的 Mayzent 是首个用于治疗

亚力兄商业主管 Brian Goff 在第一季度
的电话会议上透露，截至 4 月 22 日，该公司
已将 22%的阵发性夜间血红蛋白尿症（P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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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转为使用 Ultomiris。这一数字与该公司

示，高剂量的 Olumiant 并没有像 FDA 说的那

高管一个月前公布的 14%的使用率和 2 月初

样会增加深静脉血栓形成或肺栓塞的风险。
此外，艾伯维也希望扩大 upadacitinib 的

3%的使用率相比，有了显著的飞跃。
从这些数据看，亚力兄计划在 2020 年年

适应症。其正在研究该药治疗克罗恩病、银

底实现 70%的病人转用 Ultomiris 的目标应该

屑病关节炎、过敏性皮炎、溃疡性结肠炎和

不 成 问 题 。 该 药 强 劲 的 初 始 表 现 让 SVB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的疗效。

Leerink 分析师 Geoffrey Porges 对其实现这一

3.Skyrizi：市场拥挤 竞争激烈。

目标保持乐观。

今年 4 月，银屑病新药 Skyrizi 获得了 FDA

2.Upadacitinib：安全性疑虑存隐患。

的批准。该药属于 IL-23 抗体，这一类别已上

尽管公司严重倚赖的阿达木单抗最终会

市的还有强生的 Tremfya 与太阳制药（Sun）

迎来结束增长的时刻，但艾伯维的后劲不容

的 Ilumya。Porges 指出，Skyrizi 是这类药物中

小觑，今年上市的前 3 个重磅新药中有 2 个

疗效最好的，将有利于该药的上市推广，其

来自该公司。

表示，该药的Ⅲ期临床研究结果出众，接受

Upadacitinib 在该榜单上排名第二，用于

Skyrizi 治疗的患者中，银屑病免疫及严重度

中到重度的类风湿性关节炎。Cortellis 公司分

指数（PASI）改善 90%的患者比例达到 75%

析师预计该药 8 月将在美国获批，10 月在欧

左右。

洲获批，其预测该药 2024 年的销售额为 21.8
亿美元。
不过，前路并非一帆风顺。每日口服一

艾伯维的优势不仅在于疗效上，与强生
的产品相比，Skyrizi 的使用非常便利。患者
在第一次使用 Skyrizi 后，第二次用是 4 周后，

次的 upadacitinib 属于选择性 JAK1 抑制剂，

此后的患者每年只需要注射 4 次；而强生的

而此类药物已经受到了严重不良反应的警

Tremfya 需要每 8 周注射一次。

告。在辉瑞（Pfizer）的 Xeljanz 的上市后安

艾伯维还希望其定价策略能有助于蚕食

全性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大剂量下该药

Tremfya 的市场份额。除银屑病外，Skyrizi 还

会增加患者的肺栓塞发生率。辉瑞因此将全

有很多其它的适应症前景，目前正在进行治

部高剂量治疗的病人改为了较低的剂量，但

疗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和银屑病关节炎

这也让大家开始担心 JAK 抑制剂类药物的安

的Ⅲ期临床研究。

全性。

事实上，除了 IL-23 抗体外，Skyrizi 还有

事实上，Xeljanz 并非唯一受到 FDA 安全

其他类型的竞争产品，包括 IL-17 抗体，如诺

警告的 JAK 抑制剂。在礼来的 Olumiant 的审

华 的 Cosentyx 、 礼 来 的 Taltz 和 瓦 兰 特

批上，FDA 只批准了小剂量规格上市，高剂

（Valeant）的 Siliq；强生的抗 IL-12/23 药物

量规格因为安全性问题没有获批。
在 upadacitinib 的临床研究中也出现了几
个心血管不良反应事件，这类药物的潜在安

Stelara、新基医药（Celgene）的银屑病口服
药 Otezla；以阿达木单抗为代表的抗肿瘤坏死
因子抗体类药物。

全性问题可能会影响艾伯维的计划。

4.Zynteglo：高药价问题待解。

不过这些安全性问题是否会影响销售还

Zynteglo 不是直接提高血红蛋白水平来

有待观察。礼来最近指出，长期研究数据显

治疗β 地中海贫血患者，而是针对这个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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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遗传原因。与其它旨在通过单次输注

沙司他为代表的 HIF-PHI 药物也能增加铁的

治疗复杂疾病的基因疗法一样，定价和药物

利用率，而 ESA 只刺激红细胞生成素。一些

可及性是该药面临的重大挑战。

使用 ESA 的病人需要补充铁，并定期进行铁

Bluebird 公司还没有宣布 Zynteglo 在美国

含量的检查。

市场的价格，但在 6 月初的一次投资者报告

Porges 指出，罗沙司他的主要优势在于

中，其在欧洲公布了这一价格：157.5 万欧元

其心血管安全性。早在 2000 年，就开始有证

（177 万美元），5 年内付清。6 月 3 日，该药

据表明 ESA 与更高的心血管事件和肿瘤生长

获得欧盟批准用于治疗输血依赖性β 地中海

风险有关。随后，整个 ESA 类别的药物都加

贫血（TDT）。

上了 FDA 的黑框警告，建议医生使用更保守

Zynteglo 是 Bluebird 的第一个商业化产

的剂量。

品，作为一种创新疗法，其在上市前需要做

罗沙司他在中国获批后可能很快扩展到

很多工作。Bluebird 首席商务官艾莉森·芬格

更大的非透析依赖人群，这取决于其Ⅲ期临

（Alison Finger）表示，该药只是获得了有条件

床研究的结果。该药在美国和欧洲的上市申

的上市，因此目前公司仍在与欧洲药品管理

请预计在今年提交，并计划在 2020 年上市。

局（EMA）合作，以最终确定并简化该药的

6.AR101：有望成首个花生过敏药。

说明书，并建立商业药品生产流程。据其透

Aimmune 公司的 AR101 有望成为首个减

露，Bluebird 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将患者纳入治

少过敏儿童对花生接触后过敏反应的药物，

疗中心，并在 2020 年初治疗第一名收费患者。

该药的原理是通过逐渐增加剂量的方式让患

FDA 预计将在 2020 年初对 Zynteglo 做出
审评决定，与此同时，Bluebird 正在积累新的

者接触花生过敏原，从而使其脱敏，能够耐
受更高剂量的花生蛋白。

数据来支持其功效。此外，其也对镰状细胞
贫血患者研究该药的疗效。

Aimmune 强调，AR101 不能治愈花生过
敏，其目的是减轻意外暴露的风险。在纳入

5.Roxadustat：给药途径、安全性存优势。

554 名受试者的Ⅲ期研究 Palisade 中，超过 2/3

罗沙司他（Roxadustat）在中国率先获批，

使用 AR101 的 4~17 岁患者能够耐受 600 毫克

由珐博进与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安斯

或更多的花生蛋白，而对照组为 4%。

泰来（Astellas）合作开发。
罗沙司他是第一个获批上市的低氧诱导
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HIF-PHI）。在一

这些患者在开始进入试验时只能耐受 100
毫克的花生蛋白。在生活中，600 毫克的蛋白
质相当于两颗花生或一小口花生酱三明治。

项针对中国透析依赖患者的Ⅲ期临床研究

虽然 AR101 的疗效没有问题，但其安全

中，采用给药后 26 周血红蛋白水平为疗效终

性数据存在一些疑问。在 Palisade 研究中，1/5

点 ， 该 药 与 强 生和 安 进 的 金 标 准

的非成人患者因治疗相关的副作用退出研

Epogen/Procrit 的疗效相当。

究。Aimmune 的高管认为，中途停止治疗在

疗效不落后只是罗沙司他市场竞争前
景的一部分，该药还有其它优势。首先，这

真实世界中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医生
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调整剂量的递增方法。

是一种每周三次的口服药，而刺激因子类

AR101 在 FDA 的审评过程也并不顺利。

（ESA）药物是通过静脉或皮下注射的。以罗

Aimmune 在去年 12 月提交上市申请后就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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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美国政府关门事件，由于人手不足，FDA

挑战。前者有自己的下一代 AMD 新产品

直到今年 1 月才接受申请。该公司表示，按

faricimab，目前处于Ⅲ期临床研究阶段；而后

照标准的 12 个月内完成审评，意味着 AR101

者的阿柏西普新增了一个适应症，可用于治

将 在 2020 年 1 月 底 得 到 审 评 决 定 。 但

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Aimmune 正与 FDA 商讨缩短时间，因此该药

9.Spravato：被强生寄予厚望。

仍有可能在今年上市。

作为鼻喷雾剂，Spavavo 被批准与口服抗

7.Zolgensma：挑战 SMA 金标准。

抑郁药一起使用，但该药仅限于那些尝试过

Zolgensma 是一种基因疗法，今年 5 月获

两种不同抗抑郁药后还是无效的成年患者。

批用于治疗 2 岁以下的 SMA 儿童。该药将挑

由于其安全风险以及滥用和错用的可能性，

战百健的 Spinraza，后者于 2017 下半年批准

FDA 要求强生建立一个限制性的分销系统，

上市，目前是治疗 SMA 的金标准，2018 年销

患者只能在经过认证的治疗中心使用该药，

售额为 17.2 亿美元。Evaluate 预测，2024 年

不能在家服用。

Zolgensma 的销售额将达 15.6 亿美元。
诺华对 Zolgensma 设定的价格为 212.5 万
美元，可分 5 年付清，每年的费用为 42.5 万

在定价上，Spavavo 较高剂量下治疗第一
个月的费用为 6785 美元；之后，价格降至最
高 3450 美元。

美元。该公司指出，Zolgensma 的总体花费只
有 Spinraza 使用 10 年所需费用的一半。
不过，百健研发主管 Michael Ehlers 指出，

尽管 Spravatos 的使用受到限制，一些Ⅲ
期临床研究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且其价格相
对较高，强生（Johnson & Johnson）依旧对该

Zolgensma 的长期疗效数据还是有局限，目前

药寄予厚望。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Alex Gorsky

只在 15 名病人中随访了 2.5 年，而 Spinraza

将其与 FGFR 靶向抗肿瘤药 Balversa 列为强生

在超过 300 个患者中随访了 6 年。

两个前景看好的新药，将成为“重磅炸弹”。

8.Brolucizumab：AMD 市场新竞争者。

Jefferies 公司分析师曾预测 Spravato 的销

再生元的阿柏西普与罗氏的雷珠单抗已

售额可能达到 30 亿美元的峰值，Evaluate

经在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治疗

Pharma 则预计到 2024 年，该药的销售额将

领域相互竞争，不久后其将迎来一个新对手。

达到 13 亿美元。

今年 4 月，诺华的 brolucizumab 获得了

10.Mayzent：在已有基础上发力。

FDA 的优先审评资格，预计将在 10 月得到审

Mayzent 的上市使其成为 15 年来首个专

评结果。诺华为此使用了一张优先审评券，

门为 SPMS 批准的新疗法，这令其拥有一个广

这也显示出该公司对 brolucizumab 的上市十

阔的市场前景。多达 80%的复发缓解型多发

分热切。

性硬化症患者会继续发展为 SPMS，Mayzent

诺华一位高管表示，该公司已经为即

每年的费用是 88500 美元。

将到来的竞争摩拳擦掌，其已经在关键地

不过，问题在于患者通常并不知道自己

区配备了相关人员。EvaluatePharma 预测，

已经进展到了 SPMS。诺华的挑战在于，首先

到 2024 年，brolucizumab 的销售额将达到

让医生能够诊断出 SPMS，并提高医生对该疾

13.8 亿美元。

病治疗的认知。

与此同时，罗氏与再生元也在准备迎接

诺华对这个领域并不陌生，其打算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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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Gilenya）的推广，该公司已经在 MS 治疗领

（选自《医药经济报》）

创新药海外上市去哪儿 欧美日新药上市速度大 PK
欧盟药品管理局（EMA）、美国食品药品

2014-2018 年，FDA、EMA 和 PMDA 批准 NAS

监督管理局（FDA）与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机

的年均数量分别为 46 个、34 个和 37 个。相

构（PMDA）是国际上三个重要的药品监管机

比于 2009-2013 年，2014-2018 年批准 NAS 的

构。那么，对于要向海外布局创新药企业来

总量，FDA 增长了 54%，增幅最高；EMA 和

说，去哪里寻求创新药上市更快呢？

PMDA 的这个增幅分别为 48%和 27%（图 1）。

在过去的 5 年（2014-2018 年），药品监

审批时间是指新药申请递交至批准所需

管环境的不断改善与跨国制药企业的战略变

的时间，包括监管机构与企业的用时；EMA

化，缩短了欧美日新药上市的时间，并增加

的 审 评 时 间 包 括 欧 盟 委 员 会 （ European

了上市新药的数量。除此之外，影响欧美日

Commission）的决策用时。

新药上市速度的潜在因素还包括药品类型、
治疗领域、审批方式、孤儿药资格等。
总体速度：美国最快，欧洲最慢
各个监管机构批准的新活性物质（New
Active Substance，NAS）数量之间的年度差异，
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例如申请人根据公

2018 年，FDA 批准 NAS 的中位时间为 244
日，用时最短；而 EMA 和 PMDA 分别为 436
日和 323 日。2014-2018 年欧美日 NAS 的年均
审批时间，FDA 约为 303 日，PMDA 约为 311
日；而 EMA 约为 422 日，是审批速度最慢的
（图 2）。

司规模、医疗需求未满足的程度以及监管机
构审批的速度，制定不同的新药申请提交策
略。另一个因素是审批时间，某些机构，如
FDA，全年不断批准 NAS；而其他机构则在一
年中的特定时间分批批准，如 PMDA。
2018 年，FDA 批准 60 个 NAS，数量最多；
而 EMA 和 PMDA 分别批准 40 个、32 个。

FDA 的审批速度最快，可能是由于广泛
采用了促进监管的路径（Facilitated Regulatory
Pathways ， FRPs ）， 如 优 先 审 查 （ Priority
Review ）、 突 破 性 疗 法 （ Breakthrough
Therapy）、加速批准（Accelerated Approval）
与快速通道（Fast Track）等。据统计，2018
年 FDA 批准的 NAS 中，42%获得快速通道资
格，25%被认定为突破性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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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美国最快，生物药欧洲最快

其他治疗领域 21 个。2014-2018 年欧美日批

2018 年批准的 NAS 中，FDA 批准化学药

准的 NAS 中，抗肿瘤与免疫调节剂占比各约

41 个、生物制品 19 个；EMA 批准化学药 16

为 38%、33%与 34%（图 5）。

个、生物制品 24 个；PMDA 批准化学药 18
个、生物制品 14 个。2014-2018 年欧美日批
准的 NAS 中，化学药占比各约为 58%、67%
与 72%，可见还是以化学药为主（图 3）。

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抗肿瘤与
免疫调节剂所需时间 245 日，其他治疗领域
所需时间 243 日；EMA 抗肿瘤与免疫调节剂
所需时间 465 日，其他治疗领域所需时间 436
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化学药所
需时间 243 日，生物制品所需时间 308 日；
EMA 批准化学药需 447 日、生物制品需 436
日；PMDA 批准化学药需 301 日、生物制品
需 332 日。2014-2018 年欧美日批准 NAS 的年
均所需时间，FDA 是化学药快于生物制品，

日；PMDA 抗肿瘤与免疫调节剂所需时间 306
日，其他治疗领域需 332 日。2014-2018 年欧
美日批准的 NAS 的年均所需时间，FDA 与
PMDA 均是抗肿瘤与免疫调节剂快于其他治
疗领域；而 EMA 则是其他治疗领域略快于抗
肿瘤与免疫调节剂（图 6）。

PMDA 是生物制品与化学药基本持平，而 EMA
则是生物制品快于化学药（图 4）。

加速审批：欧美日速度趋同
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加速审批
44 个、标准审批 16 个；EMA 加速审批 4 个、
肿瘤药免疫药：首选美国，欧洲很慢
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抗肿瘤与

标准审批 36 个；PMDA 加速审批 9 个、标准
审批 23 个。2014-2018 年欧美日批准的 NAS

免疫调节剂 20 个，其他治疗领域 40 个；EMA

中，加速审批占比各约为 15%、63%与 43%，

为抗肿瘤与免疫调节剂 14 个，其他治疗领域

相比 2009-2013 年的 7%、42%与 25%，均有

26 个；PMDA 为抗肿瘤与免疫调节剂 11 个，

一定增长（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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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孤儿药所
需时间 243 日、非孤儿药所需时间 311 日；
EMA 孤儿药所需时间 463 日、非孤儿药所需
时间 429 日；PMDA 孤儿药所需时间 263 日、
非孤儿药所需时间 334 日。2014-2018 年欧美
日批准 NAS 的年均所需时间，FDA 与 PMDA
均是孤儿药明显快于非孤儿药；而 EMA 则是
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加速审批

孤儿药与非孤儿药基本持平（图 10）。

所需时间 242 日，标准审批所需时间 363 日；
EMA 加速审批 249 日、
标准审批 455 日；PMDA
加速审批 259 日、标准审批 336 日。2014-2018
年欧美日批准的 NAS 中，加速审批年均所需
时间比标准审批各自快约 185 日、141 日与
73 日（图 8）。

首先上市地区：偏好美国，其次欧日
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首次批准
或 ICH 区域内其他机构首次批准 1 个月之内
的批准（以下简称“首次批准或 1 个月之内
批准”）占 75%，ICH 区域内其他机构首次批
孤儿药：选择美日，欧洲没赚头

准 1 个月之后的批准（以下简称“1 个月之后
批准”）占 25%。EMA 首次批准或 1 个月之内

2018 年，FDA 批准的 NAS 中，孤儿药 35

批准占 20%、1 个月之后批准占 80%；PMDA

个、非孤儿药 25 个；EMA 孤儿药 17 个、非

首次批准或 1 个月之内批准占 31%、1 个月之

孤儿药 23 个；PMDA 孤儿药 8 个、非孤儿药

后批准占 69%。2014-2018 年欧美日批准的

24 个。2014-2018 年欧美日批准的 NAS 中，

NAS 中，首次批准或 1 个月之内批准年均占

孤儿药占比各约为 39%、49%与 34%（图 9）。

比各约为 30%、82%与 27%（图 11）。

（选自《 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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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临床试验数据如何加速药品上市
是否在海外启动临床研究，首要考虑的
是政策层面，即中国的药品注册法规政策是
否认可海外的临床研究数据。
自 2018 年 7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接受药

获批上市的主要还是国外已上市的产品，特
别是对于用于危重疾病、罕见病、儿科且缺
乏有效治疗手段的药品注册申请。
门槛 2：有条件上市。

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以来，
因政策接受境外临床数据而被加快审评审批
的主要是临床急需境外新药，以及共线生产
出口国外的仿制药。

危重疾病、罕见病、儿科且缺乏有效治
疗手段的药品，就算经评估其境外临床试验
数据属于“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真实可靠，符
合 ICH GCP 和药品注册检查要求；境外临床研
究数据支持目标适应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
价，但存在影响有效性和/或安全性的种族敏

临床急需境外新药
上市加速指数：☆☆☆
所谓临床急需境外新药，是指近十年在
美国、欧盟或日本上市但未在我国境内上市

感性因素”情形的，也将采用有条件接受临
床试验数据方式，在药品上市后收集进一步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用于评价。

的新药，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或用于防
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尚无有效治疗或预防
手段的药品，或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
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三类药品。
虽然 NMPA 发布了接受境外数据的指导
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境外药品可以免除在
中国的注册临床试验，轻松地仅凭国外数据
进入中国市场。
门槛 1：并非都能豁免临床。

实际上，上述豁免临床且已获批上市的
产品都是有条件获批上市的，都需要在上市
后完成上市后再研究（即Ⅳ期临床试验研
究），并在产品再注册时提交相关临床研究报
告。同时，上述产品需要保证受试者参与临
床试验后的获益权，而这对所有以豁免进口
注册临床直接批准进口产品在中国上市的罕
见病药厂家来说，如何应对都较有难度。
门槛 3：人种差异是最大门槛。

截至 2019 年 6 月，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
单（包括两批征求意见稿+正式稿）共涉及 16

根据《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
术指导原则》，提交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用于中

个新上市产品。其中，仅格卡瑞韦哌仑他韦
片（治疗丙肝）、依库珠单抗（治疗成人和儿
童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和非典型溶血
性尿毒症综合征）、诺西那生钠（治疗脊髓性
肌萎缩）、司来帕格（治疗肺动脉高压）和重
组带状疱疹疫苗（50 岁及以上成人带状疱疹

国药品注册申请的资料，应包括生物药剂学、
临床药理学、有效性和安全性资料数据。其
中，除了生物药剂学数据不强调涉及中国人
群的种族敏感性外，其余三项数据均需分析
中国亚组与总体人群的一致性。
依据临床试验数据的质量，对临床试验

的预防）5 个产品在国内没有启动临床即获批
上市。其余产品都是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完成
能够满足国内相应法规要求的临床试验。
这意味着这两年无需国内临床数据即可

数据接受分为完全接受、部分接受与不接受。
其中完全接受和部分接受的区别就是完全接
受的境外临床研究数据不存在影响有效性和
安全性的种族敏感性因素。以哌柏西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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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其在境外的亚裔和非亚裔人群的累积药
代动力学、安全性和疗效数据分析，辉瑞最
终确定了哌柏西利在中国不需要基于亚裔人
种进行剂量调整，并且哌柏西利得以在中国
2018 年获批上市。然而，哌柏西利仍要完成
其在中国 2015 年 3 月启动临床的 PALOMA-4
研究，该研究纳入的 339 例受试者中 90%以
上为中国人群。
此外，罕见病用药以免注册临床的形式

仿制药的评价体系是基于药学等效和生
物等效从而推论治疗等效。仿制药生物等效
试验（BE）要求，在相似试验条件、相同剂
量下，药物吸收速度和吸收程度的差异在可
接受范围内。
因此，BE 试验结果与受试者人种种族无
关，而与处方工艺、BE 试验设计有一定关系，
欧美药监机构和 WHO 专家对此认识完全一
致。欧美和 WHO 均接受世界任何国家符合

获批，上市后仍然需要做一个承诺性临床。
非罕见病药则必须完成了部分具有中国/亚
洲人群的临床试验，具备一定临床试验数据
的基础才可以获批。

GCP 和 GLP 的 BE 数据。因此，在境外申报仿
制药申请（ANDA），没有硬性规定必须在该
国境内做 BE，也可以在加拿大、印度等境外
国家做，前提是只要符合 GLP 和 GCP 管理的
临床试验基地，同时数据符合 ICH 要求。
中国加入 ICH 后，也开始从法规上接受
境外 BE 数据与国际接轨。这意味着仿制药的
临床试验数据符合 ICH 和中国法律法规的监

进口仿制药和共线生产产品
上市加速指数：☆☆☆☆
根据《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
术指导原则》，在境外开展仿制药研发，具备
完整可评价的生物等效性数据的，也可用于
注册申请。
然而，不少进口仿制药，或者国内生产
共线已获得境外批准的仿制药，在上市申报
的时候，也可能会拿到临床批件，要求进行
生物等效性研究（BE）。
政策利好。
按法规和常规路径，中外双报国内共线

管要求，在具备资格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
完成并接受检查就可以在中国申请上市。因
此理论上讲，进口仿制药或者国内生产共线
已获得境外批准的仿制药就能豁免注册临床
直接进入中国。
四种情况不能豁免。
但是，如果有下述情况可能就不能豁免：
一是在国外完成的 BE 不被认可，例如所
选择 CRO 公司、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进入 ICH

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批准上市后，到国内按
仿制药新 4 类申请，一般都可以走优先审评
审批通道，缩短注册申报时间。而且，这类
药品的药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BE）已经经
过境外的审评审批，理论上也符合我国仿制
药上市的注册要求。
以往国外仿制药在国内的上市路径需要
先拿到临床申请，做 BE，然后再报上市注册。

成员国的黑名单。2017 年 3 月 27 日，欧洲药
品管理局(EM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暂停大
约 300 种 来 自 印 度 CRO 公 司 Micro
Therapeutic Research Labs 开展研究的仿制
药，原因是担心“研究数据的错误陈述以及
文档和数据处理上的不足”。CRO 公司和药物
临床试验机构因故无法接受 CFDI 组织的临床
核查，预计也将要面临临床研究不能豁免的

可喜的是，现在进口仿制药都采取临床默许
制，进口仿制药与国内仿制药的上市路径基
本是一样的。
对接国际。

结局。
二是国外完成的 BE 部分不被认可，例如
多规格同时申请，大规格做 BE 豁免小规格
BE，处方是否等比例且呈线性药代特征等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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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条件的认知偏差，也有可能会导致 CDE 要

必须充分了解中国与境外注册申报的法

求部分规格进行 BE。也有可能是由于各国的

规要求的不同点，才能保证在海外启动的临

临床指导原则的差异，导致各国具体临床指

床研究数据能被中国所认可。

标的不同。

鉴于新药必须进行种族差异研究，因此，

三是虽为中外双报、但非共线生产，主

想要加快国外创新性新药在中国上市的速

要发生在企业内变更生产场地，具备境外批

度，就要把中国尽早融入国际性新药关键性

准文件的旧生产场地的 BE 数据在国内来申请

研究的平台，同步进行Ⅲ期多中心临床试验，

新生产场地的批文，有可能会被要求用新场

才有可能让中国患者与世界同步获得新药。

地、新车间的样品重做 BE。
四是国内注册时采用和国外注册不同品
规或不同供应商的原辅包发生重大变更，原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新药产品，只有中国
人群的临床数据进行种族差异完成了，才叫
真正的上市成功。

辅包甚至制剂的处方工艺有重大变更。

（选自《医药经济报》）

总 结

685 基药别错过“窗口期” 县域市场大洗牌主战场在这
7 月 1 日起，浙江省将基层医疗机构的采
购权、支付权全部收回到县域医共体，由医
共体牵头单位来统一管理。6 月 25 日，该省
发布通知，部署了县域医共体的药品、耗材
统一采购与支付工作。
笔者最近和几个传统做第三终端的厂家
负责人沟通发现，大家普遍感觉第三终端市

在这两个政策的综合作用下，县域市场还是
那个市场，但操作方法已经不同了。

场“越来越难做”，主要原因是很多做等级医
院的厂家渠道下沉，开发第三终端。
等级医院厂家有产品优势、学术推广优
势以及资金实力优势。笔者朋友圈里，很多
做第三终端的代表，日常发布的产品广告也
在更新，从以前传统的第三终端厂家品种到
临床品种，甚至外企品种。
事实上，第三终端特别是基层医疗终端
正在悄然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主要的推

确的占比，并且纳入二级、三级医院的考核之
中。国家 685 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在国家各级公
立医疗机构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等级医院不缺品种，特别是在“药占比”
政策的影响下，还在往外踢品种，公立等级
医院进一个品种很难，难于上青天。就县域
等级医院来说，在“药占比”影响下，中成
药月处方量整体不能超过 200 盒，多年不开
一次药事会是普遍现象，哪个品种销量进入

力来自两个非常重磅的政策：一是各省新版
685 基药陆续落地，另一个就是 5 月 15 日卫
健委下达《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
的通知》，要建设 500 家紧密型县域共同体。

前十名重点监控，因此不少厂家和代理商无
奈寻求院外销售渠道。公立医院改革途径给
基本药物进入等级医院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基药进等级医院“窗口期”
县域公立医疗市场变化首先体现在县域等
级医院用药目录改变。国家 685 基本药物的江
湖地位显著提高，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也有明

由此带来的是，县域等级医院开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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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4+7”国家集采第二批目录即将出台，

左右，大部分县中心、县人民、县中医都是

国家明确表示要全国推广；国家版辅助用药

二级医院。如果你的品种是 685 基药，医共

目录已经发布，整个公立等级医院的改革路

体牵头医院就比较好进。非 685 基药如果想

径就是“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

要开发基层医院，那么根据各地县乡村一体

空间怎么腾？腾的就是“4+7”集采降下

化的政策，首先要拿下县级医共体牵头医院。

来的空间和踢出去的辅助用药空间。这个空

由此可见，县级医共体牵头医院成为承上启

间谁来填补？国家 685 基本药物目录当仁不

下的“枢纽医院”，地位相当重要。

让。现在开发县域公立等级医院，只要是 685

提前占领基层市场

基药，统统开绿灯。685 基本药物目录品种迎
来了历史上开发公立等级医院代价最小的
“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只有三五个月，错过
将后悔莫及。
基层医疗机构用药“洗牌”
与此同时，县域基层用药目录改变。在

广大基层市场为很多“4+7”国家集采降
价品种、列入国家辅助用药目录品种提供了
广阔的新天地。这也是很多在县级医疗机构
有直营队伍的厂家这两年不断招兵买马，不
惜代价开发基层医疗机构的根本原因。很多
早早布局的跨国公司，在等级医院“药占比”

685 基药落地之前，各省执行的基层用药目录

限制如此严格的情况下，2018 年在中国等级

比较复杂，综合来说，由以下几个目录组成，

医疗机构销售业务逆势增长十几个百分点，

即国家 520 基本药物目录+各省省级增补基药

就是因为基层医疗机构做了突出的贡献。

目录+部分县级基药增补目录+低价药目录+
慢病用药目录+部分医联体目录。
685 文件落地之后，主要基层医疗机构用
药目录发生了变化，从河南、四川、江西等

随着各省新版 685 基药政策落地，在县
域公立医疗市场大洗牌的风口下，厂家要抓
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抓紧时间转型，笔
者有几个建议：

省份的落地文件来看，主要基层用药目录为

1.新版 685 基药中标的厂家，抓紧时间，

国家 685 基本药物目录+医共体非基药占比目

不惜一切代价开发县域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

录，其他目录统统废除。也就是说，非 685

机构。毕竟在政策调整期开发医院代价比较

基药产品想要开发进基层医疗机构，必须拿

小，等同类品种都把医院开发完了，就没什

下当地医共体的带头医院，品种要求进入两

么机会了。

个目录，一是医保目录，二是县级公立医院

2.在县域等级医院有开发队伍的厂家，

采购目录。只有进入了这两个目录，才有在

有非 685 基药品种在县级等级医院，特别是

基层医疗机构销售的机会，这就提高了县级

医共体牵头的县域等级医院卖得还不错，抓

畅销非基药品种在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紧时间在紧密型医共体政策引导下，开发基

因此，县域基层医疗机构开发方式发生

层医疗机构。

转变。从国家释放的打造 500 家县级紧密型

3.以上两个条件都不符合的厂家，也有

共同体来看，基层医疗机构用药也进入了新

开发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计划，可做好处方

一轮“洗牌期”。按照目前的政策导向，医共

外延，以院外 DTP 药房为载体，做好“泛 DTP+

体牵头的县级等级医院成了处方药推广的主

控销”的模式，也许能在县域公立医疗市场

战场。

占有一席之地。

685 基药目录要求二级医院占比在 50%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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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4+7”超量采购两极分化 有产品爆量至 300%
“目前对于‘4+7’超量问题，从市场中

取类似的强制完成措施。

搜集的信息显示，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第一

不过，前述医院院长也认为：
“由于使用

像北京，基本继续采购中选企业。另外一种

高于同通用名中选药品价格的产品自负比例

像上海，尤其在一些二三级医院正在逐渐出

仅增加 10%，患者感觉差别不大，所以需要

现松动，基本上每个月完成当月的国家订单

进一步加大引导使用中选药品。下一步，应

处方量以后就会放开，可以采购非中选企业

该继续发挥医保支付作用，适当拉开支付比

品种。”南京乐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

例差距。”
事实上，在“4+7”影响下，相关药品价

人郭新峰透露，某企业产品在北京的销量已
经爆量至 300%，还在继续采购，没有出现订
单分流的情况。
随着各地稳步推进国家带量采购，一些
医院已经完成约定采购量，关于超量部分如
何分配的问题成为企业关注焦点。
后续采购呈现两极分化
各方流出的信息显示，国家集采使用量超

格、市场站位已经日渐清晰。随着非试点地
区的积极加入，影响面不断扩大。据了解，
在河北省发布《关于请与国家集中采购中选
药品同通用名生产企业确认挂网价格的通
知》之后，6 月 30 日，河北省发布《关于公
布国家集中采购中选同通用名药品河北省挂
网最高限价的通知》（下称《通知》），截止 6
月 28 日 17 时，部分生产企业进行了价格确

出了预期。福建省作为全国首个全面跟进“4+7”

认。《通知》显示，共 67 家药品生产企业确

药品集采试点省份，于 6 月 3 日起正式执行。

认的 114 条药品价格符合河北省挂网规定，

福建省福鼎市总医院发布最新信息，自 6 月 3

并作为该药品最高限价在河北省挂网。

日开出了第一张“4+7”集中采购药品处方以来，

按照要求，河北对照国家集中采购中选

截至 6 月 25 日，共开出“4+7”中选药品处方

药品，参照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最低挂

13413 张，药品费用 459315.23 元。

网价格对在河北省挂网的同通用名药品价格

有试点地区医院院长表示：“整体来看，
中选品种采购、使用完成很好，基本超额完

进行了比对，要求相关药品生产企业进行确
认。企业不确认价格的，将取消挂网资格。

成。”对于超量问题，一家上海医院负责人指

对比发现，由于是梯度降价，且允许价

出，“4+7”带量采购政策与之前上海已经落

格高于中选药品，原研药、通过一致性评价

地的三批带量采购政策有所不同，前三批上

品种基本都确认了价格。而对于未确认价格

海带量采购要求完成规定采购量后，医院在

的 225 个药品，这些品种中，大多数为未过

完成带量采购基础上，再对患者开放高价的

评品种。按照河北给出的价格确认信息，这

原研药，而“4+7”带量采购相关品种则未采

些未过评品种价格大多持平或低于中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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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许由于价格低，这些企业无法确认价

该省的，由企业自愿申请后，直接纳入省医

格，这些药品也将被取消在河北的挂网资格。

药集中采购平台交易系统，供全省医疗机构

未过评企业挑战增大
在业界看来，这一结果也侧面反映出当
下的药品采购市场趋势，就是即使价格有所
下降，原研和过评品种都在积极争夺市场，
未过评且有机会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也通
过调低价格先保住市场。而“4+7”采购范围
内留给未过评品种的医院市场生存空间正在
急速缩小，由于没有量的保证，企业也难以
降价获取市场，只能选择放弃。
实际上，各地对通过一致性评价、未过
评的品种态度基本趋同。正如 7 月 1 日贵州
在《2019 年关于做好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仿制药挂网采购工作的通知》中明确，
各医疗机构要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药品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
目录，优先采购和使用；采购未通过一致性
评价国产同类品种的，其实际采购价格不得
高于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企业在申报资料
的同时，须提供通过一致性评价后药品在全

采购使用，不再议价。
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宝华
认为：
“‘4+7’对企业的影响很大，现在一些
小企业的生存也面临挑战，尤其在通过一致
性评价方面，如果国家集采进一步推进，虽
然鼓励企业做一致性评价，但是小企业可能
没能力负担。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后，还面
临大幅度降价，成本不一定能收回来。”
“企业只有通过一致性评价才能存在。一
开始率先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还能在市
场中拿到一些机会。但是再过一段时间，随
着更多企业通过一致性评价，通过一致性评
价也就没有优势了，只是没有被淘汰而已，
大家又都站在同一赛道开始竞争。”刘宝华补
充道。
对此，郭新峰认为：
“企业只能靠自己的
销售能力去抢占市场。像原研药，由于降价
不多，对于市场损失，肯定会拿下高端用户
等细分市场。由于大部分市场都留给中选品

国各省执行的最低价和最高价作为参考，过

种，未中选品种的市场机会相对有限，而未

评后在全国无中标价的，提供该产品通过一

过评品种的市场机会就会更小，所以这些企

致性评价前在全国各省执行的最低价和最高

业都会积极拓展非公立医院市场。”
（选自《医药经济报》）

价。如自愿以“4+7”试点地区执行价格供应

降血脂四大品种新一轮洗牌过评企业与竞争格局分析
6 月 6 日，海正药业公告称，其控股子公

品补充申请批件》。

司瀚晖制药辛伐他汀片 10mg、20mg、40mg

3 月 14 日，深圳信立泰药业收到国家药

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为国

监局核准签发的匹伐他汀钙片 2mg 的《药品

内首家过评。截至公告日，公司暂未收到《药

注册批件》，按化学药品第 4 类注册分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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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通过一致性评价。信立泰的匹伐他汀钙片

阿托伐他汀钙占 51.56%，瑞舒伐他汀钙占

2mg 为国内首家按照一致性评价要求完成生

25.33%，匹伐他汀钙占 5.72%，辛伐他汀占

物等效性试验，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匹

3.02%。（图 2）

伐他汀钙为 2017 版医保目录乙类产品。
据已公示的信息统计，已过一致性评价
药物从品种、数量到销售额，临床用心血管
类药物均为重量级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心血管用化学通用名药物已有 24 个品种，四
大降血脂药阿托伐他汀钙片、瑞舒伐他汀钙
片、匹伐他汀钙片、辛伐他汀片均已有企业
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
纵览:降脂药占心血管药 21.50%

在 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城市公立样本
医院降血脂药市场中，居前五位的区域是：

降血脂药是心血管药物市场中的重磅产

北京（占 16.91%）、广东（占 15.99%）、上海

品。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区

（占 7.38%）、山东（占 5.99%）和江苏（占

域公立样本医院心血管用药销售额为 217.47
亿元，其中降血脂药销售额为 46.75 亿元，同
比 增 长 8.82% ， 占 心 血 管 药 用 药 金 额 的

5.63%）。降血脂药物是“4+7”城市药品集中
采购中的“重头戏”，冲击了原研药在大中城
市公立医院及城市社区医院的地位。（图 3）

21.50%。（图 1）

大品种
国产“他汀”接连过评
在中国，心血管病导致的死亡率居高不
下，明显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统计数据表

1.阿托伐他汀：首仿药“阿乐”首家过
评并进入集采。
阿托伐他汀钙是全合成具有选择性的

明，心血管病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指数农村
高于城市，在城市为 42.61%，而在农村则达
45.01%。

HMG-C0A 还原酶抑制剂。美国辉瑞公司的立
普妥上市以来，已创下了 1500 多亿美元的销

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

售业绩。2018 年全球立普妥市场达 20.62 亿

城市公立样本医院降血脂药物中他汀及复方

美元，同比增长 7.68%。在中国阿托伐他汀市

制剂占据 91.35%，其中，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场，立普妥占据了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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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伐他汀用于血脂紊乱症的治疗，是

临床一线药物。阿斯利康的原研药 Crestor

血栓介入治疗后必不可少的药物之一。1999

（可定）上市以后，带动了降血脂药物市场爆

年，北京嘉林药业的首仿药“阿乐”和辉瑞

发式增长。随着原研药专利到期和仿制药上

的“立普妥”获批在中国上市，随后批准了

市，专利药市场下滑，2018 年全球 Crestor

河南天方药业的胶囊“尤佳”、斯洛文尼亚莱

市场为 14.33 亿美元，同比下滑 37.55%。

柯公司的“山乐汀”、广东百科的分散片“京

2017 年 12 月 29 日，国家药监局（NMPA）

舒”、乐普药业的片剂“优力平”，2019 年 2

发布了第一批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月 1 日又批准了兴安药业的阿托伐他汀钙片。

评价的药品，正大天晴的瑞舒伐他汀钙片成

2018 年 5 月 4 日，北京嘉林药业的首仿

为首个过评的降血脂药物。此后，南京正大

药“阿乐”首先通过一致性评价。据米内网

天晴制药、浙江京新药业、浙江海正药业、

数据，除了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外，对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鲁南贝特制药、上海诺

阿托伐他汀钙片进行参比制剂备案的企业还

华、斯洛文尼亚 Lek Pharmaceuticals d.d.等七

有石家庄市华新药业、上海诺华贸易及德州

家企业的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2016 年，美

德药制药。阿托伐他汀钙片一致性评价 BE 试

国 FDA 批准常州制药厂瑞舒伐他汀仿制药上

验厂商是湖南迪诺制药、湖南天济草堂制药、

市，常州制药厂或许会成为弯道超车的又一

浙江海正药业、北京万生药业、北京汉典制

厂商。据悉，国内申报瑞舒伐他汀钙仿制药

药和合肥英太制药等。

企业已有 30 家、近 60 个品规。

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

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

城市公立样本医院阿托伐他汀钙用药市场为

城市公立样本医院瑞舒伐他汀用药金额为

24.11 亿元，同比增长 9.29%。阿托伐他汀钙

11.84 亿元，同比增长 7.53%。阿斯利康的原

20mg 占 87.92%，10mg 占 12.08%。（图 4）

研药“可定”占据 66.11%，鲁南贝特的瑞舒
伐他汀钙片剂、胶囊和分散片“瑞旨”占 19%，
正大天晴的“托妥”占 5.66%，京新药业的“京
诺”占 5.61%，南京先声东元的“舒夫坦”占
1.42%，海正药业的“海舒严”占 1.40%，海
南通用三洋的产品占 0.81%。（图 5）

阿托伐他汀钙销售额过亿元的区域有 8
个：广东占 16.69%，北京占 13.40%，上海占
7.61%，湖北占 6.48%，山东占 5.84%，江苏
占 5.38%，河南占 4.54%，浙江占 4.18%。
2.瑞舒伐他汀：“京诺”带量采购博弈。
浙江京新药业是 2018 年上海“4+7”集

瑞舒伐他汀钙片是国内降胆固醇调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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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瑞舒伐他汀钙片的中标公司，采购计划为
5mg 片数量 6006.97 万片、10mg 片数量
8285.70 万片，总采购药品金额为 9201.34
万元。在产量、能源及环保配套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浙江京新药业 2019 年以量换价稳
操胜券。
3.匹伐他汀钙：深圳信立泰，一匹“黑
马”。
2019 年 3 月 14 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深圳

4.辛伐他汀：瀚晖首家过评，罗欣已 BE
备案。

信立泰药业的匹伐他汀钙片注册，商品名为

辛伐他汀原研药是 1991 年 12 月 23 日美

信立明。信立泰的匹伐他汀钙片为国内首家

国 FDA 批准的默沙东的 Zocor，国外上市的辛

按照一致性评价的要求完成生物等效性试

伐他汀有片剂和混悬剂两种剂型。1994 年默

验，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沙东的辛伐他汀片进入中国市场，商品名为

匹伐他汀钙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家

舒降之。

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属于第三代他汀类药物。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数据，国家药监局颁

2008 年 9 月 28 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日本兴和

发辛伐他汀仿制药批文 178 个，其中，原料

原研药匹伐他汀，商品名“力清之”。随后，

药生产厂家 24 家，片剂 76 家，胶囊 14 家，

华润双鹤药业的产品首仿获批，商品名为“冠

干混悬剂、滴丸、咀嚼片和分散片各 1 家。

爽”。2014 年前，江苏万邦生化医药的“邦之”、
浙江京新药业的“京可新”、山东齐都药业的
“以清”相继获准上市。

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 24 个重
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辛伐他汀用药金额为
1.1422 亿元，同比下降 18.83%。辛伐他汀制

匹伐他汀钙相较其他已上市的他汀类产

剂主要进入县城医院、农村卫生院和零售药

品具有更低的有效剂量，且具有几乎不被肝

店市场，预计国内市场销售额仍将突破 20

的药物代谢酶 P450（CYP）代谢（CYP2C9 有

亿元。

极少的代谢）等特点，降低了可能的药物相
互作用。

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
院辛伐他汀片占据 89.05%，胶囊占据 6.79%，

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城
市公立样本医院匹伐他汀钙片用药金额为
2.67 亿元，同比增长 33.85%。匹伐他汀钙有
两种规格，其中 2mg 占 88.13%，1mg 占
11.87%。在国内样本医院市场上，华润双鹤
占 49.61%，日本兴和占 20.82%，江苏万邦占
19.75%， 浙 江京新占 7.84% ，山东齐都占
1.98%。有分析人士预测，匹伐他汀钙国内市
场峰值销售额可达 80 亿元。（图 6）

丸 剂 占 据 4.16% 。 从 规 格 上 看 ， 40mg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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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20mg 占 57.81%，10mg 占 12.59%，

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另一家值得期待的

5mg 占 2.3%。默沙东占据 60%市场，国产药

是罗欣药业的 20mg 辛伐他汀片剂，已进行了

物占 40%，其中，广州南新占 22.51%，兴安

辛伐他汀片的 BE 备案。在“4+7”城市药品

药业占 4.16%，浙江京新占 4.02%，扬子江海

集中采购降脂药大幅降价的情况下，辛伐他

蓉占 2.36%。（图 7）

汀预计也会降价。

默沙东的舒降之在中国辛伐他汀市场占
（选自《医药经济报》）

据半壁江山。在海正药业旗下瀚晖辛伐他汀

世界 500 强 11 家药企 这两家国内企业上榜
7 月 22 日，最新的《财富》世界 500 强

的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以 919.86 亿美元排名第

排行榜新鲜出炉。在制药行业，共有海内外

80 位，相较于上年，提升了 6 位；排名第 169

11 家企业登榜。其中，9 家为跨国药企。记

位的中国医药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599.8 亿美

者梳理发现，罗氏、诺华、艾伯维三家外企

元，排名较上年提升了 25 位。这意味着中国

排名有上升，其余 6 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医药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更有力量。事实上，

按照营业收入计算，强生以 815.81 亿美元的

此次从数量上看，世界最大的 500 家企业中，

营收收入位列第 109 位，排在第 381 位的艾

有 129 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

伯维营收收入为 327.53 亿美元。

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界 500 强榜单上

对标巨头：中国企业盈利指标较低

有两家中国药企。其中，包括华润医药在内
尽管中国企业在数量上取得了可喜的突
破，但与世界 500 强比较，中
国企业盈利指标比较低。世界
500 强的平均利润为 43 亿美
元，而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
润是 35 亿美元，未达到世界
500 强的平均水平。如果与美
国企业相比，则存在的差距更
加明显。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
收益率两个指标能够体现出企
业经营状况的优劣。需要注意
的是，中国公司在销售收益率
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上已
经扭转了近年来的下行趋势。
此外，与世界 500 强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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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2018 年中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与

28 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际认证和 WHO

净资产两项指标与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数值

预认证；173 个品种的自有工业产品在 61 个

基本持平；与传统经济大国的上榜企业相比，

国家拥有 424 个有效海外注册证。不过，上

上榜中国企业销售规模和资产规模不输日

榜的两大国内巨头还包括很大的医药商业的

本、英国、法国与德国企业。

比重，单纯看制药业务，要做到国际化还有

以制药行业这次排名上升最快的艾伯维

很长的路要走。

为例，艾伯维 2018 年财报显示，调整后的全

最后，从上榜企业所在产业分析，美国

年净收入为 327.33 亿美元，与去年相比增长

的产业结构是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产业结

15.2%。特别是第四季度，艾伯维的每股收益

构，而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在工业化阶段。

为 1.90 美元，同比增长 28%。这一强劲的盈

中美两国企业都很集中在：能源矿业、商业

利增长率，大约是营收增长率的四倍。

贸易、银行、保险、航空等 5 个产业，上榜

可这样的巨头也有压力：2018 年修美乐

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大公司中有一批与人的

销 售 额 199.36 亿 美元 ， 占 艾 伯 维 收 入 的

健康、医疗、生活等有关的产业，而这个领

60.9%，且该药连续 7 年全球销量第一。但由

域的中国企业相对很少。有专家认为，近年

于修美乐在世界各地的专利相继到期，艾伯

来，内需市场迅速扩大，为中国大企业继续

维对于其他创新药物的需求愈发强烈。6 月

做大提供了重要平台。其次，战略重组、中

25 日，艾伯维和艾尔建达成约束性协议，艾

国宏观经济的变化也成为了中国公司集体崛

伯维将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完成对艾尔建的

起的推手。但是如何集体做强，如何成为有

收购。此次交易股权价值约为 630 亿美元（约

跨国竞争力的全球企业——这些将成为中国

合人民币 4335 亿元）。从这个案例可见，足

公司亟待关注、且更为迫切的话题。

够的盈利能力是跨国巨头寻找新利润支点的

也有专家称，
“要真正成为跨国企业，利

支点，这样才能强者恒强，国内企业在综合

用全球资源是不二法门，印度制药在国际上

盈利能力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独树一帜，就是因为印度属于英语国家，因

这也将是中国医药企业出现“大象”整
合“大象”般强强联合的基石。
寻找差距：构建全球价值链
有分析人士对中美大公司在“跨国程
度”上也做了深度剖析。专家指出，最核心
的差距是，全球型大公司形成超强的全球竞
争力的真正秘诀在于其吸纳全球各地最佳
资源加以整合，把价值链延伸到全球，从而

而很早就开始全球的销售布局、市场布局、
创新布局。而中国医药企业早期出海的主要
是原料药，也正因为此，中国企业不是在增
强竞争力，而是在失去竞争优势，一个企业
的跨国程度取决于其核心的原始创新能力和
全球运营能力，这是很多中国企业国际化亟
待解决的痛点。”
链接
中国药企如何入围制药 20 强

构建全球价值链。但与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
相比，中国最大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尚处在
初级阶段。

2019 年，中国首次有企业进入美国《制
药经理人》杂志发布的全球制药 50 强，分别

当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就制药

是中国生物医药和江苏恒瑞。而这仅仅是个

行业而言，国药集团很早便开始国际合作，

开始，在好的政策和形势推动下，中国药企

截至 2018 年底，国药集团自有工业产品已获

进入全球制药 20 强也许并不遥远。但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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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制药 20 强的门槛逐年上升，2018 年为 135.8

的是销售收入，无论是中国生物制药还是江

亿美元，2019 年为 147 亿美元，是目前中国

苏恒瑞，都是仿制药销售收入占据较大比例

生物医药近 4 倍的规模。

的企业。通过并购 50 强名单的企业或者销售

那么，中国如何及何时才会有企业进入
全球制药 20 强呢？为此，笔者分析入围全球

规模较大的仿制药企业形成规模效应，也有
助于进入 20 强。

制药 20 强两大路径的难点与关键点。
路径 1：转型国际化创新药
2019 年全球制药 20 强的共性，包括但不
限于至少拥有 1 个 10 亿美元以上规模的专利
产品，国际化企业特别是要有产品在欧美日
销售。而中国企业尚未有专利药在欧美日上
市。除了产品在欧美日上市，还需要在当地
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因此，国际化和创新是
中国药企进入世界 20 强的关键词。
梯瓦转型创新之路受挫，是国内仿制药
转型创新药的前车之鉴。梯瓦的“买买买”

值得注意的是，仿制药的竞争压力背景
下，特别是由于特朗普政府鼓励仿制药申请，
仿制药价格的下滑速度要快于以往，仿制药
的国际先进企业如梯瓦和迈兰的销售收入
2019 年都略有下降。中国的“4+7”政策也会
让国内仿制药企业面临价格战的压力。
那么，如何在仿制药领域继续保持优
势？
快速放大仿制药的规模，是其中一个很
好的选项。这通常需要借助资本运作的手段，
在短时间内快速制造出“巨无霸”。然而，国

导致债务高筑，2018 年梯瓦为减少债务，通

内对外汇资金的管制，将让国内药品企业并

过削减员工重组降低成本以求生存。挖掘 10

购之路难度加大；同样地，美国也在为中国

亿美元以上规模潜力的新药产品，除了需要

企业对医药企业的并购设限。
因此，退而求其次，与已有仿制药产品

专业的“找项目”能力，还需要有将新药项
目获批上市和实现商业最大化的能力。
路径 2：转型大规模仿制药

在美国上市的印度企业“联姻”，短期内会是
不少企业的选择。
（选自《医药经济报》）

鉴于 2019 年全球制药排名榜单主要关注

又一重磅药物获批 入局 50 亿元市场
7 月 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

IgG1 单克隆抗体，与肿瘤细胞表达的 CD38

消息称，其已有条件批准达雷妥尤单抗注射

结合，通过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CDC）、

液（英文名：Daratumumab Injection）进口注

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

册申请，用于单药治疗复发和难治性多发性

和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ADCP），以及

骨髓瘤（MM）成年患者，包括既往接受过一

Fcγ 受体等多种免疫相关机制诱导肿瘤细胞

种蛋白酶体抑制剂和一种免疫调节剂且最后

凋亡。达雷妥尤单抗的上市将为复发和难治

一次治疗时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

性 MM 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手段。

达雷妥尤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 CD38

全球畅销药物 To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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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雷妥尤单抗作为 MM 治疗领域的明星

2018 年全球 MM 药物销售额为 167.79 亿美

药之一，由强生旗下杨森公司研制开发，于

元，同比上一年增长 20.63%。当前国际上形

2015 年 11 月通过优先审评获得 FDA 批准上

成来那度胺、泊马度胺、达雷妥尤单抗、硼

市。该产品是抗 CD38 的单克隆抗体，除了获

替佐米、卡非佐米和埃罗妥珠单抗等六大品

批用于治疗 MM 外，其也在对淀粉样变性、

种共同竞争的市场格局。

结肠直肠癌等进行研究。

其中，来那度胺由新基医药开发，于 2005

据全球药物销售数据统计，达雷妥尤单

年在美国获批上市。2018 年其全球销售额达

抗上市第三年——2017 年销售额达到 12.42

96.85 亿美元，比上一年的 81.87 亿美元增长

亿美元，同比大增 117%，迈过“重磅炸弹”

18.30%，成为全球仅次于阿达木单抗和阿哌

门槛。最新数据显示，该药 2018 年全球销售

沙班的第三大畅销品种。2013 年 6 月，新基

额达到 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53%，已进

医药的来那度胺胶囊在中国上市。

入全球畅销药物 Top 50 之列。有预测称，随

2017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双鹭药业的来

着产品适应症不断增加，达雷妥尤单抗的销

那度胺（5mg、10mg、25mg）胶囊获批上市。

售峰值有可能超过 50 亿美元。

2019 年 1 月 9 日，正大天晴药业集团的来那

国内 MM 市场仿制药来袭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2017 版指
出，我国多发性骨髓瘤发病率约为 2～3/10
万，已经超过急性白血病，成为血液系统第
二大恶性肿瘤。该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且起
病隐匿，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治疗
难度高。
根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抗骨髓瘤
Top 10 品种分别是：硼替佐米、伊沙佐米、
来那度胺、沙利度胺、多柔比星、环磷酰胺、
顺铂、依托泊苷、长春新碱和卡莫司汀，这
10 种药物临床用药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13 亿
元，同比上一年增长 50.62%。保守预测国内
抗骨髓瘤市场已达 50 亿元规模。

度胺胶囊（25mg）获得注册。2019 年 4 月 25
日，齐鲁制药的来那度胺胶囊（25mg）获准
上市。
此外，2017 年江苏豪森药业的首仿药硼
替佐米注射剂获批上市，打破了进口药独占
市场风头的局面。2018 年，齐鲁制药、正大
天晴药业集团、南京正大天晴制药的硼替佐
米注射剂也获批上市。根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国内 24 个重点省、直辖市样本医院硼替佐
米注射剂用药金额达 4.57 亿元，是国内 MM
治疗领域中最为强势的品种。
随着国内 MM 仿制药不断获批和海外新
药的进一步引入，国内 MM 患者的选择进一
步拓宽，带动了市场竞争和药品价格的下降。
（选自《医药经济报》）

而全球市场方面，跨国公司年报显示，

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药物贝利尤单抗获批上市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优先审

评审批，批准英国葛兰素公司的贝利尤单抗
56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Belimumab)进口注册申请，用于正在接受标

Vol.19No.4

伤的表现，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

准治疗的活动性、自身抗体阳性的系统性红

贝利尤单抗是首个作用于 B 淋巴细胞刺

斑狼疮（SLE）成人患者。这是第一个用于治

激因子(BLyS)的抑制剂，它是一种重组的完全

疗 SLE 的单抗药物。

人源化 IgG2λ 单克隆抗体，可与可溶性 BLyS

红斑狼疮是自身免疫介导的、以免疫性
炎症为突出表现的结缔组织病，属于皮肤类
疾病。根据临床表现分为盘状红斑狼疮（DLE）
和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前者病变主要局
限在颈部以上，后者具有弥漫性。SLE 是最常
见的狼疮类型，约占全部狼疮病例的 70%，
这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多器官并有多种自身
抗体出现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体内
有大量致病性自身抗体和免疫复合物而造成

高亲和力结合并抑制其活性。根据药物研究
数据显示，该药能够实现持续的疾病控制、
有助于稳定长期症状、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
目前，现有 SLE 治疗选择不多，临床需求未
得到满足，贝利尤单抗联合标准治疗法用于
治疗自身抗体阳性的成人活动性 SLE 患者具
有良好的获益风险比。该产品的获批将为 SLE
患者治疗提供新的选择。
（选自《中国药闻》）

组织损伤，临床上可出现各个系统和脏器损

全球首创银屑病治疗药物本维莫德乳膏获批上市
近日，在“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

酸激酶和芳香烃受体活性，抑制银屑病中的

项持续支持下，由北京文丰天济医药科技有限

炎症性细胞因子产生、炎症细胞的浸润、角

公司研制的本维莫德乳膏（商品名：欣比克），

质形成细胞的异常角色化增生和血管形成与

经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增生等病理变化。

局批准上市。本维莫德乳膏是全球首创、拥有

我国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对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 1 类新药，用于局部治疗

比一线治疗药物 “卡泊三醇”，本维莫德具有

成人轻至中度稳定性寻常型银屑病。

更高的治愈率。本维莫德可针对皮肤局部作

银屑病是一种常见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用，不存在治疗相关的系统性不良反应，同

不易根治，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与生活质

时具有起效快、作用持久、停药后复发率低、

量。在所有银屑病患者中，寻常型银屑病占

安全性高、疗效确切等显著优势。该药的上

90%以上，且 80%-90%为轻、中度。本维莫德

市将为成人轻至中度稳定性寻常型银屑病患

作为全球第一个有治疗作用的芳香烃受体调

者提供一种新的药物治疗手段。

节剂（TAMA）类药物，可调节淋巴细胞酪氨

（选自《科技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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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研究人员实现利用外泌体无创检测
干细胞移植有效性

个病人有效，同时可以用于包括治疗心脏在内
的任何干细胞疗法。
（选自《科技部》网站）

2019 年 5 月 22 日，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Nature 子刊发表研究揭示

(UMSOM) 、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University of

肠癌早期转移最新证据

Pennsylvania)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
研究人员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发

根据传统的癌症分期方法，癌症可以笼

表 了 题 为 “Circulating exosomes derived from

统地被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这个分类方

transplanted progenitor cells aid the functional

法不仅很好地概括了癌症的特点，还通俗易

recovery of ischemic myocardium”的文章。当前

懂地向大众传递了癌症的严重程度。然而近

以干细胞为基础的增强心肌功能和治疗其他疾

日发表在 Nature Genetics 上的研究对上述分

病的临床试验开始显示出希望。然而，除了观

类提出质疑。

察临床结果外，目前缺乏一种可重复的、对时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和遗

间敏感的、非侵入性的工具来评估靶器官内移

传学助理教授 Christina Curtis 联合其他 4 所研

植细胞的有效性，这阻碍了干细胞领域的进展。

究机构人员分析了近 3000 名患者的基因数

外泌体含有衍生出它们的细胞的信号--蛋白质、

据，通过三维计算机模拟分析，发现高达 80％

核酸和微核醣核酸(micro RNA)，这些信号可以

的转移性结直肠癌，可能在原发肿瘤长到罂

影响受体细胞，改造或重新生成我们需要的目

粟种子大小（约 0.01 立方厘米，100 万个癌

标器官。该研究的作者们通过分析从移植的干

细胞）之前，就已经扩散到体内的其他地方

细胞分泌到受体血液中的外泌体来追踪移植干

了。而在这个阶段，目前的临床技术仍然检

细胞的疗效。研究人员通过血液测试监测了心

测不到如此微小的肿瘤。

肌梗死后移植到大鼠心脏的人类心肌细胞源性

转移是癌症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不过

细胞(CDCs)和心肌祖细胞(CPCs)，比较了移植后

癌症转移的时间以及决定癌细胞转移的关键

7 天血浆外泌体的浓度。在纯化 CDC/CPC 衍生

分子机制目前还不清楚。这两点对于癌症的

的外泌体后，发现外泌体中含有与心肌恢复相

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关的 micro RNA。此外，他们还发现体外培养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癌症是一种基因病，

CPCs 和 CDCs 产生的外泌体含量与活体移植细

癌细胞的产生和转移，是体细胞逐渐积累基

胞产生的不同，循环外泌体可将细胞成分传递

因突变导致的，因此当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

到靶心肌细胞从而促进心脏修复。该研究通过

之后，会有一部分细胞获得转移的能力。然

使用生物标志物识别出改变了基因表达、行为

而近年来已经有研究人员在早期乳腺癌的患

和分泌物的反应细胞，从而了解目标器官恢复

者体内发现扩散出去的癌细胞。

的机制和程度，被认为是了解干细胞功能的第

在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找到 23 例存在

一步。这个工具可以确定干细胞治疗是否对单

肝转移或者脑转移的肠癌患者，其中 10 例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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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患者有 72 份组织活检样本，13 例肝转移

肝转移或者脑转移的肠癌患者，其中 10 例脑

患者有 46 份组织活检样本。研究人员给这

转移患者有 72 份组织活检样本，13 例肝转移

118 个组织样本做了全外显子基因组测序分

患者有 46 份组织活检样本。研究人员给这

析，以便从中发现肠癌转移的路径和时间。

118 个组织样本做了全外显子基因组测序分

通过原发灶与转移灶基因突变的比对，

析，以便从中发现肠癌转移的路径和时间。

研究人员发现原发灶和转移灶的癌症驱动基

通过原发灶与转移灶基因突变的比对，

因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KRAS，TP53，

研究人员发现原发灶和转移灶的癌症驱动基

SMAD4 等的突变在原发性和转移性肿瘤也是

因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KRAS，TP53，

一致的。此外这两处的肿瘤也潜在共享 SNV

SMAD4 等的突变在原发性和转移性肿瘤也是

和小插入缺失。

一致的。此外这两处的肿瘤也潜在共享 SNV

根据传统的癌症分期方法，癌症可以笼

和小插入缺失。

统地被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这个分类方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三维计算模

法不仅很好地概括了癌症的特点，还通俗易

型模拟在不同的参数条件下肿瘤的大小，及

懂地向大众传递了癌症的严重程度。然而近

其与疾病进展和基因变异之间的关系。结果

日发表在 Nature Genetics 上的研究对上述分

发现在 17 名（83%）早期转移的患者中，肠

类提出质疑。

道肿瘤在体积不足 0.01 立方厘米也就是不到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和遗
传学助理教授 Christina Curtis 联合其他 4 所研

100 万个细胞的时候，已经转移到身体的其他
地方。

究机构人员分析了近 3000 名患者的基因数

（选自《科技部》网站）

据，通过三维计算机模拟分析，发现高达 80％

科学家发现肿瘤起始

的转移性结直肠癌，可能在原发肿瘤长到罂

干细胞导致癌症复发机制

粟种子大小（约 0.01 立方厘米，100 万个癌
细胞）之前，就已经扩散到体内的其他地方

免疫疗法是利用自身免疫系统来治疗癌

了。而在这个阶段，目前的临床技术仍然检

症的一种方法，它使患者的预后得到了极大

测不到如此微小的肿瘤。

的改善。但是，癌症复发是所有癌症治疗方

转移是癌症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不过
癌症转移的时间以及决定癌细胞转移的关键

法都会面临的难题，甚至我们并不知道癌症
复发的原因。
来自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

分子机制目前还不清楚。这两点对于癌症的
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究人员近期在一项新的研究中，鉴定出了阻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癌症是一种基因病，

止免疫疗法的肿瘤细胞，并揭示了它的作用

癌细胞的产生和转移，是体细胞逐渐积累基

原 理 。 论 文 “Adaptive Immune Resistance

因突变导致的，因此当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

Emerges from Tumor-Initiating Stem Cells”于

之后，会有一部分细胞获得转移的能力。然

2019 年 4 月 25 日发表于 Cell 期刊，展示了

而近年来已经有研究人员在早期乳腺癌的患

相关研究结果。洛克菲勒大学的 Elaine Fuchs

者体内发现扩散出去的癌细胞。

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德勤研究所生命科学专家迈克·斯坦丁对

在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找到 23 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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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免疫疗法的评价为：“过去癌症的治疗既是

细胞的相互调控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研究人

艺术也是科学，需要做出很多判断。现在我

员首先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对稳态条件的骨

们走向了精确治疗，我们更加了解是什么导

髓间质进行单细胞测序并进行了细胞分类，

致了某种特定形式的癌症。”这是在癌症治疗

共定义了 6 大类、17 个间质细胞亚群，同时

方面的一个令人兴奋的进步。但是目前，对

分析了谱系分化关系。进一步利用单细胞测

于癌症患者来说，只关注能否治愈是不负责

序检测了急性髓系白血病对间质细胞的影

任的，更重要的是癌症是否复发，不幸的是，

响，发现急性髓系白血病损伤间充质成骨分

免疫疗法的癌症复发率令人失望。

化过程，下调造血过程所需的调控分子趋化

Miao 及其同事在该项研究中，培育出一

因子 Cxcl12（又称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

种免疫疗法治疗成果显著的鳞状细胞癌小

SDF-1）、Kitl（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的配体）

鼠，他们通过研究癌症小鼠模型，发现一种

等，从而揭示了癌细胞调控特定间质细胞，

被称为肿瘤起始干细胞的癌细胞在免疫疗法

损伤正常组织功能，以促进成癌过程。

中存活了下来，这种细胞通过在表面产生一

（选自《科技部》网站）

种名为 CD80 的分子，抑制了免疫细胞对其杀

脂肪细胞膜蛋白：治疗前列腺癌新靶点

伤作用的有效性。
肿瘤起始干细胞在肿瘤组织中所占的质

前列腺癌是一种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量极少，不到 2%。但它们可以使免疫系统失

对中老年男性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目前，国

效从而避免被清除，并通过自我更新和产生

际公认的研究表明，通过抑制雄性激素的合

异质性肿瘤细胞，再成长为一个新的肿瘤。
此外，Fuchs 团队还鉴定出了一种名为
TGF-β 的蛋白，这种蛋白是触发肿瘤起始干细
胞开始产生 CD80 的分子开关，这项发现为免

成，对于治疗前列腺癌已经取得了较好效果。
但是，相当一部分患者会逐渐产生抗药性并
最终导致癌细胞转移。
近日，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
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苏州医工所）肿

疫疗法的改进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利用

瘤标志物中心高山实验室在国际权威期刊

阻断 TGF-β 的抗体，可以使肿瘤起始干细胞

Cancer Research 发表题为“Cholesterol Induces

失去抵抗免疫系统的能力。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选自《科技部》网站）
科学家利用单细胞测序描绘
骨髓间质完整的细胞类群
2019 年 5 月 23 日，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Prostate

Cancer

Cells

Transition
by

of

Suppressing

Degradation of EGFR through APMAP”的研究
论文，首次揭示了脂肪细胞相关膜蛋白
（APMAP）可作为前列腺癌诊断和治疗的标志
物，并阐述了其背后的分子机制。

在 Cell 上发表了题为“A Cellular Taxonomy of

研究者们从高胆固醇会促发前列腺

the Bone Marrow Stroma in Homeostasis and

癌这一现象入手，通过使用胆固醇刺激体外

Leukemia”的文章。研究者们从单细胞角度系

培养的前列腺癌细胞，将癌细胞打碎，提取

统地对骨髓间质细胞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学研

细胞膜上的亚细胞组分进行检测，发现了两

究，揭示了急性髓系白血病对间质细胞群体

类靶向蛋白，分别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的影响，为骨髓微环境的研究及肿瘤和间质

（EGFR）以及脂肪细胞相关膜蛋白，高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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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诱导这两种蛋白的表达，从而促进前列

发现一种抗癌药物能够阻止某些癌细胞修复

腺癌症的发展。该研究发现为前列腺癌患者

DNA。这种称为西地尼布（cediranib）的药物

的治疗提供了新靶点，针对该靶点研发出的

与其他试剂联合使用可能有潜力对通过特定

新药物，有望进一步降低前列腺癌症的发展

途径产生 DNA 修复的癌细胞造成致命打击。

以及侵袭转移。

相 关 研 究 结 果 发 表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选自《科技部》网站）

科学家利用高通量单细胞 ChIP-seq 确定了
乳腺癌染色质状态的异质性
近日，法国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等科研
人 员 在 Nature Genetics 上 发 表 了 题 为

Medicine 上 ， 论 文 标 题 为 “Cediranib
suppresses homology-directed DNA repair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BRCA1/2 and
RAD51”。
论文通讯作者、耶鲁大学医学院的 Peter
M. Glazer 博士表示，“DNA 修复以几种不同的

“High-throughput single-cell ChIP-seq identifies
heterogeneity of chromatin states in breast
cancer”的文章，利用高通量单细胞 ChIP-seq

方式发生，人们正在认识到操纵 DNA 修复可

确定了乳腺癌染色质状态的异质性。
组蛋白修饰介导的染色质结构的调控是
主要的表观遗传和基因表达调节机制。然而，

在。开发 DNA 修复抑制剂将极大地促进放疗

染色质特征对肿瘤异质性和肿瘤进化的影响
尚不清楚。在本研究中，科研人员利用高通
量液滴微流体平台，以单细胞分辨率绘制出
数千个细胞的染色质图谱。利用患者来源对
化疗和靶向治疗获得性耐药的乳腺癌的异种
移植模型，科研人员发现，在未经治疗的药
物敏感肿瘤中，一部分细胞与耐药肿瘤细胞
具有相同的染色质特征，这一发现无法通过
批量实验检测到。这两类细胞中，均出现染

过阻断血管生成导致肿瘤内部的低氧条件从

色质标记物 H3K27me3 丢失，H3K27me3 与稳
定的转录抑制基因有关，已知这些基因可以
促进耐药的发生。本研究开发的单细胞染色
质免疫沉淀后测序的方法为染色质异质性功
能的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可应用于癌症和
其他疾病以及保健的研究，特别是涉及细胞
分化和发育过程的研究。
（选自《科技部》网站）

能非常有利于提高传统癌症治疗的疗效，这
也是开发抑制这些修复过程的药物的价值所
和化疗产生更好的效果。”
科学家们认为西地尼布在临床试验中通
而发挥作用。这项新研究发现，西地尼布不
仅有助于阻止肿瘤中新血管的生长，还可能
具有更为强大的功能：在 DNA 修复途径的早
期阶段关闭 DNA 修复。
（选自《科技部》网站）
阻断 DNA 修复的新药物能够
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的敏感性
铂类等许多化疗药物通过破坏 DNA 来杀
死癌细胞。然而，一些肿瘤可以通过依赖 DNA
修复途径来抵抗这种损伤，从而对化疗产生
耐药性。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的研
究人员发现一种可阻断这种修复途径的化合
物，当用这种化合物和顺铂联合治疗荷瘤小
鼠时，肿瘤比单用顺铂治疗的肿瘤明显缩小。
该研究结果于 6 月 4 日发表于 Cell 杂志,论文

美国研究人员揭示药物西地尼布
抑制癌细胞中 DNA 修复新机制
近日，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标题为“A Small Molecule Targeting Mutagenic
TranslesionSynthesis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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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严重依赖一种被称为跨损伤合

该小组发现，乳腺癌细胞对药物产生耐

成（TLS）的替代性 DNA 损伤修复途径。与用

药性也有同样的转变(这意味着如果癌症复

于复制 DNA 的正常 DNA 聚合酶不同，TLS DNA

发，这些药物将不再有效)。

聚合酶对 DNA 的复制并不精确。这使得肿瘤

帝国理工学院外科和癌症研究的主要作

细胞能够在接受顺铂等 DNA 损伤药物治疗后

者卢卡·马纳尼博士解释说:“乳腺癌是英国

存活，并且获得许多额外的耐药性突变,这一

最常见的癌症，每年导致 55200 例新病例。

过程所需的关键 TLS DNA 聚合酶之一是 Rev1。

芳香酶抑制剂能有效杀死癌细胞，但是在手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对大约 10,000 种

术后的十年内，大约 30%的病人会复发并看

潜在的药物化合物进行了筛选，发现了一种

到癌症复发——通常是因为癌细胞已经适应

与 Rev1 紧密结合的化合物，可有效阻止其与

了这种药物。更糟糕的是，癌症复发时，通

下游复合物相互作用，从而阻断 DNA 修复。

常会扩散到全身——这很难治疗。”

该化合物在几种类型的人类癌细胞及人类黑
色素瘤小鼠模型上均被证实效果明显。

马纳尼博士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
知道这背后的原因，但是我们的早期研究表

研究人员表示，针对这种 DNA 修复途径

明，一种叫做转录因子的基因转换可以开启

的药物不仅有助于提高顺铂的长期有效性，

基因，使癌细胞不仅对治疗产生耐药性，还

还有助于提高其他能够破坏 DNA 的化疗药物

能进入身体周围的健康组织。这项研究现在

的长期有效性。

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但是如果得到证
（选自《科技部》网站）

科学家发现“开关”有助于
乳腺癌在体内扩散
研究人员揭示了乳腺癌细胞如何在体内
扩散的线索。

实，针对这种基因转换可以防止癌细胞对药
物产生耐药性，并防止癌细胞扩散到身体的
其他部位。”
芳香酶抑制剂用于治疗一种被称为雌激
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这些癌症占所有乳腺
癌的 70%以上，由雌激素推动。

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癌症研究所

这些癌症通常通过手术切除肿瘤，然后

的科学家领导的早期研究确定了乳腺癌细胞

进行一系列靶向激素治疗——通常是芳香酶

中的一种基因“转换”，这种基因“转换”促

抑制剂或阻断雌激素受体的药物他莫昔芬。

进了一种内部支架的产生。

芳香酶抑制剂通常用于绝经后妇女，并

这种支架是一种蛋白质，叫做角蛋白

防止雌激素在其他组织中产生。虽然女性的

-80，与帮助保持头发强壮的蛋白质有关。增

卵巢已经停止产生雌激素，但是一些激素仍

加这种支架的数量会使癌细胞更加坚硬，研

然是由其他几个组织中一种叫做芳香酶的酶

究人员说这可能有助于细胞聚集在一起，并

产生的。药物可以阻止这种酶产生雌激素。

在血流中传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然而，大约 30%服用芳香酶抑制剂的乳

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了

腺癌患者最终会复发。这种复发的癌症通常

他们的工作，他们研究了用一种叫做芳香酶

是转移性的，这意味着它已经扩散到全身，

抑制剂的常见乳腺癌药物治疗的人类乳腺癌

肿瘤现在通常对芳香酶抑制剂有抵抗力。

细胞。

在之前的研究中，同一组人发现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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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造一种替代的“燃料”来源而对芳香

抗癌组合靶向胶质母细胞瘤

酶抑制剂产生耐药性。该小组发现，当芳香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的研究结合限制热量

酶抑制剂使癌细胞缺乏雌激素时，一些细胞

的高脂肪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和抑制肿瘤抗

会通过增加胆固醇的产生来适应，然后利用

生素，发现该组合可以破坏癌症干细胞和间

胆固醇来维持生命。这意味着如果癌症复发，

充质细胞，这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两类主要细

它就不能再被相同类型的药物杀死。

胞， 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无法被传统方案治

在最新的研究中，该研究小组在实验室

疗的能够快速变化的脑癌。

中使用了人类乳腺癌细胞培养物，发现开启

研究人员将一种特殊的饮食和一种抗癌

增加胆固醇产生的基因的开关也激活了使细

药物结合起来，发现这种无毒的组合有助于

胞更加坚硬并易于侵入附近组织的基因。

破坏两种脑癌中极具攻击性的主要的细胞，

该小组还发现，在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
的女性中，细胞中含有更多的角蛋白-80。

研究小组的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的网络
版《通讯生物学》上。

该小组表示，现在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

国际研究小组将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

患者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但这项研究可能

的热量限制饮食与抑制肿瘤的抗生素结合起

为帮助治疗乳腺癌提供新的途径，乳腺癌会

来，发现这种结合会破坏癌症干细胞和间充

复发并在全身扩散。

质细胞，这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两类主要细胞，

马纳尼博士解释道:“虽然癌症在身体周
围的扩散影响到许多病人，但是科学家仍然

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无法被传统方案治疗的
能够快速变化的脑癌。

不确定驱动细胞运动的分子过程。这项研究

生酮饮食和抗生素 6-重氮-5-氧代-L-正亮

揭示了这一过程，也表明它是由与抗药性相

氨 酸 —— 于 1956 年 首 次 被 提 取 ， 称 为

同的开关控制的。这些发现需要在更大的试

DON——提供了一种无毒的治疗策略，可以用

验中复制，但有可能提供一种阻止耐药性和

来控制致命的脑癌，专家波士顿大学的生物

癌症扩散的方法。”

学教授 Thomas N. Seyfried ，论文的主要作

费尔南多·卡尔沃博士作为癌症研究所
(ICR)肿瘤微环境小组组长进行了这项研究，

者 ， 波 士 顿 大 学 高 级 研 究 科 学 家 Purna
Mukherjee 表示。

他说:

研究人员探索治疗仿照证据表明胶质母

“肿瘤进化是癌症研究人员面临的最大

细胞瘤主要是由线粒体代谢疾病导致的，研

挑战之一。通过研究肿瘤如何产生耐药性，

究发现组合物能够穿透血脑屏障，阻止大脑

我们可以找到有效治疗癌症的新方法，甚至

损伤和干预措施，他们在题为“治疗的限制热

从一开始就防止耐药性的发展。

量生酮饮食和谷氨酰胺定位相结合的好处后

“我们的研究显示了乳腺癌中癌细胞的

期实验胶质母细胞瘤” 的文章中写道。

耐药性和侵袭性是如何通过改变细胞形状而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限制生酮饮食促进

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了解如何阻断耐药性，

了 DON 通过血脑屏障的运输”，脂质生物化

我们也许还能防止癌症在全身扩散——这将

学家、《癌症作为一种代谢性疾病》(Wiley，

是更有效治疗乳腺癌的重要一步。”

2012)一书的作者 Seyfried 说。
“从这项研究和

（来源：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我们之前对另一种药物的研究来看，限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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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饮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大脑药物输送

扎卡里·m·奥古(Zachary M. Augur);伯格有限

系统。目前还没有药物可以做到这一点。”

责任公司的 Michael A. Kiebish，哈佛医学院的

来自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哈佛医

Rodney Bronson;委内瑞拉 Zulia 大学的 Gabriel

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伯格有限责任

Arismendi-Morillo;以及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

公司(Berg LLC.)、委内瑞拉祖里亚大学(Zulia

的 Christos Chinopoulos。

University)和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University

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侵袭性的原发性人

of Budapest)的研究团队研究了饮食药物对小

脑肿瘤，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有效的医学治疗

鼠的干预，这些小鼠是最接近人类胶质母细

和干预。目前，外科手术、化疗和放射治疗

胞瘤的模型。

相结合的治疗标准提供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15

Seyfried 说，碳水化合物葡萄糖和氨基酸

至 16 个月，通常伴有使人衰弱的副作用。

谷氨酰胺是人体中两种主要的可发酵燃料，

“这些发现支持了葡萄糖和谷氨酰胺在

可以促进胶质母细胞瘤以及大多数癌症的生

促进胶质母细胞瘤生长方面的重要性，并为

长。然而，相对较少的研究同时将这些燃料

无 毒 代 谢 管 理 提 供 了 一 种 治 疗 策 略 ，”

作为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候选药物。

Seyfried 说。

在去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中，Seyfried 和

Seyfried 表示，下一步进一步探索相结合

同事们发现，谷氨酰胺发酵是癌症代谢理论

将是确定的减肥药治疗协同为胶质母细胞瘤

中“缺失的一环”，1931 年诺贝尔奖得主奥托•

也可以找到其他恶性肿瘤，如葡萄糖和谷氨

华宝(Otto Warburg)首次提出这一理论。与细

酰胺的主要燃料是驱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

胞核基因组不稳定性决定癌症的理论相反，

的话)恶性癌症而不管细胞或组织的来源。

癌症的代谢理论认为，癌症的致命之路始于

（来源：Boston College）

细胞产生能量的线粒体。

科学家发现新的预防大规模流行的甲型

在他们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谷氨酰

H1N1 流感病毒感染的关联作用

胺拮抗剂 DON 与限制热量的生酮饮食联合使
用，以治疗大脑中晚期肿瘤的生长。DON 的

近日，美国密歇根大学等科研人员在

目标是生化“缺失的环节”——谷氨酰胺分解

Nature Medicine 上 发 表 了 题 为 “Novel

反应——而生酮饮食既降低了葡萄糖，又提高
了不可发酵和神经保护酮体，Seyfried 说。
“饮食-药物治疗策略杀死肿瘤细胞，同时

correlates of protection against pandemic
H1N1 influenza A virus infection”的文章，发现
新的预防大规模流行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
感染的关联作用。

逆转疾病症状，提高整体小鼠存活

流感病毒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 65

率，”Seyfried 说。这种治疗策略还能减少水

万，仍然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季节性

肿、出血和炎症。此外，限制热量的生酮饮

流感病毒疫苗可以预防感染，但会因抗原性

食促进了 DON 向大脑的传递，并允许更低的

漂移而失效。为了更好地预防感染，目前正

剂量来达到治疗效果。”

在开发新型流感病毒疫苗，这些疫苗针对流

除了塞弗里德和慕克吉，该研究的合著

感病毒保守表位，特别是血凝素颈部

者还包括波士顿学院化学系质谱中心的马雷

（ hemagglutinin stalk ） 和 神 经 氨 酸 酶

克·a·多明(Marek A. Domin)和前本科研究员

（neuraminidase）进行设计。在动物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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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凝素颈部抗体可以发挥保护作用。然而，

这些局部信号负责协调细胞活动，例如

目前缺乏人类自然感染的数据，而且这些抗

指示肌肉细胞放松或收缩。当这些信号到达

体在血凝抑制试验中没有显示活性，血凝抑

细胞核的遗传物质时，它们会指示结构的微

制试验是检测血凝素抗体滴度的金标准，是

小变化，从而释放特定基因，使其得以表达。

预防流感病毒感染的疫苗效果的替代指标。

基因表达的这些变化进一步改变了细胞

以往的研究已经探讨了细胞免疫反应和神经

行为。例如，当细胞从稳定状态进入生长阶

氨酸酶抑制抗体的保护作用，预防感染的其

段时，网络就会被完全重新配置以传输信号，

他血清学相关性可能有助于开发广谱保护性

该信号开启生长所需的基因。

或通用性流感病毒疫苗。针对这一问题，科

研究人员表示，了解控制这种连接系统

研人员在本研究中进行了一项家庭传播研

的代码可以帮助理解诸如肺动脉高压和癌症

究，以确定在自然暴露个体中保护免受感染

等疾病，并可能有一天开辟新的治疗机会。

和发生疾病的替代相关因素。利用本研究，

研究团队通过研究细胞内带电钙分子的

科研人员测定了 50%的保护滴度以及血凝抑

运动（这是在细胞内传递指令的关键信息），

制、全长血凝素、神经氨酸酶和血凝素颈部

揭开了这一发现。使用高倍显微镜，他们能

特异性抗体的水平。此外，科研人员还发现

借助类似于获得第一张黑洞图像的计算技术

血凝素颈部抗体与流感病毒感染的保护独立

来观察连接网络。科学家们说，他们的发现

相关。

是量子生物学的一个例子，量子生物学是一
（选自《科技部》网站）

科学家在人体细胞内发现了信号电路

个新兴领域，它用量子力学和理论化学来解
决生物问题。
该研究通讯作者爱丁堡大学脑科学发现

近日，一项研究表明，人体内的细胞就

中心的 Mark Evans 教授说：“我们发现，细胞

像计算机芯片一样，通过有线连接来引导信

功能是由纳米管组成的网络协调的，类似于

号，从而指导它们如何工作。

计算机微处理器中的碳纳米管。最引人注目

然而，与固定电路板不同的是，细胞可

的是，这个电路是高度灵活的，因为这个单

以快速地重新连接其通信网络，以改变它们

元范围的网络可以快速地重新配置，以一种

的行为。这种细胞网络的发现使我们理解“指

由核接收和传递信息决定的方式提供不同的

令”如何在细胞周围传递。该研究近日已发表

输出。这是没有任何人造微处理器或电路板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由英国爱丁堡

能够实现的。”

大学领导，英国心脏基金会资助。

（选自《科技部》网站）

人们普遍认为，各种形态功能和结构的
细胞器漂浮在细胞质中，指示细胞该做什么

暴露于空气中的金属污染

的信号被认为是以波的形式传输的，而波的

会增加早期死亡的风险

频率是信息的关键部分。
研究人员发现，信息通过一系列导线网

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野生苔藓样本来估
计人类个体接触大气金属的情况。

络进行传输，这些导线在微小的纳米级距离

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空气污染——尤

内传输信号。荷电分子在这些微小距离上的

其是空气中的颗粒物——与过早死亡风险增

运动传递信息和计算机微处理器如出一辙。

加有关，但目前仍不清楚是哪些特定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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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造成了这种影响。由“la Caixa”资助的研究

关键因素，”Jacquemin 解释说。“重要的是要

中心巴塞罗那全球健康研究所(ISGlobal)参与

记住，我们纳入这项研究的人住在远离主要

了一项研究，该研究使用野生苔藓样本来估

城市和工业中心以及道路网络的农村地区。

计人类接触空气中的金属颗粒的情况，以便

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比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

分析大气金属污染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人接触到更低水平的空气污染，这让我们了

这项独特的研究基于一种创新的方法，
已发表在《国际环境》杂志上。该研究纳入

解到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严重性，即使是
相对较低水平的接触，”她强调说。
“这些发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苔藓生

了来自 Gazel 队列的 11382 名参与者的数据，
他们都生活在法国各地的农村地区，这个队

物监测可以作为识别悬浮颗粒物中有毒成分

列已经被跟踪了 20 年。苔藓的数据来自

的一种很好的补充技术，”研究人员补充说。

BRAMM 生物警戒计划，该计划收集和分析了

（来源: Barcelona Institute for Global

法国各地距离该国最大的工业和人口中心很

Health (ISGlobal)）

远的地区的苔藓样本。化验所分析这些样本，

科学家在体外再造血脑屏障缺陷

以量度铝、砷、钙、镉、铬、铜、铁、汞、

摘要:科学家们重新创造了一个关键的大

钠、镍、铅、钒及锌等 13 种元素的含量。
“关于空气中金属污染物对健康影响的

脑组成部分——血脑屏障，其功能与提供细胞

研究很少，部分原因是技术上的限制，比如

的个体相同。他们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种新

缺少测量空气污染的监测站。我们认为苔藓

的方法来发现大脑疾病，并有可能预测哪种

由于其保留这些金属的能力，将是一个有用

药物对个体病人最有效。
科学家们无法在体外复制你的大脑。那

的工具，以估计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的大
气金属接触，” Bénédicte Jacquemin（本尼迪

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但在一项新的研究中，

克特杰奎明）解释说，他是 ISGlobal 和 INSERM

他们重新创造了一个关键的大脑组成部分—

的研究人员，也是这项研究的最后一名作者。

—血脑屏障，其功能与提供细胞制造血脑屏

科学家们根据每个苔藓样本的地理位置

障的个体相同。如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

数据和 BRAMM 实验室分析的结果，构建了

在同行评审期刊《细胞干细胞》(Cell Stem Cell)

一个数学模型。然后，这个模型被用来绘制

上，描述详细。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

每个参与者对所研究金属的暴露程度。根据

法来发现大脑疾病，并有可能预测哪种药物

这些金属的来源，将它们分为两组自然的还

对个体患者最有效。

是人为的。最后的分析表明，暴露在大气中

血脑屏障通过阻止血液中的毒素和其他

人为来源的金属浓度较高的环境中，参与者

外来物质进入脑组织并对其造成损伤，起到

的死亡风险更高。

了看门人的作用。它还可以阻止潜在的治疗

被认为是人为成因的金属有镉、铜、汞、

药物到达大脑。神经系统疾病，如肌萎缩侧

铅和锌。虽然所有这些金属都存在于地壳中，

索硬化症(卢伽雷氏症)、帕金森氏症和亨廷顿

但它们在大气中的存在是由于人类活动，如

氏症，共同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与血脑

工业、交通和供暖。

屏障缺陷有关，这些缺陷阻碍了健康大脑活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空气中颗粒物中

动所需的生物分子。
在他们的研究中，一个由 Cedars-Sinai 研

的金属可能是空气污染对死亡率影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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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道内排列着成千上万个活的人体细胞。

产生了被称为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干细胞，这

该研究的联合第一作者是盖德·瓦廷，

种干细胞可以产生任何类型的细胞。他们用

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博士，曾在西

这些特殊的细胞来制造神经元、血管壁和支

达斯西奈半岛担任博士后科学家;里卡尔

持细胞，这些细胞共同构成血脑屏障。然后，

多·巴里（Riccardo Barrile）博士，前 Cedars-Sinai

研究小组将各种类型的细胞放入有机芯片

博士后;迈克尔·沃克曼(Michael Workman)是

中，利用细胞在人体内部经历的自然生理和

西达斯西奈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生院

机械力，重现了人体的微环境。

(cedals - sinai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这些活细胞很快就形成了血脑屏障的功

Sciences)的一名博士生。

能单元，其功能与人体一样，包括阻止某些

该研究是涉及 Cedars-Sinai 和仿真公司的

药物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血脑屏障

几个合作项目之一。该公司于 2018 年 2 月宣

来自亨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或

布了一项“芯片上的病人”(patient -on-a- chip)

艾 伦 - 赫 德 森 - 达 德 利 综 合 征

联合项目，帮助根据病人的基因组成和疾病

(Allan-Herndon-Dudley syndrome)患者的细胞

变异预测哪种疾病治疗最有效。该项目是

时，这种屏障的失效方式与患有这些疾病的

Cedars-Sinai Precision Health 的一项倡议，其

患者相同。

目标是推动最新技术和最佳研究的发展，并

虽然科学家们以前在体外制造过血脑
屏障，但这项研究通过使用诱导多能干细

结合最佳的临床实践，以快速实现个性化健
康的新时代。

胞在一个器官芯片内制造出一种功能正常

披露:Cedars-Sinai 拥有仿真公司的少数

的血脑屏障，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科学，

股权。Cedars-Sinai 的一名管理人员在仿真公

这种功能屏障显示出个体患者疾病的一种

司的董事会任职。仿真没有为本研究提供资

特有缺陷。

金支持。该研究的六名作者是模拟公司的员

Cedars-Sinai 理事会再生医学研究所主任

工和股东。

克莱夫·斯文森（Clive Svendsen）博士说，这

资金: 研究报告在这个出版得到了国家

项研究的发现为精确医疗开辟了一条有希望

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的道路。他说:“在芯片上使用针对病人的多细

院国家医学转化中心 1UG3NS105703 奖金，

胞血脑屏障模型的可能性，代表了开发预测

加州再生医学研究所,ALS 协会,谢尔曼家族基

性、个性化药物的新标准。”医学和生物医学

金会和以色列科学基金会等资助。

教授斯文森是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
这项研究将洛杉矶 Cedars-Sinai 研究人员
的创新干细胞科学与波士顿的先进芯片器官

（来源:Cedars-Sinai 医疗中心)
研究人员研究“保护”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

技术相结合。模拟器的人体模拟系统重新创

科学家们正试图通过研究引起结核病的

建了细胞需要的微环境，以显示前所未有的

细菌是如何对这种药物产生耐药性，来保存

生物功能水平，并表现得像他们在人体中所

贝达奎林，一种拯救生命的治疗方法。
去年 7 月，南非成为第一个在国家规划

做的。该系统由仪器仪表、软件应用程序和
大约 AA 电池大小的有机芯片组成，微小的流

中推出新型抗结核药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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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这篇文章的合著者罗布•沃伦(Rob
Warren)表示。

结核病患者的生存，可提供更短时间的治疗
和更少的副作用。

海伦·考克斯的一个高级研究的合著者,
表明,“虽然是很重要的新药监测耐药性的出

Stellenbosch 大学(SU)的科学家与一个多

现,如 bedaquiline,这些数据不应该建议我们

学科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团队合作，现在

限制 bedaquiline 数以千计的病人在南非人急

正试图通过研究导致结核病的结核分枝杆菌

需改善耐药结核病治疗。”

如何对这种药物产生耐药性来保护这种救命

（来源: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的治疗方法。他们的发现将被用于指导结核
实验药物可以延迟Ⅰ型糖尿病

病治疗指南，以确保抗结核药物与贝他奎林
的正确组合使用，以优化患者的治疗结果，
同时将产生耐药性的风险降到最低。

结束了 33 年的漫长旅程， 本周科学家
报道了Ⅰ型糖尿病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证

最近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

据表明它可以被延迟。在加州旧金山举行的

一篇科学评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

美国糖尿病协会会议上，以及《新英格兰医

Margaretha de Vos 博士说:“我们需要保护贝

学杂志》上，研究人员报告说，在高风险的

达奎林不受耐药性影响的发展，因此了解贝

年轻人中，两周的试验性药物平均可以将疾

达奎林耐药性发展的速度和机制是至关重要

病延迟两年左右。

的。”这篇文章是基于 De Vos 和他在苏大医学

“这些数据首次表明，预防Ⅰ型糖尿病的

与健康科学学院(FMHS)分子生物学和人类遗

进展是可能的。”巴黎 Necker-Enfants Malades

传学部门的同事的研究。

医 院 的 吕 西 安 娜 · 沙 特 努 （ Lucienne

SU 的研究人员结合使用新技术研究了来

Chatenoud）说，她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自开普敦的一名 65 岁患者结核病细菌中贝他

Ⅰ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需

奎林耐药性的发展。这些包括(1)对患者在疾

要持续的血糖监测，可能导致心脏病和肾衰

病不同阶段采集的样本中的细菌进行全基因

竭。此前几年的研究表明，免疫系统的哨兵

组测序，(2)对与贝他奎林耐药性相关的细菌

——T 细胞，攻击了胰腺 β 细胞。但这些胰岛

基因 Rv0678 进行靶向深度测序，以及(3)基于

素分泌细胞基本上保持了完整，为干预提供

培养的药物敏感性测试。

窗口。

研究表明，尽管患者坚持标准的治疗方

几 十 年 前 ， 现 就 职 于 耶 鲁 大 学 (Yale

案，但仍出现了对贝他奎林的耐药性。标准

University)的内分泌学家凯万·赫罗德(Kevan

治疗方案要求患者在服用至少五种细菌不耐

Herold)求助于由现就职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

药的抗生素药物的同时服用贝他奎林。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免

“这些结果表明，加强我们对接受贝他奎

疫学家杰弗里·布鲁斯通（Jeffrey Bluestone）

林治疗的患者的监测，并开发新的诊断工具

设计的抗体药物。它通过靶向细胞表面一种

来快速识别贝他奎林耐药性，是至关重要的。

叫做 CD3 的分子来关闭激活的 T 细胞。在 20

通过快速识别贝达奎林耐药性，我们将能够

世纪 90 年代，他们和一个由沙特奴共同领导

改变治疗方法，从而防止传播，”著名微生物

的法国团队在小鼠模型中证明了抗 CD3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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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或逆转糖尿病。在初诊患者身上进行的
小规模临床试验也很有希望。

鉴于这些惊人的结果，更大规模的安慰
剂控制的 Teplizumab 预防试验可能很难证明

但两项针对新发病患者的大型试验结果

是正确的。尽管赫罗德试验中的志愿者都有

令人失望。“这是毁 灭性的，” 布鲁斯通

一级糖尿病亲属，但至少 85%的糖尿病患者

（Bluestone）谈到 2010 年公布的结果时说。

并没有一级糖尿病亲属，所以只有广泛的筛

不过，他、赫罗德和其他人仍然抱有希望，

查才能覆盖所有的高危人群。“公众会参与

他们认为这些试验使用的剂量过低，或者参

吗?””阿特金森想知道。

与者没有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不过，赫罗德希望他的研究标志着一个

赫罗德坚定地开展了一项名为

转折点。当他整理数据时，他注意到试验的

TrialNet 的糖尿病临床试验网络来开辟新

第一个志愿者已经消失了。后来，赫罗德发

的领域:支持一项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药物研

现这个年轻人服用了 Teplizumab。
“我给他打

究。从 2011 年开始，这项试验招募了那些

电话说，
‘怎么回事?“哈罗德回忆说。“不错，”

在未来 5 年内患糖尿病的几率为 75%的人，

志愿者承认;他忘了保持联系。“太棒了，”赫

其依据是他们血液中不稳定的血糖和显示

罗德想。遗忘是糖尿病患者所不能做的——

胰腺受到攻击的抗体。

对这个没有疾病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切。

44 名志愿者接受了 Teplizumab 的静脉注

（来源：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

射，持续 14 天。Teplizumab 是由布鲁斯通帮

/content/364/6445/1021）

助设计的药物，现在被称为 Teplizumab。另

新的化合物可以用来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外 32 人服用安慰剂。差别是明显的。在治疗
组中，诊断糖尿病的平均时间是 4 年多一点;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身体的防御系统

而安慰剂组则是 2 年。接受 Teplizumab 抗治

错误地攻击正常细胞，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疗的患者中，43%的人在 5 年后患上糖尿病，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新的分子，有可能用于

而对照组中这一比例为 72%。副作用很轻微，

治疗这些疾病。
免疫系统的功能是清除体内的有害生

几周内就消失了。
“获得两年的无胰岛素生活……这意义

物，比如病毒和危险的细菌，但它的准确性

重大，”位于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病理

并不能保证。在数千万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学家马克·阿特金森(Mark Atkinson)说。他说，

的美国人身上，系统将正常细胞误认为恶意

“你不得不想到，父母在检查孩子的血糖时，

入侵者，促使身体做出自我毁灭的行为。这

会减少 2 年的夜间起床时间”，同时还可能降

种类型的疾病，包括 I 型糖尿病、狼疮和多发

低并发症的风险。

性硬化症，可能很难治疗。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卡拉·格林鲍姆(Carla Greenbaum)是 TrialNet

杂 志 的 一 篇新 报 道中， 托 马 斯 • 图 斯切 尔

的主席，也是华盛顿西雅图贝纳罗亚研究所

(Thomas Tuschl)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描述了他

(Benaroya Research Institute)的内分泌学家。

们开发的小分子的过程，这些小分子能够抑

她还想知道第二剂 Teplizumab 是否会延长其

制一种主要的酶，这种酶与错误的免疫反应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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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种可能针对人类 cGAS 的分子。

的患者带来新的治疗方法，并从更广泛的意

建立一个拦截器。

义上阐明自身免疫的原因。

通过他们的筛选，研究人员发现了两种

细胞安全。

对 cGAS 有一定活性的分子，但这一结果只是

在真核生物中，包括人类在内，DNA 通

开发一种可能用于临床的抑制剂的漫长过程

常存在于细胞核中，或存在于其他隔离的细

的开始

胞器中，如线粒体中。因此，如果 DNA 在细

拉马（Lama）说：
“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东

胞的胞浆中被发现，免疫系统就会进入高度

西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它们不够有力。”
“所

戒备状态，假定遗传物质是由入侵的细菌或

以我们用它们作为分子支架进行改进，改变

病毒泄露的。

它们的结构，提高效力，同时降低毒性。”

2013 年，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名为环

研究人员与三机构疗法发现研究所

GMP-AMP 合成酶(cGAS)的酶，它能检测并结

(three institutional Therapeutics Discovery

合胞质 DNA，引发连锁反应一系列细胞信号

Institute)合作，对他们的一个原始支架进行了

事件，导致免疫激活，通常以破坏 DNA 脱落

改造，创造出了 3 种能够阻止人类细胞中

病原体告终。

cGAS 活性的化合物，使它们成为第一个具有

然而，胞质 DNA 并不总是感染的迹象。

这种能力的分子。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有时它是由人体自身的细胞产生的 cGAS 并

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化合物通

不区分传染性和无害的 DNA。这种酶能与完

过挤进激活 cGAS 的关键酶的一个口袋来抑

全无害的遗传物质结合，即使在没有入侵者

制 cGAS。

的情况下也能激发免疫反应。

目前，该化合物正在进一步优化，以潜

“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除了感知外来

在应用于患者，初步的重点是治疗罕见的遗

微生物的 DNA, cGAS 还能感知宿主异常的胞

传疾病 aicardii - goutieres 综合征。患有这种

质 DNA。
“缺乏自身和非自身特异性可能是驱

疾病的人会积累异常的细胞质 DNA，从而激

动自身免疫反应的原因。”

活 cGAS，导致严重的神经问题。因此，一种

自从 cGAS 被发现以来，Tuschl 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一直试图了解其潜在的临床意义。

能够阻断这种酶的药物将对那些目前几乎没
有治疗选择的患者具有巨大的治疗价值。

如果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错误激活的免疫系统

“这类药物也可能用于治疗更常见的疾

的结果，那么他们相信，也许可以使用 cGAS

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可能用于治疗神

抑制剂来治疗这些疾病。

经退行性疾病，包括炎症性疾病，如帕金森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有效且特异的小

病，”Tuschl 说。

分子化合物能够阻止人类细胞中的 cGAS，尽管
研究人员之前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在小鼠细胞

此外，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化合物可以作
为实用的实验室工具。

中发挥作用的化合物。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塔

“科学家们现在将有简单的方法来抑制

斯奇尔的团队与洛克菲勒的高通量和光谱资源

人类细胞中的 cGAS，”拉马说。
“这对研究和

中心合作，扫描了近 30 万个小分子的文库，寻

理解导致自身免疫反应的机制可能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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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这种变化应该会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 com/

导致流向心脏的血液发生变化，但当疾病存

releases/2019/05/190528193024.htm）

在时不会发生。cfMRI 方法能够可靠地检测这

诊断心脏病的新成像工具
科学家们已经证明，磁共振成像(MRI)可

些变化是否存在。
其他研究人员也探索了对氧敏感的核磁
共振成像，但最初的结果含有高水平的“噪

以用来测量健康的病人和心脏病患者的心脏

音”和模糊的图像。项目负责人兼合作伙伴、

如何使用氧气。

Cedars-Sinai 医学中心生物医学成像研究所副

由劳森健康研究所和西达斯-西奈医学中

所长罗汉·达尔马库马尔博士认为，噪音实际

心的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首次证明，

上是心脏处理氧气过程中的变化。他设计了

磁共振成像(MRI)可以用来测量健康患者和心

一种平均这种变化的方法，通过在劳森的测

脏病患者的心脏如何使用氧气。

试，研究小组发现噪音实际上是研究心脏如

在西方世界，流向心肌的血液减少是导

何工作的一种新方法。

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用于测量流向心

“我们开启了一扇门，开启了一个新时

脏的血液流量的诊断测试需要注射放射性化

代，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方法，通过心脏压力

学物质或造影剂来改变 MRI 信号并检测疾病

测试来识别出患有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达

的存在。有小但有限的相关风险，不推荐用

尔玛库玛博士说。
“这种方法克服了目前所有

于各种患者，包括肾功能差的患者。加拿大

诊断方法的局限性——不再需要注射或在跑

每年进行 50 多万次检测。

步机上跑步那样的物理压力测试。”

“这种新方法，心脏功能磁共振成像

“使用核磁共振成像不仅比目前的方法

(cfMRI)，不需要针或化学物质被注射到身

更安全，而且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而且在

体，”弗兰克普拉托博士说，劳森成像副主任。

疾病发生的早期就能得到，”普拉托博士补充

“它消除了现有的风险，可以用于所有患者。”

说。在经过临床试验的初步测试后，他发现

该团队包括来自劳森的研究人

这种方法将在几年内应用于临床患者。

员;Cedars-Sinai 医学中心和加州大学;英国国

除了研究冠状动脉疾病，该方法还可用

王学院;大学卫生网络和多伦多大学;西门子

于其他心脏血流受到影响的情况，如心脏病

Healthineers;以及英国爱丁堡大学。

发作的影响或癌症治疗期间心脏受到的损

“我们的发现表明，我们可以利用核磁共

害。由于它的风险最小，这个新工具可以安

振成像来研究心肌活动，”普拉托博士解释

全地用于同一病人多次，以更好地选择正确

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使用了一种临床前模

的治疗方法，并尽早发现它是否有效。普拉

型，现在我们正准备证明它可以用于准确检

托博士指出，
“有了这个了解心脏工作原理的

测患者的心脏病。”

新窗口，我们当谈到氧气在健康和疾病中的

重复暴露在二氧化碳中被用来测试心脏
血管向肌肉输送氧气的工作情况。呼吸机改

作用时有很多东西要探索。”
（来源: Lawson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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