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种，平均五年生存率仅为36%6，因此中国对对更

优的肺癌治疗方案具有迫切并长期的需求。

创新药开发和医疗报销的最新趋势

为减轻高企的癌症治疗负担，中国积极推动创

新肿瘤药物的开发，并已取得显著成效：

• 2009年至2018年间，有超过700种来自外国公司

和中国本土企业的癌症治疗药物在中国进行了接

近1500项临床试验7。其中约40%为肿瘤小分子

靶向药，这个比例与全球市场比例相当4,7。

• 虽然在过去的九年里，中国的临床研究项目的数

量只有美国的10%，且除去PD-1/PD-L1, 肿瘤免

疫疗法的发展也落后于全球水平，但近来中国鼓

励创新药物研发的政策预计将会使临床研究和创

新肿瘤免疫药物的数量进一步增加7,8。

• 为了实现药物在美国和中国市场的同步上市，越

来越多的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实验得以注册并开

展9。制药公司正利用中国的患者资源来加快病

人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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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医药市场1，
其中中国的肺癌、胃癌和肝癌患者数量分别占据
了全球对应患者总数的37%、44%和52%2。大
型跨国制药公司不断采取行动以抢占更大的市场
份额；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公司也正
在通过他们的合作伙伴或采用直接投资的战略的
战略途径进入中国市场3。在中国，不同等级的
医院之间存在差异性，诊断和治疗模式因此也会
持续多样化。相关公司若想要制定成功的商业战
略，就必须对中国的肿瘤市场有一个全面综合的
认识。本文将重点关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
所面临的机遇，并利用零氪（LinkDoc）的疾病
数据库对中国患者和医生状况进行概述，并以肺
癌市场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在肿瘤治疗支出金额和增幅方面领先于其

他新兴市场，2018年相关支出更是增长了24%，达

到90亿美元4。同时，中国的癌症患者人数居全球首

位，2018年新增确诊癌症患者达四百万人，是美国

每年平均新增确诊人数的两倍多2。此外，中国癌症

死亡率为40%，也高于美国5。肺癌是中国最常见的

中国肿瘤市场的机遇和患者洞察

《中国肿瘤市场的机遇和患者洞察》一文由L.E.K.新加坡合伙人范必优（Fabio La 

Mola）、L.E.K.大中华区合伙人陈玮（Helen Chen）、零氪科技首席战略官及数据
洞察部门负责人周斌、零氪科技商业拓展及投资主管陈凯申合著。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lifesciences@lek.com。

https://www.lek.com/zh-hant/leadership/fanbiyou
https://www.lek.com/zh-hant/leadership/fanbiyou
https://www.lek.com/zh-hant/leadership/helen-chen
mailto:%E8%AF%B7%E8%81%94%E7%B3%BB%20lifesciences%40lek.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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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顶尖临床中心和主要研究者的需求量很

大，制药公司需要去思考如何有策略地设计药物研

发路径，以便让产品在中国市场成功上市并取得先

发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通过扩大医保报销范围

的方式促进创新肿瘤药物的可及性。通过2018年和

2019年的国家医保谈判10，41种创新肿瘤药物（包括

PD-1）已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中，平均降价幅度达到

44%~61%。

进入医保目录后，产品销量将会巨幅增长。以

罗氏为例，其三款关键产品（赫赛汀、安维汀和美

罗华）在2017年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此后，罗氏

2017至2018年的收入以年均约28%的增长率高速增

长。然而，不是所有进入医保目录的药物都可以通过

销售量的增加来抵消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对企业造成

的不利影响。因此，在中国市场有创新药物的制药公

司需要针对医保报销制度制定合适的定价策略，并找

到进入报销目录后优化药物价值主张的方式。

目标患者

为优化价值定位，制药公司需要明确他们的目标

患者在哪里。由于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肺癌患者

一般会选择在有更好的医院的大城市进行首次诊疗。

例如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有约70%和45%的患者不是

本地居民11。随后大多数患者会回到他们的家乡进行

后续治疗。非本地患者中可以按时进行随访的患者比

例明显低于本地患者（见图1）。为了确保患者的依

从性并使疗效最大化，制药公司司和医院需要在院内

和院外协同对患者进行持续的随访。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肺癌患者的流向和诊疗模式。

中国的肺癌患者一般会在不同的科室进行诊断和治

疗，主要集中在呼吸科、胸外科和肿瘤科。虽然一流

医院的医生大概率会开西药，但对医生来说，开中成

药（TCM）作为西药的辅助用药是很常见的做法。

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常会同时使用中成药和西

药，且中成药的使用率高达90%。制药公司必须意识

到这种中国医生在开处方时的惯有做法，尤其要考虑

到目前还没有完善的临床试验来验证中成药对现代医

学肿瘤治疗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国家精准医疗计划的开展，医生在采取靶

向或免疫治疗之前进行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做法越来越

多12,13。顶尖医院的医生会在评估完生物标志物检测

结果后决定治疗方案。然而，在较低等级的医院，生

物标志物检测率比较低，医生可能会在不考虑基因突

变的情况下给患者开药（见图2）。而造成生物标志

物检测采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医保并未涵盖

此类检测的报销。值得期待的是，2019年北京市医

图1
180天内在初诊医院进行随访的本地和流动患者的比例

2019年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医院的肺癌患者行为
% (N=63,615)

9%
13%

~60%

医院随访率 
（出院后）

调整治疗方案
（住院期间）

~35%

本地患者

非本地患者

资料来源：零氪数据库 资料来源：零氪数据库

(N=80,326)

生物标志物
检测采用率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100%

EGFR
80%

ALK
75%

ROS1
37%

KRAS
12%

PD-L1
8%

EGFR(+)
54%

ALK(+)
9%

ALK(+)
9%

ROS1(+)
3%

KRAS(+)
19%

PD-L1
高表达

50%

未参与生物标志
物检测的患者

49%

图2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物标志物诊断检测和治疗模式

2018-19 晚期阶段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阳
性率

参与生物标志
物检测的患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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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障局率先推出了报销癌症生物标志物检测费用的

相关政策，其他城市很可能会逐步效仿，之后国家医

保预计也有可能将纳入此项费用14。这些举措可能会

促使未来的检测率升高。

迈出第一步

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对创新肿瘤疗法愈发

有利的政策支持，这为跨国企业带来了极具吸引力的

发展机遇。虽然在生物标志物检测可及性和三四线城

市的医生对这一方式的采用意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挑

战，但总体来看，中国肿瘤市场环境在持续地走向成

熟并不断完善。为了抓住中国市场的商机，创新者们

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 应该如何规划我们在中国的新药研发策略？

• 基于中国的竞争格局和自身的产品组合，哪类患

者应该是我们的目标群体？

• 在我们的市场进入战略中，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哪

些医院和哪类医生？

• 我们如何针对目标患者群体优化药物的可及性和

支付能力？

• 如何在伴随诊断中提高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采用

率，以确保我们的疗法触及到合适的患者群体？

• 需要哪些真实世界证据来扩大我们的疗法在各种

适应症中的使用、实现自己的产品的差异化并为

专家的举措提供支持？ 

• 我们应如何优化定价策略、设计患者援助计划并

制定国家医保谈判策略，来实现企业收入潜力的

最大化？

• 对于一个初次推出产品的公司而言，最佳的市场

进入模式是什么？

编者按：如果您有兴趣阅读完整报告，请扫描左方二维码，发送邮件至
LEK_LinkDoc_Fullreport@l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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