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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仿制药市场规模 

               约9167亿元 
2020年可望达到 

               14116亿元 

      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测算，
2016年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约9167亿
元，受慢性病患病率逐年增加、人口
老龄化、医保控费等因素影响，预计
未来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到2020年可望达到14116亿元 

我国仿制药行业情况 

已有药品批准文号总数 

               18.9万个 
                仿制药占 

               95%以上 

仿制药 
其他 

95% 

  



原研药与仿制药 
 
 
原创性新药 

是与原研药在剂型、 安全性、 剂量、 给
药途径、 质量、性质特征和用途方面具
有一致性，达到生物等效性的药品 



原研药与仿制药的相同点 



原研药物的研发是系统工程 

新药开发                                                                     

KE Lasser,et al.JAMA. 2002;287(17):2215-2220. 

10000活性化合物 

250个进入临床前动物实验  

5个进入临床研究 

1个成为医药产品新药 

历时 10－15 年，花费约10-12亿美元 

•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从PDR中,  检查了1975-1999年所有FDA批准上市的新药共548个，其中20%药品曾受
到警告或撤出市场 



原研药物的研发流程 

产 品 监 督 

临床试验(人体)  

 
临床前研究(动物) 

 
 

合成与筛选 

研究阶段 

  产品注册 

时
间

(年
) 

1 

2-5个 

5-10个  

约250个化合物 

约10,000个活性化合物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Ⅱ 期 

 Ⅲ 期 

 Ⅳ 期 

 Ⅰ 期 

原研药物从合成与筛选到临床，一般历时 10~15年 



在国际市场，原研药物到期后会出现专利悬崖* 
原研药物一旦失去了专利，其销售额可能会迅速下降，可高达90％ 

 

1. https://www.optum.com/resources/library/bio-technology-drug-revolution-part1.html 
2. U.S. Pharmacist. Drug Patent Expirations and the “patent cliff”. 2012;37(6)(Generic suppl):12-20. June 20，2012.  

 
 

*在仿制药大量上市后的6个月内，价格通常会降到专利药的20%左右，而专利药的销售额会下降70%，这
种现象被称为“专利悬崖” 

https://www.optum.com/resources/library/bio-technology-drug-revolution-part1.html


中国与欧美市场产品生命周期差异 

但是，在中国并未出现“专利悬崖”现象 

https://mp.weixin.qq.com/s?src=3&timestamp=1513097654&ver=1&signature=vbWvGx-
m3H8Mik7*cMN*X3wrhrLvZvi3AUdJ3jKtVw9KgxtX1ZAjamK9I8RFgRPz7fwxx3NfQebW5DoUjCh-NQVX840TDSrzQaMI4MGxmstCKbKZxXcJ5Pi9am-
OpJ1RragoVjrXDOC2HuDC5A3MTA== 

上市初期 扩张期 稳定期 “衰退期” 

中国医药新产
品壁垒高，上
市初期市场增
长慢 

开拓新市场区
域和新医疗机
构，销售收入
增加 

中国 

欧洲/美国 

同类竞品/仿制药出现，品牌药
物进入市场衰退期，销售大幅
下降 

药物具有自身忠诚消费用户 
知名品牌老产品因安全性佳，可
被消费者认同 

关键市场通
路问题解决
后，医药产
品增长稳定 



  在仿制药众多的中国，并不存在“专利悬崖”，即原研
产品专利期过后却仍是其销售的温室，究其背后的原因： 

产品质量？ 国家政策？ 



我国未出现专利悬崖的原因与产品质量有关 

  中国药品中仅有极少部分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 

            2009年版的WHO统计年鉴显示，中国进入WHO采购目录的品种数量为6个，印度则是194个 

 

《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 

         “部分仿制药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FDA对仿制药的要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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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是仿制药品在美国占比近80%的基础 

美国仿制药与品牌药销售量 

销售量 占比 

年份 

Nearly 8 in 10 Prescriptions 
filled in the U.S. are for  

generic drugs 
Source: FDA 

仿制药在美占比近80% 



印度的仿制药品在美的销售及获批情况均呈上升趋势 

http://www.nasdaq.com/article/indias-generic-drug-manufacturers-poised-for-continued-growth-cm586029 
 

印度仿制药在美销售呈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 India's Generic Drug Manufacturers: Poised for Continued Growth印度仿制药制造商：有望持续增长 

印度仿制药在美获批呈上升趋势 

印度仿制药企业在美国销售额 印度仿制药通过美国ANDA批准的数目 



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业已被列入“十三五”规划重点任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我国针对仿制药品的主要政策 

《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 

国办发﹝2012﹞   5号   2012年01月20日 发布 

《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 

国办发﹝2016﹞  8号   2016年03月 5日 发布 

《总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办发﹝2017﹞100号   2017年08月25日发布 

《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 

2018-04-03    国务院办公厅 

 



• 2007年前审批上市的仿制药质量堪忧，主要原因就是在开发过程中，BE这一最为

关键的指标没有做好。 

• 将仿制药由“仿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调整为“仿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

药品”，其审评审批要以原研药作为参比制剂。 

•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首要任务提升仿制药质量，淘汰那些事实上不合格的药品。 

• 避免一致性评价沦为‘一次性评价’ 



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 

• 一、促进仿制药研发 

• 二、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 

• 三、完善支持政策 
– 及时纳入采购目录 

– 促进仿制药替代使用：将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仿制药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目录 

– 发挥基本医疗保险的激励作用 

– 明确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路径：鼓励专利权人实施自愿许可、设置强制许可条件 

–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和价格政策 

– 推动仿制药产业国际化 

– 做好宣传引导 

 



发布的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 

总局关于发布《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公告 
总局关于发布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的公告（第一批）  

2017年第172（173）号  2017年12月28日发布 

关于瑞舒伐他汀钙片等5个品种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第二批）（ 

2018年第20号     2018年02月14日发布 

2018年5月份已批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第三、四批） 

                   2018年05月21日发布 

关于蒙脱石散等16个品种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第五批） 

2018年第49号  2018年07月26日发布 

已公布5批通过一致性评价已有57品规。其中，属于289基药目录的仅有23个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战略意义 

提升国产仿制药品质量 

降低百姓用药支出，节约医疗费用 

提升医药行业发展质量，推动医药产业国际化 

推动医药行业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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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一致性评价战略的思考 

• 降低医疗费用、让更多患者获益 

• 产业改革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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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晚间，央视“焦点访谈”对仿制药的前生今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进行了专题报道。 
 
 

                                                                                                                                             

  

这是继4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
用政策的意见》后，央视首次对仿制药，尤其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如此大
篇幅的报道。 

仿制药的春天 



可再进行一次价格谈判 
暂时突破一品两规 
 3家以上，未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暂停挂网 



各省
对通
过一
致性
评价
品种
的采
购政
策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深化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 

• 鼓励公立医院优先承接本省药品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和临床综合评价工作 

• 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应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疗机
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使用 

• 要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国产仿制药纳入可替代原研药的医疗机构使用目录
，鼓励按照“优质优选、就近供应、降低成本”的原则进行采购 

 

粤府〔2018〕52号 

━━━━━━━━━━━━━━━━━━━━━━━━━━━ 

 

2018年6月28日 



专利悬崖为美国节约大量医疗费用 

 
• 药物专利到期：1900亿美元将被争夺 

 
• 制药巨头专利悬崖为 2013 年美国医疗节约 2390 亿美元 

 

1. http://marketrealist.com/2016/03/drug-patent-expirations-190-billion-sales-grabs/ 
2. https://www.fiercepharma.com/sales-and-marketing/big-pharma-s-patent-cliff-losses-spawn-239b-savings-on-2013-drug-spending 
 



替代原研药是降低医疗费用的有效手段 

https://blogs.fda.gov/fdavoice/index.php/tag/generic-drug-user-fee-amendments-gdufa/ 
 



除人口增长、老龄化等因素外， 
在中国人群中慢病的高发病率增加了整体医疗费用 

http://www.worldbank.org/research/2011/07/14639951/toward-healthy-harmonious-life-china-stemming-rising-tide-non-communicable-diseases 
 

中国和部分国家主要慢病死亡率（每十万人）比较* 

*2011年数据 



我国为实现30%的药占比还任重道远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城市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 
药占比控制在30%以内 

* 2015年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到，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
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业界称该比例为“药占比”。 

细
化 同品质药物，价格

低者优先考虑 

药品收入 

药品+耗材+医疗服务收入 
*100% 

药品销量*药价 

药品+耗材+医疗服务收入 
*100% 

 



观察到的干预后趋势 

预估的干预后的趋势 

2005年后患者再发骨折的风险明显下降 

髋部骨折发生的年份 
髋部骨折发生的年份 

治
疗

的
患

者
比

例
 

2005年后接受治疗的患者迅速增加 

再
发

骨
折

的
患

者
比

例
 

英国临床实践研究数据库(CPRD)的数据研究，共纳入1999年4月-2012年9月间10,873例髋部骨折患者。调查髋
部骨折1年内开始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的情况。 

*2005年，英国和威尔士国家健康与护理研究所（NICE）提出了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骨质疏松性再发骨折的新指导，同
年不久后，英国市场准入了阿仑膦酸钠的仿制药（口服双膦酸药物阿仑膦酸钠是主要抗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骨折药物）。 

仿制药品的出现可切实让更多患者获益 

Hawley S, et al. J Bone Miner Res.2016;31(11):2008-2015.  
 



仿制药品可提高患者对于疾病长期治疗的依从性 

Hershman DL,et al.J Natl Cancer Inst. 2014 Oct 27;106(11). pii: dju319. doi: 10.1093/jnci/dju319. 
 

研究纳入美5511例女性患者，调查了自2010年引入仿制的芳香酶抑制剂（AIs）之后，乳腺癌治疗依从性的变化 



药物一致性评价战略的思考 

• 降低医疗费用、让更多患者获益 

• 产业改革与国际化 



3个国家均实现仿制药行业升级 

药品质量、行业生态、工业价值均得到显著提高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开展，成为行业“大清洗”的利器 

药企洗牌两年半倒计时 289清单去医药低端产能 2016年06月17日07:30  中国经济网  作者：朱萍 

      1975年，英国重新审查评价了1968年药品法出台之前上市的3.6万多种药品 

     1962年美国率先进行了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淘汰约6000种不合格药品 

     1998年日本启动了“药品品质再评价工程”，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中/通过730个 

http://www.ce.cn/cysc/yy/hydt/201606/17/t20160617_12938055.shtml


33 

包括处方工艺、质量标准、晶型、
粒度和杂质等主要药学指标比较研
究 

固体制剂溶出曲线 

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仿制药
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 Cmax (吸收速
度）, AUC (吸收程度) 

兼具药学等效和生物等效的仿制药
可认为具有治疗等效性(中国上市药
品目录集定义*) 

一致性评价的内容 

*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 
       治疗等效药品： 药学等效药品如果同时还具有生物等效，则是治疗等效药品，可认为具有与参比制剂相同的临床
有效性和安全性 

www.sda.gov.cn/WS01/CL1757/169986.html 
CDE：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物仿制人体生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 http://www.sda.gov.cn/WS01/CL1757/220786.html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 

药学等效性研究 
(PE)1 

生物等效性研究 
(BE)1 

治疗等效性 
(TE)2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具体流程和方法 

BE试验是金标准！ 

无 有 临床疗效研究 确定参比制剂 

变更处方工艺 

全面药学研究 

BE试验不等效 

确定评价的品种 

自我评价 

体外一致 

整理资料 

BE试验等效 

购买参比制剂 CFDA备案 

报CFDA 

获批通过 
体外：体外溶出度试验 
BE: bioequivalency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在相似实验条件下、单或多剂量服用相同的药品组份后受试制剂的吸收速度
（Cmax，tmax）和程度（AUC）与参比制剂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是保证含同一药物活性成分的不同制剂体内行为一致性的
依据，也是判断后研发药品是否可替换已上市药品使用的依据。） 



体内生物等效性一致性评价 

生物等效性（BE） 人体生物等效性是临床效应的替代指标 

 是指药学等效制剂或可替换
药物在相同试验条件下，服
用相同剂量，其活性成分吸
收的程度和速度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通常意义的BE研究 是指采
用生物利用度研究方法，以
药代动力学参数为评价指标，
根据预先确定的等效标准进
行的比较研究 

 疗效的优劣， 即药物在体内吸收的多寡，是与生
物利用度密切相关的 

 国际监管部门均将BE试验作为仿制药物上市批准的
依据 



中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开展之后 

药品一致性评价引发4800家药企重洗牌 
 

质量标准更佳严格，有望

更多成品制剂出口 

制药企业数量减少 
 
 
 

格局多样化： 

国有，民营为主 数量减少 
约50% 

药厂将从4800家 
减少到25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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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评估标准 

• 各国标准不同，WHO guideline规定：至少12名18-55岁，正常体

重的健康志愿者参与交叉研究。 

• 药代动力学参数主要通过AUC和Cmax来评估生物利用度 

• 目前国际标准：仿制药相比原研药，AUC和Cmax下降范围90％的

置信区间（CI）0.80-1.25，可认定生物等效性。 

• 这也被称为“-20%~+25%”规则。 

• 我国现行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 

演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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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试验的天然缺陷 

生物等效性替代安全性和有效性 

健康人群中取得的研究数据等同于真实世
界的患者研究 

科研模式代替了临床模式 



原研与仿制之争 

BE不等同治疗
等效性 

上市前后临床
研究充分验证 

原料、晶型、
杂志 

原研 
经济学优势 

疗效和安全
性一致 

可以替代原
研药 

仿制 



亚胺培南与其仿制药头对头临床研究 

Piyasirisilp S, et al.J Med Assoc Thai. 2010 Jan;93 Suppl 1:S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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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CI :-1.4%-14% 

原研亚胺培南/西司他丁vs.仿制药临床有效率比较 

一项国外2007年6月至2008年9月纳入600例对比使用，原研与仿制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疗效，安全性比较比较 



研究结论 

Piyasirisilp S, et al.J Med Assoc Thai. 2010 Jan;93 Suppl 1:S117-25. 

  虽然研究得到了非劣效的(<10%)结果，但是 研究中可观察到仿制亚胺培南

在临床疗效上低于原研药物的趋势 

  仿制药物在重要的临床结果劣于原研药物，部分重要的临床结果   

     95%CI 上限的差异超过10% 
 



仿制药伊马替尼BE试验和头对头研究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了与BE试验和头对头研究，结果显示 
– 药代动力学参数试验相似 

– 不良事件发生率与格列卫比较未见明显差别 

– 其与原研伊马替尼生物等效性一致； 

– 头对头研究，初发CML慢性期患者采用原研伊马替尼或国产仿制品治疗，中位追踪2年多
，两组有效性和安全性无显著性差异，疾病进展和长期生存也没有统计学差异。 

• 对于部分因经济原因从原研药转换为国产药的患者，从每三个月的评估结果来
看，他们在用药疗效和安全性上与原研药物并无差别。 

• 接诊的患者在使用国产仿制药后疗效与使用原研药物并无明显差别”这也最终
打消了很多医生对国产仿制药的质疑。 



仿制药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治疗冠心病的综合评价 

• 文献135篇，剔除重复发表的文献后，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排除研究对象不符

合的文献，最终纳入26项研究 

• 共3058例患者：试验组1511例，对照组1547例 

• 试验组涉及：国内仿制药2个，国外3个（波兰、韩国、伊朗） 

– 国内：仿制药A（20项研究）、仿制药B（1项研究）， 

– 国外：仿制药C（1项研究），仿制药D（2项研究），仿制药E（1项研究） 

• 给药方法：试验组和对照组均为首次300mg ，维持剂量75mg/d； 



结 论 

• 基于目前国内外临床证据，仿制药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与原研药相比

，疗效与安全性均相当，仿制药具有明显价格优势，可作为冠心病

患者的长期预防心血管事件用药选择 



阿托伐他汀仿制药和原研药疗效与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 纳入16 项RCT，共2077 例患者 

• 有效性指标：①TC；②三酰甘油（TG）；③LDL-C；④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HDL-C）；⑤主要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率。 

• 安全性指标：⑥ 丙氨酸转氨酶（ALT）；⑦肌肉疼痛发生率；⑧胃肠道

不良反应发生率。 

• ①③⑤⑥⑦为主要指标，②④⑧为次要指标。 

蔡晓容，王红梅，周俊文等，阿托伐他汀仿制药和原研药疗效与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中国药房，2016，27（24） 



结 论 

• 基于目前的临床证据，阿托伐他汀的仿制药和原研药均能有效降低

血脂水平，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受纳入研究质量和数

量限制，此结果仅反映了现有纳入研究和品种的质量差异，所得结

论尚需开展更多高质量的研究加以验证。 



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替代建议 

• 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可以替代原研药使用 

• 谨慎替代的特殊情况：病情危急的患者用药，毒性较大等治疗指数

狭窄的药物，血液病、心脑血管疾病、严重感染等疾病中病情不易

控制的患者，老年人、儿童、孕妇等高危患者群体，在这些情景下

，以仿制药替代原研药需要格外谨慎。 



总   结 
一致性评价意义与思考 

1. 提升质量 
•中国无专利悬崖、官方承认仿制药质量不齐 
•美国仿制药占比80%、印度是仿制药强国 
•中国成品药出口少 

2. 降低医疗费用 
•中国人口多、老龄化、医保支付压力 
•美国专利悬崖节约费用 

3. 产业转型升级，国际化，推动医药行业改革 
•BE的高投入 
•国内制药企业多而杂 



请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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