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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核心观点：由于人类疾病谱迁移，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较

癌症、自身免疫系统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下降，整

体市场进入成熟期，且以仿制药为主。政策顶层设计上，一致性

评价导致供给端变革，集中度加速提升是必然趋势;带量采购降

价难以避免，支付端变革推动招采方式的变化。消化系统仿制药

品种达峰值时间快、竞争环境恶化快。企业需要加大仿制药的研

发效率，加厚创新药的研发管线。 

投资要点：医保部门“实施价值导向的医保战略性购买”的趋势

已明确，未来“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显著降低患者负担、改善

患者临床获益”的品种依然会获得医保的大力支持，并获得较好

回报。创新研发优势突出的公司将受益。治愈乙肝药物以及非酒

精性脂肪肝炎药物，以及具有较高“差异性”的仿制药、高难度仿

制药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仍是蓝海市场。 

关注企业：中国生物制药、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Gilead、

GSK、Roche、Intercept、Genfit、Madrigal Pharmaceut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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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化系统总体介绍 

消化系统为人体九大系统之一，主要功能是对食物进行消化

和吸收，为肌体新陈代谢提供能量来源，其由消化道（口腔、咽、

食道、胃、小肠、大肠）和消化腺（小消化腺散在于消化管各部

的管壁内，大消化腺（三对唾液腺（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

肝脏和胰脏）组成（见图表 1）。消化系统疾病主要包括食管、

胃、肠、肝、胆、胰等器质性或功能性疾病。病变可局限于消化

系统或其他系统，其他系统或全身性疾病也可引起消化系统疾病

或证据，消化系统疾病具有发病率高、病因繁多、病种复杂的特

点。 

图表 1:消化系统模式图 

 

 数据来源：万时康、智银资本 

 

1.1. 消化系统疾病介绍 

消化系统疾病是一种较常见的多发病之一，总发病率占人口

总数 10%~20%，具体疾病分类可见下表，其中急性胃炎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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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逐年升高，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率在所有报告传染病中排名第一，

患病率为 92.15/10 万人。本报告将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胃炎、

消化性溃疡、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疾病的治疗领域。 

             图表 2：消化系统疾病 

 

数据来源：《内科学》第九版、智银资本 

 

1.1.1 胃炎 

胃炎是指胃黏膜对胃内各种刺激因素的炎症反应，根据其常

见的病理生理和临床表现，胃炎大致可分为急性、慢行和特殊类

型胃炎。急性胃炎也称为糜烂性胃炎、出血性胃炎、急性胃黏膜

病变，常见的病因胃应激、药物、酒精、创伤和物理因素等。目

前主要的治疗手段是抑制胃酸分泌药以及胃黏膜保护剂促进胃

黏膜修复和止血。慢性胃黏膜呈现非糜烂的炎性改变，幽门螺杆

菌（Hp）是感染是其常见病因，约有 80-90%的慢性胃炎是由 Hp

感染引起的，此外还有十二指肠-胃反流、自身免疫、年龄因素

和胃黏膜营养因子缺乏也会导致慢性胃炎的产生。临床上针对

Hp 相关的胃炎，主要联用抗生素和 PPI，因为抗生素在酸性环

境下不能正常发挥其抗菌作用，需要联合 PPI 抑制胃酸后，才能

患病部位 主要疾病名称 

食管 胃食管返流、食管癌 

胃 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肠胃病、胃癌 

胰腺 胰腺炎、胰腺癌 

肠 肠结核、炎症性肠炎、结直肠癌、慢行腹泻、便秘 

腹膜 结核性腹膜炎 

肝脏 脂肪性肝炎、肝硬化、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

病、药物性肝病 

胆 胆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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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作用。目前常用的联合方案为：1 种 PPI+2 中抗生素或一

种铋剂+2 种抗生素。 

1.1.2 消化性溃疡 

消化道溃疡主要指发生在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疡，是指胃

肠道黏膜被自身消化而形成的溃疡，是一种全球性常见病，十二

指肠溃疡多发生于青壮年，而胃溃疡多发于中老年。其发病机理

主要是胃酸、胃蛋白酶的侵袭作用与黏膜的防御能力间失去平衡，

胃酸对黏膜产生了自我消化，目前临床上的常用的药物治疗目标

为去除病因、控制症状、促进溃疡愈合、预防复发和避免并发症。

常见的治疗药物如下表所示： 

        图表 3：胃溃疡治疗药物分类 

不同治疗机理 具体药物 药物通用名 

抑制胃酸分泌 

H2 受体拮抗剂 法莫替丁、尼扎替丁、雷尼替丁 

质子泵抑制剂 
奥美拉唑、埃索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

雷贝拉唑 

保护胃黏膜 
铋剂 枸橼酸铋钾片、胶体次枸酸铋、复方铝碳酸铋 

弱碱性抗酸剂 铝碳酸镁、磷酸铝、硫糖铝、氢氧化铝凝胶 

数据来源：《内科学》第九版、智银资本 

1.1.3 功能性肠胃病 

功能性肠胃病是一组表现为慢性或是反复发作的胃肠道症

状、而无器质性改变的胃肠道功能疾病，临床表现为胃肠道的相

关症状，临床上以功能性消化不良和肠易激综合征多见。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功能性肠胃病，欧美

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中有消化不良症状者占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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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发病率在 20-30%，临床上无特效药，主要的药物种类为

抑制胃酸药、促胃肠动力药、助消化药及抗抑郁药。 

1.1.4 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在我国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2018 年中国病

毒性肝炎的发病人数为 128 万人，发病率在所有法定报告的传

染病中排名第一。病毒性肝炎根据感染病毒的不同可以分为甲型

肝炎（HAV）、乙型肝炎（HBV）、丙型肝炎（HCV）丁型肝炎

病毒(HDV)、戊型肝炎病毒等，其中 HBV 和 HCV 的发病率较

高。 

（1）乙型肝炎（HBV），与国际发病率相比，HBV 在我国

的发病率较高，乙肝的临床表现复杂，且不加以控制，易发展成

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及肝癌。其发病进程为： 

              图表 4：肝病发病过程 

 
数据来源：Discovery Magazine，智银资本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结果显示，全球约有 20 亿人曾感

染 HBV，其中 2.4 亿人为慢性 HBV 感染者，每年约有 65 万人

死于 HBV 感染所致的肝衰竭、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全球肝硬

化和肝细胞癌患者中，由 HBV 感染引起的比例为 30%和 45%。

而在我国肝硬化和 HCC 患者中，由 HBV 感染引起的比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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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和 80%。根据全国乙型肝炎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我国1-59岁一般人群HBsAg（乙肝表面抗原）的携带率为7.18%，

据推算，我国有慢性 HBV 感染者约有 9300 万人。乙肝是中国

最为流行的传染病之一。2017 年，中国法定乙类传染病，即需

严格管理的传染病中，乙肝报告发病数字居首，报告死亡率仅次

于艾滋病和肺结核，排第三。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显示，

2017 年中国乙型肝炎报告发病数超过 100 万例，报告死亡 425

例，当年乙肝报告发病率和报告死亡率分别为每 10 万人 72.6 例

和每 10 万人 0.03 例。 

（2）丙型肝炎（HCV）：HCV 感染发病隐匿，缺乏典型的

症状和体征，不及时治疗，慢性感染发病率甚高，可导致肝脏炎

症坏死和纤维化，进而可发展为肝硬化、失代偿性肝病甚至肝细

胞癌，对患者 HCV 发病率仅次于乙肝，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

显示，2014 年，中国丙肝的患病人数约为 780 万。 

1.1.5 肝硬化 

肝硬化为一种常见的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引

起的肝脏慢性、进行性、弥漫性病变，其特点是在肝细胞坏死基

础上发生的纤维化，并形成异常的再生结节和假小叶，临床早期

无症状、晚期可累及多系统、主要以肝功能损害和门静脉高压为

主要表现，表现为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和继发性感染等严重并

发症。引起肝硬化的病因很多，且具有地域差异。亚洲和非常以

HBC 后肝硬化为主，而美国、欧洲则以酒精性肝硬化多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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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结果显示肝硬化人群平均发病率

约为 17.1/10 万。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曾统计 25 年来

住院的肝硬化 1839 例，占同时期住院总人数的 0.66%，占消化

系病总数的 2.8%，占住院肝病人数的 16.43%。发病年龄以 

21~50 岁多见，占 85.2%，男女比例为 3.6~8∶1，中年男性肝硬

化最为突出。  

1.1.6 脂肪肝  

脂肪肝为常见的弥散性肝病，表现为肝内蓄积脂肪量的异常，

由于疾病或药物等因素导致肝细胞组织内脂质超过肝湿重的 5%，

正常含量为 3%～5%，大多数脂肪肝属于甘油三酯（TG）含量

异常增高，脂肪肝轻者无症状，实验室检查常缺乏特异性，需肝

穿刺活检确证。脂肪肝多属于可逆性疾病，及早诊断和治疗可恢

复正常，继续发展可出现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及肝硬化。通常

流行病学所调查的脂肪肝为慢性脂肪肝。在西欧、日本和美国，

B 超普查显示普通成人脂肪肝检出率高达 25%，脂肪肝现已成

为健康体检人群血清转氨酶升高的常见原因。我国目前对于脂肪

肝的患病率尚未较为统一的结果，由于调查人群对象的样本对象、

年龄以及性别构成比不同，各调查结果结果想差很大，随着年龄

增大，脂肪肝患病率增加，50 岁以前男性脂肪肝患病率显著高

于女性。 

1.1.7 酒精肝性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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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肝性肝病是由乙醇及其代谢产物对肝细胞的破坏和毒

性作用引起的，以肝脏代谢紊乱为基础的急、慢性肝损伤。临床

上表现为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病变不仅与饮酒量、时

间和频度有关，还常与性别、遗传因素、免疫机制及营养状况有

密切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酒精消耗量的增多，发病率有逐年

增多的趋势。 

图表 5：我国肝病发病率占比 

 

数据来源：PDB，智银资本 

1.1.8 腹泻 

腹泻分为急性腹泻和慢性腹泻两类，急性腹泻的临床表现胃

排便次数增多，粪质稀薄，病程在 2 个月之内，常见的病因有肠

道感染和细菌性食物中毒；慢性腹泻是指病程在 2 个月以上的

腹泻且间歇期在 2～4 周内的复发性腹泻，主要病因有肠道感染

性疾病、肿瘤、药源性腹泻等。 

1.1.9 胆道疾病 

与其他疾病相比，胆道疾病的发病率较低，但近年来，胆道

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处于快速攀升的状态，目前我国人群中胆结石

的发病率达 7%-10%，其中胆囊结石占 50%以上，尤以胆固醇性

57%28%

8%

2%
2%

1% 1%
1%

乙型病毒性肝炎

未特指及其他肝炎

脂肪肝

丙型病毒性肝炎

自身免疫性肝炎

黄疸型肝炎

药物性肝炎

戊型病毒性肝炎

甲型病毒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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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为主。其高发病率与当面大众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以及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1.2. 消化系统药物介绍 

消化系统疾病具有发病率高、病因繁多、病种复杂的特点，

用于其治疗的药物也种类繁多，根据其治疗机理和范围，大致可

分为抑酸药、抗酸药及胃黏膜保护药、助消化药、胃肠解痉及胃

肠动力药，泻药及止泻药、抗肝炎病毒药物、肝病辅助治疗药等。 

1.2.1 消化系统用药——抑酸剂 

胃酸是消化道必不可少的成分，适量的胃酸能起到杀菌、初

步消化蛋白质，促进胰液和胆汁的分泌，促进铁和钙等物质吸收

的作用，但胃酸分泌过高或消化道黏膜保护屏障降低，胃酸就会

对黏膜产生损伤，形成炎症或溃疡，所以抑制过多的胃酸是治疗

胃炎、消化性溃疡以及相关疾病的主要手段。胃酸主要由胃壁细

胞分泌，在壁细胞膜上存在 3 种促进胃酸分泌的受体，分别为组

胺-2（H2）受体、乙酰胆碱受体和促胃泌素受体，阻断其中任何

一个受体都可以抑制胃酸分泌。临床上常见的抑酸药物通过各种

机制抑制胃酸的分泌，主要有质子泵抑制剂（PPI）和 H2受体拮

抗剂（H2-RA）两大类。同时，与 H2-RA 相比，PPI 能阻断胃酸

分泌的最后通道，作用位点不同且夜间的抑酸效果作用好，起效

快，抑酸作用强且时间长，服用方便，能抑制基础胃酸的分泌及

组胺、乙酰胆碱、胃泌素和食物刺激引起的酸分泌，PPI 在临床

的应用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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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存在的 PPI 主要有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妥拉唑，

雷贝拉唑以及埃索美拉唑，H2-RA 主要有西咪替丁、雷尼替丁、

法莫替丁以及尼扎替丁，此外还有一些存在一些复合制剂。 

1.2.2 消化系统用药——抗酸药和胃黏膜保护药 

抗酸药是一类能中和胃酸、降低胃内容物酸度、迅速缓解胃

灼烧、以及疼痛症状的一类药物，此类药物虽然不能直接抑制胃

酸分泌，但它对胃黏膜屏障有细胞保护作用，抗酸药一般可分为

两类，吸收性抗酸药和非吸收性抗酸药。吸收性抗酸药经口服后，

可中和胃酸，尚可被肠道吸收引起碱血症，因此还可用于酸血症

和碱化血液，主要药物有碳酸氢钠。非吸收性抗酸药含有难吸收

的阳离子，口服后能中和胃酸而不被肠道吸收，能在溃疡面上形

成一层保护性薄膜，减少胃酸以及胃蛋白酶对于溃疡面的腐蚀和

消化作用，主要药物有氢氧化铝，铝碳酸镁和磷酸铝。 

胃黏膜保护药有治疗胃黏膜损伤，保护胃黏膜，促进组织修

复和溃疡愈合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增加胃黏膜血流量，增加

胃黏膜细胞粘液和碳酸氢盐的分泌，增加胃黏膜细胞前列腺素的

合成，增加胃黏膜和粘液中糖蛋白的含量，增加胃黏膜和粘液中

磷脂的含量，从而增加粘膜层的疏水性，胃黏膜保护药主要包括

胶体铋素，前列腺素及其衍生物，硫糖铝，替普瑞酮等，这些药

物通过不同的机制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的愈合。 

1.2.3 消化系统用药——抗肝炎病毒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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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肝炎病毒药物的作用为是清除或持续抑制体内的乙肝、丙

肝病毒以改善或减轻肝损伤，阻止进展为肝硬化、肝衰竭或肝癌，

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主要有普通干扰素（IFN），聚乙

二醇感染素（PEG-IFN 阿尔法）和核苷类似物（拉米夫定、阿德

福韦酯、恩替卡韦，替比夫定、替诺福韦酯等）。 

1.2.4 消化系统用药——肝病辅助用药 

肝病辅助用药具有保护和滋养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生和功

能恢复、减少肝脏结缔组织增生、增强肝脏解毒能力等多方面发

挥保护肝脏的作用。保肝药物主要包括单纯降酶药物（五味子、

联苯双酯、双环醇），抗炎药物（甘草酸制剂），促肝细胞生长，

抗氧化，解毒，保护肝细胞膜（谷胱甘肽，硫普罗宁，水飞蓟宾

等）以及治疗胆汁淤积的保肝药物（腺苷蛋氨酸）等。 

 

1.3. 消化系统诊断技术介绍 

消化系统的诊断技术可分为内镜诊断、实验检测、影像诊断。

具体诊断技术可见下图，本报告讲聚焦于其中最常用的诊断技术

为：胃镜检查。 

     图表 6：消化系统诊断技术 

诊断大类 小类 

内镜检查 

胃肠镜 

胶囊内镜 

推进式小肠镜 

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超声内镜 

实验检测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诊断 

幽门螺旋杆菌检测 

肝功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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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诊断 
超声 

计算机断层扫描 

数据来源：《内科学》第九版、智银资本 

胃镜是一种医学检查方法，也是指这种检查使用的器具。它

借助一条纤细、柔软的管子伸入胃中，医生可以直接观察食道、

胃和十二指肠的病变，尤其对微小的病变。胃镜检查能直接观察

到被检查部位的真实情况，更可通过对可疑病变部位进行病理活

检及细胞学检查，以进一步明确诊断，是上消化道病变的首选检

查方法。 

最早的胃镜是德国人库斯莫尔在 1868 年借鉴江湖吞剑术发

明的库斯莫尔管，它其实就是一根长金属管，末端装有镜子。但

因为这种胃镜容易戳破病人食道，因此不久就废弃了。1950 年，

日本医生宇治达郎成功发明软式胃镜的雏形——胃内照相机。目

前临床上最先进的胃镜是胶囊内镜。胃镜检查从无动力的小肠胶

囊到动力胃镜胶囊，胶囊内镜技术不断成熟  

相比小肠，胃的容积太大和解剖学结构不规则，限制了胶囊

内镜检查的应用，重点难题是需要外部动力驱动，动力基本通过

磁控方式，而根据磁控类型的区别，分为电磁体、永磁体、磁共

振。 手持磁场发生器系列，2012 年金山科技推出了 OMOM 可

控胶囊系统，韩国的 Intromedic Ltd 研制出了 MiroCam-Navi 胶

囊内镜，但是可控性偏弱。电磁机器人控制系统，奥林巴斯和西

门子在 2010 到 2015 年间，一共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研究，但是线

圈复杂又做不到定点悬浮，于是改用永磁体。安翰科技的产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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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也是永磁体机器人控制系统，并于 2013 年获批 CFDA 三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磁共振和其他动力的胶囊胃镜还处于学术

研究阶段。  

图表 7：胃镜技术示意图 

 

数据来源：万素网、智银资本 

 

2. 消化系统药物市场及品种分析 

 

2.1. 消化系统药物市场整体情况——空间大 增速回升 

2018 年我国国内重点城市医院消化系统用药领域的销售额

为 187.27 亿元，根据经验倍数放大，消化系统市场规模约为 1400

亿元。在消化系统用药中各小类销售占比前三位为质子泵抑制剂，

肝病用药，止吐药，分别占国内市场总体份额的 37.54%、22.29%、

11.26%。国际市场中质子泵抑制剂、泻剂和助消化药的排名更为

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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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8：我国重点城市医院消化系统用药销售额 

 

数据来源：PDB、智银资本 

 

       图表 9：消化系统用药各小类销售占比 

 

数据来源：PDB、智银资本 

 

   图表 10：全球消化系统用药各小类销售市场占比 

 

数据来源：PDB、智银资本 

2.2. 质子泵抑制剂——竞争激烈 集中度高 

2.2.1 总体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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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制剂, 4%

质子泵抑制剂 肝病用药 止吐药 微生态制剂

泻剂 胆病用药 胃肠解痉药 粘膜保护剂

助消化药 抗酸剂 其他

质子泵抑制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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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解痉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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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药 止泻剂 粘膜保护剂 其它抗消化性溃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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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情况来看，2000 年，全球质子泵抑制剂市场规模过

百亿美元，2007 年市场达到峰值接近 180 亿美元，之后持续多

年逐渐下降，2014 年全球 PPI 市场规模为 72.2 亿美元。与国际

市场相比，国内样本医院质子泵抑制剂销售额高达 50.2 亿元，

2005-2015 年复合增长率为 22.4%，远高于药品行业平均值。此

外，质子泵抑制剂用药金额逐年上升，从 2005 年的 6.7 亿元升

至 2015 年的 50.2 亿元，10 年整体市场增长 7.5 倍。在患者增多

以及消化性溃疡转变成慢性疾病需长期服药这两种因素的推动

下，质子泵抑制剂以其良好的品质和优秀的疗效赢得了市场认同，

PPI 在抗酸类药物医院终端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市场保持了较快

的增长速度。 

 图表 11：1997-2014 年全球质子泵抑制剂历年销售额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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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2006-2015 年我国质子泵抑制剂历年销售额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1）PPI 更新换代，二代侵食一代市场 

从 1987 年第一个 PPI 药物奥美拉唑上市，到 2019 年，全球

市场上共有 6 种 PPI 上市，主要分为第一代泮托拉唑、兰索拉

唑、奥美拉唑，第二代埃索美拉唑、雷贝拉唑、艾普拉唑。与一

代 PPI 相比，二代 PPI 具有抑酸时间长、个体差异小、药物相互

作用少等优势，且区别于一代 PPI 代谢途径，对于慢代谢型的

患者而言，夜间酸突破等副作用明显减少，临床疗效更为确切。 

图表 13：一代和二代质子泵抑制剂比较 

代数 药品名称 抑酸效果 作用时长 代谢途径 夜间酸突破 

一代 奥美拉唑、兰索拉

唑、泮托拉唑 

较弱 较长 CYP2C9 为主（慢代

谢型不适用） 

多 

二代 埃索美拉唑、雷贝

拉唑、艾普拉唑 

强 长 CYP3A4 为主（慢代

谢型适用） 

少 

            数据来源：智银资本 

从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15 年销售额排名前 3 位产品是一

代 PPI：兰索拉唑用药金额 13.5 亿元，泮托拉唑 12.3 亿元，奥

美拉唑 10.0 亿元。市场占比分别为 26.8%、24.6%和 20.0%。前

3 位产品占整体市场 71.5%，埃索美拉唑用药金额 8.1 亿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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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唑 5.3 亿元、艾普拉唑 9020 万元，市场占比分别为 16.2%、

10.5%和 1.8%。 

目前从国际市场来看，二代 PPI 基本与一代平分市场，其

中埃索美拉唑更是占据 42%市场份额;反观国内 PPI 市场，仍

是一代 PPI 为主，二代 PPI 仅占 32%，可以预见我国二代 PPI 

升级换代空间较大。 

图表 14：国际与国内质子泵抑制剂不同通用名市场份额占比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图表 15：国内质子泵抑制剂不同通用名市场份额占比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2）市场玩家众多但集中度高 

13.5, 26.95%

12.3, 24.55%
10, 19.96%

8.1, 16.17%

5.3, 10.58%

0.9, 1.80%

单位： 亿元

兰索拉唑 泮托拉唑 奥美拉唑 埃索美拉唑 雷贝拉唑 艾普拉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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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涉及质子泵抑制剂的生产企业有近 150 家，国内

企业占 88.8%。前 10 位企业中，内资企业 6 家，外企 4 家，前

10 位企业占整体市场 72.5%。从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15 年质

子泵抑制剂用药销售金额排名前 5 位企业分别是：江苏奥赛康

9.9 亿元、阿斯利康 8.6 亿元、山东罗欣药业 3.6 亿元、武田制药

3.2亿元、常州四药制药 2.5亿元，市场占比分别为 19.6%、17.1%、

7.3%、6.4%和 5.0% 

 

图表 16：国内质子泵抑制剂不同通用名药品企业竞争格局 

药品名称 最初上市时间 代数 增长率 市场竞争格局 

奥美拉唑 1987 一代 3.10% 

70 家(奥赛康 48%、阿斯

利康  21%、常州四药 

14%) 

兰索拉唑 1995 一代 0.40% 
38 家(奥赛康 33%、罗欣 

27%、悦康 13%) 

泮托拉唑 1999 一代 0.90% 
69(奈科明  26%、中美 

19%、扬子江 14%) 

埃 索 美 拉

唑 
2003 二代 -1.40% 

4 家(阿斯利康 83%、正

大 10%、莱美 4%等) 

雷贝拉唑 2001 二代 29.00% 
15 家(卫材 25%、济川 

20%、豪森 13%) 

艾普拉唑 2007 二代 45.40% 1 家(丽珠 100%)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http://www.pharmnet.com.cn/company/
http://www.pharmnet.com.cn/search/template/yljg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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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7：2015 国内质子泵抑制剂市场公司竞争格局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3）政策助力 PPI 市场集中化和规范化 

（a）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国内生产质子泵抑制的厂家有 150 多家，存在过度竞争的

局面，随着一致性评价的开展，将加速行业的洗牌，淘汰一部分

弱势产能，生产高质量仿制药和创新药的企业可以借助一致性评

价构建竞争壁垒，赢得优势，促进行业向更为集中和良好的局面

发展。 

（b）重点监测品种 

质子泵抑制剂作为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一线药物，也可用于各

类手术常常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注射剂作为预防性用药。目前的滥

用主要是指无指征用药，存在过度预防的可能性。 

政策控费趋严，随着国家对于辅助用药管控及控费力度的加

大，PPI 亦受到较大波及，尤其是其中大品种受到临床限制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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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重点监控药品目录（首批）》，其中第一类就是质子泵

抑制剂，而且不分剂型，包括除艾普拉唑以外的目前市场上的所

有质子泵抑制剂产品。除四川省外，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均

出台相应的重点监测目录以监控院内大品种的使用，规范合理用

药。 

 

2.2.2 兰索拉唑——竞争激烈但市场集中 

（1）整体市场：兰索拉唑是第二代质子泵抑制剂，主要用

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对基础胃酸和所有刺

激物所致的胃酸分泌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主要剂型有粉针剂、

片剂和胶囊剂。其最早由日本武田制药于 1995 年研制上市。奥

维加由奥赛康自行研发生产，于 2008 年在国内首家上市销售，

填补了国内市场注射剂型的空白。从 2005-2015 年整体销售趋势

来看，该产品增势强劲。2005 年，样本医院兰索拉唑用药金额

为 2526 万元；2015 年，用药金额达 13.5 亿元；近 10 年增长近

53.3 倍，其复合增长率为 48.8%。注射用兰索拉唑在 2009 进入

医保目录极大激发了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同时其也在新版

2019 版医保目录中，将继续维持其市场的平稳增长。 

(2)企业竞争：从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15 年，兰索拉唑市

场已有 30 多家企业参与竞争，销售额排名前 5 位的企业是江苏

奥赛康药业、山东罗欣药业、北京悦康药业、江苏常州四药制药、

天津武田制药，销售额分别为 5.0 亿元、3.2 亿元、1.7 亿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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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和 5429 万元。其中，江苏奥赛康市场占比为 36.8%，山东

罗欣药业占 24.2%，北京悦康药业占 12.4%。从 2015 年销售额

来看，前五位企业占据了 85.6%的市场份额，前四位都是本土企

业。其中，江苏奥赛康占据近 4 成份额。 

（3）一致性评价可能扭转过度竞争，兰索拉唑涉及企业达

到 38 家，其属于 2016 年国家公布的过度重复药品的第一梯队。

虽然兰索拉唑不属于 289 个品种之一，但是相关企业已经开始

布局固体制剂和注射剂的一致性评价工作。 

图表 18：国内兰索拉唑进入一致性评价审评阶段的药物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申报 BE 试验 一致性评价审评 

右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  2018-08-13 

右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  2019-08-05 

右旋兰索拉唑缓释胶囊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 已完成  

右旋兰索拉唑缓释胶囊 天方药业 进行中尚未招募  

右旋兰索拉唑缓释胶囊 南京优科制药 进行中尚未招募  

右旋兰索拉唑缓释胶囊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 已完成  

右旋兰索拉唑缓释胶囊 江苏奥赛康药业 进行中尚未招募  

右旋兰索拉唑 海南碧凯药业  2018-10-17 

兰索拉唑肠溶微丸胶囊 西安德天药业 进行中招募完成  

兰索拉唑肠溶微丸胶囊 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进行中尚未招募  

注射用兰索拉唑 扬子江药业集团  2017-06-30 

注射用兰索拉唑 上药新亚药业  2019-05-14 

注射用兰索拉唑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  2018-10-31 

注射用兰索拉唑 江苏奥赛康药业  2019-01-30 

兰索拉唑肠溶片 扬子江四川海蓉药业 进行中招募中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2.2.3 泮托拉唑——赢家通吃 

（1）总体市场 

泮托拉唑在国内由辽宁沈阳东宇药业于 1999 年最早上市，

商品名为“泰美尼克”。2005 年样本医院泮托拉唑用药金额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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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2015 年用药金额达到最高 12.3 亿元；近 10 年增长近 7.9

倍，其复合增长率为 22.9%，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性。 

（2）企业竞争 

从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15 年销售额排名前 5 位的企业是

奈科明（被武田收购）、浙江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江苏扬子江药

业、Byk-Gulden Lomberg Chemische Fabrik GmbH、海南卫康药

业。其中，奈科明的泮妥洛克市场占比为 26.1%，浙江杭州中美

华东制药的泮立苏占 19.4%，江苏扬子江药业的韦迪占 14.3%。

前五位企业占据 73.3%份额。 

               （3）一致性评价或将改变过度竞争现状 

泮托拉唑也是过度竞争的重灾区，有 69 家企业参与泮托拉

唑的生产和竞争中。但随着一致性评价的大幕拉开，共有 39 家

企业开展了泮托拉唑固体制剂和注射剂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南京

奥赛康、扬子江药业集团、杭州康恩贝制药等企业已完成一致性

评价的 BE 试验，进入评审阶段。 

   图表 19：我国泮托拉唑进入一致性评价审评阶段的药物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一致性评价审评 

左旋泮托拉唑钠 江苏奥赛康药业  2018-01-04 

注射用左旋泮托拉唑钠 南京优科制药 2019-05-13 

注射用左旋泮托拉唑钠 江苏奥赛康药业  2018-01-04 

泮托拉唑钠 威特(湖南)药业  2017-11-10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扬子江药业集团 2019-01-14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 2019-06-06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江苏奥赛康药业 2018-05-24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华润双鹤药业 2019-11-18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湖南赛隆药业 2019-11-18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

江东有限公司 

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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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 2018-10-22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湖南九典制药 2019-06-21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杭州康恩贝制药 2018-09-21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2.2.4 奥美拉唑——英雄迟暮 

（1）总体市场 

奥美拉唑最早由阿斯利康于 1987 年在瑞典上市销售，为质

子泵抑制剂代表性药物，于 1998 年、1999 年、2000 年连续三

年排在全球畅销药之首。由于其上市时间最早，多年的临床研究

最充分，近年来，注射用奥美拉唑钠一直保持着国内注射用 PPI 

市场占有率的领先地位。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40mg)也是目前唯一进入《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12 版)的注射用 PPI，随着我国基础药物市场规模的扩

容，仍有潜力可挖。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被纳入 2019 年医保

目录中。奥美拉唑于 1991 年进入中国市场。从 2005-2015 年整

体销售趋势来看：2005-2010 年保持较高增长率，但 2010-2013

年已呈下降态势，2014-2015 年市场处于平稳态势。2005 年，样

本医院奥美拉唑用药金额为 4.3 亿元；2010 年，用药金额达到

12.0 亿元；2015 年下降为 10.0 亿元。该产品由于上市较早，随

着价格的下调，市场份额近几年逐渐下滑。  

                    （2）企业竞争     

从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15 年奥美拉唑市场已有近 70 家企

业参与竞争。销售额排名前 5 位的企业是江苏奥赛康药业、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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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利康、江苏常州四药制药、湖北武汉普生制药、海南灵康制

药，销售额分别为 4.9 亿元、2.1 亿元、1.4 亿元、1.3 亿元、2184

万元。其中，江苏奥赛康的奥西康市场占比为 48.4%，江苏阿斯

利康的洛赛克占 20.9%，江苏常州四药制药的奥克占 14.0%。从

2015 年销售额来看，国产奥西康几乎占据半壁江山。随着仿制

药的竞争白热化，以及阿斯利康将重心转移至新一代 PPI 药物

埃索美拉唑，奥美拉唑市场整体规模略有萎缩，同时其竞争格局

也发生深刻变化，进口替代迅速开展，奥赛康获得显著高于行业

的增速，已经跃居市场份额第一。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中有 20 家

企业在进行一致性评价，其中扬子江药业集团己率先通过一致性

评价。 

 

2.2.5 埃索美拉唑——奥美拉唑接班人 

（1）总体市场 

埃索美拉唑于 2003 年由阿斯利康在中国上市，剂型为口服

肠溶片。2013 年埃索美拉唑镁（预制肠溶微丸）获得生产批文。

同年，重庆莱美药业埃索美拉唑肠溶胶囊获得生产批文，打破外

企垄断的局面。该产品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异构体质子泵抑制剂。

阿斯利康在国内逐步实现了从奥美拉唑到埃索美拉唑的更新换

代。从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05-2015 年，埃索美拉唑实现了平

稳较快增长。2005 年用药金额仅为 2540 万元，2015 年已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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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近 10 年增长 32 倍。2009 年，该产品再次进入新版医保

目录，市场增长较为迅猛。 

               （2）企业竞争 

目前国内市场只有 3 家企业参与竞争，竞争程度相对缓和。

其中，阿斯利康的产品在样本医院 2015年用药金额为 7.3亿元，

重庆莱美药业的产品用药金额为 893 万元。进口企业的产品占

据绝对优势，而重庆莱美药业的产品正处于市场培育期。 

2.2.6 雷贝拉唑——片剂主导增长强劲 

雷贝拉唑是苯并咪唑的衍生物，属于新型质子泵抑制剂。市

场上销售的剂型为口服剂，主要有片剂和胶囊剂，片剂占主导。

从 2005-2015 年销售趋势来看，2005 年销售额仅为 2922 万元，

2015 年已达 5.3 亿元，较同期增长 24.0%，近 10 年增长 18.1 倍。

近五年市场开始发力，增长较为强劲。从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15

年，雷贝拉唑市场有 13 家企业参与竞争。销售额排名前 5 位的

企业是卫材（苏州）制药、江苏济川制药、江苏豪森药业、四川

成都迪康制药、珠海润都民彤制药，销售额分别为 1.2 亿元、1.0

亿元、6958 万元、6880 万元和 5189 万元。其中，卫材（苏州）

制药的波利特市场占比为 24.6%，江苏济川制药的济诺占 19.9%，

江苏豪森药业的瑞波特占 13.2%。前五位企业占据 80.5%。 

 

2.2.7 艾普拉唑——进医保加速放量 

（1）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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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普拉唑是一种强效离子泵抑制剂，由丽珠集团于 2007 年

12 月获批上市，商品名为壹丽安，剂型为肠溶片。该产品为国

内消化治疗领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1.1 类专利新药。2016 年 1

月，该产品荣获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据样本医

院数据，从 2008-2015 年销售趋势来看，2008 年艾普拉唑销售额

为 87 万元，2011 年为 1067 万元，2012 年为 2414 万元，同比增

长 126.2%； 2015 年为 9020 万元，同比增长 42.9%。2013-2015

年该产品呈爆发式发展。 

（2）注射剂型降价 40%进医保 

此外，注射用的艾普拉唑钠降价 40%纳入通过医保谈判纳

入最新的医保目录。前有肠溶片的先行布局，加之自身产品和推

广渠道的优势，预计 2020 年注射用艾普拉唑钠正式随医保放量

普及后，该品种将迎来加速放量的契机。 

2.3. 肝病市场——厮杀“肝病大国”红利 

 2017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肝炎市场为 81.52 亿元，

同比上一年的 89.52 亿元下降 8.93%。国内肝炎化学药物治疗市

场主要由抗肝炎病毒类、保肝护肝化药、免疫增强调节类 3 大板

块构成。 

 

2.3.1 抗病毒药——中流砥柱 

2016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抗肝炎病毒用药市场为

21.21 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 8.4%，2017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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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医院抗肝炎病毒用药市场下滑 10.78%，在拉米夫定、替比夫

定和阿德福韦酯的下跌趋势下，仅有 18.93 亿元。 

图表 20：2016 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抗肝炎病毒历年销售额 

 

数据来源：PDB、智银资本 

 

              图表 21：2011-2017 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抗肝炎病毒小类销售占比 

 

数据来源：PDB、智银资本 

（1）恩替卡韦 

恩替卡韦是美国 BMS公司研发的鸟嘌呤核苷类似物口服用

药。2005年 3月获得美国 FDA批准上市，商品名为“Baraclude”。 

在第 20 届亚太肝病学年会上，恩替卡韦被认为是对阿德福

韦疗效不佳的替代药物，给慢性乙肝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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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推动了恩替卡韦市场的攀升。尽管恩替卡韦原研专利到期，

2017年BMS公司的Baraclude全球市场仍达到了 10.52亿美元。 

恩替卡韦可选择性抑制乙肝病毒，用于治疗成人伴有病毒复

制活跃、血清转氨酶持续增高的慢性乙型肝炎感染，是 WHO 指

南推荐应用的强效抗 HBV 药物。2005 年百时美施贵宝的恩替卡

韦引入中国市场，商品名为“博路定”。恩替卡韦能有效抑制 HBV

的 DNA 复制，疗效优于临床使用多年的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的

核苷类似物药物拉米夫定，而且患者耐药发生率相对较低，从而

带动了全球市场的发展。随着国内仿制药的快速推进，目前我国

已建成 15 条恩替卡韦原料药生产线，10 家公司生产制剂。 

2017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恩替卡韦用药金额为

12.75 亿元，同比上一年略有下降。在鼓励处方外流的形势下，

2017 年国内 22 城市主要实体药店恩替卡韦销售额达到了 6.8 亿

元。公立样本医院恩替卡韦 Top 5 厂家是：正大天晴居第一位，

占比为 44.34%，上海施贵宝占比为 40.34%，苏州东瑞占据 4.79%，

江西青峰占比为 4.79%，福建广生堂占比为 4.05%。 

恩替卡韦作为慢乙肝治疗的一线药物，目前恩替卡韦原研药

一粒为 26 元左右，仿制药最低价格也近 10 元。带量采购落实

后，恩替卡韦降价将给慢乙肝患者带来重大利好。同时，正大天

晴也将获得超 4000 万片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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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2：2008-2017 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恩替卡韦销售额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2）替诺福韦酯——医保助力飞速增长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是美国吉利德公司开发上市的一

种新型核苷酸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简称替诺福韦酯（TDF），2001

年经美国 FDA 批准用于治疗艾滋病，2008 年先后被欧盟和美国

FDA 批准用于治疗乙型肝炎，商品名为 Viread。 

替诺福韦酯活性成分为替诺福韦双磷酸盐，可直接竞争性地

与天然脱氧核糖底物相结合而抑制病毒聚合酶，干扰乙肝病毒

（HBV）复制，从而达到治疗作用，是 WHO 指南推荐应用的强

效抗HBV药物，具有明显优于传统抗HBV的优势和低耐药性。 

2008 年 6 月 18 日我国批准了吉利德的替诺福韦酯 300mg

片剂，用于抗 HIV 的治疗，商品名为“韦瑞德”。2009 年 11 月，

吉利德与葛兰素史克（GSK）携手，由 GSK 负责替诺福韦酯在

中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市场的注册和推广，2015 年 4 月 29 日

我国批准 GSK 的韦瑞德在中国上市。新药上市后，在刚需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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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迅猛增长成为必然。而撬动市场的支点是替诺福韦酯在国家药

品价格谈判中成功，成为全球治疗慢性乙肝适应症最低价，现已

进入 2017《国家医保目录》。提高中国慢性乙肝患者对于一线

药物韦瑞德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客观上推动了替诺福韦酯市场

增长。 

2017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替诺福韦酯用药金额为

13132 万元，同比上一年增长 29.30%。其中，GSK 的韦瑞德占

97.40%，成都倍特药业占 2.59%，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占 0.01%。 

  （3）丙酚替诺福韦片——最强乙肝新药中国上市 

丙酚替诺福韦片虽然不能彻底治愈乙肝，但是韦立德特殊的

药理机制，能够使肝脏中的药物浓度是血液当中的 5 倍，可以

“靶向”肝脏，具有更好的抗病毒效果。因为血液中的药物浓度

下降，所以对需要长期服药的乙肝患者，肾脏的副作用以及骨骼

安全系数，有了很大的提升。 

图表 23：韦立得图片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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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2019 治疗丙肝医保谈判药具体信息 

 

                 数据来源：智银资本 

 

默沙东的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和吉利德的来迪派韦索磷布

韦、索磷布韦维帕他韦 3 种药谈判成功纳入医保，药价降幅平均

在 85%以上。 

 

2.3.2 干扰素——昨日黄花 份额大缩水 

2017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肝炎免疫增强调节系列

药物销售额为 31.86亿元，同比上一年的 36.41亿元下降 12.49%。

最明显的是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干扰素市场同比上一年

大降 25.99%，仅为 3.62 亿元，比 2014 年 6.74 亿元的峰值下降

了近 50%。干扰素 Top 5 品种重组人干扰素 α-2b、聚乙二醇干

扰素 α-2a、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b、重组人干扰素 α-1b、重组人

干扰素 α-2a，基本上全面下滑。导致市场下滑的因素较多，例如，

抗丙肝病毒新药进入临床后，干扰素类药物在丙肝治疗市场名存

公司 通用名 商品名 批 准 上

市日期 

适应症 单 个 疗

程 治 疗

费用 

谈判后医

保支付标

准 

支付最

高标准 

默沙东 艾尔巴韦

格拉瑞韦

片 

择必达 2018/4/2

8 

成人慢性丙

型肝炎 

59880 保密 8982 

吉利德 索磷布韦

维帕他韦

片 

丙通沙 2018/5/2

3 

成人慢性丙

型肝炎病毒

感染 

69600 保密 10440 

吉利德 来迪派韦

索磷布韦 

片 

夏帆宁 2018/11/

21 

成人和 12

至<18 岁青

少年的慢性

丙型肝炎病

毒感染 

64980 保密 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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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亡。此外，2017 版《EASL 乙型肝炎诊疗指南》对使用核苷酸

类药物的推荐意见更清晰，对聚乙二醇干扰素疗程及提前停药标

准推荐意见更明确，导致干扰素类药物在乙肝治疗市场已是昨日

黄花。此外，胸腺五肽、转移因子等免疫调节药物在乙肝治疗市

场用量减少，带动细分药物市场整体下滑。 

图表 25：2009-2017 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干扰素销售增长分析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2.3.3 保肝药——失去用武之地 

在门诊和社区医疗中心取消注射科室后，拉动该市场的动力

随之降低。2017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保肝护肝市场为

30.74 亿元，同比上一年下降 3.64%。而其在 2014-2016 年的增

长率分别为 8.89%、3.88%和 6.39%。  

2017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还原型谷胱甘肽注射剂

销售额下降 16.99%，虽说谷胱甘肽片剂增长 9.86%，但谷胱甘

肽总体下降 12.66%。另外甘草酸系列 9 个药物销售额总体下降

1.91%，而 2014-2016 年公立样本医院甘草酸系列销售增长率分

别为 11.74%、9.96%、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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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2009-2017 国内重点城市公立样本医院保肝药销售增长分析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1）甘草酸系列药物 

甘草酸系列药物是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品种，随着临床应用的

拓宽，带动了甘草酸制剂的快速发展。国家批准的甘草酸类生产

批文已有 285 张。生产工艺从最初的甘草混合提取物、第一代甘

草酸制剂甘草甜素片、第二代以 β 体甘草酸单铵盐为主要成分

的复方甘草酸苷制剂，开发出第三代甘草酸制剂 α 体和 β 体混

和的甘草酸二铵盐和第四代甘草酸制剂异甘草酸镁，逐渐形成了

以口服常释片剂、胶囊剂、注射液和粉针制剂四大剂型为主的甘

草酸系列化品种的新格局。 

2016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医院甘草酸制剂用药金额 11.32

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 11.42%。甘草酸制剂主要包括异甘草

酸镁、复方甘草酸苷、甘草酸二铵、复方甘草甜素、复方甘草酸

单铵、甘草酸单钾、甘草酸单铵半胱氨酸等 8 大品种。位居第一

的是正大天晴的异甘草酸镁，商品名天晴甘美，占据了公立医院

甘草酸制剂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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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7：甘草酸系列药物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米内网、智银资本 

2.4. H2-RA 市场——新产品焕发新生机 

近年来，我国替丁类药物临床应用比较广泛的产品主要是罗

沙替丁、拉呋替丁、法莫替丁、尼扎替丁、西咪替丁和雷尼替丁

6 个产品。从国内样本医院数据来看，2015 年，样本医院替丁类

用药金额为 9705 万元，较同期增长 84.8%；2005-2013 年用药金

额持续下降；2014-2015 年用药金额持续增长，这主要是新产品

罗沙替丁的上市拉动了替丁类整体市场的增长。 

罗沙替丁为第四代长效 H2 受体阻断剂，分为口服剂和注射

剂两种剂型。，抑酸作用较雷尼替丁略强，而且具有黏膜保护作

用。罗沙替丁有效剂量为 150mg/日，作用是西咪替丁的 3～6倍，

是雷尼替丁的 2 倍。临床数据显示，罗沙替丁由四环医药于 2012

年 10 月获 CFDA 批准，为国内首仿药。2014 年 8 月哈药集团三

精加滨药业又获得生产批文。目前国内只有上述两家企业获得罗

沙替丁制剂生产批件，剂型为粉针剂，规格为 75mg。从样本医

院数据来看：国内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的产品在售，为四环医药。

49.75%

33.53%

7.09%

4.16% 5.25%
0.18% 0.03% 0.01%

异甘草酸镁 复方甘草酸苷 甘草酸二铵 复方甘草酸单铵S

复方甘草酸单铵 甘草酸二钠 甘草酸单钾 甘草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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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销售额为 788 万元，2015 年销售额为 4935 万元，较同期

增长 526.3%。 

2.5.胃镜市场——新技术破土而出待深度挖掘 

胶囊内镜最早在 2000 年由以色列科学家研究发明，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小肠疾病的一线诊断方式。随着新型

胶囊内镜的出现，胶囊内镜的适应证已由小肠扩展到食管、结肠

甚至胃，比如食管胶囊内镜和结肠胶囊内镜均已进入临床应用阶

段，尤其是结肠胶囊内镜已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如用胶囊内

镜检查胃，由于传统胶囊内镜是依赖自身重力和胃肠道蠕动被动

行进，随机拍摄消化道黏膜，无法对比小肠空间更大的胃腔进行

全面、有效的拍摄，因此不宜用于胃疾病的诊断。为了实现胶囊

内镜检查胃的目的，必须对胃进行有效的充盈并实现对胶囊内镜

的主动控制。  

3. 消化系统药物研发情况 

3.1. 乙肝研发 

乙肝病毒有一个复制的模板，在细胞核中，所谓共价闭合环

状 DNA，这个复制模板就像个小工厂，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小

病毒。即便循环中没有病毒了，还可以自己再产生，因为乙肝复

制的模板，有着内源性的自我补充能力。 

慢性乙肝的治疗目标是提高生存率，通过预防疾病进展改善

生活质量。有效、持续抑制 HBV 复制与逆转纤维化、降低肝功

能失代偿概率有关。目前上市的药物，一个是基于核苷类抗病毒



 

41 
请参阅本文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消化系统市场深度报告——红海行动，蓝海展望  2020 年 01 月 20 日 

 

治疗，只是针对病毒复制的环节，对免疫没有作用。而干扰素的

药物是免疫调节剂，同时有一定抗病毒的作用，有效率但是又有

限。由于 HBV 的 cccDNA 进入细胞核，目前无法彻底从人体内

清除 HBV。因此当下 HBV 治疗的目标是“功能性治愈”，即血

清中 HBsAg 和 HBV DNA 转阴。HBsAg 与 HBV 的免疫清除有

关，因此 HBsAg 转阴是持续缓解的最佳预测因素，也是停药指

征。就目前已知药物而言，HBsAg 转阴概率依然极低。因此我

们仍然需要寻找治疗乙肝的新药。 

针对这一难治性的疾病，根据 Integrity 数据库显示，共有

459 种相关临床试验在进行中。主要的企业为 Big Pharma 企业

GSK、Roche 以及 Gilead。 

图表 28：全球乙肝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情况 

 

数据来源：Integrity、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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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全球进行乙肝药物研发公司 

 

数据来源：Integrity、智银资本 

3.1.1 GSK——乙肝研发持续发力 

2019年 3月，一项最新的研究首次证实了葛兰素史克（GSK）

公司研发的乙肝新药 GSK3389404 的安全性。GSK3389404 是一

种 2′-O-甲氧基乙基反义寡核苷酸（ASO），可用于治疗慢性乙

肝，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这种药可以找出并且抓住乙肝病毒发

送的信号（mRNA），然后召唤细胞内专门降解这个信号的物质

（RNase H）把它分解。另外，这个药物身上带了一个叫做 N-乙

酰半乳糖胺（GalNAc）的结构，类似于专门进入肝细胞的钥匙，

这有助于提高药物的效率、减少对其他细胞的误伤。此前的动物

实验已经证明，GSK3389404 可有效降低血清中 HBV DNA，

HBsAg，HBeAg，肝细胞内 HBV RNA 及 HBV DNA 水平，且呈

剂量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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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 GSK 乙肝新药 GSK3389404 治疗机理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3.1.2 吉利德——新一代乙肝药“逆天改命” 

吉利德向 Precision Bio Sciences 公司支付了 4.45 亿美元（约

合 30.9 亿元人民币），双方将共同完成一种实现乙肝治愈的基

因疗法。由 Precision Bio Sciences 公司负责早期开发、配方和临

床前工作，吉利德全力资助并负责临床试验的进行。 

这种疗法是利用 ARCUS 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发乙型病毒肝

炎，采用脂质纳米粒和 mRNA 递送基因剪刀，切除病毒 cccDNA

已经整合到人体基因中的 DNA 片段，达到彻底清除乙肝病毒的

目的，Precision 公司的 ARCUS基因组编辑系统是基于名为 ARC

的核酸酶，它是一种完全人工合成的核酸酶，与在人体中天然存

在的归巢核酸内切酶（homing endonuclease）有相似的特性。归

巢核酸内切酶独特的能力是能够精确识别在复杂的基因组中可

能只出现一次的长 DNA 序列（12-40 个碱基对）。因此，它们

能够在复杂的基因组中只造成一次基因编辑而不产生随机脱靶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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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31: Gilead 乙肝新药 ARCUS 治疗机理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3.1.3 罗氏——14.7 亿美元买下“功能性治愈”创新疗法 

罗氏与 Dicerna Pharmaceuticals 达成研发合作与许可协议，

共同开发治疗慢性乙肝病毒（HBV）感染的创新疗法。HBV 的

基因组重复使用同一序列片段来生成多种不同的 mRNA。该公

司的 RNAi 疗法 DCR-HBVS 能够使用一种 RNAi 序列，特异性

敲低与 HBV mRNA 生成和 HBV 进入肝细胞相关的多个基因。

在临床前动物试验中，DCR-HBVS 能够将动物体内的乙肝表面

抗原（HBsAg）水平降低超过 3.9 个指数水平（3.9 log）。目前

这一疗法在 I 期临床试验中接受检验，第一名患者已经 2019 年

5 月接受给药。 

靶向乙肝病毒的基因表达已经成为一种业界看好的“功能性

治愈”治疗模式，其优势在于对 HBV 具有很高的特异性，能够

显著降低血清中的乙肝表面抗原水平，而且可能导致病毒共价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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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环状 DNA 水平（cccDNA）的显著下降。这是“功能性治愈”

慢性 HBV 感染的重要目标。 

 

 

图表 32: RNAi 疗法 DCR-HBVS 治疗机理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图表 33: RNAi 疗法 DCR-HBVS 治疗效果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3.2. 非酒精性脂肪肝 

在丙肝被攻克之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药物市

场被视为制药行业为数，各大药企纷纷抢滩这块“处女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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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国内企业开始布局 NASH 的前期研发，国际上，很多企业

提前布局，并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并有望于近两年上市。 

3.2.1 Ocaliva——获得优先审查 预计 2020 年上市 

2019 年 11 月， Intercept 公司的 Ocaliva（obeticholic acid，

OCA，奥贝胆酸）治疗 NASH 所致纤维化的新药申请（NDA）

获美国 FDA 受理并被授予了优先审查。如果获得批准，OCA 将

是第一个可用于治疗 NASH 所致肝纤维化患者的方法。值得一

提的是，在 NASH 方面，OCA 是唯一被 FDA 授予突破性药物

资格（BTD）的研究性药物，同时是全球第一个进入、也是第一

个成功完成 III 期临床的研究性药物。主要疗效分析中，在预先

计划的 18 个月中期分析时，与安慰剂相比，每日一次 25mg 剂

量 OCA 达到了纤维化改善（≥1 个阶段）并且 NASH 没有恶化

的主要终点（p=0.0002）。此外，与安慰剂组相比，25mg 剂量

OCA 治疗组有更高比例的患者达到 NASH 消除且肝脏纤维化没

有恶化的主要终点。 

图表 34:奥贝胆酸治疗 NASH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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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3.2.2 Elafibranor 

Elafibranor 由法国生物医药公司 Genfit 研发，其是一款同时

激活 PPARα和 PPARδ的双重激动剂。这两种核受体介导多种

生理过程，包括脂肪代谢，葡萄糖代谢平衡，炎症等等。

Elafibranor 与其它 PPAR 受体激动剂的区别在于它不会激活

PPARγ受体。因此，它不会引起与 PPARγ受体激活相关的毒

副作用，例如体重上升、浮肿、和液体潴留，这可能增加患者的

心血管疾病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Elafibranor 获得 FDA 批准用于治疗

获得美国 FDA 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罕见病原发性

胆汁性胆管炎（PBC）成人患者，此做法可以获得各类优先审评

通道快速上市，将有利于其快速上市后扩大适应症，其 III 期临

床试验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也正在进行中，

预计于 2020 年公布其临床试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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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MGL-3196 

MGL-3196 是由 Madrigal Pharmaceuticals 研发的一款 first-

in-class 口服、每日一次、肝脏靶向的甲状腺激素受体β（THR-

β）选择性激动剂药物。目前被研发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炎（NASH）患者。甲状腺激素在控制脂质代谢方面起着核心作

用，影响着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到肝脏中脂肪的病理性累积

等一系列健康参数，MGL-3196 对 THR-β的高度选择性和对靶

向肝脏可以克服老化合物缺乏对 THR-β的选择性、化学相关毒

性和不理想的体内分布的问题， 2019 年 6 月公布的最新临床试

验结果表明 MGL-3196 优于其他在研药物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表明 MGL-3196 可能是 NASH 的首选治疗方案。 

       图表 35：MGL-3196 治疗 NASH 效果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3.2.4 国内企业 

与国外企业的研发速度相比，国内企业的速度明显落后，主

要集中于临床前研发，但已经有相当多的公司开始布局，主要的

研发公司有广东众生、正大天晴、上海拓臻生物、广生堂。 

       图表 36：国内 NASH 药物研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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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研究项目 进展 

广东众生 ZSP1601 I 期临床试验 

ZSP0678 获批临床 

上海拓臻生物 TERN-101 FDA Fast Track 认证 

广生堂 GST-HG151 获批临床 

歌礼 TVB-2640  与 3-V Bioscience 合作中美

两地开展 II 期临床研究 

微芯生物 ASK1-CS17919 临床前研究 

先为达 XW003 临床前研究 

XW004 临床前研究 

正大天晴 奥贝胆酸 仿制药 BE 试验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3.3. 消化系统罕见病用药 

在消化系统罕见病中，克罗恩病是新药临床研究最多的疾病，

目前进行中的临床试验数量最多，共 132 个；在国家方面，美国

和加拿大分别以 80 项和 43 项临床试验位居前列，其他研究消

化系统罕见病新药的主要国家分布在欧洲。在公司方面，Takeda、

AbbVie 和 Janssen 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最多。 

 

4. 重点企业分析 

4.1. 奥赛康——高速成长的 PPI 龙头 

 奥赛康为国内领先的消化类和抗肿瘤药物仿制药生产企业

公司 PPIs 产品群涵盖国内六个已上市 PPIs 注射剂中的五个，均

为国产首家或首批上市，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在抗肿瘤药物领

域，公司在铂类药物以及心脏毒性保护剂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1）重点品种：公司目前有国内最全的 PPI 类药物产品梯

队，也是 PPI 注射剂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 市场份额接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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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PI 注射剂领域，公司现有品种包括奥美拉唑、兰索拉唑、

泮托拉唑，奥赛康获得奥美拉唑单独定价，兰索拉唑国内首仿，

这两个品种均取得市场份额第一。新型质子泵抑制剂雷贝拉唑和

埃索美拉唑，上市后将成为 PPI 领域新的增长引擎，与奥美拉唑

等一道构建了国内最完整的 PPI 注射产品梯队。 

 

 

 

 

 

 

 

 

 

            图表 37: 奥赛康产品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资料、智银资本 

（2）潜力品种 ：同时在研的产品还包括注射用右雷贝拉唑

钠、注射用左泮托拉唑钠、注射用右兰索拉唑、右兰索拉唑缓释

胶囊等品种，获得“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立项。 

 

图表 38: 奥赛康 PPI 产品群 

消化系统及代谢
药, 81

抗肿瘤和免疫调

节剂, 86

原料药及非直接

作用于人体药物, 

72

全身抗感染药
物, 26

肌肉-骨骼系统, 

12

杂类, 10
血液和造血系

统药物, 9

全身用激

素类制剂, 

3

心血管药物, 2其他, 3

消化系统及代谢药 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

原料药及非直接作用于人体药物 全身抗感染药物

肌肉-骨骼系统 杂类

血液和造血系统药物 全身用激素类制剂

心血管药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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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4.2. 正大天晴——一致性评价强化肝病霸主地位 

 正大天晴作为国内肝病领域的先行者，深耕该领域十多年，

在国内医院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稳居行业第一。公司的天晴甘美

销售过 20 亿港币，润众(恩替卡韦)销售超过 30 亿港币，其他

过亿品种数量众多，近年来增速迅猛，肝病龙头地位稳固，首仿

梯队产品替诺福韦已进入申请生产阶段，并被纳入优先审评。 

（1）重磅品种：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肝病用

药系列由保肝降酶和肝炎病毒用药两大类用药构成。肝病用药占

公司整体营收的 48%，肝病用药、心脑血管用药、抗肿瘤用药的

这三大治疗领域为公司提供了近七成的来源。 

          图表 39: 正大天晴产品销售份额 

 

6948, 48%

1372, 9%

1474, 10%

4756, 33%

单位： 百万港元 肝病用药 心脑血管用药 抗肿瘤用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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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4.2.1 天晴甘美注射液 

天晴甘美注射液为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是以甘草为原料提取

分离甘草酸，再将结构异化的专利药品。其适用于慢性病毒性肝

炎和急性药物性肝损伤，并且可以用于改善肝功能异常。异甘草

酸镁是一种干细胞保护剂，具有抗炎、保护肝细胞膜及改善肝功

能的作用。药效试验表明异甘草酸镁能阻止动物血清转氨酶升高，

减轻干细胞变性、坏死及炎症细胞浸润，减轻肝组织炎症活动度

及纤维化程度。 

天晴甘美注射液于 2005 年上市，显现出优越的市场前景。

2015年，天晴甘美的销售额为 22.5亿港元，较 14年增长约 17.2%，

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15.5%，占肝病治疗领域销售额的 32.5%，2010

年至 2015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CAGR)达到 37.8%，崛起迅速。 

4.2.2 润众分散片 

 润众分散片为恩替卡韦分散片，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

血清转氨酶 ALT 持 续升高或肝脏组织学显示有活动性病变的

慢性成人乙型肝炎的治疗。恩替卡 韦分散片为新一代鸟嘌呤核

苷类似物，对乙肝病毒多聚酶具有抑制作用。它 能通过磷酸化

成为具有活性的三磷酸盐，通过与乙肝病毒多聚酶的天然底物 

三磷酸脱氧鸟嘌呤核苷竞争来发挥作用。  

正大天晴于的润众分散片于 2010 年 2 月获得新药证书和

生产批件，成为国内首家获准生产该制剂的企业，并与 2010 年 

3 月推出市场。恩替卡韦拥有 抑制病毒复制效应强劲、低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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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抑制病毒多聚酶的活跃、高生物利 用度、吸收快、副

作用低等特点，从 2005 年上市以来，在全球市场是销售增长迅

速，是目前临床使用效果最好的抗乙肝病毒药物之一。  

润众作为恩替卡韦的国内首仿药，其销售业绩表现不负众望。

2015 年，润众的销售额为 31.2 亿港元，较去年增长约 33.4%，

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21.4%，占肝病治疗领域销售额的 44.9%，

2010 年至 2015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CAGR)达到 84.8%，是

公司产品线中增长最迅速的产品。由于润众的价格相较于博路定

(恩替卡韦首创药)的价格更便宜、加之公司于 2012 上市的天丁

(马来酸恩替卡韦片)逐步被市场认识，公司的恩替卡韦业绩增速

迅猛。2018 年润众以 0.62 元的价格获得进入 4+7 带量采购名单

的资格。 

4.2.3 阿德福韦酯胶囊 

明正胶囊为阿德福韦酯胶囊，其适用于治疗有乙型肝炎病毒

活动复制证据， 并伴有血清氨基酸转移酶(ALT 或 AST)持续升

高或肝脏组织学活动性病变的肝功能代偿的成年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阿德福韦是一种单磷酸腺苷的无环核苷类似物，在细胞激

酶的作用下被磷酸化为有活性的代谢产物及阿德福韦二磷酸盐。

阿德福韦二磷酸盐通过与自然底物脱氧腺苷三磷酸竞争或整合

病毒 DNA 后引起 DNA 链延长终止的方式来抑制乙型肝炎病毒

DNA 多聚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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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天晴的专利药明正胶囊于 2006 年上市，是目前国际上

化学合成之抗肝炎病毒的一线药物。阿德福韦酯拥有药效稳定、

耐药性较低、与拉米夫定无交差耐药性、价格相对便宜等特点，

从 2006 年上市以来，市场反应良好，销量迅速上升，已经成为

抗感染病毒的重磅产品。不过，由于阿德福韦酯在药效与耐药性

方面均不如恩替卡韦，因此其在抗乙肝病毒治疗药领域的市场份

额受到恩替卡韦的严重冲击。 

2015年，明正的销售额为6.57亿港元，较2014下降约 12.3%，

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4.5%，占肝病治疗领域销售额的 9.5%。其销

售额在 2012 年达到顶峰后，近三年来持续下降，2012 年至 2015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5.6%。由于阿德福韦酯市场有较

多的本土药企与海外药企参与，阿德福韦酯在药效与耐药性方面

不如其他抗乙肝病毒药物，加之抗乙肝病毒新药 (如替诺福韦)

的研发上市，公司在明正的销售业绩方面仍有一定压力。  

图表 40: 正大天晴产品群基本概况 

商品名 通用名 药品类型 市场趋势 

润众 恩替卡韦分散片 抗病毒 高增长 

明正 阿德福韦酯胶囊 抗病毒 平稳 

天晴甘美 异甘草酸镁注射液 保肝降酶 高增长 

天晴甘平 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 保肝降酶 平稳 

甘利欣 甘草酸二胺注射液 保肝降酶 下降 

天晴复欣 苦参素注射液、胶囊 保肝降酶 下降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4.3. 安翰光电技术  

安翰光电技术(武汉)于 2009 年 12 月正式成立，其自主研发

的 “磁控胶囊胃镜系统” 于 2013 年正式获得 CFDA 三类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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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注册证并正式开启商业化，2016 年安翰胶囊胃镜已经在全国

400 家医疗机构投入广泛使用，全年销量 16 万颗，2017 年，公

司的胶囊胃镜机器人产品开始出口海外市场，目前公司已经发展

形成了美国硅谷、中国上海、武 汉、无锡四大研发中心，并在

武汉和上海两地建立了两大百万生产线。  

安翰的胶囊胃镜系统由一个 C 型机器臂式的永磁体在体外

控制胶囊在胃腔内实现精确的运动和控制，经临床研究证实诊断

准确性高，通过体外的精确磁控，实现了机器人三维直线方向的

毫米级小步长(2mm)平移，以便于将胶囊胃镜精准移动到胃三维

空腔内的任何部位，同时还实现安翰机器人自如小角度转动，方

便对具体病变适宜角度的观察，从而极大增加了胃腔检查的完整

度和病变观察的准确性。  

图表 41: 安翰科技胶囊胃镜基本概况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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