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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朱军教授 （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淋巴瘤科主
任，泽布替尼中国关键性2期临床试
验主要研究者）

问：泽布替尼在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FDA） 获批，您有何
看法？

朱军：从大的时间范围来看，
新中国建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以
来，我们在抗肿瘤领域，绝大多数
时间是在等待、期待国外新药进入
中国，希望能让中国患者用上药。
而现在，泽布替尼这款药物是中国
企业自主研发的，临床试验几乎是
在国内外同步推进。美国FDA能够顺
利批准泽布替尼上市，体现了对中
国新药研发能力的认可，泽布替尼
不仅能使中国患者受益，还能为海
外患者服务，这是一个历史性突
破。这种突破意味着我们在医药领
域、新药研发领域向前迈了一大
步。希望今后有更多中国新药出
现，为中国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并走向海外。

问：中国患者什么时候能够用
上泽布替尼？

朱军：目前这款药正在接受中
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如果
从中国患者角度看，我们开展的泽
布替尼多中心2期临床试验从2016
年启动到现在，治疗有效的病人还在持续用药、观
察，无论是近期疗效还是较长生存以及相关毒副反应
观察，我们认为得到的数据是安全有效的，至少跟目
前国外已经批准的同类药相比，不仅不差，甚至疗效
和安全性方面表现更好。

如果泽布替尼在国内获批，更多中国患者将受
益，同时积累更多的临床体会和经验，包括疗效和安
全性数据，支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当然我更希望中
国企业自己研发的新药在国内上市后能制定合适的价
格，让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药，提高可及性。

问：近几年中国新药开始在国内获批并逐渐“走
出去”，原因何在？

朱军：作为一个临床医学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
了中国医药业的进步，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
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深化医疗和
医药改革方面的进步，一起推动了中国肿瘤临床研究
的发展。

在淋巴肿瘤领域的诊断和治疗中，我们进入了一
个很好的发展时期，要更加紧密地与全国、全球同行
合作，进一步推动诊断、治疗手段不断进步，落实好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的癌症防控计
划，为肿瘤防治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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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电影 《我不是药神》 上映
时，看着一个个被癌症击垮的生命和家
庭，很多人潸然泪下。“正版药我吃了3
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
由于中国此前新药研发能力薄弱，一些
患者被迫购买价格昂贵的进口药，一个
疗程的药费高达几十万元。长此下去，
不仅患者及其家庭无法承受，中国医药
产业也将受制于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医药改
革大幕在2015年拉开，近年来，中国不
断推出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并获国际
认可。日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中国新药泽布替尼用于治疗套细胞
淋巴瘤，这是首款由中国生物医药公司
自主研发、获得美国药监局批准上市的
抗癌新药，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和临床
肿瘤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据了解，泽布替尼为口服药，不用住
院，能把癌症变成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的慢性病，让患者长期正常地活下来。
为什么这个药这么牛？其中倾注了科研
人员大量的智慧和努力。有一组数字：
研发一个抗癌新药，平均需要 20 亿美
元，花上 12 至 15 年时间。这么难，研发
团队还要迎头而上，是因为他们有着坚

定的初心和决心：让国内癌症患者用上
全世界最好的国产新药。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41岁就当选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毅然选择回
国，创办百济神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多在科研领域已有所成就的学者自降
工资加入，脚踏实地做科研，默默耕
耘，近 8 年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泽布
替尼的面世，正是“中国制药”站起来、走
出去的第一步。

王晓东的团队不是孤例。近年来，
中国医药行业加快转型升级，尤其在药
改、医改等政策利好驱动下，制药业兴起

创新浪潮，大批科学家来到中国投入新
药研发，为医药产业从仿制转向创新、从
本土走向全球，注入了巨大活力。

百济神州公司开了一个好头。美国
药监局批准上市后，泽布替尼大步走向
海外，中国科学家、中国企业的研发成
果真正实现了在国际上“落地”，实现
了新药出海“零的突破”。这将激励更
多药企持续创新投入，奋起直追，掌握
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为全球癌症患者贡
献更多“中国方案”。这也将推动中国
向“制药强国”战略目标不断迈进，成
为全球健康治理更加积极的参与者、建
设者和贡献者。

中国首个自主研发抗癌新药“泽布替尼”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本土新药

“出海”实现“零的突破”，本报采访百济神州研发团队讲述这背后的故事

一粒中国抗癌新药的诞生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向着“制药强国”不断迈进
汪灵犀

百济神州团队研发人员正在做试验。 （百济神州供图）

11 月 15日，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一

条消息刷屏：中国药企百济神州公司自主

研发的抗癌新药“泽布替尼”（英文商品

名：BRUKINSA™，英文通用名：zanubruti-

nib）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实现中国原研新药出海“零的突破”。

癌症，因早期难发现、晚期难治愈、

易复发、死亡率高等特点，一直以来让人

们谈癌色变。对中国患者来说，进口抗癌

药的高昂价格，让很多患者家庭难以承

受。能否研发出中国人吃得起的抗癌药，

并惠及全世界患者，这是中国几代制药人

的梦想。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如今，中国

制药人做到了。

泽布替尼为什么行？百济神州靠什么

坚持下来？

超过八成患者病情总体缓解

淋巴瘤，一组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恶性肿
瘤的统称，是全球范围内发病最多的恶性肿瘤之
一。据知名医学杂志 《柳叶刀》 2018 年的调查数
据显示，2012 年淋巴系统恶性肿瘤全球发病人数
约为 45 万。目前已知的淋巴瘤有套细胞淋巴瘤、
华氏巨球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超过 70种，其
中套细胞淋巴瘤侵袭性较强，多数患者在确诊时
已处于疾病晚期，中位生存期仅为3至4年，患者
面临着疾病反复发作、耐药后无药可用、经济负
担沉重等多重困境。

在泽布替尼出现前，多数套细胞淋巴瘤患者
只能依靠化疗，或用第一代靶向药物“伊布替
尼”治疗。该药由美国强生公司推出，2013年 11
月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2017 年 8 月在中国上市。
替尼药是一类小分子药统称，多是口服药，和化疗相
比，使用小分子靶向药的患者大多可以不用住院。

不过，伊布替尼也存在很多局限。作为泽布
替尼主要发明人之一，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化
学研发负责人王志伟博士介绍说，由于伊布替尼
在患者体内浓度存在局限，癌细胞可能逃脱药物
抑制。该药还可能抑制别的靶点 （基因上的一个
位点。癌症与基因突变有关，靶向药有别于放化
疗的大面积杀伤，而是有针对性地抑制突变基
因，防止癌细胞增殖扩散），带来不必要的副作
用，比如皮疹、腹泻、房颤 （持续性心律失常）
等。尤其是淋巴瘤患者年龄普遍较大，可能因为
无法耐受这些副作用而停药。

“泽布替尼在治疗套细胞淋巴瘤方面的疗效具
有突破性。”作为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和全球研发
运营生物统计及亚太临床开发负责人，汪来用一
组数据解释这种“突破性”：在中国开展的多中心
2期临床试验中，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患者在
接受泽布替尼治疗后，总缓解率 （即治疗有效的
病人比例） 达84%，其中59%的病人病情完全缓解

（即肿瘤完全消失）。这项试验中，平均持续缓解
时间为 19.5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 18.4 个月。这
组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因其体现出的突破
性疗效，成为泽布替尼获得美国 FDA加速批准的
重要参考。

参与临床试验的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
长宋永平，向记者展示了一名 75岁河南安阳套细
胞淋巴瘤患者服药前后的变化。“2017年这名病人
进入临床试验组时，脖子、腹股沟、腹腔都有很
大的肿块，感觉已经没希望了；但是服用泽布替
尼 3 天后，身上肿块基本消了，治疗的副作用也
很小。现在这名病人已经用药两年多，病情持续
缓解，最近还外出旅游了。”

“一个单药治疗的试验能获得这么好的效果，
让病人不花钱就能用上新药、好药，病人开心，
我们作为临床大夫也开心。”主持泽布替尼中国 2
期临床试验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淋
巴瘤科主任朱军说。

创造新药研发的“中国速度”

一粒创新药，从开始研发到最终上市，就像是一
次万里长征。一般来说，其中环节包括发现或合成药
物分子、进行药理和毒理研究、开展临床研究 （包括
1、2、3期临床试验）、新药申报上市，以及上市后的
研究，等等。

知名医药企业罗氏制药提供的数据显示，一种新
药的研发周期平均为 12 年，需要 423 位医药研究员进
行多达 6587 次科学试验，花费长达 7 百万小时的辛勤
工作。在这种高风险、长周期的研发过程中，新药研
发的成功率不足1/10。

而泽布替尼仅用了7年零5个月左右，创造了新药
研发的“中国速度”。百济神州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始终相信科学。”汪来说，泽布替尼和伊布
替尼的根本差异在于药物的分子结构。对创新药来
说，化学结构不同，药效完全不一样。

团队希望改变伊布替尼抑制多个靶点的缺点，只
针对布鲁顿酪氨酸激酶 （BTK，治疗 B 细胞相关的恶
性血液肿瘤的重要靶点），进行专一、长时间的深度
抑制，这样能够使药物在患者体内的浓度更高、杀灭
癌细胞能力更强；同时，由于不会抑制其它靶点，引
起的药物副作用也较小。

要找到这条正确的路并不容易。据汪来回忆，起
初大家在研究方向上拿不定主意；后来通过动物试
验，发现药物疗效取决于 BTK，与其它靶点的抑制
没有任何关系。百济神州创始人兼科学顾问委员会主
席王晓东一锤定音：要遵重科学，就做专一的BTK抑
制剂。

王志伟至今仍记得当时团队发现泽布替尼分子时
的情景：“有一次做完试验后，一个同事发现一种化合
物非常不稳定，很难分离，大家花了很长时间解决问
题；后来其中一个双键还是不稳定，大家又把这个双
键还原，产物才单一了。”

王志伟说，正是在多次失败的试验中，团队不断
总结出有用信息和线索，最终从合成的500多个化合物
中选定了候选分子。

新药能否最终上市，临床试验是一道坎。
2014 年，泽布替尼首先在澳大利亚开展临床试

验。2016年 7月起，泽布替尼在国内 14家临床试验中
心开展中国2期关键性临床试验。在这项试验中，患者
治疗后展现出的高缓解率，以及完善的试验管理水
平，成为泽布替尼获批的关键。

朱军教授和宋永平教授领导的试验中心在今年 10
月接受了美国 FDA的现场核查，这是中国的临床试验
基地第一次接受美国 FDA现场核查。结果显示，无论
是调研材料、伦理审查、病人入组条件、药物情况都
是“零缺陷”。

据了解，从 2014年至今，泽布替尼在全球启动的
临床试验已累计超过20项，覆盖超过20个国家，全球
超过 1600 位患者接受了泽布替尼治疗，约 400 多位国
际临床专家参与或主持了泽布替尼的临床试验。

汪来说，这种全球化的临床试验体系，让百济神
州能够更好“走出去”，并开展全球运营。

做中国人吃得起的抗癌药

在医药领域流行这样一句话：“靶向药之所以昂贵，那
是因为你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
美金。”

有统计显示，一款新药的研发资金约 20 亿美元。公开
资料显示，2017 年和 2018 年，百济神州公司研发费用分别
为17亿元和46亿元。

创新药投入巨大，必须要有外部稳定而持续的政策和市
场环境，药企才有勇气“入局”，并在较长周期里回收成本。

“中国近年来持续深入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和医保
支付制度改革，为本土新药出海取得历史性突破营造了有利
的宏观环境。”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滨举
例说，此次泽布替尼在中国进行的2期试验，受试者全部为
中国患者，最后能顺利通过美国 FDA 核查，这直接得益于
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实现了中国与世界
数据互认，避免了很多重复试验。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拉开了建立科学、高效的审评审批体系
的药政改革大幕。多项政策利好促进了大批海外研发人才回
流、资本注入，带动了本土创新药浪潮兴起。

尤其是 2017 年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
意见》，明确提出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上市审评审批、
促进药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等措施，极大地鼓励了本土创
新，对中国创新药追赶欧美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自 1988 年第一次参
加药审到现在，见证了中国创新药审批的进步。他举例说，
在药审速度上，2016年以前，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完成一个
新药的审批时间是 963 天，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大约是 300
天，缩短了将近 3倍。“虽然与美国 FDA批准周期相比依然
有差距，但是中国进步已经很明显了。”

马军说，近年来，中国生物制药、细胞治疗等领域都建
立了标准，但药审人员不够、药审专家也欠缺，应该组织更
大团队，迎接中国创新药物的新时代。

2018年8月和10月，百济神州向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分别递交了泽布替尼针对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
和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新
药上市申请，均被纳入优先审评通道。如果获批，更多中国
本土患者将直接受益。

一直以来，进口抗癌药的高昂价格，让很多中国患者难
以承受。以伊布替尼为例，该药 2017 年在中国上市后，一
盒 90粒装的零售价近 5万元。2018年，国家通过医保谈判，
对 17 种靶向药进行了大幅度降价改革，其中伊布替尼在纳
入医保后，降价至约 1.7万元。如今在中国部分地区，伊布
替尼已进入医保目录，在医保报销后每盒售价依然需要7000
元左右。

“由于市场情况和支付体系不同，泽布替尼在美国的定
价与中国定价会有显著不同。”吴晓滨表示，如果泽布替尼
在国内获批上市，公司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与患者支付能力
进行科学测算和定价。同时将积极与医保局等相关政府部门
沟通，制定出更符合中国患者经济能力的支付方式。

“‘百创新药，济世惠民’，做中国人吃得起的抗癌
药，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目标。”吴晓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