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化项目寻求合作伙伴
苏州方舟基因药业是一家由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 办的研究开发基因药品、干细胞制剂、干细胞扩增药
物因子及细胞制剂为主的生物医药公司，公司在苏州工业园拥有 68895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总投资已超过亿
元人民币，现已经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3000 多平方米研发中心，建设总面积为 2800 平方米的研发中心
附属楼。公司挂设的苏州方舟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院校）
、中
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方舟基因药业有限公司于 2003 年三方联合创建，是直属院校的教学、科研机
构, 是高级人才引进和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型平台。研发中心布局合理、功能多样，建设了达万级净化级别的
洁净实验室，引进大量国际先进实验仪器，为公司自主开发新产品、培养高科技人才等提供了有力保障。研
发中心的宗旨是：建立并发展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研究生培养及高
级人才引进的新型高级人才基地。
公司和研发中心引进了一批在国际生物医药和基因工程制药领域卓有成就的华人华侨学者。这些专家来
自于纽约大学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阿伯尼(Albany)分校、哈佛医学院、北卡罗
来纳大学药学院、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等国外知名院校和医院。这些专家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都拥有自
己的实验室，担任美国高校和公司的实验室主任，他们一方面通过美国实验室的资源，把世界生物医药和基
因工程制药方面的最新技术引进到研发中心，同时这些教授也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苏州方舟
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教授和国家级科技项目负责人，肩负着中心科研教学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任务。苏州方舟
基因药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设立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经形成了博士后、博士、硕士和科学研究人
员为一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型人才教学和研发基地。
苏州方舟基因药业和协和方舟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目前承担了六项国家级科技项目，研发领域涉及多种基
因工程药物、RNA 适配体靶向药物、干细胞扩增药物因子，干细胞诱导分化研究，干细胞治疗技术及再生医学
治疗技术等诸多方面。在“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下我公司和研发中心的干细胞药物开发项
目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加大自我研发力度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造血干细胞扩增用于治疗恶
性白血病，造血干细胞扩增和分化为红细胞制备新型通用血液、造血干细胞扩增和分化为血小板用来输注，
干细胞高效扩增并诱导为内皮细胞用于各种再生医学治疗（如 VIII 因子缺乏的血友病）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成果，在造血干细胞分离、培养、扩增和分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建立了干细胞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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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疗研究的技术平台。
公司和研发中心承担的其中两大类重点国家级项目的产业化共同开发寻求合作伙伴，合作方式分为两种：
合作方式一：合作采取投资入股的方式，具体的入股比例按投入资金占现公司经第三方评估，双方商讨
确认总净资产比例而商定。
我单位可提供项目产业化的条件：
6.

数个产品产业化的专利和专利申请技术（14 个）；

7.

产业化产品的全套技术和技术专家支持；

8.

实验室、中试规模的数十个产品；

9.

产业化所需的土地及配套设施；

10.

产业化产品所需的产品质量鉴定的软件和硬件设施；

11.

流动现金资金 3000 万，用于技术上优化产品产业化；

12.

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新药证书；

13.

新一代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全套上临床报批资料;

14.

后续新产品的持续研发平台。

入股合作单位需提供条件：
1.

入股资金约一个亿，用于数个产品产业化的生产线的建立，包括房屋和设备；

2.

提供专业的产业化产品的新药报批团队；

3.

提供或建立专业的产业化产品经营、生产、销售管理团队。

合作方式二：我方与合作方共同出资另行成立新公司。新成立的公司双方股份比例按双方投入资产经第
三方评估，双方商讨确认的资产比例而定。
我单位可提供项目产业化的条件：
1.

数个产业化产品和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技术，包括：
(1)人脐带血和外周血来源的离体扩增 CD34 干细胞及临床个体化治疗。该技术产品中包含 4 到 5
项专利或专利技术申请。
(2)离体扩增和定向分化人巨核细胞/血小板产品临床治疗。该细胞疗法主要针对各种肿瘤由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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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后产生的血小板缺乏症、先天性血小板缺乏症以及其他血液疾病造成的血小板缺乏症。该技
术产品中包含 4 到 5 项专利或专利技术申请。
(3)离体定向扩增和分化血管内皮祖细胞/内皮细胞及临床治疗。血管内皮祖细胞一方面具有促进
血管新生的能力，在缺血组织逐渐分化成内皮细胞并形成新的毛细血管,改善和恢复血流,通过临
床移植可广泛应用于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心肌梗死、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性失明以及动脉粥
样硬化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定向分化内皮生长因子在体外分化成可分泌 VIII
因子的内皮细胞，用于甲型血友病的治疗。该技术产品包括 3 到 4 项专利或专利技术申请。
2.

中试、产业化规模产品所需的全套技术和技术专家支持；

3.

中试、产业化所需的场地，产品质量鉴定的软件和部分硬件设施；

4.

用于上述产品中试和产业化规模技术优化的课题经费 1300 万元。

合作单位需提供条件：
1.

提供现金 6000 万左右，用于中试、产业化规模技术优化及上述产品临床实验所需的人员劳务费、
相关办公费、临床病例费、临床基地建设及支付临床实验医院等费用；

2.

提供或建立产业化的产品新药报批、生产和销售管理团队。

附：苏州方舟基因药业有限公司一期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及简介

苏州方舟基因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苏州方舟生物医药研发中心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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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方舟基因药业有限公司一期产业化项目简介
www.biopharmagen.com

方舟药业一期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

（一）体外干细胞定向分化巨核血小板细胞/血小板制剂
血小板（Platelets，PLTs）是人体血液中调控出、凝血状态的重要组分，正常人体
中血小板数为 100-300 ×109/L，它在止血、伤口愈合、炎症反应、血栓形成及器官移植排
斥等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血小板缺乏症是临床上治疗恶性肿瘤遇到的重要
问题之一，当肿瘤患者接受放、化疗后，骨髓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骨髓抑制及并发
的血小板减少导致的大出血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也是临床上限制放、化疗剂量，
提高疗效的瓶颈问题。目前，临床上尚缺乏世界上公认的血小板生成刺激因子，血小板
输注是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血小板减少症的常用治疗方式，这种治疗方式对于防止病人
自发性出血，保证抗癌药物、化疗药物按规定的疗程用完药物有重要作用，但目前临床
上广泛存在血小板资源稀缺、贮存时间短、反复输注导致血小板输注无效，且不可避免
地增加了血源性感染及输血反应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限制了血小板输注的广泛应用亟需
开发新的安全未定提升血小板水平的治疗手段。
本项目的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是通过人脐带血 CD34+细胞的体外高效扩增和分化获
得，临床上能够治疗肿瘤病人放、化疗后的血小板缺乏症。已经完成中试规模生产，所
获得的巨核细胞数量是目前已发表文献报道的 2000 倍。从一袋脐带血扩增分化所得的巨
核细胞/血小板数量理论上可以满足超过 100 名患者的治疗需求，可以解决困扰临床的血
小板供应不足的现状，并防止在成分血液输注治疗过程中导致的各种传染疾病的传播，
为临床上治疗肿瘤病人放、化疗后的血小板缺乏症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治疗途径。
相关成果连续三年于美国血液年会进行口头演讲，并于 2017 年应美国血库协会邀请
进行了专题报告。

1. 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产品技术路线

2.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优势分析

传统血小板输注
来源于志愿者捐献，一名患者一次输注
量需从 2 升全血分离采集获得，资源严
重短缺。

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输注
来源于造血干细胞体外培养，一袋脐带
血扩增分化所得的巨核细胞/血小板数
量最多可满足超过 100 名患者的治疗需
求。
培养过程无血清、无基质成分、无基因

临床输注前需进行 ABO 血型配型。

操作，对于血型和 HLA 配型要求不严
格。

浓缩血小板体外储存期只有 5 天且易失 培养得到巨核细胞可在液氮中长期储
活，易被污染。

存，复苏后便可进行输注。

成熟血小板内体存活期短，患者需定期 巨核细胞体内释放血小板，整体的延长
输注，反复输注会产生血小板抗体导致 了血小板在体内的存活期，减少了血小
输注无效。

板直接输注次数。

3.研发进展及成果
（1）巨核细胞/血小板培养质量控制（已完成）
 首次建立了造血干细胞体外高效扩增及诱导分化为巨核细胞/血小板的技术平台，
所得的巨核细胞数量是目前已发表文献报道的 2000 倍。
 已建立完善的制剂质量控制标准，在细胞形态鉴别、病原微生物检测、外源致病
因子、内毒素检测方面均符合国家标准。
（2）离体培养的巨核细胞/血小板小鼠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已完成）
 静脉注射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于 NOD/SCID 小鼠体内，观察 6 个月。观察期内小
鼠全部健存，且无异常反应，无肿瘤形成。
 制剂输注 NOD/SCID 小鼠体内，可在小鼠外周血中检测到释放的人源血小板，并
且这些人源血小板可以被凝血酶激活发挥止血功能。
（3）离体培养的巨核细胞/血小板食蟹猴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已完成）
 首次建立了食蟹猴血小板减少症的病理模型以及食蟹猴巨核细胞的自体、同种异
体移植模型，实验结果证实该模型是安全、有效的。
 首次进行了无 ABO 血型和 HLA 交叉配型的食蟹猴成熟巨核细胞同种异体的移植，
移植后经过一年时间的观察，实验组动物无急性和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血
小板数目上升良好，凝血功能增强。
（4）离体培养的巨核细胞/血小板质量鉴定和保证体系（已完成）
 细胞稳定性研究：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分别在液氮中
存储 1、3、6、12 个月后复苏，其活细胞的比例均在 90%以上，并且细胞纯度（特
异性表面标志比例）在储存之前和各时间点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各时间点复苏的
细胞均完全无菌，生物学效力与储存之前保持一致，表明本项目体外扩增获得的

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具有很好的细胞稳定性。
 细胞致瘤性研究：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巨核细胞基因组稳定，与新鲜分离
纯化得到的 CD34+细胞（day0）相比，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巨核细胞 7 种
典型原癌基因（c-myb、N-ras、c-myc、K-ras、Bmi-1、Cyclin B、hTERT）的表达
量均为正常水平，无显著性差异，表明巨核细胞/血小板体外扩增分化的过程中，
以上原癌基因没有被激活，未发生基因突变，无致瘤性风险，证实了其细胞水平
的安全性。
（5）中试规模生产（已完成）
 在国际上首次完成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的中试规模生产，每一个中试培养箱能够
实现至少 10L 细胞培养液制备。
（6）临床研究（进行中）

 计划完成 10-15 例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用于治疗肿瘤患者放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症，
细胞制剂输注有效率达到 85%以上，研究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临床安全性与有效
性。

 4.专利成果
相关技术成果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1） 高效离体人造血干细胞扩增培养液配方（CN104862277A 公示）
（2） 一种离体人造血干细胞扩增培养液配方（CN104862278A 公示）
（3） 一种干细胞因子功能性肽段及其应用（CN105985424A 公示）
（4） 利用人造血干细胞制备巨核细胞及血小板的方法和体系（CN105368775A 公示）
（5） 体 外 高 效 制 备 非 人 灵 长 类 动 物 巨 核 细 胞 及 血 小 板 的 体 系 及 其 应 用 . 申 请 号 ：
（CN201610584447.7 公示）

5. 竞争优势
（1）技术平台完善
本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在造血干细胞体外扩增和分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承担了多个科技重大专项和国际合作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且，有关巨核细胞/
血小板制剂的研发成果曾连续三次在美国血液学年会上进行口头讲演汇报，得到了国际
同行的认可。
（2）安全可靠
在国际上首次完成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试验，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为进入临
床研究提供了保证。
（3）生产成本低廉
细胞培养所需的基础培养基以及多种细胞因子均为本公司研发中心生产，是购买商
品化试剂价格的 1/1000，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4）生产规模扩大
本公司订制了中试培养系统，培养体系可达 10 升（同时制备十份脐血规模），满足
中试规模生产需求，其中每个单位脐血可以扩增分化出可供超过 100 名患者输注用巨核
细胞。
（5）合作团队优势
本公司联合国内顶级血液病治疗临床医院——天津血液病医院，南京鼓楼医院, 上海
仁济医院等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基地制定临床试验方案，进行细胞制剂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临床研究。

（6）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创新药品审批绿色通道优势
本制剂属于“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效扩增获得的造血干细胞定向
分化为血小板用于临床血小板输注的新药开发研究》课题创新药品，新药创制重大专项
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建立了创新药品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可以直接进入到 CFDA 的优先
审批，加快审评审批过程。

6.生产成本分析
本公司

竞争公司

基础细胞培基

1000 元

1000 元

培养基添加物

1 万元

5 万元（商品化）

细胞因子

本公司自产

约 50 万元（购买商品化细胞
因子）

实验耗材

200 元

200 元

生产规模（按一
份脐血计算）

可供超过 100 人输注需要

仅可够 1 人输注需要

（5×10 /kg）

（5×10 /kg）

制剂储存

500 元

500 元

总计

6

6

1.17 万元；可供超过 100 人次 ＞55 万元；仅供 1 人次临床输
临床输注
注

7.预期市场及收益分析
（1）临床应用
 血小板数目＜20×109/Ｌ时的预防性或治疗性输注
 治疗肿瘤病人放、化疗后的血小板缺乏症
 再生障碍性贫血
 骨髓细胞恶性肿瘤如白血病
 肿瘤放化疗造成的骨髓抑制或衰竭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血液功能细胞的战略储备

（2）市场前景及效益
我国每年新增癌症患者病人超过 400 万人，其中约有 50%左右的患者会接受化疗或
造血干细胞移植，这部分患者中 20%-30%会发生治疗副作用——血小板减少症。初步估
计，如果这部分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中有 50%能够进行该巨核细胞/血小板制剂的治疗，费
用在 5 万/例计算，那么此项技术每年的产值约为 100 亿。市场需求潜力十分巨大，经济
效益相当可观。

8.参考技术文章
1. Xin Guan, Meng Qin, Yu Zhang, Yanan Wang, Bin Shen, Zhihua Ren, Xinxin Ding, Wei
Dai, Yongping Jiang. Safety and Efficacy of Megakaryocytes Induced From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in Murine and Nonhuman Primate Models. Stem Cells Transl Med. 2017, 6(3):
897-909
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5966/sctm.2016-0224/epdf

（二）新型通用血液（红细胞制剂）
红细胞是血液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血细胞，同时也是人体通过血液运送氧气的最主要
的媒介。世界各地医院每年需要大量血液，但全世界每年捐献的血液远远无法满足这一
需求。临床用血中99 %来源于无偿献血，近年来国内血站的年供血量以20 %的速度递增，
但是无偿献血者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导致“血荒”的问题日益突出，安全、稳定和充足的血
液来源问题亟待解决。
我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干细胞可调控扩增分化技术，及多种人源化细胞因子相结合
的技术体系，在体外将O型脐血来源的造血干细胞定向分化成红细胞后制备安全高效的临
床级别的新型通用血液。此通用血液可广泛运用于需要输血人群，具有获得高效、来源
充足、安全稳定、使用方便的特点，用此方法可制备充足的通用血液供临床需要输血的
病人使用。
用干细胞制造生产出的人造血的各项生化指标更接近天然血液，且O型脐血来源的造
血干细胞制备的通用血液，可普遍适用于99%以上人群输血使用，将有效的服务于国家在
医疗卫生和军事战备方面的需要；该技术不依赖外源性基因和饲养层细胞，避免了外源
基因导入对原干细胞的基因组稳定性的干扰和其他相关移植安全隐患，能够有效解决国
内目前存在的临床血液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时通用血的制备可通过标准操作流程监管，
可以避免血液相关疾病的传播，为临床上需要输血的患者带来福音。

1. 新型通用血液（红细胞制剂）产品技术路线

2. 新型通用血液（红细胞制剂）优势分析
常规输血

新型通用血液

 经常遇到血液来源紧张，血液供
应不足的问题。

 高效获得，造血干细胞来源充
足，建立中试培养系统，1 个单
位脐带血能够制备得到相当于
100L 通用血(500 个输血单位)
的红细胞量。

 存在疾病传播的风险。

 安全稳定，不涉及外源基因，不
带入基质细胞和其他临床上未
许可的动物蛋白， GLP 生产流
程避免输血相关疾病传播。

 需要血型配比。

 使用方便，O 型通用血，适用人
群广泛，特殊场合为急救争取时
间

 费用高。

 费用大幅降低。

3.研发进展及成果

（1）红细胞培养质量控制（已完成）
 首次建立了脐带血来源的 CD34+细胞体外扩增及定向分化为红细胞技术平台，最
新优化培养方法扩增 21 天，红细胞扩增达到 2 亿倍，脱核效率 60 %以上，红系中
晚期成熟表面标志 CD235a 高表达（＞ 90%）。
 从 1 份脐带血(80 ml)分离得到的 CD34+造血干细胞（约 2×106 个 CD34+细胞），经
该体系培养扩增分化可得到 4×1014 个晚幼红细胞，相当于 100 L 通用血（500 个输
血单位）所含红细胞量。
 已建立完善的制剂质量控制标准，在细胞形态鉴别、病院微生物检测、外源致病
因子、内毒素检测方面均符合国家标准。
（2）离体培养的红细胞小鼠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已完成）
 静脉注射人源定向分化的晚期的有核红细胞于 NOD/SCID 小鼠，细胞在小鼠体内
进一步脱核成熟。观察 6 个月，观察期内小鼠全部健存，且无异常反应，无肿瘤
形成。
（3）离体培养的红细胞食蟹猴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已完成）
 首次建立非人灵长类失血性贫血模型，评估人源红细胞在猴体内存活能力和红细
胞携氧等功能。使用中试培养系统实现中试规模放大制备通用血，并应用于此贫
血模型，验证了该培养体系下，分化得到的人 O 型脐带血来源的晚幼红细胞在失
血猴模型内的存活时间、携氧功能的发挥。结果表明该模型是安全、有效的，移
植细胞能够替代血液发挥功能。
 制备的通用血移植到食蟹猴体内，移植后经过一年时间的观察，实验组动物无不
良反应发生，无死亡，无肿瘤形成。
（4）离体培养的红细胞质量鉴定和保证体系（已完成）

 细胞稳定性研究：将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红细胞制剂储存于 4℃，分别在储
存的 1 到 4 周测定细胞表面标志表达情况和血红蛋白含量变化情况。结果显示，
储存 4 周后的红细胞依然具备正常形态和细胞纯度，且血红蛋白含量和人正常外
周血红细胞相当，说明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红细胞制剂具有很好的细胞稳
定性。
 细胞致瘤性研究：本项目离体扩增分化的红细胞基因组稳定，8 种典型原癌基因
（c-myb、N-ras、c-myc、K-ras、Bmi-1、Cyclin B、hTERT）经 RT-QPCR 检测，
表达水平正常，相比于第 0 天分离的 CD34+细胞，无显著性差异，表明红细胞在
体外扩增分化制备过程中原癌基因未激活，无致瘤性风险，证实了其细胞水平的
安全性。
（5）中试规模生产（已完成）
 在国际上首次完成红细胞制剂的中试规模生产（如下图所示），每一个中试培养箱
能够实现至少 10L 细胞培养液制备。

（6）临床研究（进行中）
 招募 10-15 例贫血患者，输注通用血 1×1012 红细胞，进行临床研究，评价其安全

性和有效性。

4.专利成果
相关技术成果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1） 高效离体人造血干细胞扩增培养液配方（CN104862277A 公示）
（2） 一种离体人造血干细胞扩增培养液配方（CN104862278A 公示）
（3） 离体扩培非人灵长类动物造血干细胞的方法（CN106190978A 公示）
（4） 一种干细胞因子功能性肽段及其应用 （CN105985424A 公示）
（5） 一种定向制备人红细胞的方法及制剂 （CN201610606828.0 公示）

5. 竞争优势
（1）技术完善
相关技术专利 5 项，具备产业化制备技术，已完成临床前安全性及功能性研究。
（2）安全可靠
在国际上首次完成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试验，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为进入临
床研究提供了保证。
（3）生产规模扩大
本公司定制了中试培养系统，每一个中试培养箱至少达到 10 升培养体系。
（4）生产成本低廉
培养基和细胞生长因子由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该培养体系使用的基础培养液是国
际干细胞通用 Stem Span 培养基培养成本的 1/1000，所使用的定向分化细胞生长因子均为
人源化的且已在临床使用的细胞因子，细胞培养液生产成本远远低于目前市场价格，可
实现大规模生产人通用血液。
（5）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创新药品审批绿色通道优势

本制剂属于科技部重大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联合研发高效扩增及定向分化人
脐血干细胞制备通用血液》课题创新药品，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建立
了创新药品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可以直接进入到 CFDA 的优先审批，加快审评审批过程。
(6) 合作团队优势
本公司联合国内顶级血液病治疗临床医院——天津血液病医院，南京鼓楼医院, 上海
仁济医院等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基地制定临床试验方案，进行细胞制剂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临床研究。

6.预期市场及收益分析
（1）产品应用
普遍适用任何需要临床输血的人群，用于缓解临床供血不足、灾难、战争战略储备。
（2）市场前景及效益
我国临床用血每年保持着 20 %的增幅，2012 年临床用血量超过 5000 吨，临床用血
市场达 65 亿，据估算，2016 年，我国临床用血量将突破 10000 吨，如此高的需求预示着
干细胞扩增及定向分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按照医院输血（血液来源为无偿献血）价格 1200 元/500 ml 计算，则 1 支脐血经过高
效调控扩增和分化将会获得 100 L 的血液，为 24 万元。按照每天进行 5 个单位脐带血的
扩增来计算，一个月的中试规模产量为 15000 L 血液，产品价值 3600 万元，若人均输血
200 ml，则可供 75000 个人次使用。

7.参考技术文章
1. Yu Zhang, Chen Wang, Lan Wang, Jing Tian, Bin Shen, Xin Guan, Zhihua Ren, Xinxin

Ding, Yupo Ma, Wei Dai, Yongping Jiang. Large-scaled ex vivo generation of human red
blood cells from cord blood CD34+ cells. Stem Cells Transl Med. 2017, doi:
10.1002/sctm.17-0057
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sctm.17-0057/epdf

（三）用于治疗人白血病的造血干细胞制剂
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s）是存在于胎儿骨髓，胎儿肝脏，脐带
血，成年骨髓，外周血液中的少量的细胞，这些细胞能够分化成为三谱系的细胞，包括
髓红样细胞（红细胞，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巨核细胞（血小板）和淋巴细胞（T-细胞，
B-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造血干细胞在临床可以用于恶性血液系统肿瘤的移植治疗和自
身免疫性疾病等的多种疾病的移植治疗，为包括全国每年新增的超过 7 万名的白血病、
恶性淋巴瘤等患者提供移植和输注治疗。然而，骨髓库资源严重短缺和 HLA 配型困难等
问题严重的限制了造血干细胞治疗在临床中的应用。
据国际骨髓移植登记处（CIBMTR）的数据表明，不到 10%白血病患者能够找到人
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全相合同胞或无血缘骨髓造血干细胞供体
配对的骨髓捐献者；近年来，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因为获取简便，且移植时供受体间 HLA
配型相比较骨髓配型较容易，从而成为干细胞治疗的新宠。遗憾的是，每份脐带血中包
含的造血干细胞数目有限，仅仅可供 5 岁以下儿童患者的干细胞移植治疗应用，在成人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中并不普遍，严重阻碍了脐带血作为异体干细胞移植在临床中的广
泛应用，故此，研制使造血干细胞在体外高效安全扩增的技术方法已是迫在眉睫。
本项目建立了人脐带血和外周血来源的造血干细胞的体外安全高效扩增平台，此项
技术能达到造血干细胞体外有效扩增 200-300 倍以上，临床上能够用于治疗以白血病为代
表的复杂血液系统疾病。而且体外研究、小鼠移植模型及非人灵长类动物移植等临床前
试验均证明经过此平台扩增的造血干细胞是安全有效的，为解决临床上造血干细胞移植
面临来源、配型及干细胞数量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治疗方案。

1. 造血干细胞制剂产品技术路线

脐带血

自体动员的外周血

2. 造血干细胞制剂优势分析
目前干细胞移植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脐带血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

 骨髓干细胞配型困难，很多恶性
疾病患者在等待合适配型的供
者过程中死去。

 对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
型相合的要求相对降低，可扩大
供者范围，并能快速获得移植供
者，避免供者原因耽误造成风
险。异体间排斥反应小，移植后
发生移植物抗宿主反应的危险
性较低。

 脐带血干细胞每个单位干细胞
数量少，仅可供 5 岁以下（体重
30 斤以下）儿童干细胞移植治
疗使用；并且二次移植需要更大
数目的细胞量，采集过程对骨髓
干细胞供者的身体损伤大。

 资源丰富、采集简单，再生能力
和速度是骨髓干细胞的 10-20
倍，并且纯净度高。

 价格昂贵，费用高（35 万以上/
例）

 费用低，大幅降低患者家庭经济
负担。

3.研发进展及成果
（1）造血干细胞培养质量控制（已完成）
 建立了造血干细胞体外高效扩增技术平台，最新优化配方培养可有效扩增造血干
细胞 200-300 倍以上，总细胞扩增倍数达到 2000 倍以上。
 与未扩增的 CD34+细胞相比，经过体外高效扩增的 CD34+细胞群体中，长期植入
造 血 干 细 胞 （ LT-HSCs ， long-term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

CD34+CD38-Thy1+CD45RA-CD49f+）得到富集。
 每份脐带血在 9 天内扩增提供一个成年人干细胞移植甚至二次移植所需的所有细
胞数目。
 已建立完善的制剂质量控制标准，在细胞形态及特性鉴别、病原微生物检测、外

源致病因子、内毒素检测方面均符合国家标准。
（2）离体培养的造血干细胞小鼠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已完成）
 静脉注射造血干细胞于 NOD/SCID 小鼠体内，移植组 8 周之后，骨髓中人源细胞
比例超过 15%，其中，CD34 造血干细胞比例在 3-5%之间。人源巨核系，红系，
单核系，淋巴系及粒细胞等多系分化成熟细胞和各系祖细胞可分别在小鼠外周血
及骨髓中被检测到；
 移植组 24 周之后，观察期内小鼠全部健存，且无异常反应，无肿瘤形成，并且在
其骨髓中仍可检测到 20%-30%人源细胞，且这些人源细胞具有多系分化潜能；
 小鼠再生细胞（SRC，SCID-repopulating cell）频率的分析结果表明，经过体外高
效扩增的 CD34+细胞与未扩增的 CD34+细胞相比，能够植入小鼠骨髓并长期存活
的细胞频率提高了 2.7 倍。
 制剂输注后第 1 周、3 周和 8 周，小鼠外周血中 CD34+细胞比例逐渐下降，移植后
8 周，可在小鼠骨髓中检测到人源 CD34+细胞，说明本造血干细胞制剂具有骨髓归
巢能力。
（3）离体培养的造血干细胞食蟹猴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已完成）
 建立食蟹猴同种同体移植的骨髓抑制模型，移植后一个月，在骨髓中可检测到在
猴子总 CD45 细胞中，2%左右是移植细胞；实验结果证实该模型是安全、有效的，
移植细胞具有良好的骨髓归巢能力。
 血常规数据显示，移植组与对照组相比，能够缩短白细胞，粒细胞，血小板和淋
巴细胞的恢复时间，同时能够提高以上细胞数目的最低值，帮助度过化疗之后最
危险的感染期。
 首次进行食蟹猴成熟造血干细胞同种异体的移植，移植后经过一年时间的观察，

实验组动物无不良反应发生，无死亡，无肿瘤形成。
（4）离体培养的造血干细胞的质量鉴定和保证体系（已完成）
 细胞稳定性研究：本项目体外扩增的造血干细胞分别在液氮中存储 1、3、6、12、
18 和 24 个月后复苏，其活细胞的比例在 90%以上，并且细胞纯度（特异性表面标
志 CD34 比例）在储存之前和各时间点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各时间点复苏的细胞均
完全无菌，生物学效力与储存之前保持一致，表明本项目体外扩增获得的造血干
细胞制剂具有很好的细胞稳定性。
 细胞致瘤性研究：本项目离体扩增的造血干细胞基因组稳定，与新鲜分离纯化得
到的造血干细胞（day0）相比，经过体外扩增 4 天和 9 天的造血干细胞 8 种典型
原癌基因（c-myb、N-ras、P53、c-myc、K-ras、Bmi-1、Cyclin B、hTERT）的表
达量均为正常水平，无显著升高，表明造血干细胞体外扩增的过程中，以上原癌
基因没有被激活，未发生基因突变，无致瘤性风险，证实了其细胞水平的安全性。
（5）中试规模生产（已完成）
 在国际上首次完成造血干细胞制剂的中试规模生产，每一个中试培养箱能够实现
至少 10L 细胞培养液制备。
（6）临床研究（进行中）
 招募 10-15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输注造血干细胞制剂（约 2.0 × 106/kg），进行其临
床研究，评价造血干细胞制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4.专利成果
相关技术成果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1） 高效离体人造血干细胞扩增培养液配方（CN104862277A 公示）
（2） 一种离体人造血干细胞扩增培养液配方（CN104862278A 公示）

（3） 离体扩培非人灵长类动物造血干细胞的方法（CN106190978A 公示）
（4） 一种干细胞因子功能性肽段及其应用 （CN105985424A 公示）

5. 竞争优势
（1）技术平台完善
造血干细胞高效扩增平台能实现造血干细胞有效扩增 200-300 倍以上，总细胞 2000
倍以上。
（2）安全可靠
完成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试验，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为进入临床研究提供了
保证。
（3）生产成本低廉
细胞培养所需的基础培养基以及多种细胞因子均为本公司研发中心生产，是购买商
品化试剂价格的 1/100，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4）生产规模扩大
本公司订制了中试培养系统，每一个中试培养箱至少达到 10 升培养体系。
（5）完成所有临床前试验
完成所有临床前试验（体外功能，小鼠移植功能研究，非人灵长类自体移植安全性
有效性研究等）
（6）合作团队优势
本公司联合国内顶级血液病治疗临床医院——天津血液病医院，南京鼓楼医院, 上海
仁济医院等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基地制定临床试验方案，进行细胞制剂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临床研究。

（7）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创新药品审批绿色通道优势
本制剂属于“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苏州方舟药业创新药物孵化基地
建设》创新药品，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建立了创新药品审评审批绿色
通道，可以直接进入到 CFDA 的优先审批，加快审评审批过程。

6.预期市场及收益分析
根据中国肿瘤监测有关部门提供的我国癌症发病率的相关数据，2011 年白血病发病
率已达到 5.44/10 万，并呈现上升趋势。我国现有白血病患者约 400-500 万，其中儿童病
患约 200 万，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人数在 7 万人以上。
对于白血病，传统治疗方法是化放疗，但是副作用大、特异性差，虽然能使大部分
患者病情缓解和生存期延长，但是 5 年无病生存率仍然很低。骨髓移植可使部分患者达
到治愈，但是价格昂贵，骨髓供者来源有限，而且配型困难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其临床应
用的开展，全国每年进行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案例仅在 2000 例左右，治疗费用高达 35
万元/例以上。
如果采取脐带血来源的造血干细胞进行体外高效扩增然后给配型合格的病人做造血
干细胞移植，按照造血干细胞的体外制备在 5 万元/例计算，按照每年新增患者中有 20%
的患者能够接受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比例预测，每年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的产值可超过 10 亿人民币。如果每年新增患者中有 20%的患者能够接受自身动员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每年的产值超过 10 亿人民币。两者相加，市场前景和收益十分
可观。
相对于传统的放化疗和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我公司开发的干细胞移植治疗技术方
案也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压力，可以预期，每年选择此技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

者会越来越多。
造血干细胞扩增培养基和所有细胞生长因子可以作为产品面向科研单位和临床单位，
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制备外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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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于治疗血友病的血管内皮细胞制剂
甲型血友病（Hemophilia A）又称凝血 VIII 因子（FVIII）缺乏症，在血友病中占 80％～
85％，是一种 X 染色上 FVIII 基因突变而造成凝血功能障碍的血液类疾病，严重时可危
及患者的生命。甲型血友病多发于男性，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约为 1/5000-1/10000。目
前，临床主要采用人血来源的 FVIII 或者重组人 FVIII 进行注射治疗。但由于其半衰期短
（8-12 小时），每周需注射 2-4 次，重症患者每年的费用高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且长期使
用会因同种异体蛋白的免疫应答产生抑制物，需升高剂量并使病情复杂。随着分子生物
学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发展，基因治疗被应用于血友病治疗的研究，但由于抗体的产生、
基因插入时间短及遗传不稳定性等诸多原因，大多停留于临床前阶段。因此需要进一步
研究开发其他安全有效的治疗新途径。
本项目建立了体外高效扩增及诱导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技术体系，可产业化生产
安全、有效的临床级别的血管内皮细胞制剂，并可在培养的不同阶段冻存与复苏、实现
长期增殖，提供稳定的 FVIII 来源，为临床上治疗甲型血友病提供了一条安全有效的治疗
手段。

1. 血管内皮细胞制剂产品技术路线

2.血管内皮细胞制剂优势分析
传统方法

血管内皮细胞制剂

 主要采用人血来源的 FVIII 或者
重组人 FVIII 进行注射治疗。半
衰期短（8-12 小时），每周需注
射 2-4 次。

 来源于内皮祖细胞体外培养，保
持继续增殖分化的能力，并可在
培养的不同阶段冻存与复苏、实
现长期增殖，提供稳定的 FVIII
来源。

 长期使用会因同种异体蛋白的
免疫应答产生抑制物，需升高剂
量并使病情复杂。

 降低自身抗体产生的风险。

 重症患者每年的费用高达几十
万元人民币。

 费用低，极大地缓解患者家庭的
经济压力。

3.研发进展及成果
（1）血管内皮细胞培养质量控制（已完成）
 在内皮细胞的体外分化和特性鉴定方面，一份脐带血中的血管内皮祖细胞在 21 天
内数量超过 107，达到 1800 倍以上的扩增效率，并保持继续增殖分化的能力，可
进行冻存与复苏用于不同成熟阶段的内皮祖/内皮细胞的应用。
 连续培养 30 天便可获得 108 以上的内皮祖/内皮细胞，此时扩增倍数超过 8000 倍，
在 45 天仍然保持良好的增殖效率。
 已建立完善的制剂质量控制标准，在细胞形态鉴别、病原微生物检测、外源致病
因子、内毒素检测方面均符合国家标准。
（2）离体培养的血管内皮细胞体外功能鉴定实验（已完成）
 培养得到的贴壁细胞逐渐表达内皮细胞的典型标记 CD31、vWF 和 FVIII。
 内皮细胞纯度高，阳性比例在 99%以上；能够分泌凝血因子 FVIII，在数量和 FVIII
分泌功能上满足临床应用的需求。
 内皮细胞具有成血管能力，基质胶 3D 结构上培养 10 小时后，形成毛细管网状。

（3）离体培养的血管内皮细胞小鼠/食蟹猴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已完成）
 人脐带血 CD34+细胞来源的血管内皮祖细胞培养后移植到肝窦内皮损伤小鼠肝脏
内，可检测到存活/归巢的人源血管内皮细胞。
 食蟹猴动员外周血来源的血管内皮祖细胞培养后自体移植到肝窦内皮损伤的肝脏
组织内。
（4）离体培养的血管内皮细胞质量鉴定和保证体系（已完成）
 细胞稳定性研究：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血管内皮细胞在不同培养阶段可实
现反复冻存与复苏，不同代数的血管内皮细胞均能够表达成熟内皮细胞标志物
CD31，阳性率达到 99%以上，并且免疫印迹法同样验证了不同代数细胞均稳定表
达 CD31、vWF 和 FVIII，表明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血管内皮细胞具有很好
的细胞稳定性。
（5）临床研究（进行中）
 招募 10-15 例甲型血友病患者（FVIII 依赖型），输注血管内皮细胞制剂（约 5.0 ×
106/kg），进行临床研究，评价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4.专利成果
相关技术成果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1） 一种人血管内皮祖细胞的高效扩增培养体系 （CN105331575A 公示）
（2） 一种非人灵长类动物血管内皮祖细胞的高效扩增培养体系（CN106282089A 公示）

5. 竞争优势
（1）技术可行
血管内皮细胞制剂替代治疗为甲型血友病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途径，降低自身抗

体产生的风险，极大地缓解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
（2）安全可靠
在国际上首次完成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试验，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为进入临
床研究提供了保证。
（3）生产成本低廉
本项目体外扩增分化获得的血管内皮细胞制剂所用培养基和细胞生长因子由我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细胞培养液生产成本远远低于目前市场价格，可实现大规模生产血管内
皮细胞制剂。
（4）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创新药品审批绿色通道优势
本制剂属于“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诱导多能干细胞库的建立及其在
血液病治疗方面的应用研究》创新药品，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建立了
创新药品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可以直接进入到 CFDA 的优先审批，加快审评审批过程。
(5) 合作团队优势
本公司联合国内顶级血液病治疗临床医院——天津血液病医院，南京鼓楼医院, 上海
仁济医院等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基地制定临床试验方案，进行细胞制剂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临床研究。

6.预期市场及收益分析
（1）临床应用
 通过临床移植可广泛应用于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心肌梗死、糖尿病引起的眼底
病变性失明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体外定向分化为可分泌 FVIII 因子的内皮细胞，用于甲型血友病的治疗。

 功能细胞的战略储备。
（2）市场前景及效益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血友病联盟(WFH)联合会议报道，全球血友病的发病
率为 15/10 万～20/10 万，其中血友病 A(甲型血友病)占 85%，血友病 A 的发病没有地域
与种族间的差异。目前中国缺乏对血友病的全面统计,粗略计算我国甲型血友病患者约 13
万人，且随着筛选试验和检测方法的迅速发展，对轻型血友病患者，尤其是致病基因携
带者的发现增多，发病率有升高的趋势。按照提供血管内皮细胞制备的费用为 16 万元/
例/年，现有患者（13 万）以及每年新增患者中 90%可以接受细胞移植治疗的比例进行预
测，每年血管内皮细胞治疗的产值可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市场需求潜力十分巨大。

7.参考技术文章
1、 Meng Qin, Xin Guan, Huihui Wang, Yu Zhang, Bin Shen, Qingyu Zhang, Wei Dai, Yupo
Ma, Yongping Jiang. An Effective Ex Vivo Approach for Induc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from Umbilical Cord Blood CD34+ Cells. Stem Cell Res Ther. 2017, 8(1): 25
链接：
https://stemcellres.biomedcentral.com/track/pdf/10.1186/s13287-017-0482-9?site=stemcell
res.biomedcentral.com
2. Meng Qin,1,2,6 Xin Guan,1,6 Yu Zhang,1 Bin Shen,1 Fang Liu,3 Qingyu Zhang,1, 4 Yupo Ma,1,5
and Yongping Jiang1,2,* Functional Evaluations of Induced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for
Autologous Transplantation in Primates. Stem Cell Res Ther.. (submitted).

（五）靶向治疗人非小细胞肺癌的核苷酸适配体制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2014 年全球癌症数据以及我国《 2017 中国癌症统计数
据发布》显示，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位的均是肺癌。目前癌症的诊疗关键在于
开发有效的早期诊断方法以及高度特异性地针对癌细胞的靶向药物， 然而临床上能可靠
用于癌症早期诊断或治疗的靶点数量极少。核酸适配体（aptamer）是可以折叠成特定的
三维结构，通过空间构型与靶分子高亲和性及高特异性结合的单链寡核苷酸序列, 近年来
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其筛选和开发主要基于一种以扩增为基础的筛选技术——指数富
集的配体系统（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 SELEX）。自上世
纪九十代年报道以来，经历了传统的以纯化蛋白为靶分子到以完整细胞、离体组织为靶
分子的体外筛选过程。
针对目前肺癌在全球及我国的严峻形式，本项目采用活体-SELEX 技术成功建立
起特异性识别人肺癌肿瘤细胞的 RNA 适配体筛选的关键技术，突破性的在筛选的过程
中引入聚乙二醇（PEG）修饰，筛选出具有抗癌和靶向作用的双特异功能 RNA 适配体，
有效降低了以往在体外筛选过程中筛选适配体与非靶蛋白的非特异性结合，提高了核酸
适配体与原位组织特异性结合的筛选概率和针对性。目前已完成了该核酸适配体的活性
功能鉴定、化学合成、药效学评价等临床前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其转化应用奠
定了夯实的基础，为临床上针对人非小细胞肺癌的体外诊断和靶向治疗提供了安全、有
效的治疗途径。

3. 人非小细胞肺癌的核苷酸适配体制剂产品技术路线

2. 人非小细胞肺癌的核苷酸适配体制剂分析
传统抗体

核苷酸适配体制剂

需要通过基因工程修饰和大规模发酵 可以通过化学方法合成，得到的核酸适
制备，纯化和保存工艺复杂

配体制剂易于运输和保存

不易储存和运输

运输和保存方便

具有免疫原性

无或低免疫原性，副作用小

3.研发进展及成果

（1）人非小细胞肺癌核酸适配体的筛选（已完成）
 成功搭建人非小细胞癌活体-SELEX 创新筛选平台，首次在筛选过程中引入 PEG
修饰，成功富集到可与人非小细胞肺癌特异结合并具有抗癌和靶向作用的双特异
功能核酸适配体 RA16。
（2）人非小细胞肺癌核酸适配体的靶向性鉴定（已完成）
 RA16 能够特异性及高度亲和性的与人非小细胞肺癌 H460 细胞、组织结合，亲
和力系数 Kd 仅为 9±2 nM。
 RA16 能特异性的富集到荷瘤鼠肿瘤组织，其在肿瘤组织中的量高达其他组织器官
中的 10~100 倍，较起始 RNA 提高了 40 倍。
（3）人非小细胞肺癌核酸适配体的药效学鉴定（已完成）
 RA16 能够特异性的抑制人非小细胞肺癌的增殖，IC50 仅为 116.7nM，而对于其
他细胞几乎无作用；
 人非小细胞肺癌荷瘤鼠模型体内药效学性研究显示对人非小细胞肺癌实体瘤的抑
制率达 54.26±5.87%。
（4）人非小细胞肺癌核酸适配体的体外合成（已完成）
 完成具有靶向性和抗癌双特异功能的适配体 RA16 的化学合成；
 合成的适配体 RA16 在体外细胞水平及体内荷瘤鼠模型评价中，仍保持高度的双特
异功能。
（5）人非小细胞肺癌适配体介导的化疗药物的靶向性及抗肿瘤活性鉴定（已完成）
 RA16 介导的化疗药物能够特异性及高度亲和性的与人非小细胞肺癌 H460 细胞、
组织结合；
 RA16 能介导化疗药物特异性地杀伤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组织，在体内药效学评

价中对人非小细胞肺癌抑制率达 60%以上。
（6）人非小细胞肺癌核酸适配体纳米制剂研究（进行中）
 将核酸适配体同新型纳米制剂结合，评价核酸适配体纳米制剂的药学和药效学特
性。

4.专利成果
相关技术成果已经申请发明专利 3 项：
（1） 对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具 有 抑 制 作 用 的 核 糖 核 酸 适 配 体 及 包 含 其 的 药 物 组 合 物
（PCT/CN2017/077813 国际专利）
（2） 一 种 与 人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细 胞 特 异 结 合 的 核 糖 核 酸 适 配 体 及 其 筛 选 方 法
（201510053718.1 公示）
（3） 对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具 有 抑 制 作 用 的 核 糖 核 酸 适 配 体 及 包 含 其 的 药 物 组 合 物
（201610168486.9 公示）

5. 竞争优势
（1）技术平台完善
本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在适配体研发和应用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承担
了多个科技重大专项和国际合作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且，人非小细胞肺癌核
酸适配体的筛选及应用两次在美国癌症年会上进行汇报展示，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2）安全可靠
在国际上首次尝试活体-SELEX 筛选与 PEG 化相结合，筛选到的核酸适配体已完成
体内外的靶向性及药效学评价，进入到临床的成功率更高。
（3）生产规模扩大
已完成核酸适配体的体外合成，为后期的临床研究、药物修饰及药物评价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4）合作团队优势
本公司联合国际顶尖技术团队——UCLA 艾滋病研究中心，进一步进行核酸适配体
的纳米制剂开发，进一步提高制剂的靶向性及药物活性。
（5）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创新药品审批绿色通道优势
本制剂属于“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苏州方舟药业创新药物孵化基地
建设》创新药品，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建立了创新药品审评审批绿色
通道，可以直接进入到 CFDA 的优先审批，加快审评审批过程。

6. 预期市场及收益分析
（1）临床应用
 人非小细胞肺癌的体外诊断
 人非小细胞肺癌的体内示踪
 人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
（2）市场前景及效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癌症数据以及我国《 2017 中国癌症统计数据发布》显
示，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位的均是肺癌，其中 85~90%的肺癌病人为非小细胞肺
癌。目前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的的早期诊断或治疗的靶点数量极少，为数极少的几个单抗
常年占据抗癌药销售前列，年销售额达到 10 亿美元以上。针对人非小细胞肺癌的核酸适
配体制剂市场需求潜力十分巨大，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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