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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源于癌症患者个人经历的鼓舞，还是癌症临床研究面临的严苛挑战
带来的激励，在 Syneos Health，我们始终致力于精诚合作，寻求治愈。 

在 Syneos Health，我们

相信每一次临床试验，都有

可能缩短从实验室到生命

的距离。 

我们正处于癌症研究和发现的“黄金时代”。我们与肿瘤细胞进行直接对抗

的知识和能力正在迅速增长。得益于遗传学、免疫疗法和精准医学的进步，患

者寿命也日益延长。

我们所有 4,400 名肿瘤学和血液学专家正与我们的客户合作，践行他们最大

胆的愿景，将经验、创新和激情融入我们运营的每一个肿瘤项目中，改写癌症

治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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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肿瘤学临床开发的挑战

特异性

每一种癌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目前我们知道每个肿瘤类型中都有 

许多分子定义的疾病亚类，现在可以专门

针对这些亚类进行靶向治疗。 

成功的肿瘤学试验要求在治疗方式和 

所研究的目标肿瘤类型方面 

具有专门知识。

创新

对于肿瘤学的了解日新月异。 

新兴科学正在改变研究范式， 

因此申办方需要一个 CRO 合作伙伴， 

可充分应对新型研究设计的 

管理工作并能出色执行， 

以开发下一代肿瘤治疗。

招募

研究者、研究中心和申办方需要一个了解

试验具体招募需求的 CRO 合作伙伴， 

以便将他们与患者治疗过程相匹配， 

并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制定合作策略， 

以确保适当的试验能惠及合适的患者。

一致性

管理和准时、定向交付涉及 

全球数以千计患者和研究中心的 

复杂肿瘤试验的，需要业已建立的 

指标驱动的流程和已验证的深度的 

治疗经验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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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从事的就是肿瘤学研究。这是我们的激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加速创新肿瘤治疗

的工作中，这种治疗未来将会帮助患者战

胜癌症。我们是一个拥有非凡广度和深度

的临床开发经验和科学专业知识的团队，

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促使我们推进肿瘤学

和血液学的研究。 

从免疫肿瘤学和靶向治疗，再到包括细胞

和基因疗法在内的新型和新兴疗法，我们

在癌症治疗的所有领域都拥有丰富的经

验。我们还拥有专门的早期肿瘤学专家，

从药物开发和许可、收购策略到药品注册

和商业化，他们都具备首次人体试验、剂

量递增和扩展试验中所需的专业知识。

我们在肿瘤学和血液学方面也有着深厚

的、广泛的治疗经验。我们独特的“实验

室到生命”一揽子服务涵盖范围广，从临

床前和转化科学一直延伸到临床开发和法

规监管，再到全面的商业化和营销能力。

在最近五年期间，Syneos Health 已帮

助开发或上市销售了经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FDA) 批准的 95% (62/65) 的
新型肿瘤药物，以及经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授权上市许可的 94% (59/63) 的
抗肿瘤药物。我们的成功直接归因于我

们的基于治疗领域划分的组织架构，以

及我们在产品开发领域内肿瘤学专业知

识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还具备一套完整的转化科学能力，可

进行有效的临床前和早期临床评估以及肿

瘤候选药物的优先排序，同时还具备临床

经验，以帮助您为最终的概念验证和药效

试验构建最佳设计。关于肿瘤学临床开

发，我们深谙速度、质量和创新性统计方

法的重要性。我们的肿瘤学团队具备合适

的经验，可以助力您加速临床开发计划，

以便更快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成果 

我们的肿瘤学团队已开始砥砺前行；从最

近超过 519 项肿瘤学和血液学研究中获得

的经验可以支持高效地开展临床试验，以

保护患者安全，并根据最新的科学思维生

产有价值的数据。

从免疫肿瘤学和靶向治疗，再到包括细胞和基因疗法在内的新型

和新兴疗法，我们在癌症治疗的所有领域都拥有丰富的经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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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可以帮助您找到合适的患者。

我们认识到与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对于成功招

募患者至关重要。我们的研究中心合作关系首

屈一指。

我们基于治疗领域划分的组织架构意味着我们

能够通过聚焦、以充满激情的态度，并利用同

行间的科学专业知识来开发与关键意见领袖、

研究者和研究中心的深度关系。我们是唯一一

家为临床研究目的专门设立了临床研究中心医

学联络专员 (MSL) 的 CRO。

无论试验如何复杂，我们都可以从一开始就与

针对合适患者的研究中心开展合作，以便帮助

客户更快地实现招募目标。

在 2017 年的 CenterWatch 全球研究中心

关系调查中，我们的研究中心合作关系帮助 

Syneos Health 在全球 10 强中脱颖而出，赢

得了“首选合作 CRO”的称号；2019 年，我

们连续第三年因卓越的研究中心合作关系而

获得临床研究中心学会 (SCRS) 享有盛誉的金

鹰奖——该奖项由全球各研究中心自己投票选

出，这足以证明我们在与研究中心合作中，秉

承的专业、诚信的合作精神。

成果 

无论试验有多复杂，从第一天起，我们就积极

与针对合适患者的研究中心建立关系，以便帮

助您实现招募目标。我们强大的研究中心合作

关系为客户和研究中心赢得了时间，降低了成 

本并提高运营效益。 

我们的治疗一致性意味着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参与、充满激情，

并利用同行间科学专业知识来开发同关键意见领袖、研究者和

研究中心的深度关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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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占鳌头。

我们正在对更新型的免疫治疗的探索发现

进行试验，包括新型免疫调节剂和联合治

疗的研究，以拥抱免疫疗法和精准医学的

变化。

我们以前瞻性思维实施肿瘤药物开发的新

方法和创新试验设计，包括细胞和基因治

疗临床试验以及研究者领导和合作组织发

起的试验。

例如，我们很自豪能够为白血病和淋巴瘤

协会的 “BeatAML” 主设计试验提供全面的

临床开发支持，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靶向

治疗伞式试验，旨在加快针对急性髓系白

血病患者创新疗法的开发。 

我们在临床、医疗和生物统计领域的创

新领导者使我们能够运用各种不同的

设计技术为肿瘤研究设计提供定制的方

法，从而帮助我们的客户以最简化的方

式获得所需的研究终点和监管批准（通

常以加速模式）。

我们的血液学和肿瘤学专家致力于开发一

些最有前景的新型和新兴疗法，适应症从

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到

急性髓系白血病和多发性骨髓瘤，以实现

从早期阶段到上市许可的过渡。

我们的临床专业人员目前采用包括联合免

疫治疗和复杂研究设计（例如，篮子研

究、平台试验、伞式试验等）在内的所有

临床开发阶段的前沿疗法，以开展实体瘤

精准医学的新方案。

实际上，我们是免疫疗法临床试验的早期

先驱。我们进行的研究使得第一个检查点

抑制剂获批，我们见证了其从 I 期试验到

上市许可和商业化的整个过程。

成果 

真正的基于治疗领域划分的组织架构使得

我们可以利用全球团队的经验、洞察力和

能力，并提供深思熟虑的、综合的解决方

案，以应对肿瘤药物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

固有的挑战。  

我们以前瞻性思维实施肿瘤药物开发的新方法和 

创新试验设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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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奠定坚实基础，令您对数据满怀信心。 

在 Syneos Health，我们知道在肿瘤临床试

验过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无论是

在不断变化的标准治疗、法规监管还是研

究策略方面。这些变化可以轻而易举地

将一项关键研究脱轨。为此，我们开发了 
The Trusted Process®，作为坚实的运营基

础，为纪律、责任和绩效指标跟踪奠定了

基调。无论您的试验范围有多广或方案有

多复杂，我们都将提供始终如一的交付，

并生成可操作的数据。

成果 

我们的团队是主动实施质量与风险管理专

家，确保始终如一地交付卓越研究结果，

并承诺每一次都初战告捷。

我们知道在肿瘤临床试验过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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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源于癌症患者个人经历的鼓舞，还是癌症临床研究面临的严苛

挑战带来的激励，在 Syneos Health，我们始终致力于精诚合作，寻求

治愈。

新型和新兴疗法 免疫肿瘤学靶向治疗

患者是我们激情的源泉，也是我们行动的理由。 

我们衷心感谢癌症患者，有了他们参与临

床试验，我们才能共同努力，治愈癌症。 

在 Syneos Health，我们从患者、家属以

及倡导团体收集并分析信息，为从方案设

计、研究终点识别和患者招募，到市场准

入和商业化策略的一切获取洞见。我们意

识到帮助患者在临床试验过程中感到舒

适，管理其预期并传达结果（即让他们作

为合作伙伴更良好地与我们进行协作）这

一点是多么重要。

我们衷心感谢癌症患者，有了他们参与临床试验， 

我们才能共同努力，治愈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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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yneos Health
Syneos Health®（Nasdaq 代码：SYNH）是唯一一家完全集成的生物制药解决方案组织。本公司包括合同研究

组织 (CRO) 和合同商业组织 (CCO)，旨在改善客户表现，以应对现代市场挑战。要了解我们如何 shortening the 
distance from lab to life®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yneos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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