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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中，肿瘤药物开发是风险最大也最具回报潜力的治疗领域之

一。全球十大畅销药物中有 6 种是肿瘤药物，但总体成功率很低，只有 5% 的 I 期肿瘤治

疗药物最终上市，而真正获得商业化成功的比例则更低。显然，提高上述比率会带来极

大的经济效益和卫生健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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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要想取得成功并招募更多患者，当

前的试验必须采用真正科学创新，并具有良好的

改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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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于引入高效靶向治疗和肿瘤免疫治疗产品，如检查点抑

制剂 (CPI)、激酶抑制剂和抗体药物偶联物，肿瘤学开发前景也

为之改变。随着对传统细胞毒性药物的摒弃，抗肿瘤治疗缓解的

水平和持续时间显著提高，同时临床开发时间线持续缩短，I 期

试验规模有所扩大，其可能包括一些长期的扩展队列。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通过采用“生物标志物指导”的方法，获得

监管机构批准的几率提高了两至三倍。最终，这些研究在数量和

类型方面都呈指数增长（见图 1），导致争夺研究者和患者等类

似人群的竞争越发激烈，相应的招募速率也呈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市场高速发展，中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市场也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发展。中国当前是全球第二大制药市

场*。申办方需考虑如何为其产品的未来定位，以在此高度动态

的市场中获得成功。 

这些改变促使申办方采用差异性的创新的开发方法，以确保在当

今竞争日益激烈的肿瘤开发学中的成功。理想情况下，申办方还

应采用“生物标志物指导”策略，从全球视角进行临床试验，并

将商业计划纳入早期临床开发。 

最重要的是，要想取得成功并招募更多患者，当前的试验必须采

用真正科学创新，并具有良好的改进前景。如今，研究中心由于

能力受限，对于他们将考虑的新试验的选择更加谨慎，同时研究

者和监管机构对于盲目的仿制品和仅带来些许增值效益的产品也

越发失去兴趣。

图 1：肿瘤临床开发和肿瘤免疫近期的显著增长 

来源：Kinch MS. An analysis of FDA-approved drugs for oncology. Drug Discov Today. 2014;19(12):1831-1835。

* 2018 年全球十大国家制药市场份额。 
来源：Statista 网址：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45473/market-share-of-
the-leading-10-global-pharmaceutical-markets/。2020 年 5 月 2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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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俱增的肿瘤试验招募压力 
随着最近肿瘤学产品和肿瘤免疫学试验的爆炸性增长，对研究者

和患者产生了极大需求。表 1 所示为 CPI 联合用药试验的指数增

长以及每两年（至少）翻一倍的入组肿瘤学患者所需数量。而肿

瘤学试验所需的基础设施并却未能跟上增长的脚步。因此，许多

研究中心因能力受限，而婉拒一些研究。 

此外，参与这些临床试验的肿瘤患者数量继续保持稳态，约为 

5%，导致患者招募遭遇瓶颈，整体招募速率降低（图 2）。 

为克服此障碍，（受 FDA 鼓励）可以放宽和扩大研究入组标

准，以纳入更有代表性的肿瘤学患者，如伴有其他合并症、脑转

移或 ECOG > 1 的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癌症适应症之间也存在差异。一些癌症，如黑色

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依然非常拥挤。而其他适应症，

如卵巢癌、胃癌和胰腺癌却仍然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因而

对新疗法而言会有良好的招募潜力。

另一个阻碍招募的主要因素是计划的目标患者群体（基于 

对组织学和分子定义的癌症亚型的识别）规模更小。例如， 

传统意义上，NSCLC 被视为一种疾病，但现在可看作具有多种 

突 变 定 义 的 亚 型 ， 如 E G F R、 K R A S、 H E R 2、 B R A F、 

MET、ROS、ALK、MAP2KI、PIK3CA 和 RET 等。能够精确定位

这些突变，可提高患者的缓解和生存率，但也限制了合格患者库

的大小，例如，ALK 突变的患者只占 NSCLC 的约 5%，ROS 和 

RET 各约 1%。 

图 2：检查点抑制剂试验中招募速率的降低 
注：PD-1/PD-L1 联合用药试验患者招募速率降低 70%。†

来源：癌症研究院 
† 癌症研究院网址：https://www.cancerresearch.org/scientists/immuno-oncology-landscape/pd-1-pd-l1-landscape。2020 年 5 月 2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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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用药研究的增长情况 (2010-2017)

2010 2012 2014 2017

新试验数量 5 13 58 469

计划新入组 2473 4867 11276 52539

各新试验的 
计划入组人数 495 374 194 112

修订自 Tang J, et al. Ann Oncol. 2018;29:84-91. doi:10.1093/annonc/mdx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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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的开发时间线/加速批准 
随着靶向药物和肿瘤免疫治疗学药物缓解率的提高，传统续贯的 I 期、II 期、以及 III 期研究模式已逐渐被摒弃，开发时间线也相应缩

短（图 3）。帕博利珠单抗、色瑞替尼和克唑替尼就是快速批准时限的最新示例。在首次开始临床试验后不到三年，色瑞替尼就获得

了首次上市许可。在十年前，这一成果是史无前例的。

缩短的时间线对肿瘤学患者大有裨益，主要因以下方面的相互作用所致：

•    新科技带来了良好的肿瘤缓解 

•    采用新的、适应性研究设计 

•    加速监管（审批）途径

后两点会在下文中更详细地讨论。

针对医疗需求未满足的治疗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的药物，许多监管机构推出了加速批准途径。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规定了四种不同的加速项目（快速通道、突破性治疗、加速批准和优先审查），虽然要求各不相同，但共同目标都是加速药物上市。

这些途径的资格认证需要科学创新以及令人信服的数据：仿制品或具有些许增量获益的产品通常不会被接受。

图 3：平均药物开发时间正在缩短 

修订自 Postel-Vinay S, et al. Ann Oncol. 2016;27:214-224. doi:10.1093/annonc/mdv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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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I 期研究已有所发展，变得更大、更灵活、更复杂，且包括早期疗效评估（表 2）。尽管 I 期重点仍然是安全性，但试验通常包

括生物标志物评估、以及使用早期缓解指标评估疗效，如总体缓解率 (ORR) 或疾病控制率（DCR，相对于 PFS 或 OS）。对患者尤为

重要且与 20 年前不同的一点是，如今期望患者在首次人体 I 期研究中可获得有意义且可能持久的抗癌治疗缓解。 

与此同时，多个扩展队列增加了 I 期研究的复杂性和规模（患者样本量），改变了可能的研究持续时间和成本。以最近 I 期 Keynote 

001 的研究为例，图 4 清楚地说明了 I 期研究的变化和复杂性；黄色方框代表更传统的 I 期研究。

不断变化的早期肿瘤研究的 
设计和目标 

传统意义上，I 期试验是小型的序贯研究，主要关注毒性，需入组 18 至 30 名患者。其目

的在于确定最大耐受剂量  (MTD)，同时限制暴露于未达治疗剂量的患者数量。典型的

采用 3 + 3 设计进行剂量递增，随后的 II 期和 III 期研究将评估 MTD 时或低于 MTD 时的疗

效（因为可以假定剂量、疗效和毒性之间存在比例关系）。疗效评估通常基于过去的“金标

准”终点，无进展生存期 (PFS) 和总生存期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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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早期肿瘤研究的变化 

2000 年以前 如今

I 期 II 期 I/II 期

目的 找到 MTD 定义活性 定义 MTD 和活性

重点 安全性 活性
安全性、 

活性和生物标志物

终点
毒性

（剂量限制）

缓解

(ORR)
毒性、 

缓解以及初步的生存率

N（患者） 20 至 60 20 至 200 100 至 1000

注册价值 无 有限
真实的 

（条件性、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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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现代 I 期肿瘤学试验的复杂性 (Keynote 001)

缩略语：IPI：伊匹单抗；NSCLC：非小细胞肺癌；PD-L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 1；Q2W：每 2 周一次；Q3W：每 3 周一次。

修订自 Khoja L, et al. J Immunother Cancer. 2015;3:36. doi: 10.1186/s40425-015-0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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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肿瘤免疫试验的其他考量因素

•    剂量限制性毒性 (DLT) 窗口期：现代 I 期研究还必须考虑新的捕捉 DLT 的时限。DLT 概念起源于细胞毒化疗药物，定义为在

全身癌症治疗的第一个周期（通常为 3 至 4 周）中所出现 3 级或 3 级以上的毒性。然而，此定义不易适用于最近的治疗方

法，因为其 DLT 可能在第一个周期后才出现。为了采集这些延迟毒性，越来越多人建议正式将 DLT 窗口期延长至两个治疗

周期，并累积评估安全性/DLT。 

•    试验设计的选择：早期肿瘤学临床试验设计分为两大类，基于规则或基于模型。基于规则的设计包括广泛使用的 3 + 3 设计

和加速滴定设计。这些设计未对药物的活性进行初始假设，设置了预定义的剂量水平，若观察到 DLT，唯一允许的“适应”

是固定队列扩增。这一点可轻松实现，且其用法易于理解并被广泛接受。  

基于模型的设计包括但不限于连续重新评估方法 (CRM)、贝叶斯最优区间 (BOIN) 设计、剂量递增控制 (EWOC) 和修正毒性概

率区间 (mTPI) 设计。这些试验是根据观察结果对队列大小和剂量增量进行适应性调整，通常有生物统计学家参与。   

通过模拟和对已完成试验的检查，已证实基于模型的设计与基于规则的设计相比，在确认推荐 II 期剂量 (RP2D) 方面效果更

好、更快且更安全 (van Brummelen, 2016)。如表 3 所示，基于模型的试验持续时间比基于规则的试验短 10 个月（26 个月

相对于 36 个月）；虽然未实现统计显著性，但几乎一年的差异在缩短开发时间线和上市速度方面意义非凡。重要的是，更少

患者接受低于 RP2D 剂量水平治疗（31% 相对于 40%；p = 0.73）同时维持患者安全性（13% 相对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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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基于规则和基于模型的肿瘤试验设计的效能比较 

试验数量 
n = 172

基于规则 基于模型

试验时长 36 个月 26 个月 

无患者低于 RP2D 40 31

安全性/DLT 14% 13%

修订自 van BrummelenEMJ, et al. J Pharmacokinet Pharmacodyn. 2016;43(3):235-242。



•    生物标志物：如前所述，人们越来越依赖生物标志物以诊断癌症以及监测治疗缓解。虽然运营复杂，但这种“生

物标志物指导”方法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几率通常要高出两到三倍。

要使 I 期研究成功利用生物标志物，就必须采用可靠且经验证的方法，以及坚实的后勤保障。通常情况下，使用

中心实验室处理组织和血样，借助中心阅片确认当地生成的（肿瘤评估）结果。特别是当中心实验室在另一国家/

地区，且在开始试验治疗之前需要中心结果的情况下，需要尽量缩短实验室结果的周转时间。我们通常建议此时

间段不得超过两周。由于从中国出口生物样本存在诸多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中国建立中心实验室。 

•    筛选失败：使用新生物标志物时，申办方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高筛选失败率。在靶向治疗中（正如之前

讨论的 NSCLC 不同亚型），筛选失败率超过 90% 并不罕见，即需对 100 名患者进行筛选，才能找到 1 至 5 名合

格的患者。这直接影响研究中心工作量，必须主动为筛选失败提供适当报销。  

•    生物标志物阈值：为阳性/治疗缓解建立合理有意义的阈值也很重要。例如，CPI 可以选择 PD-1 生物标志物的肿

瘤比例评分 (TPS) > 1%、> 10 或其他阈值，也可以直接以任何 TPS 评分为目标，即全方位设计。这对于结果影响

深远，例如，将 TPS 设定为 10 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结局；但是，筛选失败率也会更高，招募速度也会更慢，这使

得申办方越来越常见地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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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快速增长和转型是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

里，整个肿瘤学生态系统发生了迅

速且广泛的变化。

亚太地区早期肿瘤试验

肿瘤药物开发产品线增加的同时，亚太地区肿瘤和非肿瘤临床试

验活动均在显著增加。这不仅反映了当地监管框架的改善，也反

映了亚太市场尤其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商业重要性。

如今，亚太稳居现代肿瘤药物开发的前沿，为申办方提供了多

元化的、庞大的人群以及不断增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其招募

速率和启动时间通常等同或优于美国或主要欧盟国家/地区的平

均水平。 

中国的快速增长和转型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过去五年左右的

时间里，整个肿瘤学生态系统发生了迅速且广泛的变化。包括资

金的增加、从仿制药向创新产品的转变、知识产权保护的改进、

采用类似 FDA 的方法对监管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以及缩短相应研

究启动时间。

中国的临床试验曾经由跨国制药公司主导，没有国内竞争，但具

有本土优势的当地创新公司的迅速崛起，加剧了对研究中心、患

者和合格临床开发工作人员的竞争。  

中国的崛起也带来市场排序的变化。过去，市场批准寻求按顺序

进行，通常由美国开始，然后是欧盟、日本等。如今，申办方采

用了平行批准方式，并将中国纳入其第一波“商业化浪潮”，这

意味着需要在临床开发早期解决中国医疗实践和标准治疗 (SOC) 

问题。 

参与早期肿瘤学研究的主要亚太国家/地区包括澳大利亚、中

国、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表 4 总结了这些国家/地

区的主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三家韩国肿瘤医院经常出现在全

球肿瘤学研究中心的前 10 名。印度通常不允许首次人体 I 期研

究，但初步安全性得到证实后，就可以进行招募。 

不断变化的肿瘤免疫早期开发环境：聚焦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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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募

速
率

中
位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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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中

心
/
月

）

美国 中国 六大主要市场 亚太地区

1.5

1.0

0.0

0.5

0.2 0.2

1.5

1.0

0.3
0.2

0.4
0.2

单独用药 联合用药 单独用药 联合用药 单独用药 联合用药 单独用药 联合用药

重要的是，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亚太地区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招募潜力更大，如图 5 中肿瘤免疫研究所示。 

图 5：中国和亚太国家/地区相较于六大市场的患者招募

不同国家/地区或区域的患者招募速率中位数。‡

来源：癌症研究院

‡ 癌症研究院网址：https://www.cancerresearch.org/scientists/immuno-oncology-landscape/pd-1-pd-l1-landscape。2020 年 5 月 2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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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主要亚太国家/地区常规进行早期肿瘤研究的比较

国家/地区 人群 患者招募 启动时间 成本 其他

澳大利亚 2460 万 与美国相似 
私立研究中心需要三个月；

政府研究中心 

需要 4 到 5 个月 

政府财政激励成本可以降低

到美国成本的约 50% 

高质量的研究： 

I 期和首次人体研究的 

世界领导者

中国 14 亿 速度通常比其他国家/
地区要快 

新规定将启动时间缩短到 

约 6 个月 少于美国，但正在增加 出口生物样本存在的问题

印度 13 亿 招募潜力高 5 到 6 个月 约为美国成本的 50% 无进口/出口问题

日本 1.27 亿 与美国相似 约 6 个月 约为美国的两倍 
成熟的基础设施和市场， 

具有丰富有经验的研究中心 

韩国 5090 万 比美国快 约 5 个月 
具有竞争力的成本，约为美

国的 80% 
申办方必须支付 

对照药物费用

新加坡 570 万 进入五大研究中心 约 6 个月 与美国相似 

大批经验丰富、 

合格、有英语读写能力的 

临床研究者；具有遗传 

多样性的多种族人群

中国台湾 2380 万 比美国快 约 6 个月 
可以提供中国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认证中心认可的

中国患者资料



一些国家/地区希望申办方提供当地人群的临床试验数据，如日本。这表示如

果日本要参与一项全球研究，申办方必须首先在日本患者中进行一项小型桥接

药代动力学 (PK) 研究。在任何情况下，申办方都应寻求监管指南，以了解亚

太区域当地和国家/地区的特定要求。这些要点仅用于参考，而不应将其视为

监管指南

对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国家/地区，申办方需在计划中预留足够时间将

某些关键文件翻译（和反向翻译）为当地语言

通常情况下，在美国肿瘤学实践中迅速被接受的疗法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

进入亚太地区的处方集。因此，认可的标准治疗（SOC）可能存在显著性差

异。在可能的情况下，方案应考虑这些差异或选择一个所有参与国家/地区都

能接受的主干

韩国希望申办方承担临床试验中所有代理的费用，即使 SOC 在韩国可获得且

可报销

澳大利亚要求使用标准合同和赔偿文件。强烈建议不要对这些文件进行任何修

改，因为任何修改都需要进行法律审查，将大大延长时间线

印度、新加坡和日本已将 CTA 变更为仅支持 eCTD 格式

新加坡和日本不收取任何试验监管费用

亚太地区监管

亚太区域各国家/地区的监管要求不同，因此了解各国（地）试验启动的时限以优化启动方法是很重

要的。虽然许多亚太国家/地区现在都遵循 ICH，但相互承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常规需要考虑的一些要点，包括：

不断变化的肿瘤免疫早期开发环境：聚焦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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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总结了亚太地区对 CTA 批准时间线、申请格式（eCTD vs 纸质）、语言偏好，以及 CTA、EC/IRB 审查是否可以同时进行的

要求。

中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现在提供快速通道机制，以缩短 

CTA 批准时间线。中国的优先审查途径是针对治疗严重疾病的

创新药、急需产品、早期仿制药以及已在美国和欧盟获批或在这

些区域正在进行审评的药品。

澳大利亚采用 CTN 方案，将研究的审查和批准委托给伦理委员

会，所审查主要文件包括方案、研究者手册和知情同意书。审查

可以非常快，特别是涉及私立伦理委员会。 

在中国台湾，如果试验用新药 (IND) 获得 FDA 批准，则可以批

准快速通道。此规定豁免了对 CMC、药物/毒理学研究的审查，

并重点关注将提交用于申请的临床数据部分（包括可能的区域或

种族差异）。

亚太地区市场未来的重点领域包括：统一 IND 归档要求，改进

国家/地区间经准许的标本流动，以及统一语言偏好。

不断变化的肿瘤免疫早期开发环境：聚焦亚太 

15

表 5：亚太地区临床试验申请 - 物流和时间线 

国家/地区
CTA和伦理委员会 (EC)/ 

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并行或
按顺序申请

批准时间线（天） 审查电子文件（eCTD？）
申请表用英语 

还是官方语言填写？

澳大利亚 并行 30 到 50 个日历日 根据要求 英语

中国
按顺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CTA 优先）

如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无意见，需要 60 个工作日； 
如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意见， 

申请人必须在 5 个工作日提交所需数据
未作要求 简体中文

中国香港 可并行 9 到 16 周
除纸张副本外， 

还需 CD-ROM 格式的电子版本
英语和中文

印度 并行
180 个日历日；在不同时间生成多个质疑时， 

可以对其进行延长
eCTD；只接受通过电子邮件网关递交申请 英语

印度尼西亚 并行 未定义 不接受电子形式 印度尼西亚语

日本
按顺序，但先向监管机构提交， 

再向 IRB 提交
初次提交：30 个日历日； 
第二次及后续提交: 2 周

电子形式；只包括 CD-R 或  
DVD-R 的临床试验通告 (CTN) 内容

日语

马来西亚 并行
涉及生物学/生物技术、细胞治疗产品、 

基因治疗产品以及草药产品的 I 期临床试验需 45 个工作日；
除上述产品外，所有产品均需 30 个工作日

未作要求 英语或马来语

新西兰 并行 45 个日历日 未作要求 英语

菲律宾 并行 30 个工作日 eCTD；只接受通过电子邮件网关递交申请 英语

新加坡 并行 5 到 60 个工作日 是 英语

韩国
并行，但首选按顺序进行， 

因为一些 IRB 需要 MFDS 批准
30 个工作日 在线提交 韩语

斯里兰卡 并行 未定义 未定义 英语

中国台湾
按顺序， 

但先向 IRB 提交临床试验申请
120 个日历日 在线提供临床试验窗口期的所有文件和信息 中文或英语

越南 按顺序，但 EC 优先 3 到 4 个月 不接受 英语或/和越南语



给申办方的建议 

开发肿瘤免疫疗法的申办方必须在早期开发阶段采用新方法，而变化的开发环境对他们的法

规、科学和操作策略均有影响。 

我们建议申办方：

以终为始。申办方必需预期产品发布时的市场以及潜在的竞争。这意味着要对

正在开发中的竞争产品进行评估，并对可能的（临床）实践变化进行预期，以

确保他们的新产品在上市时能够提供临床上引人注目的关注和价值。此外，考

虑到开发时间线正在缩短，如果批准加速的情况下，申办方需推进商业计划，

以确保资金、策略和基础设施都在产品发布之前到位。

定期审查并完善目标产品特征 (TPP)。鉴于不断增加的市场动态变化，需要经

常评估新的内部和外部数据，并完善 TPP。

以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为例。与美国和欧盟相比，许多亚太国家/地区具备高质

量研究能力、有利的法规、快速的启动时间、合理的成本、可利用的患者人群

和更高的招募速度。

在方案设计中纳入亚太地区的具体考量因素。在美国和亚太国家/地区之间，

当前的 SOC 可能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在整个亚太区域内 SOC 也可能并不统

一。对可以迅速进入美国处方集的新疗法，在亚太地区却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才

可报销。在可能的情况下，方案应考虑这些差异或选择一个所有参与国家/地
区都能接受的主干。或者，申办方可自行按照自己成本决定提供更新的疗法。

尽早计划开展联合用药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联合用药方法的应用，研究者期

望将可以为其患者提供联合治疗。单独用药研究吸引力不大，研究者通常只会

将其作为获得后续新型联合用药扩增组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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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收集支持加速途径的证据。许多公司提出过快速开发计划，但遭到监管机

构否决。监管机构希望看到有意义的改变，并期待数据令人信服的创新科学。

申办方不应该期望通过这些仿制品或仅能获得小幅增量收益的研究获得加速途

径的认证。

在方案要求中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方案设计应从患者角度考虑可行性以

利于招募和保留。总体而言，申办方应努力简化方案，避免增加试验复杂性的

冲动。例如，将一些入选标准列为可选项，借助家庭护士尽可能多地进行评

估，并考虑用液体活检代替组织活检。

PK 采样时间点。可能的情况下，PK 采样时间表不应要求过夜留观或 12 - 18 小
时抽血。这样就无需夜间工作人员，也可减轻患者负担。或者说，这些时间点

至少应该是可选的。

确保所有研究中心都能及时获取生物标志物流程和结果。如果跨境运输不允

许，考虑根据当地结果入组。

包括筛选预算。这主要是考虑到允许生物标志物筛选（通常非常显著）的成本

（需注意生物标志物可能不是 SOC 或在该地区无法报销）。例如，在亚太地

区，胆管上皮细胞癌的 FGFR 突变筛选通常无法完成或报销。此情况下，申

办方需支付 FGFR 检测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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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必须在产品生

命周期内尽快将亚太地区考量因素纳入开

发战略。 

结论

由于靶向治疗和肿瘤免疫的快速发展，早期开

发历史上的续贯法不再是肿瘤学研究中的最佳

模型。这些新药促进了临床试验活动的指数增

长，在抗肿瘤缓解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

展，并且改变了 I 期设计、预期结局和可能的

招募速率。 

这种快速变化和高度竞争的新环境意味着申办

方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科学创新和

有意义的治疗效应，以获得研究者的关注，并

获取支持以加速监管（审批）途径。理想情况

下，申办方将采用纳入亚太地区考量因素和研

究中心在内的整体方法，包括生物标志物指导

方法以及 I/II 期无缝过渡计划。制定临床和商

业计划时，应将初始 I 期试验实际可能作为监

管提交并且有望成为加速批准的基础这一可能

性考虑在内。  

亚太地区目前处于现代肿瘤药物开发和商业化

的前沿。而随着中国有望在几年内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制药市场，申办方再也不能只关注美国

市场。为了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必须在产品

生命周期内尽快将亚太地区考量因素纳入开发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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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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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YNEOS HEALTH INSIGHTS HUB

Syneos Health Insights Hub 提供面向未来、可操作的洞察力，帮助生物制药公司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更好地运营并取得成

功。由动态研究驱动，我们的洞察力驱动产品开发模型为我们提供观点，我们关注客户所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协助指导决

策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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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Syneos Health®。保留所有权利。

Dr. David Fuller MBBS, B.Pharm (Hons) 
临床开发部高级副总裁 

有关本白皮书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david.fuller@syneos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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