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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经济学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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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药物经济学评价作为新兴学科，在目前如火如荼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得到广泛关注。文章在简介药物经济学评价基本方法的基础
上，对制药企业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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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pharmacoeconomics evaluation has draw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field of consistency evaluation
for generic drugs.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method of pharmacoecnomics evaluation, we discussed basic economic questions and counter measures in
consistency evaluation of generic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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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仿制药作为一种
[1]

学科综合的研究工作，一致性评价办公室组织设立专

医药产品，通常其可以与原研药互换使用 。仿制药一

家委员会，专业范围覆盖药学、临床医学、药物经济学、

致性评价也是近一段时期以来医药行业内关注度较高

统计学、法学等学科。药物经济学在仿制药一致性评

的问题。为落实《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的要求，

价中的应用也成为制药企业关注的热点，原因在于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于 2013 年 2 月

物经济学作为新兴学科在医保、卫生及药品审评决策

发布了《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的通知》，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简介药物经济学

对 2007 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批准的

评价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对制药企业在仿制药一致性

仿制药，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

评价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旨在为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启动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其中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

政府决策部门及制药企业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工
作提供参考意见。

下简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
2016 年 3 月 5 日，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的《 关 于

1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意义

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

原研药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但通常是指发明专

〔2016〕8 号）（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公布，

利保护期到期且通过 CFDA 审批的原创药。相应地，

标志着我国已上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根据 2007 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仿制

全面展开。2016 年 5 月 27 日，CFDA 关于落实《意见》

药是指与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

有关事项的公告（2016 年第 106 号）
（以下简称《公告》）

规格和相同的治疗作用且通过 CFDA 审批的药品 [2]。

发布，《公告》中指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一种多

药品作为最特殊的商品，“安全、有效、质量可
靠”是所有制药行业从业人员十分熟悉的药品的属性。

接受日期：20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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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市场是一个商品市场，药品的消费是一种“痛苦消
费”, 其不同于一般的日用消费品。药品价格和药品费
用会对国民医疗卫生总费用产生较大影响，它会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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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支出和居民的经济负担 [3]。相较于原研药，仿

有限的药物资源达到健康效果最大改善的科学 [7]。因此，

制药投入研究的周期短、研究费用低。据相关文献报道，

药物经济学是一门为医药及其相关决策提供经济学参

在一次样本抽查中，中国台湾地区样本中共 92.9% 的

考的应用性学科。

原研药与仿制药价格差率维持在 50% 以下；德国、日本、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成本的确定十分重要。成

中国大陆样本的价格差率均主要分布在 200% 以下，但

本的计量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形成本。对于原

不同的是，中国大陆价格差率在 200% 以上的样本数量

研药与仿制药，若单独从药品价格出发，原研药价格远

明显更高，其中有 7.1% 的原研药与仿制药价格差率超

超于仿制药，但两者成本测量的关键点还应包括仿制药

[4]

过 500% 。这说明原研药和仿制药在价格上相差甚大，

开展一致性评价的费用以及两者治疗不良反应的费用。

仿制药相对便宜，在患者可承受的经济水平之内。

因为对于企业而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研究需要的时

CFDA《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方案（征求意

间和费用还是不菲的（每个品种的一致性评价的耗时

见稿）》在肯定了仿制药能降低医疗支出和提高药品

大概 19 个月，费用为 800 万 ~ 1 000 万人民币）。另外，

可及性的同时，也提出因早期批准的仿制药研究基础

一份系统综述表明，相比于原研药，有 1/3 的患者使用

[3]

相对薄弱，以至于部分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在

仿制药时，感觉不适，8%~34% 的患者疗效较差或出现

临床上实现与原研药相互替代，造成了现在原研药在

新的不良反应 [8]。而这些费用也应纳入仿制药的成本中

有的大医院药品销售比达到 80% 的局面。

来计算。

欧美发达国家仿制药市场极罕见某一产品的仿制

4 种评价方法对备选方案的成本均以货币形态予以

厂家超过 10 家企业，国际同行的毛利率达到 40% 左右；

计量和描述，在确定成本之后，根据收益不同计量方

而国内同一品种仿制药存在超过 20 家企业生产的情况，

式，所用的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因此国内仿制药毛利率普遍很低（低于 10%），由于

analysis，CBA）、 成 本 - 效 果 分 析（cost-effectiveness

品种过度重复，造成产品之间的恶性竞争。恶劣的市

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

[5]

CUA）以及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

场竞争导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
进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能够正确引导行业完善自

CMA）[7]。其中，CBA 收益计量方式也是货币，CEA

身质量管理，确保企业严格按照药品 GMP 规范进行药

则是用临床效果指标（如治愈的病例数等）来描述，

品生产，提高药品的疗效和安全性。从短期和中期来看，

CUA 的收益以效用指标来表示，通常效用指标包括质

由于质量取胜，对原研药厂无疑会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量调整生命年（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QALY）、

但对中小型制药企业，将是严峻的考验。从长期来看，

残疾调整生命年、健康生命年当量等判效指标。而对

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一批低质量的仿制药淘汰出局，

于 CMA 来说，在被比较的方案收益相当或相等时，成

推动医药行业的结构性改革；同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本最小的即为最优方案。

考验，企业将更加重视仿制能力、品牌重塑能力，重

药 物 经 济 学 评 价 的 服 务 对 象 广 泛 多 样。 不 同 的

视创新，通过创新提升在国内市场的毛利率，通过创

服务对象所追求的目标和希望不一样，识别的计量成

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创新能力越强，

本和收益的原则和标准也就不同，不同的评价方法和

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就会越大。因此，仿制药一致性评

指标类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应条件，所以在选用评

价对整个医药产业的未来利好巨大。

价方法和评价指标时应该与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相适

开展仿制药与其原研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对
提升制药行业的整体水平，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改进
[6]

患者的临床治疗结果及降低费用具有重要意义 。

宜。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适用范围见表 1，判定标准
见表 2。
对于同一疾病的治疗往往有多种原研药与仿制药，
在对不同药品进行比较的时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2 药物经济学评价

选用适宜的评价方法。相较于其他评价方法，CEA 在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PE）是一门应

当前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CEA 的优点是

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结合医药领域的特殊

其收益以临床效果指标来表示，而这些指标容易获得，

性发展特点以研究药物资源利用的优化配置，如何用

且更加直观并容易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在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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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EA 的分析结果可指导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治疗方

评价研究需要的时间和费用不菲，大多数仿制药生产

案。笔者建议，对原研药和仿制药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估，

企业有数十甚至数百个产品，从财力和技术能力上都

宜采用 CEA。因为两个药品治疗同一疾病，CEA 是一

不可能同时完成公司所有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如何作

种更为快速和直接的评价，而 CBA 和 CUA 主要用于

出科学选择，决定哪些产品需要做，哪些产品需要先做，

不同治疗类别的项目的比较，测算时间周期也相对较

以及分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做完后对公司产品的销售

长。在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成本（应将开展仿制药一

额和利润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致性评价以及治疗不良反应的花费算进来），以及根

表 1 药物经济学各类评价方法的适用范围

据获得的临床效果指标（包括各种生化指标以及治愈

Table 1 The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好转病例数等）来进行测算。其中，增量效果成本比

of pharmacoeconomics

（ICER）指的是每获得一个增加的效果所需要消耗的
成本。那究竟仿制药是否比原研药更加经济，这需指定
一个合理的阈值来衡量。根据 WHO 建议，当 ICER ＜人
均 GDP 时，说明具有经济性；当人均 GDP ＜ ICER ＜ 3
倍人均 GDP 时，应酌情考虑；而当 ICER ＞ 3 倍人均
GDP 时，则不具有经济性。在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
对于阈值的确定尤为重要，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
如果阈值设定标准过高，则可能出现很多仿制药被认
为是不经济的而被淘汰掉，因而原研药在市场上独占

评价方法
CBA

① CEA、CUA 的适用情况均适用；
②能对单一方案的经济性作出评价；
③适用于对医药项目及非医药项目间的经济性比较

CEA

①不能对单一方案的经济性作出评价；
②只适用于诊治或预防同种疾病的 2 个或 2 个以上方
案间的经济性比较

CUA

① CEA 的适用情况均适用；
②可用于 2 种或 2 种以上不同疾病治疗方案间的经济
性比较

CMA

①不能对单一方案的经济性作出评价；
②适用于与被比较方案收益相同或相等的任何方案间
的经济性比较

鳌头；但若阈值设定标准过低，则医药市场上仿制药
将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起，给质量的把控带来困难。
此外，对于治疗不同疾病的药品也应单独设定阈值标
准，像孤儿药这一类型的药品，由于价格贵、成本高，
其 ICER 值一般偏高，无论仿制药还是原研药都被视为
不具有经济性；另外像临终药这一类型的药品，因为患

适用范围

表 2 药物经济学各类评价方法的判定标准
Table 2 The criteria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of
pharmacoeconomics

评价方法

判定标准

CBA

效益/成本（B/C）≥ 1，表明方案的总收益大于或等
于总成本，实施该方案是经济的；反之，则不经济

者晚期的健康状态不理想，其 ICER 值一般偏低，低于

CEA，CUA

人均 GDP，是否就真的代表原研药和仿制药均具有经

效果或效用的计量单位与成本的计量单位（货币化）不
同，只能人为地、外在地给出判定经济性的标准（“阈值”）

CMA

成本最低者最经济

济性呢？所以，在设定阈值标准时，除了考虑经济性外，
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应结合社会实际需求以及人

药品作为商品，就具有其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促使企业必须正视自己产品的技术

们的可接受价格波动范围等。
众所周知，在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时，存在很多

特点即临床价值和未来的市场价值，这实际上就是经

不确定因素，包括治疗成功率、各种流行病学的相关

济学的问题。药企应该根据《公告》规定的一致性评

比率、各种成本以及贴现率等等，这些都可能对结果

价的使用对象，认真梳理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

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因此，在选定评价方法以后，还

首先梳理公司是否有产品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应对不确定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

（2012 年版），根据《公告》规定：凡 2007 年 10 月 1
日前批准上市的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 年版）

3 一致性评价中的药物经济学问题与对策

中的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原则上应在 2018

3.1 如何应用经济学模型为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科学决策

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

随着国务院、CFDA 密集发布一致性评价的各类意

对于符合此范围的产品，应建立决策模型。决策

见和公告，并将其列入“十三五”规划重点，一致性评

模型以产品市场价值与市场表现（综合考虑现有市场

价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次。仿制药生产企业由以前的

份额与未来竞争对手）为横坐标，以产品的技术内涵（仿

观望变成如今的抢跑，但如前文提到，仿制药一致性

制药一致性评价完成的可行性）为纵坐标（见图 1）。

Prog Pharm Sci

Mar. 2017

Vol. 41

No. 3

2017 年 3 月

第 41 卷

第3期

谢晶妹，等：药物经济学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的运用

189

仿制药、原研药品地产化品种，凡未按照与原研药品
一致性评价完成的可行性
低
高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一致性评价。
Ⅱ问题类

Ⅰ明星产品

公司在研发仿制药的同时应该先进行初步的药物经济

市场短缺的产品
阅读相关扶持政策

不遗余力推进

学预评估。

Ⅲ瘦狗
果断放弃

Ⅳ新的现金
潜力牛
客观分析
竞争对手
和产品本身

要有风险
意识，大
胆投入

《公告》还鼓励企业自行组织一致性评价，《公告》
称凡 2007 年 10 月 1 日前批准上市的列入《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2012 年版）中的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
制剂，原则上应在 2018 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除此
以外的其他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企业可自行

低

高

现有市场份额与未来竞争对手

图 1 决策模型
Figure 1 Decision model

①区域Ⅰ表示公司目前销售产品中的“明星产品”、
技术内涵高的产品，要不遗余力地快速推进。

组织一致性评价工作，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
3 年后不再受理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相同品种的一致性评
价申请，这对科研能力和经济实力强的企业来说是很好
的市场机会，如若能抓住机遇，抢先在 3 年内完成一致
性评价，那么将可在市场上优先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目前，国家鼓励仿制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根据

②对于市场价值不高且公司销售不理想的“瘦狗

CFDA 2016 年 5 月 26 日最新发布文件的精神，“在中

产品”（区域Ⅲ）、技术上不一定能过关的产品要果

国境内用同一条生产线生产上市并在欧盟、美国或日本

断放弃。最难评判的是区域Ⅱ和Ⅳ的产品是否需要进

获准上市的药品，只需要药审中心对企业的原境内外

行一致性评价。

上市申报资料进行审核以及审核查验中心对生产现场

③区域Ⅳ是指市场潜力大但公司产品销售表现一

进行检查，审核后即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

般且不一定能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需要客观分析

在中国境内用同一条生产线生产上市并同时在欧、美、

竞争对手情况和产品本身的技术现状，同时要有风险

日上市的药品，可以直接免做一致性评价，成为大赢家。

意识、大胆投入，因为根据美国和日本一致性评价工

若并非是中国境内用同一条生产线生产上市并在欧盟、

作的经验，绝大多数产品是可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美国或日本获准上市的药品，CFDA 另有规定，“国内

一旦通过一致性评价而大多数竞争对手放弃或没有通

企业已在欧盟、美国或日本获准上市的仿制药，只要按

过一致性评价，将为公司增加新的现金“潜力牛”。

照《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

④对于市场价格太低且市场份额小而导致的市场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1 号）的有关要求

短缺的产品，例如用于治疗消化道溃疡的西咪替丁，

重新申报仿制药注册申请，由药审中心审评，批准上

用于治疗急性和慢性心功能不全、室上性心动过速的

市后视为通过一致性评价”。换言之，在美国获得简

地高辛，用于敏感菌株所致感染的复方磺胺甲 唑注射

略新药申请（ANDA）需要的费用与一致性评价的花费

液，用于抗结核的注射用对氨基水杨酸钠，用于外科

相比高不了多少，企业如果在欧美获得 ANDA，实际

手术特别是心脏外科手术的具有解除抗凝防止出现大

上已经完成了国内的一致性评价研究，一举两得。因此，

出血作用的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等。以上产品都属于

对于目前国内有实力的制药企业来说，提高自身国际

“问题类”，这些产品大多属于临床常用且必需产品，

竞争力走出国门，无疑是一种更强有力的适应市场的

从技术上通过一致性评价机会比较大。这类产品的生

国际化策略。

产企业应密切关注和研读国家对此类产品一致性评价

3.2 如何通过药物经济学研究改善公众对仿制药的认知

后的相关扶持政策。

在一致性评价后，虽然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与原

对于公司正在研发的仿制药，切记不要盲目跟风。
美国仿制药企业对于申报仿制超过 6 家以上企业生产的

研药达到等效，但对于患者而言，在使用仿制药治疗
时仍存在偏见或怀疑。

产品十分谨慎。《公告》规定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

通过药物经济学评价，探讨仿制药能否完全替代

前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无论是国产仿制药，还是进口

原研药，需要考虑的因素除了成本与产出之外，还应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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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原研药与仿制药企业之间的企业形象、产品品牌
上的差异。“期望理论”可以用来区别安慰剂效应和有
害效应的不同，这一理论被用于解释患者在仿制药替换
[9]

收支净额。
显然，药品的价格不仅仅是考虑成本因素，还应
该考虑：①市场需求的变化，如价格变动引起需求变动、

治疗后的相关结果 。期望理论认为患者对于治疗有意

一个产品的价格变动引起另外一个产品需求的变化等；

识或者无意识的期望会影响治疗效果。在一项关于新型

②产品的竞争状况，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在产

镇痛药的临床试验中，一半受试者被告知药品价格为 2.5

品质量一致的前提下，价格的竞争必定是核心要素；

美元，另一半受试者被告知为 0.1 美元。结果发现，被

如果是专利药、独家产品，就会具有垄断性定价地位；

告知高价格一组的镇痛效果显著优于价格低的一组

[10]

。

如果是不完全竞争，一致性评价后的仿制药很可能出

由此可推断，患者对于仿制药的认知，可能会影

现这种情况，少数买者或卖者对价格或交易数量影响

响治疗效果。在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健康产出的不准
确性会造成结果偏倚。

较大，造成药价波动很大，产生社会影响。
因此，应该采用上述的药物经济学方法合理确定

3.3 如何采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合理确定一致性评价后仿制

一致性评价后仿制药与原研药的价格定位。

药与原研药的价格定位
一致性评价正在进行中，相关部门应该提前对一

4 结语

致性评价后的原研药及仿制药的价格定位加快研究。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药物经济

否则可能出现两个极端情况，一是对于某个产品，如

学作为新兴学科，其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的运用亦成

果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厂家较少（5 家以内），就会造成

为关注的热点。国内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重复品种过

不完全竞争性垄断，药企可能以前期增加研发投入为

多，企业间存在恶性竞争的现象。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理由大肆提高药价；二是原研药以产品销量下降、单

价，可有效地提高药品质量，鼓励药企创新，降低医疗

位成本上升为理由拒绝降低药品价格。

总费用支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原研药的价格是否过高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应该

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亟需企业去解决，怎样更好地开展

参考国际标准，如在美国，原研药专利期内可以通过价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在市场中抢占更好的时机，为患

格谈判的方法降低药价，原研药专利过期后鼓励首仿

者提供理想的临床治疗方案，为公司增加新的现金“潜

药，仿制药出现后原研药一般会出现“断崖式”价格下

力牛”，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本文从药物经济学

跌。对于仿制药，特别是一致性评价后的药物可以参

理论和方法学角度对企业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程

照美国首仿药的鼓励政策，给予短期的价格保护措施。

中可能采用到的药物经济学基本方法进行了初步分析。

同时，可以采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制定药物合理价

具体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取决于课题研究目的以及公

格。要确定药物的价格，首先要确定药物价格构成的

司产品本身的技术特征，目前关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

因素：①制造成本（生产成本），除此之外还要考虑

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直接案例极少，需要企业和学术界

研发费用的摊销，如自主研发和购买专利等，生产成

在今后的药物一致性评价中共同探索。对于一致性评

本是医药产品价格的底线；②流通费用（期间费用），

价之后，仿制药能否替代原研药，也还需进一步通过

指医药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所支出的各种费

案例进行分析，对于一些治疗窗窄的药物，需要进行药

用；③税金，即增值税，注意企业不应将价外税（所得税）

物治疗检测的药物，以及适用人群为高危患者（中老年、

计入药品价格；④利润期望，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

孕妇、儿童、免疫抑制患者）的药物，更需要严格把关。

经营的财务成果，包括企业利润、投资收益和营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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