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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沙利文于 1961 年在纽约成立，是一家独立的国际咨询公司，在全球设立 45 个办公室，

拥有超过 2,000 名咨询顾问。通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已经为全球 1,000

强公司、新兴崛起的公司和投资机构提供可靠的咨询服务。作为沙利文全球的重要一员，沙

利文中国团队在战略管理咨询、融资行业顾问、市场行业研究等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市场行业研究方面，沙利文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

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沙利文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大健康行业，信息科技行业，新能源行业等领

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

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沙利文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

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沙利文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沙利文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沙利文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弗若斯特沙利文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06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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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血友病概览 

2.1 血友病的定义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会降低身体的凝血功能，导致患者受伤后出血时间延长，容

易出现瘀伤，增加关节或脑部出血的风险。血友病患者几乎没有凝血因子，凝血因子是一种

正常凝血所必需的蛋白质。凝血因子有几种类型，这些蛋白质与血小板协同作用，帮助血液

凝结。血友病主要发生在男性，因为与血友病相关的突变通常发生在 X 染色体上。 

 

2.2 血友病的分类 

血友病分轻微、中度、或严重，取决于患者血液中的凝血因子的活性水平。轻度血友病

患者可能只有在事故后或手术中才会出现症状，而严重血友病患者则会一直生活在并发症的

阴影之中。血友病可导致多种症状，包括关节出血、严重内出血和大脑出血。关节出血会导

致永久性损伤，而大脑出血会导致长期头痛、癫痫以及意识水平下降。 

血友病的两种主要类型是甲型血友病和乙型血友病。甲型血友病患者凝血因子 VIII 低

水平或缺失，乙型血友病患者凝血因子 IX 缺失。甲型血友病和乙型血友病都是 x 连锁隐性

遗传病，大多数患者为甲型血友病。比较少见的血友病包括丙型血友病，主要发生在德系犹

太人，由于因子 XI 缺失导致。以及副血友病，由于缺乏因子 V 导致。其他类似的出血疾病

包括血管性血友病，是由 von Willebrand 因子(vWF)缺陷而引起。 

 

2.3 血友病的诊断 

父母可以在怀孕前接受基因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拥有或携带血友病等遗传性疾病。有

血友病家族史的孕妇，可以在妊娠期间通过 CVS 或羊膜穿刺术对血友病进行诊断，这样的

诊断对胎儿有一定风险。许多血友病的诊断在儿童开始行走或爬行之后，由于出现关节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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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容易瘀伤。诊断通常采用筛选试验，如全血细胞计数(CB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凝血酶原消耗试验 (PCT)或纤维蛋白原试验。 

 

2.4 血友病的治疗 

血友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凝血因子替代疗法，甲型血友病补充凝血因子 VIII，乙型血友

病补充凝血因子 IX。替代疗法包括预防治疗和按需治疗两种方案。 

血友病的其他治疗方法包括抗纤溶药物治疗和防止血栓破裂等。仅推荐在不易获得浓缩

因子的国家和地区施行这些疗法。 

近期人性化双特异性抗体艾美赛珠单抗（舒友立乐®）被批准用于治疗甲型血友病，但

其高昂的价格和终身服用的方式可能成为其商业成功上的障碍。 

 严重血友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凝血因子替代疗法，替代疗法包括预防治疗和按需治疗两

种治疗方案。预防治疗是指按照一定频率定期补充凝血因子以预防出血尤其是自发性出血的

治疗方案，按需治疗是指于自发性或非自发性出血及手术前后使用凝血因子的治疗手段。由

于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在中国产量有限，相比美国和欧盟指南，中国血友病患者预防治疗和

按需治疗指南要求更低的因子 VIII 目标水平和更短的疗程。 

表 2-1 血友病治疗标准 

出血类型 

中国 美国 欧盟 

目 标 水

平 

(IU/dl) 

疗程（天）

目 标

水 平 

(IU/dl)

疗程（天） 

目 标 水

平 

(IU/dl) 

疗程（天） 

预

防

治

疗 

低剂量预

防 治 疗 /

凝血因子

获取受限

时方案 

10 每周 2 次 10-15 每周 3 次 10-15 每周 3 次 



 

8 

 

中剂量治

疗 

15 每周 3 次 15-30 每周 3 次 15-30 每周 3 次 

标准预防

治疗 

25 每周 3 次 25-40 每周 3 次 25-40 每周 3 次 

按

需

治

疗 

小手术，

轻微自发

性出血 

(口腔、皮

肤等) 

30-80 1~5 天 30-60 每 24 小时重复

（至少 1 天） 

，直到痊愈 

30-60 每 24 小时重复

（至少 1 天） 

，直到痊愈 

大手术，

严重自发

性出血 

(颅内、腹

内、关节

等) 

60-80 

40-60 

30-50 

第 1~3 天 

第 4~6 天 

第 7~14 天

80-

100 

每 8-24 小时重

复，直到适度

愈合，然后在

30-60 目标水

平持续 7 天。 

80-100 每 8-24 小时重

复，直到适度

愈合，然后在

30-60 目标水

平持续 7 天。 

来源：中华医学会，欧洲血友病及相关疾病协会，止血及血栓研究学会，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3 血友病流行病学分析 

3.1 全球血友病流行病学分析 

全球血友病患病人数从 2014 年的 73.3 万上升到 2018 年的 77.4 万，复合增长率为

1.4%。预计到 2030 年，患者人数将继续以 1.2%的复合增长率增长，患病人数预计在 2023

年将达到 82.0 万人，到 2030 年将达到 89.0 万人。全球约 85%为甲型血友病患者。 

图 3-1 全球血友病患病人数，2014-20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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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医学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血友病联盟，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3.2 中国血友病流行病学分析 

在中国，血友病患病人数从 2014 年的 13.7 万上升到 2018 年的 14.0 万，复合增长率

为 0.6%。预计未来 5 年，患者人数将继续以 0.5%的年复合增长率扩大，到 2023 年，患病

人数预计将达到 14.4 万人。从 2023 年到 2030 年，患者人数预计以 0.2%的年复合增长率

扩大，到 2030 年底，患者人数预计将达到 14.6 万人。在中国，大约 85%的血友病患者为

甲型血友病。 

图 3-2 中国血友病患病人数，2014-20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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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4 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市场概览 

4.1 凝血因子 VIII 简介 

 凝血因子 VIII (FVIII)是重要的凝血蛋白，又称抗血友病因子(AHF)。对应人类 X 染色体

上的 F8 基因。凝血因子 VIII 以非活性形式在血液中循环，与 von Willebrand 因子的分子结

合。当发生损伤及血管破裂，凝血因子 VIII 与 von Willebrand 因子分离并被激活，从而参与

凝血。凝血因子 VIII 基因的缺陷导致甲型血友病，因此用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的代替治疗也

是甲型血友病的主要疗法。 

 凝血因子 VIII 在 20 世纪 40 年代首次被发现，并在 60 年代首次作为治疗药物。重组因

子 VIII 于 1984 年被首次制造，并于 1992 年在美国获准用于医疗。凝血因子 VIII 已列入世

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清单。 

 凝血因子 VIII 是 大的基因之一，分为 26 个外显子，跨越 186,000 个碱基对。凝血因

子 VIII 是由 2,351 个氨基酸合成的单链多肽。血源凝血因子直接从血浆中提取，而重组人凝

血因子则由工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凝血因子 VIII 的复杂性使其成为 难进行工业生产的蛋

白质之一，其基因转录效率低，翻译后加工过程中细胞内损失大，蛋白的分泌不稳定。 

 

4.2 血源凝血因子 VIII 与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的对比 

4.2.1 生产工艺 

血源凝血因子 VIII 是 早的凝血因子产品，来源于血浆的提取，由于血浆的资源属性，

其生产准入门槛高，但技术壁垒比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低很多。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的生产

模式更接近化学药物的生产模式，其工艺也经历了数代的更迭，现在已经以蔗糖、甘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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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氨酸等配方取代白蛋白作为稳定剂，完全避免了感染的风险。新一代的长效重组人凝血因

子 VIII 使用了 PEG 化或 Fc 融合蛋白，将半衰期大大延长。 

 

4.2.2 安全性与有效性 

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相比血源性凝血因子 VIII 拥有更好的安全性。血源凝血因子有一

定的感染风险，血友病患者感染 HIV，HBV 和 HCV 的事件在世界范围数见不鲜。重组人凝

血因子 VIII 作为外源性物质有小概率会引起免疫系统的排异反应。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相

比于血源凝血因子 VIII 更容易导致患者体内产生抑制物（尤其是初次治疗的患者），从而导

致患者无法正常的止血。 

 

4.2.3 供需 

 作为血浆提取物，血源凝血因子 VIII 的生产完全依赖于血浆站的供应，产能十分有限。

由于血源凝血因子 VIII 价格较低，对患者友好，所以往往供不应求。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的

生产则不会如此严重的受到原料供应的限制，能够满足更多血友病患者对凝血因子的需求。

目前成熟市场例如英国美国的重组人凝血因子占凝血因子总市场的市场份额在 85%以上，

而这个数字在中国只有 58%左右。鉴于重组凝血八因子价格昂贵（但国内价格仍远低于国

外市场）并且总产能有限，我国过去常出现供不应求情况。 

 

4.2.4 可负担性与可及性 

 目前中国市场上的血源凝血因子 VIII 的单位价格大约是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的一半左

右。血源和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分别是国家医保目录中的甲类和乙类药品，相比较下对患者

而言血源凝血因子更容易负担。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的可及性主要源自产能问题，同时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地区和医院的影响，目前中国主要的重组人凝血因子的采购方都是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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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源凝血因子的覆盖面更大，但偶尔会有供不应求的风险。 

 

4.3 甲型血友病药物市场分析 

 严重血友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补充缺失的特异性凝血因子。虽然血浆源性凝血因子曾经

是凝血因子替代的唯一选择，但随着更多的重组人凝血因子品牌进入市场，和更多的血源性

凝血因子品牌停产，重组人凝血因子正稳步成为市场的主导选择。 

全球主要重组人凝血因子生产家包括拜耳 (Bayer)，百特 (Baxter) 和辉瑞 (Pfizer)。 

目前中国批准的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I 产品只有四种，均由跨国公司提供。其中拜耳的拜

科奇®将逐渐被同公司的下一代产品科跃奇®代替。 

 

4.3.1 全球甲型血友病治疗渗透率对比分析 

各个国家的甲型血友病治疗情况会因为各国经济、医疗保健支出、对疾病的认知情况等

诸多因素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从 2013 年到 2017 年各国的甲型血友病治疗渗透率都有

所增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相对于其他成熟市场的血友病治疗比例仍然很低，显示着未

来新兴市场的甲型血友病市场增长空间。 

图 4-1 全球甲型血友病治疗渗透率对比，2013 vs 2017 

 
来源：WFH，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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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全球血友病病人预防治疗比例分析 

预防治疗是指通过定期给患者注射凝血因子以维持其血液内存在 低限度的凝血因子

从而达到降低出血风险预防关节损伤的目的。研究证实接受预防治疗的儿童出血风险以及发

生关节损伤的几率都大幅下降，预防治疗能帮助血友病的重患者日常生活中参与更多的活

动。各地 18 岁以上患者的预防用药比例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供药不足，由于体重的增

加，需要的药量也大幅度增加，导致政府、保险机构和个人无法承担其花费。中国 18 岁以

下患者接受预防治疗的比例仅有 29%，远远低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图 4-2 全球接受治疗的甲型血友病人选择预防治疗比例分析，2017 

 
来源：世界血友病联盟，血友之家，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4.3.3 全球人均凝血因子 VIII 使用量分析 

血友病作为一种终身性疾病，患者只能通过长期补充外源性的凝血因子来减少出血时的

不良预后。2017 年世界血友病联盟登记的 93 个国家的人均凝血因子 VIII 使用的中位值和

平均值分别为 1.06IU 和 2.61IU，中国的人均凝血因子 VIII 的使用量仅有 0.26IU，远远低于

1IU 的有效治疗及格线。 

图 4-3 全球人均凝血因子 VIII 使用量，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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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FH，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4.3.4 中国人凝血因子 VIII 签发量 

中国人凝血因子签发量呈稳步增长。从 2012 年到 2018 年，中国的人凝血因子Ⅷ签发

量从 7 千万 IU 增加到 3.2 亿 IU，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28.7％。 

图 4-4 中国人凝血因子 VIII 签发量，2012-2018 

 

来源：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4.3.5 中国人凝血因子 VIII 主要厂家市场份额 

2018 年，我国的血源凝血八因子共有 8 个生产商及其产品，均为国产产品，占据了 5.2

亿元的血源性凝血八因子市场。目前，我国批准的重组人凝血八因子共有 3 个生产商及其 4

种产品，分别为拜耳公司的拜科奇®和科跃奇®，百特公司的百因止®和辉瑞公司的任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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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口产品。进口重组人凝血八因子在 2018 年的销售收入共计 7.2 亿元。预计到 2030 年，

我国血友病药物产业结构将迎来巨大的调整，由以供应不充分，安全性较低的血源性人凝血

因子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至以供应充分，安全可控的重组人凝血因子为主的产业结构，重组

人凝血因子市场份额将由 2018 年的 58%增长至 2030 年的 80%。与此同时，我国血友病病

人治疗率预计会由 2018 年的 12%增长到 2023 年的 60%，其中接受预防性治疗的比例将

会由 29%（18 岁以下）和 10%（18 岁以上）提升至 60%和 40%。 

图 4-5 中国人凝血因子 VIII 主要厂家市场份额，2018 

 

来源：公司年报，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4.3.6 中国血友病用药市场分析 

中国血友病市场可以区分为血源性人凝血八因子和重组人凝血八因子两部分。而在很多

成熟市场，血源性的人凝血八因子已经退出市场，血友病的治疗需求完全由安全性有效性更

高且不依赖于血浆供应的重组人凝血八因子满足。近年来，重组人凝血因子的市场份额一步

步提高，向着成熟市场的产业结构靠拢。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安全可控，供应

充足的重组人凝血八因子将成为市场的主流。 

中国血友病用药市场由 2014 年的 3.7 亿人民币，以 35.7%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至 2018

年的 12.4 亿人民币。预计该市场将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以 34.8%的年复合增长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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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达到 55.2 亿人民币；之后以 14.3%的年复合增长率于 2030 年达到 141.0 亿人民

币，期间年化增长率为 22.5%。 

图 4-6 中国血友病用药市场，2014-2030E 

 

来源：公司年报，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