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创新药研发仅有十余年的历

史，2018年爆款电影《我不是药神》更是

将创新药推上了风口浪尖。目前，中国

创新药领域已经有不少公司广为人知，

并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与此同时，仍有

一批优质的创新药企尚未上市，还在潜

心研发，公司的差异化优势尚未被行业

充分认知。在艰难的临床前研发与临床

期，仍旧有着无数的“坑”等待着这批新

药开拓者们。

前路充满了机遇，但生存与死亡，对

于小型药企而言，仍在一线之间。他们

准备如何拨云见日？记者近期走访了部

分典型新药研发企业。

差异化竞争的最佳选择

上海岸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门口休

息区的奖杯与奖状默默地展示着他们斩

获的荣誉，其中有着第六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初创组总决赛冠军

的奖杯。

岸迈是一家关注肿瘤领域双抗异性

抗体（下称“双抗”）研发的国际化生物

医药企业。双抗的概念从上世纪 80 年

代就被提出，却花了 30多年的时间才得

到临床验证，目前仅有两个成功上市。

双抗不是简单的单抗组合，而是 1+1 大

于 2。它的原理是将T细胞导向肿瘤细

胞，把肿瘤杀死。临床研究表明，比起

单抗，双抗对肿瘤细胞的治疗效果更

佳。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积累，没有长

期积累，想创业成功是很难的，前面有许

多‘坑’在等你去跳。”上海岸迈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虽然仅三年，但其在行业内有

十多年的积淀，在国内的双抗领域，岸迈

无疑跑在了最前头。

“要做就做 first-in-class。”“要避开

与大块头企业竞争，不能跟着别人做，企

业要差异化竞争，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对我来说，这就是双抗。”岸迈CEO吴辰

冰这么解释自己选择双抗治疗的理由。

技术平台是有源之水

近年来，岸迈无疑是资本的宠儿。

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企业至今不过三年

历史，却已开发出名为 FIT-Ig的双特异

性抗体技术平台，并已获得美国专利授

权。2017年4月，成立仅一年的岸迈生物

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A轮融资。尽管产

品还未进入临床阶段，这家公司仍然拿

到了不错的估值。岸迈生物是典型的平

台化新药研发初创公司，吴辰冰是雅培

双特异性抗体技术平台DVD-lg的主要

发明人，这个技术平台被雅培沿用至

今。依靠自主开发的FIT-Ig双特异性抗

体技术平台，岸迈生物成立仅4个月就与

信达生物达成1.2亿美元的技术合作，创

下了当时中国生物制药技术授权新纪

录。同时，已有一款基于平台技术自主

研发的针对多种实体瘤适应症的新药

EMB01开始了临床1/2期的研究。

这一路，从美国到中国，从机理研究

到药物研发，从雅培到加盟睿智化学、中

信国健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近 20年生物

制药行业经验和人脉资源，成为吴辰冰

创建岸迈的稳固基石。

内部产品开发与广泛建立技术合作

结合，“两条腿”战略让岸迈创建三年里

快速发展。其中 FIT-Ig平台技术和“平

台战略”竞争力备受青睐。平台专注于

新型分子构型的设计，使得 FIT-Ig分子

在生产过程中成为非常高纯度的单体，

从而获得稳定的基因编辑之后的细胞，

减少错配的可能，后续的开发就变得十

分便利。

“单一品种的研发相对风险较大，如

果研发失败，公司就会归零；但如果企业

有自有的研发平台，第一个产品成功后

还陆续会有新产品，如果研发失败还有

重来的机会。我们与信达的合作就为他

们节省了技术开发的时间。我们就像芯

片公司，有芯片在手，可以自己进行产品

开发，同时也可以技术转让。”

技术平台是有源之水，同时拥有平

台技术与生物学研究能力，形成产品，才

是“两条腿走路”。吴辰冰说，针对实体

瘤适应症的 EMB01 已经同时获得了中

美临床Ⅰ、Ⅱ期审批，尽管还在爬坡阶

段，但已经看到了一些临床信号。吴辰

冰认为，岸迈第一个产品EMB01目前看

来有可能做到“突破性疗法”，在国内称

为“有条件上市”，最快两年半到三年时

间就可能上市。例如第三代TKI泰瑞莎

仅用两年八个月，基于二期临床数据就

可以上市。

吴辰冰与他的团队敏锐地发现了重

大临床需求，这个领域的空白正好可以

由 EMB-01 来补足，这也正体现了差异

化竞争的理念。而如果新药扩大其他适

应症做到临床三期，要在国外进行临床

开发，那么岸迈将寻找跨国药企一起合

作。当然，这也仅是肿瘤领域的一条“捷

径”，骨科、神经等领域的新药则要经历

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临床申报、早期 CMC 和毒

理实验都是一次完成，中间没有遇到什

么问题。”吴辰冰自信地说，“这说明早期

的顶层设计很重要。”岸迈倾向于将分子

结构做得尽善尽美，用前期的辛苦为最

终的成功铺平道路。

“以前做双抗最大的问题是生产过

程中不能放大。双抗对细胞培养基要求

很高，结构越复杂，对细胞稳定性要求越

高。我们在 15升培养基时确定工艺，从

15 升放大到 50、200 升都是一次成功。

200升到1000升换了生产场地，也解决了

技术转移问题，还是一次成功。这说明

我们的双抗本身的结构设计非常合理，

把顶层设计做好就节省了大量时间，这

也初步验证了我们的平台是优化的技

术。”

内部研发加外部合作

过去数十年间，每种成功上市的药

品研发的平均费用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而其中临床试验环节的费用约占到

60%。在国内创新药研发的大潮下，推动

新药研发走向世界，我国开展大规模的

临床试验仍面临不小挑战。缺乏主持或

参与高质量临床试验的国际经验也是关

键问题。

在确立了“突破性疗法”的同时，岸

迈也在积极布局。他们将《我不是药神》

中的格列卫——第一个抗肿瘤靶向药的

所有临床药理试验的临床药理学专家彭

彬吸引到岸迈，为他们做临床布局。“对

创新药而言，临床战略非常重要。适应

症选什么？适应症里选什么病人？临床

终点选择什么？上市之后市场能不能做

起来？现在很多做药的人都是做早期研

发的，反而缺一位总策划。方向不对，就

是南辕北辙。”

如今的岸迈坐拥天时地利人和。吴

辰冰是幸运的、也是明智的，他赶上了一

个新的创新创业时代，包括药物临床试

验合同研究组织CRO、CMO、CDMO等

配套设施，也是近几年才兴起。

开发一款新药漫长的周期使得上市

看似遥遥无期。对于轻资产的小型药企

而言，内部研发加外部合作几乎是一条

必然路径。岸迈利用它的平台技术，广

泛与双抗药企展开平台合作，巩固自己

的领先地位。2016年，岸迈生物先后与

中国的信达以及英国的Kymab达成了战

略合作。Kymab在肿瘤免疫领域具有多

年的积累，特别在创新抗体开发方面有

很深的生物学根基。此外，它还与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有大规模的合作。

合作非常关键，这使得岸迈生物能第一

时间获得这些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开发

权。2017年5月，岸迈生物与药明康德关

联公司药明生物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药

明康德协助岸迈生物推进第一个创新双

抗药物EMB-01于2018年进入新药临床

申报。

在这黎明即将到来之际，更多的小

型创新药企在凝神等待。怀揣着相似的

梦想，经历看似不同、却同样精彩的故

事。未来，他们或许能够成为中国创新

药的发展道路上灿烂的群星。

在张江园区，盟科医药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十几年的艰辛成长历程引人注

目。目前，其处于三期临床、最先可能上

市的 Contezolid（MRX-I）是全球首创的

对抗多重耐药革兰氏阳性菌的口服抗菌

药，可视为辉瑞重磅抗生素利奈唑胺的

“下任接班人”。

填补抗生素研发领域的空白

任何一种新药的上市，要经过大量体

外和动物试验以及人体临床实验。数据

显示，进入临床前的 5000 种化合物中只

有 5种能进入后续的临床试验，而仅其中

的一种化合物可以得到最终的上市申

请。而进入临床试验后，还需要很长的周

期，耗费巨额成本，而且成功率却很低。

“一款新药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失

败的因素只要有一个就够了。很难说哪

个环节最关键，因为只要在哪里失败了，

它就是关键环节。”盟科副总经理王星海

博士已与公司一同经历了近 10 年的风

雨。

盟科于 2007 年在张江和美国同时成

立，12 年来，通过多轮融资，从 2011 年之

后先后融资总额高达 1 亿美元，一直在

“烧钱”。近三年盟科花在临床实验和化

工生产的钱占比约在 70%-75%之间，人

工成本约占 20%-25%。

盟科年收入不足 200 万元，至今尚未

盈利，甚至没有一件可出售的药品，可是

盟科有四款研究阶段的抗生素“干货”。

盟科创办之初，就定位做新型抗生素研

发，解决目前超级耐药菌的难题。世卫组

织列出 12种对公众健康构成最大风险的

多重耐药菌（超级细菌），目前盟科有两款

针对革兰氏阳性菌的药品：MRX-I、
MRX-4。目前这两款药已经分别结束了

临床三期与二期。还有两款针对阴性菌

的药品正处于临床一期和研发阶段。

盟科的诞生也许错过了抗生素的黄

金时代，甚至现今抗生素被认为是“夕阳

产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细菌不断进化出抵抗新药的耐药

性，抗生素的研发必须跟上耐药菌进化的

速度。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十几年间，

国际巨头药企的研发重心开始转移。礼

来、诺华、阿斯利康甚至不再研发抗生素，

只有辉瑞、罗氏、默克等巨头还保留着抗

生素产业，如今抗生素领域亟需新的重磅

药物登场。“耐药菌将导致高死亡率，高端

抗生素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研究领域的

差异化也使临床试验变得相对容易，不用

与同类药竞争有限的临床资源。”盟科用

十余年的坚守来填补抗生素研发领域的

空白。

理念设计决定药品成败

盟科的创始人袁征宇于 1981 年出国

留学，此后一直从事抗菌新药研发。“我们

2007 年从一个 idea 开始自己建实验室。

2008 年筛选出第一个化合物，从 2009 年

开始申请一期临床，2010 年开始一期，在

2018年的 12月完成了三期的入组。把一

个化合物从实验室做到三期结束，我们花

了 11 年。保守估计在明年年底之前，促

成第一款抗生素产品 MRX-I 在国内上

市。政府在 2016年出台了遏制细菌耐药

性的国家行动计划，第一条就是在 2020
年前上市一到两个新药，目前看来国内只

有我们的产品可能在时间表内完成。”王

星海说。虽然抗生素品种的研发难度属

中等水平，然而 MRX-I 也经历了漫长的

上市道路。

从前期培育、中期临床、后期获专利

上市，抗生素整个产出回报的过程需时 23
年。抗生素药物从研制到上市要经过四

期临床实验，而且越前期风险越高，进入

壁垒也越高。从筛选到化合物确定再到

临床上确定剂量，早期机理研究、靶源选

择以及后续临床前的研究，有诸多“陷

阱”。

对于超级抗菌药，有效性和毒性的剂

量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合起来就像一个

窗户，称为“治疗窗”，而研发团队就需要

在这个范围内选择合适的剂量。新药研

发的传统理念是先把活性做得越高越好，

这样希望通过降低剂量达到减少毒性的

目的，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过去曾有过惨

痛的安全事故，CD28 单抗在猴子身上的

剂量原本显示安全。但到了一期临床，却

在病人身上出现了免疫风暴。这种可怕

的毒副作用被证实为猴子和人身上的剂

量转换单位出错，因此起始剂量的使用对

于药物开发和安全性至关重要。

前路不通，盟科在袁征宇的带领下，

改变策略，将实验倒过来做。先做毒理模

型，同时考察活性。先把药物结构改到合

适的毒性范围，在活性处于比较低的程度

时增加活性，最终达到二者的平衡。

思路的调整，使得 MRX-I 产品最终

成型。事实上，模型设计、理念设计会决

定药品的成败，这也是药品研发的根基。

“我们自建实验室、自己做前期摸索

的工作，强调自主研发能力。CRO 很大

程度上需要药企提供方案和理念。”王星

海再三强调自主研发和理念设计的重要

性。

赶上改革的“好时代”

“新药开发的过程其实就是风险评估

和控制的过程，未知的地方也是它最有趣

的地方。”新药研发之路不仅有着种种困

难，王星海也从中获得了不可言表的乐

趣。

盟科在研药物 contezolid（MRX-I），

是目前全球唯一处于三期临床的，噁唑烷

酮类抗耐药革兰氏阳性菌的新型抗生

素。预期 MRX-I 最快能在 2020 年四季

度在国内实现商业化，而 MRX-I 的化合

物、工艺和制剂专利都均已获得授权。王

星海表示，因为有市场导入期，在未来几

年内盟科估计依然以投入为主，但是依靠

融资，盟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现金流和项

目进展。

盟科于 2007 年在张江和美国同时成

立，在初期攻克研发思路问题后，MRX-I
在新药审评上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这也是

导致 10年仍未上市的原因之一。

在 2018 年新药审评新政出台之前，

药物研制要十年磨一剑。研发成果需要

在欧美国家进行临床试验，相关数据和资

料才能被国际承认和接受。这意味着，对

国内企业而言，不得不进行两次临床试

验，其成本和时间代价将使得中国的创新

药严重缺乏竞争力。

“现在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新药审批

改革“60 天备案制”启动了，王星海博士

预计未来盟科的几款新药再也不担心审

批长期“待机”了。同时，也可以使用国外

的数据进行新药申报，支持企业做国际多

中心。王星海介绍，MRX-I 是在中国首

先申报，而此后的策略则全部改变，所有

新药都在美国申报并先开始一期临床，随

后再用美国的数据在国内进行申报。中

美实现同步开发，同样的临床试验不用做

两遍，这将大大压缩新药上市所需的时

间。

“最近十多年来是创新药快速发展的

阶段，我们有幸从头做到了尾。当时很多

环境条件不成熟，包括投资人不成熟、研

究机构不成熟、研发思路不成熟等等。”王

星海概括了当时遇到的困难，“但至少，我

们都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十年坚守，盟科

终于熬过了漫长的黑暗，看到了黎明曙

光。

用战略思维搞研发

岸迈：跑出双抗疗法“加速度”
抗生素已成“夕阳产业”？

盟科：坚守十年，填补国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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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MEN 创新样本

内部产品开发与广泛建立技术合作结合，“两条腿”战略让岸迈在创建三年里快速发展。 □岸迈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