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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321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5146700.30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2311519.12 
 
[Table_QuotePic]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恒瑞医药 90.20 0.92 1.21 1.58 2.06 98.12 74.82 56.92 43.75 2.43 买入 

百济神州 100.8

0 

-5.23 -5.94 -6.47 -4.69 -19.2

8 

-16.97 -15.59 -21.49 1.52 未覆盖 

科伦药业 24.39 0.84 0.51 0.66 0.85 28.95 47.84 37.04 28.75 1.65 买入 

注：百济神州为香港上市企业，股价和 EPS 均为港币表示，相关盈利预测数据来自 WIND 一致预测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PARP 抑制剂是合成致死机制的代表药物。在同源重组缺陷（如常见的

BRCA1/2 突变）的癌症患者中，抑制 DNA 单链修复途径，可以达到靶向

致死肿瘤细胞的效果，而对正常细胞不产生严重影响。同源重组相关基因

突变在多种肿瘤患者中出现，其中卵巢癌、乳腺癌等患者中最为常见，具

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奥拉帕利已成为卵巢癌全程管理用药。卵巢癌治疗后容易复发，临床上一

般以延长复发间期为目标，PARP 抑制剂获批之前，卵巢癌的维持治疗一

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2014 年奥拉帕利获批用于 BRCA1/2 突变卵巢癌

患者的三线及以上治疗，此后逐步升线，获批用于 BRCA 突变卵巢癌患者

的一线维持、二线维持，同时适用患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用于无 BRCA 突

变患者的维持治疗也获得 FDA 批准，目前已经成为卵巢癌全程管理用药。 

 其他癌种潜力不断释放，三阴乳腺癌、胰腺癌等难治性肿瘤适应症相继获

批，其他多个肿瘤适应症也在探索当中。2018 年奥拉帕利获 FDA 批准用

于 BRCA 突变、HER2 阴性转移性乳腺癌（包括三阴乳腺癌），给乳腺癌尤

其是三阴乳腺癌的靶向治疗带来了突破；2019 年 12 月成为首个获批的胰

腺癌靶向用药。此外，PARP 抑制剂治疗前列腺癌的 III 期临床也取得阳性

结果，针对胃癌、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已进入 III 期临床，食

管癌、结直肠癌、肾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黑色素瘤、膀胱癌、白血

病等适应症也在探索当中。PARP 抑制剂有望成为极具潜力的广谱抗肿瘤

药。 

 国内市场有望超过 250 亿元，恒瑞医药进展最快。我国每年新发卵巢癌、

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患者分别约为 5.21 万、27.24 万、9.01 万、6.03

万例，仅考虑 BRCA 突变患者，市场规模在 30 亿元。考虑胃癌、肺癌、

食管癌等其他适应症和无 BRCA 突变的同源重组突变患者，市场规模有望

超过 250 亿元。目前全球共获批 4 款 PARP 抑制剂，包括奥拉帕利、鲁卡

帕利、尼拉帕利和他拉唑帕利，其中奥拉帕利和尼拉帕利在国内获批，奥

拉帕利 2019 年通过谈判纳入医保，有望实现快速放量。国内企业方面，

恒瑞医药的氟唑帕利已经报产，进度最快，有望在 2020 年获批上市；百

济神州的 Pamiparib（BGB-290）晚期胃癌一线维持治疗处于临床 III 期，

该适应症为全球最快。国内多个 PARP 抑制剂创新药有望上市，推荐 PARP

抑制剂申报进度最快、研发管线丰富的国内创新药龙头企业恒瑞医药，研

发投入大的优质创新药企业百济神州，积极布局 PARP 抑制剂仿制药的科

伦药业。 

 风险提示：药品研发失败风险，同类产品竞争及降价风险，政策扰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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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P 抑制剂：合成致死的明星药物 

合成致死机制是肿瘤的阿喀琉斯之踵 

 合成致死是肿瘤靶向治疗的新选择。合成致死指存在两个基因，当其中

一个基因突变或不能发挥作用时，细胞仍能存活，但当两个基因同时突

变或不能表达时，会导致细胞死亡。大部分肿瘤的发生都伴随着基因突

变，通过寻找突变基因的合成致死基因，并抑制其表达，可以达到靶向

致死肿瘤细胞的效果，而对正常细胞不产生严重影响。 

 

图表 1：合成致死机制示意图 

 

来源：The 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中泰证券研究所 

 

 PARP 抑制剂是目前最成功的实现合成致死原理的肿瘤靶向药。单链断

裂（SSB）和双链断裂（DSB）是 DNA 损伤中最严重的损伤。SSB 的

修复主要由 PARP（poly-ADP ribose polymerase，多聚 ADP 核糖聚合

酶）介导，DSB 的修复有非同源末端连接（NHEJ）和同源重组（HRR）

两种形式，BRCA1/2 是介导 HRR 的重要因子。SSB 和 DSB 的两种修

复机制保障遗传物质复制、细胞分裂等过程的顺利进行，其中的一种修

复过程障碍时，另一种机制可以代偿。 

 

图表 2：DNA 单双链断裂修复途径 

 

来源：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中泰证券研究所 

 

损伤类型

主要修复途径

相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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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细胞内 PARP 被抑制时会引起其内部大量 SSBs 不能及时修复而堆积，

未被修复的 SSBs 会引发到达此处的复制叉的崩解并由此产生大量的

DSBs，这些有着很强细胞毒性的 DSBs 在正常细胞内可以通过由

BRCA1 及 BRCA2 等因子共同参与介导的 HRR 进行及时准确地修复；

而在 BRCA1/2 缺陷性细胞内，由于没有了 HRR 这一重要途径，DSBs

无法修复，或者最多由容易出错的 NHEJ 修复，细胞死亡的概率大大增

加。此外研究者还发现，PARP 抑制剂对 PARP 还有诱捕作用（PARP 

trapping），PARP 抑制剂与 PARP 竞争性结合后，会导致与受损 DNA

结合的 PARP 困在 DNA 上无法脱离，同时直接造成其他 DNA 修复蛋白

无法结合，最终导致 DNA 断裂无法修复，甚至从单链断裂变成双链断

裂，导致细胞死亡。 

 

图表 3：PARP 抑制剂作用机制 

 
来源：Annals of Oncology，中国知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PARP 和 BRCA 是合成致死的关系，对于 BRCA1/2 突变性肿瘤

患者来说，由于只有其肿瘤细胞带有 BRCA1/2 的两个等位基因的共同

突变，DNA 双链断裂的同源重组路径失效；而其他正常体细胞都还保留

了另外一个可发挥正常功能的野生型等位基因，同源重组修复仍可发挥

作用；根据合成致死原理，PARP 抑制剂可以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而

对正常体细胞不产生影响。 

 HRR 基因突变出现在多种肿瘤中，PARP 抑制剂有成为广谱抗癌药的潜

力。理论上，针对 HRR 缺陷的患者，均可以通过 PARP 抑制剂阻断单

链修复途径，利用合成致死原理杀伤肿瘤细胞。HRR 基因突变在多种肿

瘤患者中出现，其中卵巢癌、胃癌、乳腺癌等患者中最为常见，在美国

卵巢浆液性囊腺癌患者中，存在同源重组基因突变的比例超过 20%，在

胃癌、乳腺癌、肾癌、宫颈癌、肺癌、肝癌等多各癌种患者中都有一定

比例的突变率，因此，PARP 抑制剂在多各癌种中都有可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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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美国人群同源重组相关基因突变发生率 

 
来源：Nature Communications，中泰证券研究所 

乘风破浪会有时，PARP 抑制剂涅槃重生 

 上市之路坎坷，PARP 抑制剂成功实现商业化。合成致死概念自 1946

年提出以来，逐步成为肿瘤治疗的热门研究方向之一，2005 年，PARP

抑制剂与 BRCA 基因突变的“合成致死”效应被证实后，针对 PARP 抑

制剂靶向治疗 BRCA 突变的肿瘤的研究涌现；但在 2011 年，被寄予厚

望的赛诺菲 Iniparib 治疗三阴乳腺癌的 III 期临床试验失败，奥拉帕利针

对复发性卵巢癌维持治疗的 II 期临床中期数据显示其在总生存期上也无

明显优势，严重打击了 PARP 抑制剂的研发热情，多个药企暂停 PARP

抑制剂的研究。后来发现 Iniparib 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抑制 PARP 的作

用并不明显，并不是真正的 PARP 抑制剂，PARP 抑制剂希望重燃。奥

拉帕利 II 期结果不佳的原因可能是入组患者人群较为广泛，通过对亚组

的分析，阿斯利康继续推进针对 BRCA 突变患者亚组的 III 期研究。最

终，2014 年 PARP 抑制剂“死而复生”，阿斯利康的奥拉帕利获 FDA

批准用于 BRCA 突变卵巢癌三线及以上治疗，成为全球首个按合成致死

理念设计并获批的 PARP 抑制剂。此后多个 PARP 抑制剂获批上市，

PARP 抑制剂已成为乳腺癌、卵巢癌等疾病药物研发的热门方向，与其

他疗法联合上也很有前景，是多个国内药企的热门研究领域。 

图表 5：PARP 抑制剂研发历史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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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FDA批准上市的PARP抑制剂共有 4个，包括奥拉帕利（Olaparib）、

鲁卡帕利（Rucatinib）、尼拉帕利（Niraparib）和他拉唑帕利（Talazoparib）。

主要适应症有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等，针对前列腺癌、胃癌、肺癌

的临床研究也在进行中。 

 

图表 6：全球已上市 PARP 抑制剂 

 

来源：Pharmaprojects，中泰证券研究所（截止 2020年 1月 10日） 

 

卵巢癌全程管理用药，积极开拓其他适应症 

PARP 抑制剂开启卵巢癌治疗新时代 

 卵巢癌治疗后容易复发，临床上一般以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为目标，PARP

抑制剂获批之前，卵巢癌的维持治疗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传统的

卵巢癌治疗为化疗-复发-化疗-再复发-再化疗-耐药的不断复发、反复治

疗的模式，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加，复发间期越来越短，化疗药物有效性

逐渐下降，最终耐药而导致死亡。PARP 抑制剂的获批，为卵巢癌的维

持治疗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可以显著延长复发间隔时间，提高患者生存

质量。 

 

图表 7：卵巢癌维持治疗模式 

 

来源：CSCO，The Lancet，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后线到一线，PARP 抑制剂对 BRCA 突变的卵巢癌维持治疗效果显著。

2014 年奥拉帕利获 FDA 批准用于伴有 BRCA 突变的晚期卵巢癌患者三

线或三线以上化疗后的治疗，2018 年进一步扩大卵巢癌适应症，晋升

BRCA 突变晚期卵巢癌的一线维持治疗。作为首个基于合成致死原理获

批的 PARP 靶向药，奥拉帕利对 BRCA 突变的卵巢癌效果显著，针对接

受过一线铂类化疗后部分或完全缓解的 BRCA 突变晚期卵巢患者，

SOLO-1 试验结果显示，奥拉帕利相比安慰剂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中位

PFS，经中位 41 个月随访后，安慰剂组中位 PFS 为 13.8 个月，奥拉帕

利组 3 年 PFS 达到 60%（安慰剂组 27%），未达到中位 PFS，预计可

药物名称 企业名称 适应症 FDA批准时间 国内获批时间

奥拉帕利（Olaparib） 阿斯利康
卵巢癌、乳腺癌、

胰腺癌
2014 2018

鲁卡帕利（Rucatinib） ClovisOncology 卵巢癌 2016

尼拉帕利（Niraparib） Tesaro/GSK/再鼎医药 卵巢癌 2017 2019

他拉唑帕利（Talazoparib） 辉瑞/Medivation 乳腺癌 2018

一线治疗 二线治疗 三线治疗 后线复发

4-6轮含铂

化疗达到
CR/PR

4-6轮含铂

化疗达到
CR/PR

4-6轮含铂

化疗达到
CR/PR

一线维持 二线维持 三线维持 后线治疗PD PD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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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 51 个月，中位 PFS 延长达 3 年左右，复发风险降低 70%（HR=0.3, 

95%CI 0.23-0.41; p<0.0001）。 

 

图表 8：SOLO-1 试验奥拉帕利与安慰剂组 PFS 对比  图表 9：SOLO-1 试验临床数据 

 

 

 

来源：NEJM，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NEJM，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 BRCA 突变到非 BRCA 突变，PARP 抑制剂卵巢癌适应症进一步拓

展。DNA 双链断裂的同源重组修复通路除 BRCA 外，也受到 RAD51、

PALB2 等其他多个基因调控，这些基因发生突变也有可能导致同源重组

缺陷（HRD），因此 PARP 抑制剂对 HRD 阳性的患者均可能有效。2017

年尼拉帕利凭借 NOVA 研究成为首个获 FDA 批准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

性卵巢癌患者维持治疗的 PARP 抑制剂，无需考虑 BRCA 突变状态；奥

拉帕利针对无 BRCA 突变卵巢癌二线维持治疗的适应症也于同年获批。

2019 年尼拉帕利用于新诊断卵巢癌一线维持治疗的 PRIMA 研究也取得

阳性结果。总体来说，卵巢癌患者 PARP 抑制剂的敏感性 BRCA 突变人

群>HRD 阳性人群>其他人群。 

1） 尼拉帕利 PRIMA 研究：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一线维持治疗（HRD 人

群：21.9 月 vs 10.4 月；整体人群：13.8 月 vs 8.2 月）； 

2） 尼拉帕利 NOVA 研究：铂敏感卵巢癌患者的二线及以上维持治疗

（BRCA 突变人群：21.0 月 vs 5.5 月；HRD 人群：12.9 月 vs 3.8

月；无 BRCA 突变人群：9.3 月 vs 3.9 月）。 

 

图表 10：PARP 抑制剂针对无 BRCA 突变患者的临床数据 

 
注：SOLO-1奥拉帕利组未达到中位 PFS，51个月为估计值 

来源：NEJM，BJC，FDA，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临床指南中地位提升，PARP 抑制剂已形成一线维持、复发维持、后

线单药治疗的完整版图。回顾 NCCN 卵巢癌指南，PARP 抑制剂的推荐

适应症从最初的三线及以上单药治疗，晋升到一线化疗后的维持治疗，

Olaparib

(N=260)

Placebo

(N=131)

Number of events (%) 102 (39%) 96 (73%)

Median PFS, months NR 13.8

Hazard ratio (95% CI)

P-value <0.0001

0.30 (0.23-0.41)

奥拉帕利 尼拉帕利 奥拉帕利 尼拉帕利

研究名称 SOLO-1 PRIMA Study 19 NOVA

适用人群 BRCA突变患者 无论是否BRCA突变 无论是否BRCA突变 无论是否BRCA突变

试验阶段 III期 III期 II期 III期

批准状态 已获批 尚未获批 已获批 已获批

mPFS（月） BRCA突变：51 vs 13.8
HRD人群：21.9 vs 10.4

总体人群：13.8 vs 8.2

BRCA突变：11.2 vs 4.3

BRCA野生型：7.4 vs 5.5

总体人群：8.4 vs 4.8

BRCA突变：21.0 vs 5.5

HRD人群：12.9 vs 3.8

无BRCA突变：9.3 vs 3.9

二线维持一线维持治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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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级别也从 2A 推荐到 I 级推荐，在指南中的地位逐渐提升。PARP 抑

制剂已经覆盖卵巢癌一线维持、二线维持、复发治疗，奠定了在卵巢癌

全程管理中的地位。 

 

图表 11：PARP 抑制剂在 NCCN 卵巢癌指南中的适应症变迁 

 

来源：NCCN，中泰证券研究所 

 

三阴乳腺癌、胰腺癌等难治性肿瘤相继获批，PARP 抑制剂靶向前景广阔 

 PARP 抑制剂在乳腺癌（包括三阴乳腺癌）取得良好疗效。2018 年奥拉

帕利获 FDA 批准用于 BRCA 突变、HER2 阴性转移性乳腺癌（包括三

阴乳腺癌），根据 OlympiAD 研究结果，与医师选择的化疗相比，奥拉帕

利可以显著提升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mPFS: 7.0 月 vs 4.2 月），此后

奥拉帕利针对早期HER2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 II期GeparOLA研究

和 PETREMAC 研究也取得阳性结果，从晚期到早期，奥拉帕利已实现

乳腺癌治疗阶段的全覆盖。2018 年另一款 PARP 抑制剂他拉唑帕利也

获得 FDA 批准用于用于 BRCA 突变、HER2 阴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

腺癌。PARP 抑制剂的获批，给乳腺癌尤其是三阴乳腺癌的靶向治疗带

来了突破。 

 

图表 12：奥拉帕利 OlympiAD 研究结果 

 

来源：NEJM，中泰证券研究所 

 

NCCN指南版本 2011 V2 2015 V1 2017 V4 2019 V1

更新 首次写入指南 更新三线复发后治疗 更新二线治疗后维持 更新一线治疗后维持

建议铂敏感患者参加奥拉帕利临

床试验

奥拉帕利被推荐用于三线及以上

化疗后g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的

单药治疗（2A推荐）

奥拉帕利和尼拉帕利被推荐用于

二线及以上化疗后铂敏感复发卵

巢癌患者单药维持治疗（2A推

荐）

奥拉帕利被推荐用于一线化疗后

BRCA突变卵巢癌患者单药维持

治疗，gBRCA突变（I级推

荐），sBRCA突变（2A推荐）

鲁卡帕利被推荐用于二线及以上

化疗后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的

单药治疗（2A推荐）

奥拉帕利和尼拉帕利被推荐用于

二线及以上化疗后铂敏感复发卵

巢癌患者单药维持治疗（2A推

荐）

奥拉帕利被推荐用于三线及以上

化疗后g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的

单药治疗（2A推荐）

鲁卡帕利被推荐用于二线及以上

化疗后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的

单药治疗（2A推荐）

奥拉帕利被推荐用于三线及以上

化疗后g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的

单药治疗（2A推荐）

推荐适应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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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克“癌中之王”，奥拉帕利成为目前唯一一个胰腺癌靶向用药。胰腺

癌是一种侵袭性疾病，病程进展快，易向胰周组织及周围脉管系统浸润，

在过去几十年一直缺少有效的治疗方式。2019 年 12 月 30 日，FDA 批

准奥拉帕利作为单药疗法，用于接受一线铂类化疗方案至少 16 周病情

无进展、携带生殖系 BRCA 突变（gBRCA+）的转移性胰腺癌成人患者

的一线维持治疗，成为首个胰腺癌靶向用药，大幅改善患者预后。相关

POLO 研究结果显示，奥拉帕利组患者中位 PFS 达到 7.4 个月，相比安

慰剂组（3.8 个月）延长近一倍，奥拉帕利使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降低

了 47%（HR 0.53），12 个月和 24 个月无进展生存率均显著高于安慰剂

组（33.7% vs 14.5%，22.1% vs 9.6%）。 

图表 13：奥拉帕利胰腺癌一线维持治疗 III 期 POLO 研究结果 

 
来源：NEJM，中泰证券研究所 

 

十余种适应症在探索中，有望成为下一个 PD-1 

 PARP 抑制剂治疗前列腺癌取得阳性结果。2019 年 ESMO 大会上，奥

拉帕利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III 期 PROfound 研

究发布，在接受 NHA 治疗后疾病进展的携带 BRCA1/2 或 ATM 基因突

变的 mCRPC 男性患者中，奥拉帕利与恩杂鲁胺或阿比特龙相比，主要

终点放射学无进展生存期（rPFS）显示统计学显著和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7.4 月 vs 3.6 月），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降低 64%（HR 0.34）,12 个

月和无进展生存率显著提升（28.1% vs 9.4%）。 

 除前列腺癌外，目前还有超过 10 种适应症在探索中，PARP 抑制剂有

望成为下一个 PD-1。一项奥拉帕利联合紫杉醇治疗胃癌的 II 期临床试

验显示联合治疗比紫杉醇单药能显著提高患者总生存期，虽然随后进行

的 III 期 GOLD 研究因未达到研究终点而宣告失败，但 GOLD 研究针对

的是胃癌二线治疗，未考虑一线治疗中患者是否对铂类敏感，调整临床

试验方案后，PARP 抑制剂针对胃癌的研究仍在继续，目前奥拉帕利、

尼拉帕利、鲁卡帕利、他拉唑帕利、国内企业百济神州的 Pamiparib 等

都在进行胃癌相关临床试验，其中 Pamiparib 针对一线含铂治疗有效晚

期胃癌的维持治疗已经进入 III 期临床。此外，PARP 抑制剂针对小细胞

肺癌、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也已进入 III 期临床，食管癌、结直肠癌、肾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11 - 

  行业深度研究 

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黑色素瘤、膀胱癌、白血病等适应症也在探

索当中。PARP 抑制剂有望成为像 PD-1 一样的多癌种抗肿瘤药。 

图表 14：PARP 抑制剂部分适应症相关临床试验 

 
来源：Clinicaltrials，中泰证券研究所（截止 2020-1-14） 

 

45 亿美元市场群雄逐鹿，国内企业恒瑞进度领先 

全球市场规模有望超 45 亿美元，奥拉帕利一枝独秀 

 目前全球共有 4 个 PARP 抑制剂获批上市，奥拉帕利上市最早，获批适

应症最多，2019 销售额有望超 10 亿美元。不同 PARP 抑制剂临床设计

和患者入组情况的不同，也缺乏头对头试验，难以直接比较相互之间疗

效的差异，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当前获批的 PARP 抑制剂中奥拉帕利安全

性相对较好，疗效没有显著差异，我们认为各品种销售额主要取决于两

点：1）适应症数量很重要，获批适应症覆盖人群的多少决定了市场空间；

2）适应症获批时间很重要，先获批者更有机会迅速占领市场。 

图表 15：奥拉帕利、尼拉帕利、鲁卡帕利 III 期临床试验不良反应对比 

 
来源：The Lancet，中泰证券研究所 

治疗领域 药物名称 企业名称 临床试验编号 适应症 临床阶段

胃癌 Pamiparib 百济神州 NCT03427814 一线铂类化疗后晚期胃癌的维持治疗 III期

小细胞肺癌 尼拉帕利 Tesaro/GSK NCT03516084 一线铂类化疗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维持治疗 III期

非小细胞肺癌 奥拉帕利 阿斯利康/默沙东 NCT03976362 联合K药一线治疗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III期

非小细胞肺癌 奥拉帕利 阿斯利康/默沙东 NCT01788332 一线标准化疗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维持治疗 II期

结直肠癌 尼拉帕利 Tesaro/GSK NCT03983993
联合帕尼单抗治疗经治RAS野生型晚期或转移

性结直肠癌
II期

肾癌 奥拉帕利 阿斯利康/默沙东 NCT03786796 DNA修复基因突变的转移性肾细胞癌 II期

子宫内膜癌 尼拉帕利 Tesaro/GSK NCT03016338 复发性子宫内膜癌（考虑PTEN突变） II期

宫颈癌 鲁卡帕利 Clovis NCT03476798 联合贝伐单抗治疗转移性宫颈癌或子宫内膜癌 II期

黑色素瘤 尼拉帕利 Tesaro/GSK NCT03925350 同源重组修复基因突变的黑色素瘤 II期

膀胱癌 奥拉帕利 阿斯利康/默沙东 NCT03459846
联合I药一线治疗不适合铂治疗的膀胱癌（考虑

HRR突变）
II期

白血病 他拉唑帕利 辉瑞 NCT02878785 急性髓系白血病 I/II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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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拉帕利 2014 年上市，目前已获批卵巢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个适

应症，2018 年销售额达 6.47 亿美元，2019 年有望成为又一个销售额超

过 10 亿美元的重磅药物。尼拉帕利因其率先获批非 BRCA 突变卵巢癌

的二线维持治疗而在相应细分适应症占据主要市场份额。总体来看，

2018 年 PARP 抑制剂全球市场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 

 考虑到 PARP 抑制剂整体上市时间较短，卵巢癌适应症仍有很大上升空

间；乳腺癌和胰腺癌新近获批，给后续增长再添动力；前列腺癌 III 期取

得阳性结果，胃癌、肺癌等大癌种也进行到 III 期临床，此外还有十余个

适应症在探索当中，PARP 抑制剂未来市场将得到极大的拓展。根据

EvaluatePharma 预测，仅考虑目前已获批的 4 个品种，到 2023 年全球

PARP 抑制剂市场规模将超过 45 亿美元。 

 

图表 16：四大PARP抑制剂 2015-2023全球销售额（单

位：亿美元） 

 图表 17：三大 PARP 抑制剂二线卵巢癌维持治疗市场

份额 

 

 

 

注：尼拉帕利 2018年销售额为 TESARO业绩指引数据 

来源：各公司年报，EvaluatePharma，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GSK，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8：全球已上市 PARP 抑制剂适应症 FDA 批准时间 

 
来源：FDA，中泰证券研究所（截止 2020-01-14） 

 

 除已上市品种外，海外还有多个 PARP 抑制剂在研。艾伯维的 Veliparib

（ABT-888）针对卵巢癌、非小细胞肺癌、神经胶质肉瘤、三阴乳腺癌

等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已经进入到 III 期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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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帕利 尼拉帕利 鲁卡帕利 他拉唑帕利

治疗领域 治疗阶段 药物名称 适应症 FDA批准时间

一线维持治疗 奥拉帕利 铂敏感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一线维持治疗 2018-12

尼拉帕利 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成年患者的维持治疗，不考虑BRCA突变状态 2017-03

奥拉帕利 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成年患者的维持治疗，不考虑BRCA突变状态 2017-08

鲁卡帕利 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成年患者的维持治疗，不考虑BRCA突变状态 2018-04

奥拉帕利 治疗三线及以上化疗后的gBRCA突变的晚期卵巢癌 2014-12

鲁卡帕利 治疗二线以上化疗后的BRCA突变卵巢癌 2016-12

尼拉帕利 治疗三线及以上化疗后的HRD阳性晚期卵巢癌 2019-10

奥拉帕利 gBRCA突变、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化疗后治疗 2018-01

他拉唑帕利 gBRCA突变、HER2阴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 2018-10

胰腺癌 一线维持治疗 奥拉帕利
接受一线铂类化疗方案至少16周病情无进展、gBRCA突变转移性

胰腺癌一线维持治疗
2019-12

卵巢癌

乳腺癌 治疗

后线治疗

二线维持治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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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海外在研 PARP 抑制剂临床进展 

 

来源：ClinicalTrials，中泰证券研究所（截止 2020-01-14） 

 

国内百亿市场竞争伊始，国内企业恒瑞医药进展最快 

 目前国内共获批两款 PARP 抑制剂，首先针对卵巢癌适应症，奥拉帕利

经谈判纳入医保，有望快速放量。奥拉帕利用于复发性卵巢癌成年患者

维持治疗的适应症 2018 年 8 月率先在国内获批，成为首个在国内上市

的 PARP 抑制剂，并于 2019 年 12 月获批用于 BRCA 突变晚期卵巢癌

患者的一线维持治疗。2019 年奥拉帕利通过谈判成功纳入医保，150mg

规格的医保支付标准为 169 元，有望快速实现放量。尼拉帕利由再鼎医

药 2016 年从 TESARO 公司手中收购其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与中国澳

门的权益，并于 2018 年在中国香港和澳门获批，2019 年 12 月在内地

获批上市。 

 未来将持续拓展适应症，仅考虑 BRCA 突变患者，国内市场规模有望超

30 亿元。PARP 抑制剂用于乳腺癌和胰腺癌治疗的适应症已获得 FDA

批准，前列腺癌 III 期临床试验也取得阳性结果，未来有望陆续获批。我

们针对卵巢癌、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计算未来 PARP 抑制剂在国

内的市场规模。根据下述各癌种流行病学数据，以奥拉帕利医保支付标

准作为药品价格，仅考虑 BRCA 突变患者、目前疗效明确的适应症和新

发患者，我们测算 PARP 抑制剂国内市场规模有望超过 30 亿元。如果

再考虑非 BRCA 突变患者、其他适应症、存量患者、联合用药等，PARP

抑制剂市场规模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卵巢癌：我国年新发卵巢癌约 5.21 万例，70%以上患者诊断时为晚

期，其中 BRCA 突变发生率为 28.5%。 

 乳腺癌：我国年新发乳腺癌病例约 27.24 万例，临床分期 III 期及以

上患者占比 22%，5-10%的乳腺癌患者伴有 BRCA 突变。 

 胰腺癌：我国年新发胰腺癌约 9.01 万例，4-7%胰腺癌患者存在

BRCA 突变。 

 前列腺癌：我国年新发前列腺癌约 6.03 万例，局部晚期或广泛转移

的患者占 30%，其中 BRCA 或 ATM 突变约占 9.68%。 

 

 

 

 

临床试验编号 候选药物 企业名称 适应症 临床阶段

NCT02470585 Veliparib 艾伯维 联合卡铂和多西他赛治疗新诊断的III、IV期卵巢癌 III期

NCT02163694 Veliparib 艾伯维 联合卡铂和多西他赛治疗BRCA突变、HER2阴性乳腺癌 III期

NCT02106546 Veliparib 艾伯维 联合卡铂和多西他赛一线治疗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III期

NCT02152982 Veliparib 艾伯维 联合替莫唑胺治疗新诊断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II/III期

NCT02032277 Veliparib 艾伯维 联合卡铂对比标准化疗治疗早期三阴乳腺癌 III期

NCT03562832 2X-121 Oncology Venture 转移性乳腺癌 II期

NCT04174716 IDX-1197 Idience Co. HRR突变的实体肿瘤 I/II期

NCT04053673 RBN-2397 Ribon Therapeutics 实体瘤 I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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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以奥拉帕利为代表的 PARP 抑制剂国内市场规模测算（仅考

虑 BRCA 突变） 

 
来源：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中国知网，FDA，中泰证券研究所 

 

 考虑潜在适应症，PARP 抑制剂国内市场规模超过 250 亿元。上述测算

仅包括 BRCA 突变、有明确临床结果的适应症，如果考虑 HRR 突变，

根据 Nature Communications 数据，美国人群中 BRCA 突变占 HRR 突

变 40%，按此估算国内市场，卵巢癌、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市场

规模在 83 亿元。包括胃癌、肺癌、食管癌在内的其他在研适应症市场

规模在 170 亿元以上，合计市场规模达 250 亿元。此外，PARP 抑制剂

在存量患者中还有使用空间，再考虑非 HRR 突变人群，PARP 抑制剂

市场规模还有更大空间。 

 

图表 21：PARP 抑制剂潜在适应症国内市场规模 

 

来源：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Frontiers in Genetics，Nature Communications，中泰证

券研究所 

 

 国内研发紧跟海外，恒瑞医药和百济神州进度领先。国内企业在 PARP

抑制剂研发上紧跟全球进展，除再鼎医药从 TESARO 引进的尼拉帕利

2019 年 12 月在国内获批外，百济神州、恒瑞医药、瑛派药业等国内企

业也均有在研产品；其中恒瑞医药的氟唑帕利已经报产，进度最快，有

望在 2020 年获批上市，预计报产适应症为 BRCA1/2 突变和铂类敏感的

复发性卵巢癌二线及以上化疗后的治疗；百济神州的 Pamiparib

（BGB-290）晚期胃癌一线维持治疗也都处于临床 III 期，为全球最快。 

卵巢癌 乳腺癌 胰腺癌 前列腺癌

新发患者数（万人） 5.21 27.24 9.01 6.03

晚期患者比例 70% 22% 90% 30%

BRCA突变患者 28.50% 10.60% 5.50% 9.68%

渗透率 80% 60% 90% 70%

使用人数（万人） 0.83 0.38 0.40 0.12

剂量

医保支付价

mPFS
一线50月

二线19.1月
7.0月 7.4月 7.4月

年费（万元） 24.34 14.20 15.01 15.01

市场规模（亿元） 20.24 5.41 6.02 1.84

合计（亿元）

300mg，每日两次

169元/150mg/片

33.51

适应症 临床阶段
新发患者数

量（万人）
HRD突变 渗透率

适用患者数

量（万人）

年费（万

元）

市场规模

（亿元）

胃癌 III期 67.91 11.37% 60% 4.63 15 69.51

肺癌 III期 73.33 5.19% 60% 2.28 15 34.25

食管癌 II期 47.79 11.70% 60% 3.35 15 50.32

结直肠癌 II期 37.63 1.97% 60% 0.45 15 6.68

肾癌 II期 6.68 4.61% 60% 0.18 15 2.77

宫颈癌 II期 9.89 5.63% 60% 0.33 15 5.01

黑色素瘤 II期 0.8 4.24% 60% 0.02 15 0.31

膀胱癌 II期 8.05 4.17% 60% 0.20 15 3.02

白血病 I/II期 7.53 0.15% 60% 0.01 15 0.10

合计 171.97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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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氟唑帕利临床试验数据对比 

 
来源：FDA，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23：PARP 抑制剂国内获批情况及临床试验进展 

 
来源：CDE，米内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仿制药研发如火如荼，创新药仍有销售时间。目前国内共 9 家企业针对

海外已上市 PARP 抑制剂开展仿制工作，全部为奥拉帕利仿制药，其中

正大天晴、瑞阳制药、罗欣药业已获批临床。奥拉帕利国内同族专利“酞

嗪酮衍生物”（专利号 CN200480012878.1）将于 2024 年 3 月到期，创

新药仍有 4 年以上的时间占领市场。 

 

氟唑帕利
(N=113)

奥拉帕利

(N=137)

尼拉帕利
(N=98)

鲁卡帕利

(N=106)

患者突变类型 BRCA突变 BRCA突变 HRD阳性 BRCA突变

治疗阶段
二线及以上

化疗后

三线及以上

化疗后

三线及以上

化疗后

二线及以上

化疗后

客观缓解率(ORR) 64% 34% 24% 54%

  完全缓解率(CR) 9% 2% 0% 9%

  部分缓解率(PR) 55% 32% 24% 45%

中位DOR(月) NR 7.9 8.3 9.2

企业名称 药物名称 治疗领域 适应症 临床试验登记号 进展

复发性卵巢癌维持治疗 2018.8获批

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一线维持治疗 2019.12获批

乳腺癌
gBRCA1/2 突变、HER2阴性晚期转移性乳腺

癌
CTR20140906 III期

NHA治疗失败、HRR基因突变mCRPC CTR20180162 III期

联合阿比特龙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CTR20190159 III期

复发性卵巢癌维持治疗 2019.12获批

一线含铂化疗有效的卵巢癌维持治疗 CTR20180533 III期

小细胞肺癌 ED-SCLC患者一线化疗后维持治疗 CTR20180888 III期

卵巢癌
BRCA1/2突变和铂类敏感的复发性卵巢癌二

线及以上化疗后的治疗
2019.10报产

卵巢癌 复发性卵巢癌维持治疗 CTR20190294 III期

前列腺癌

SHR3680联合氟唑帕利治疗既往醋酸阿比特龙

和多西他赛治疗失败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

腺癌

CTR20190607 II期

乳腺癌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及氟唑帕利治疗复

发转移性三阴乳腺癌
CTR20190839 Ib期

胃癌 一线含铂化疗有缓解的晚期胃癌维持治疗 CTR20171664
国际多中心

III期

卵巢癌 铂敏感的复发性卵巢癌患者维持治疗 CTR20171666 III期

乳腺癌 BRCA突变、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治疗 CTR20171623 II期

FIGO III-IV期卵巢癌一线维持治疗 CTR20192330 III期

接受过二线及以上化疗的BRCA突变晚期卵巢

癌的治疗
CTR20190652 II期

青峰药业 SC10914 实体瘤 晚期实体瘤 CTR20160752 I期

人福医药 HWH340 实体瘤
BRCA突变或缺失以及PARP酶过度表达的恶性

实体瘤
CTR20171649 I期

创诺医药 希明哌瑞 实体瘤 晚期恶性肿瘤 CTR20160478 I期

辰欣药业 美呋哌瑞 实体瘤 晚期实体瘤 CTR20190906 I期

天士力 TSL-1502 实体瘤 卵巢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胃癌、肺癌 CTR20191039 I期

卵巢癌IMP4297瑛派药业

尼拉帕利
再鼎医药

/TESARO

卵巢癌

阿斯利康 奥拉帕利

卵巢癌

前列腺癌

恒瑞医药 氟唑帕利

百济神州 Pamiparib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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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奥拉帕利仿制药申请进展 

 
来源：米内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未来发展：联合用药前景可期，其他合成致死疗法继续拓展 

联合用药有望不断突破适应症限制 

 与抗血管生成药联用，卵巢癌一线维持治疗不再局限 BRCA 突变患者。

PARP 抑制剂已经实现对非 BRCA 突变卵巢癌患者的二线维持治疗，但

一线维持治疗还仅限于 BRCA 突变患者，与抗血管生成药联用，有望实

现对非 BRCA 突变患者的一线维持治疗。PAOLA-1 研究结果显示，奥

拉帕利联合贝伐珠单抗，相比于贝伐珠单抗，还可显著提高无 BRCA 突

变的 HRD 阳性患者的 PFS（28.1 月 vs 16.6 月），适用人群从 BRCA

突变拓展至HRD阳性患者。该疗法在 2020年1月 13日已获得美国FDA

优先审评资格。 

 

图表 25：PAOLA-1 研究结果（非 BRCA 突变的 HRD 阳性患者） 

 
来源：NEJM，中泰证券研究所 

 

 与化疗联用，卵巢癌不再局限于维持治疗。VELIA 研究评估了维利帕利

（Veliparib）联合化疗作为一线治疗合并维利帕利作为一线维持治疗对

此前未经治疗的 III 期或 IV 期卵巢癌患者的疗效，结果表明针对 BRCA

突变人群，相比于化疗，维利帕利组可显著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34.7

月 vs 22 月），在总体人群中也取得显著结果（mPFS：23.5 月 vs 17.3

月，HR：0.68，p<0.001）。维利帕利联合化疗有望使 PARP 抑制剂在

卵巢癌中的使用不断提前，不在局限于化疗后的维持治疗，而是直接实

现对未经治疗卵巢癌患者的一线治疗，同时也将应用人群拓展至无

BRCA 突变的其他患者。 

受理号 企业名称 注册分类 承办日期 状态开始时间 审评结果
CXHL1501918 正大天晴 3.1 2015-10-29 2016-10-27 批准临床
CXHL1501845 瑞阳制药 3.1 2015-10-22 2016-10-27 批准临床
CXHL1501567 南京华威 3.1 2015-09-06 2016-08-23 暂无
CXHL1501667 北京康立生 3.1 2015-08-20 2016-08-23 暂无
CXHL1501534 北京科莱博 3.1 2015-08-17 2016-08-23 暂无
CXHL1501467 科伦药业 3.1 2015-07-17 2016-08-12 暂无
CXHL1501487 石药集团 3.1 2015-07-07 2016-08-12 暂无
CXHL1500656 罗欣药业 3.1 2015-05-15 2016-08-12 批准临床
CXHL1500885 豪森药业 3.1 2015-05-15 2016-08-12 暂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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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维利帕利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卵巢癌 VELIA 研究结果 

 

来源：NEJM，中泰证券研究所 

 与免疫疗法联用，打开更多适应症空间。研究发现，PARP 抑制剂除造

成 DNA 双链损伤导致肿瘤细胞死亡外，还可以通过靶向 DNA 损伤修复

激活 STING 通路，增加 PD-L1 的表达，因此 PARP 联合 PD-L1 等免疫

疗法可能具有相当的前景。除卵巢癌外，目前阿斯利康正在进行奥拉帕

利联合其 PD-L1 单抗 Imfinzi 联用一线治疗不可切除 的 IV 期膀胱癌和

一线治疗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 II 期临床试验。恒瑞医药也在进行卡瑞

利珠单抗联合氟唑帕利治疗前列腺癌的 Ib 期临床试验。未来 PARP 抑制

剂与免疫疗法联用，有望进一步拓展适应症，扩大治疗人群。 

PARP 抑制剂耐药后的解决方案 

 PARP 抑制剂主要通过抑制同源重组缺陷的肿瘤细胞中单链修复途径而

造成肿瘤细胞死亡。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中发现了多种肿瘤细胞可能

存在的对 PARP 抑制剂的耐药机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1） 同源重组（HR）修复功能的恢复。最常见的是 HR 修复基因

（BRCA1/2、PALB2、RAD51C/D 等）的二次突变；如 BRCA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会沉默相关蛋白表达，去甲基化则会导致

mRNA 的再次表达，从而导致 PARP 耐药；再如 53BP1 与 BRCA

的拮抗作用决定了细胞是通过 HR 还是 NHEJ 修复 DSB，在

BRCA 突变肿瘤细胞中，53BP1 抑制 HR，若 53BP1 与 BRCA

同时缺失，HR 的抑制会得到缓解，从而导致 PARP 耐药。 

（2） 复制叉稳定，通常与减慢细胞周期结合。如在失去 BRCA1/2 保

护下，复制叉受到 MRE11 介导的降解；MLL3/4 蛋白的缺失会

减少MRE11募集到停滞的复制叉处，可以保护复制叉不被降解，

从而导致 PARP 耐药。 

（3） 其他可能的耐药机制。包括药物外排、PARP 表达下调、PARP

蛋白突变导致 PARP 抑制剂对其捕获能力下降等。 

图表 27：PARP 抑制剂同源重组修复的耐药机制举例 

 
来源：Nature Reviews，中泰证券研究所 

BRCA突变 HRD阳性 总体人群

mPFS (月) 34.7 vs 22.0 31.9 vs 20.5 23.5 vs 17.3

HR (95% CI) 0.44 (0.28-0.68) 0.57 (0.43-0.76) 0.68 (0.56-0.83)

P-value <0.001 <0.001 <0.001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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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P 抑制剂耐药后的治疗手段正在研发中。目前针对 PARP 抑制剂耐

药的研究已经在开展，针对同源重组功能的修复，可以通过对 HR 的抑

制，增强 PARP 抑制剂的作用，并有效缓解 PARP 抑制剂耐药的问题。

目前进展较快的是 Onxeo 公司的在研候选药物 AsiDNA（DNA 修复抑制

剂），AsiDNA 是一种短的双链 DNA 片段（寡核苷酸），可以模拟肿瘤细

胞 DNA 中的双链断裂，充当激动剂和诱饵，激活和吸引 DNA 修复酶，

从而防止它们被募集到真正的损伤部位。目前该药已完成转移性黑色素

瘤和实体瘤的 I 期临床试验，目前正在进行 AsiDNA 联合卡铂以及卡铂

加紫杉醇治疗 Ib/II 期临床试验，联合 PARP 抑制剂的 Ib 期临床试验也

在计划开展。 

图表 28：Onxeo 公司 AsiDNA 研究进展 

 
注：IT-瘤内注射；IV-静脉注射 

来源：中国知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其他合成致死疗法 

 合成致死是目前抗肿瘤领域的热门方向，除 PARP 与 BRCA 外，细胞中

还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合成致死效应的基因对。如在 DNA 错配修复（MMR）

系统缺陷的肿瘤细胞中，抑制 DNA 聚合酶β（DNA polβ）与 mutS 蛋

白同系物 2（MSH2）基因缺失也可互为合成致死；抑制 DNA 聚合酶γ

（DNA polγ）与 mutL 同系物 1（MLH1）基因缺失可导致合成致死，

PTEN 诱导的激酶 l（PINK1）能与 MSH2、MLH1 或者 MSH6 基因缺失

的肿瘤互为合成致死，因此PINK1 可能是MMR缺陷型肿瘤的治疗靶点。

在存在 DNA 修复缺陷的肿瘤患者中，利用合成致死原理可以增强对肿

瘤的单药或联合用药治疗效果。 

图表 29：DNA 修复缺陷相关的其他合成致死路径 

 

来源：中国知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治疗方案 临床前 I期 Ib期 II期 III期

AsiDNA IT+放疗

AsiDNA IV

AsiDNA IV+化疗 DRIIV Ib期

AsiDNA IV+PARP抑制剂 计划开展

转移性黑色素瘤DRIIM研究

实体瘤DRIIV研究

DNA修复路径 缺陷基因 合成致死基因 常见肿瘤

同源重组 BRAC1/2 PARP1 卵巢癌、乳腺癌等

同源重组 PTEN PARP1 脂肪瘤、子宫肌瘤

核苷酸切除修复 ERCC1 RAD10 小细胞肺癌

错配修复 MLH1 DNA polγ 前列腺癌、结直肠癌

错配修复 MSH2 DNA polβ 子宫内膜癌

错配修复 MSH2/MLH1/MSH6 PINK1 遗传性非息肉性结直肠癌

碱基切除修复 APE1 BRCA2 乳腺癌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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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药品研发失败的风险 

 新药从实验室阶段到获批上市需要经历很长的周期，研发过程难度大，

存在研发失败的可能。 

同类产品竞争及降价风险 

 药品在产品生命中后期专利悬崖，同类产品不断上市，存在降价应对竞

争的风险。 

政策扰动风险 

 医药行业是一个政策高度相关性行业，存在政策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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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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