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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癌流行病学

淋巴瘤发病率年增长率为5%-7%，欧美国家发病率全
球最高，目前我国淋巴瘤发病率约为6.3/10万人，每年
新发病例约为9万人。淋巴瘤生存率相对偏高，在规范
化综合治疗的情况下，淋巴瘤治愈率可超过60%，其
中霍奇金氏淋巴瘤治愈率为70%-90%，50%的非霍奇
金氏淋巴瘤患者都可获得长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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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淋巴瘤流行病学—以非霍奇金淋巴瘤为主

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可发生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临床表现多样，通常以无痛

性进行性淋巴结肿大为特征，亦可侵犯鼻咽部、胃肠道、骨骼和皮肤等结外器官引起相应器官的受

损，常伴有发热、消瘦、盗汗等全身症状。

数据来源：百科医典，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根据根据病理学特点，淋

巴瘤主要分为非霍奇金淋

巴瘤（NHL）和霍奇金淋

巴瘤（HL）两类。其中，

非霍奇金淋巴瘤约占90%

左右，具有病理类型多，

异质性强等特点。

图1、淋巴瘤分类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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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霍奇淋巴瘤

肿瘤特点：各年龄段均可能发病，但发病几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具有高度异质性。NHL病变是主要

发生在淋巴结、脾脏、胸腺等淋巴器官，也可发生在淋巴结外的淋巴组织和器官的淋巴造血系统的恶

性肿瘤。依据细胞来源将其分为三种基本类型：B细胞、T细胞和NK/T细胞NHL。

发病情况：国内占比淋巴瘤的89%-92%、美国占比90.4%

⚫ 霍奇金淋巴瘤

肿瘤特点：霍奇金淋巴瘤是最早被发现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分为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

淋巴瘤（NLPHL）及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为青年人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该癌种初发

生于一组淋巴结，以颈部淋巴结和锁骨上淋巴结常见，然后扩散到其他淋巴结，晚期可侵犯血管，累

及脾、肝、骨髓和消化道等。

发病情况：国内占比淋巴瘤的8-11%、美国占比9.6%

1 淋巴瘤流行病学—以非霍奇金淋巴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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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淋巴瘤流行病学—发病率

淋巴瘤发病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淋巴瘤发病率年增长率为5%-7%，年死亡人数超过

20万。对比来看，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流行病学特征存在差异，欧美国家发病率全球最高，

亚洲相对较低。目前，我国淋巴瘤发病率约为6.3/10万人，每年新发病例约为9万人，已成

为我国男性的第八大高发恶性肿瘤（占比约2.1%）。而北美的发病率约为13.9/10万人，全

球男性肿瘤患者中的占比约为3%-4%。

图2、2018年全球肿瘤结构构成 图3、国内恶性肿瘤结构构成

数据来源：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中国肿瘤的现状和趋势》，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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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淋巴瘤流行病学—发病率

➢ 淋巴瘤各亚型新发病人数
➢ 各亚型占淋巴瘤总发病人数比例
➢ 发病占比中美对比

淋巴瘤

8.8万

非霍奇金淋巴瘤（NHL）
（国内，89%-92%，7.9万）

（美国占比，90.4%）

霍奇金淋巴瘤（HL）
（国内，8%-11%，0.9万）

（美国占比，9.6%）

B淋巴细胞瘤
（国内，70%-85%，6.1万）

（美国占比，84.3%）

T淋巴细胞瘤
（国内，15%-30%，1.8万）

（美国占比，6.1%）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

（国内，7%，0.6万）
（美国占比，16.4%）

滤泡性淋巴瘤（FL）
（国内，7%，0.6万）
（美国占比，10.9%）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LBL）
（国内，3%，0.3万）
（美国占比，1.9%）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
（国内，35%，3.1万）
（美国占比，22.2%）

其他

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
（国内，5%，0.4万）
（美国占比，3.2%）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ENKL）
（国内，10%，0.8万）
（美国占比，0.3%）

数据来源：2016 US lymphoid malignancy statistics b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ubtype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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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淋巴瘤流行病学—生存率相对偏高

预后情况：

淋巴瘤生存率相对偏高，在规范化综合治疗的情况下，淋巴瘤治愈率可超过60%。其中，

霍奇金氏淋巴瘤治愈率为70%-90%，50%的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患者都可获得长期生存。

非霍奇金淋巴瘤：目前通常采用国际预后指数（IPI）将预后分为低危、低中危、高中危、

高危4类。术后的5年生存率为80.5%，10年生存率为66.5%；低度恶性NHL中数生存期为

5.1-7.2年，中度恶性为1.5-3.4年，高度恶性为0.7-2.0年。

霍奇金淋巴瘤：是治疗效果较好、治愈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I期与II期5年生存率在

90%以上，IV期为31.9%。大量长期生存患者的随诊结果显示，霍奇金淋巴瘤15年死亡率

较普通人群高31%，除原发病复发外第二肿瘤（包括实体瘤和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占死亡

原因的11%-38%。

数据来源：百科医典，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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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淋巴瘤流行病学—治疗费用

治疗费用情况：

根据《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患者治疗总体花费为32.6万元，治疗自费

比例约为60%，其中非首次治疗平均花费比首次治疗平均花费高约30万元。在新型药物、

治疗方案的推陈出新下，免疫和靶向药的治疗花费不断提升，其中间变大、霍奇金、

NK/T等亚型对于整体花费影响最大。

数据来源：淋巴瘤之家，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4、淋巴瘤各阶段治疗花费 图5、免疫/靶向药对淋巴瘤治疗花费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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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详解

DLBCL有相对不错的预后情况，但大约30-40％的患者
会发展为复发/难治型，同时其存在高度异质性，不同亚

型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存在差异。现有的药物研发，更多
是针对rr-DLBCL。从小分子药物角度，总体而言针对
DLBCL疗效一般，更多的是已获批其他淋巴瘤适应症情
况下探索DLBCL。大分子制剂方面，作为第一代CD20

单抗的利妥昔单抗仍是执牛耳者，此外CD19 CAR-T和
PD-1/PD-L1单抗亦有较为优秀的临床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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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特点

肿瘤特点：非霍奇金淋巴瘤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病理学类型、最具代表性的侵袭性淋巴瘤。该癌
种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但常见于老年人，几乎全身任何部位均可发生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DLBCL的中位发病年龄约在65岁，超过一半的DLBLC患者可以使用标准的R-CHOP方案治愈。
由于其高度异质性及侵袭性，大约30-40％的患者会发展为复发/难治性肿瘤。

根据北大肿瘤医院的研究（ 525例患者），I、II、III、IV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76.0%、
72.9%、40.9%、36.4%。总体来看，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有相对不错的预后情况。

发病情况：国内占比淋巴瘤的35%、美国22.2%，发病率国内相对更高

数据来源：《525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淋巴系统》，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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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异质性

高度异质性使得患者在临床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治疗效果和预后也存在差异。从病理
学和免疫组化来看，可分为GCB和Non-GCB（主要为ABC）两种亚型，两种亚型预后情况截然
不同，GCB亚型预后较好，3年生存率达到80%（5年生存率70%），而Non-GCB预后相对较差。

DLBCL亚型 起源细胞 重现性易位 最常见的基因组畸变 最常见的体细胞突变 显著特征

GCB

（生发中心B细胞样）
生发中心B细胞

t(14;18)(q32;q21) IGHV-BCL2

，20%-45%;涉及MYC的8q24

重排，20%;涉及BCL6的3q27

重排，10%

+1q,+2p16(REL),+7q,+12q(MDM2),

+13q31(MIRHGI),-1p36(TNFRSF14),  -

10q23(PTEN),-13q34(INGI), -

17p(TP53)

染色体重塑
（EZH2,MLL2,MEF2B,EP300,C

REBBP），TP53，BCL6调控区
和其他异常体细胞超突变目标

预后良好，3年总生存率约80%

ABC

（活化的B细胞样）
后生发中心B细胞

涉及BCL6的3q27重排，25%；
涉及MYC的8q24重排，5%

三体3（FOXP1,NFKBIZ），+18q21（
BCL2,NFATC1），+19q13（SPIB）
，-6q21（PRDM1），-6q23（
TNFAIP3），-9p21（CDKN2A），-

17p（TP53）

染色体重塑
（MLL2,EP300,CREBBP），
BCR信号和NF-κB信号通路
（TNFAIP3.CARD11,CD79B,M

YD88,TRAF2,TRAF3,TRAF5,M

AP3K7,TNFRSF11A,ITPKB），
PRDM1,BCL6监管区域和其他异
常的体细胞突变目标，TP53

标准免疫化疗后疾病复发风险最高，
3年总生存率为45%

PMBCL

（原发性纵膈B细胞淋巴
瘤）

后胸腺B细胞
涉及BCL6的3q27重排，30%；
16p13重排干扰CIITA和SOCS1

，40%-45%

SOCS1,TNFAIP3,STAT6,BCL6调控区
域和其他ASHM目标

+2p16(REL),+9p21(JAK2,JMJD2

C),-6q23(TNFAIP3), -

16p13(SOCS1)

预后良好，3年总生存率97%。
约占NHL的2-4%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特点—不同亚型生存率存在差异

表1、DLBCL各亚型特点及预后情况

数据来源：《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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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基因表达谱，可将DLBCL分为生发中心B细胞(GCB)样和活化B细胞(ABC)样两个分子亚群，其中
GCB样占45%-50%。

数据来源：《非霍奇金淋巴瘤研究的新进展》，《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特点

图6、 GCB和ABC两个分子亚群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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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OP

X-R-CHOP

早期 在利妥昔单抗（抗
CD20单克隆抗体）

上市后，联合环磷
酰胺、阿霉素、长
春新碱和泼尼松
(CHOP)应用于临床

，显著提高治疗反
应，CR 率升至75%

左右。

R-CHOP治疗后，仍有
部分患者出现治疗无
应答（未达到PR）或
疾病复发，被认为是
复发/难治性DLBCL 。

rr-DLBCL患者预后差
，其中只有23-29%对
二线治疗有应答，中
位OS仅为4个月，而对
三线化疗的反应率仅
为14%，初次自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ASCT)后
复发患者的中位OS为
10个月。

利妥昔单抗(R)成

为主流治疗方式
前，标准一线治
疗方案能使大约
50-60% DLBCL患

者达到并维持完
全缓解(CR)。

X-R-CHOP，在R-

CHOP方案的基础上，

联合靶向药物来治疗
Non-GCB亚型或其他
预后不好的患者。
（X包括依维莫司、

硼替佐米、来那度胺、
BTK抑制剂等等）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诊疗指南—围绕R-CHOP为核心

数据来源：CSCO，NCCN，《复发／难治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进展》，《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不同亚型及治疗》，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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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
瘤（DLBCL）

初治

CSCO

年龄≤60岁

低危(aaIPI=0)且无大肿块

(I 级)6R+CHOP21+受累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

低危(aaIPI=0)且伴有大肿块或中低危
(aaIPI=1)

(I 级)3R-CHOP21+受累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6R-CHOP21±受累部位/

受累淋巴结放疗、4R-CHOP21+2R±受累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

中高危(aaIPI=2)

(I 级) 8R+6-8CHOP21±受累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8R+6CHOP14±受累
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
(II 级)6R-CHOEP14

(III 级)6-R-DA-EPOCH

年龄60—80岁

复发/难治

年龄＞80岁

伴心功能不全
(I 级)阿霉素替换为脂质体阿霉素、依托泊苷、吉西他滨

高危(aaIPI=3)

(I 级) 8R+6-8CHOP21±受累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8R+6CHOP14±受累
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
(II 级)6R-CHOEP14、大剂量化疗联合ASCT

(III 级)6-R-DA-EPOCH

无心功能不全

(I 级) 8R+6-8CHOP21(IPI低危：8R+6CHOP21)、8R+6CHOP14±受累部
位/受累淋巴结放疗(大肿块：8R+6CHOP14+受累部位/受累淋巴结放疗)

(III 级)6-R-DA-EPOCH

无心功能不全 (I 级)剂量减量：6R-miniCHOP21

伴心功能不全
(I 级)阿霉素替换为脂质体阿霉素、依托泊苷、吉西他滨

初次复发/进展

符合移植条件

(I 级) (R-DHAP，R-ICE，R-GDP等)+大剂量化疗联合ASCT

(II 级)allo-SCT

不符合移植条件

(I 级) 二线化疗：R-DHAP，R-ESHAP，R-ICE，R-GD，R-DAEPOCH，
R-GemOx，R-MINE，R2等
(II 级)新药临床试验；(III 级)伊布替尼(non-GCB)

≥2次复发/进展

符合移植条件
(I 级)allo-SCT

(II 级)新药临床试验

不符合移植条件

(I 级) 二线化疗：R-DHAP，R-ESHAP，R-ICE，R-GDP，R-DAEPOCH，
R-GemOx，R-MINE，R2等
(II 级)新药临床试验；(III 级)伊布替尼(non-GCB)

一线治疗方案：R-CHOP、R-CHOEP、R-miniCHOP、R-DA-EPOCH

二线治疗方案：R-DHAP、R-ICE、R-GDP、R-ESHAP、R-DAEPOCH、R-GemOx、R-MINE、R2

数据来源：CSCO，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7、弥漫大B淋巴瘤诊疗路径（C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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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诊疗指南—推荐药物情况梳理

类别 专家推荐等级 疗法 单位原研售价 总疗程费用（原研最低价） CR PR ORR

一线 Ⅰ级
6R-CHOP21+受累部位/受累淋巴结

放疗

利妥昔单抗 ：24.18￥/mg

环磷酰胺：0.12￥/mg

阿霉素：2.2￥/mg

长春新碱：195￥/mg

泼尼松：0.98￥/mg

471935元 69.60% 10.70% 80.30%

一线 Ⅰ级
老年+合并疾病患者

剂量减量：6R-miniCHOP21

利妥昔单抗 ：24.18￥/mg

环磷酰胺：0.12￥/mg

阿霉素：2.2￥/mg

长春新碱：195￥/mg

泼尼松：0.98￥/mg

468096元 20.00% 60.00%

一线 Ⅱ级
6R-CHOEP14

利妥昔单抗 ：24.18￥/mg

环磷酰胺：0.12￥/mg

阿霉素：2.2￥/mg

长春新碱：195￥/mg

泼尼松：0.98￥/mg

依托泊苷:0.25￥/mg

472682元 52.50% 13.10% 90.20%

一线 Ⅲ级 6-R-DA-EPOCH

利妥昔单抗 ：24.18￥/mg

环磷酰胺：0.12￥/mg

阿霉素：2.2￥/mg

长春新碱：195￥/mg

泼尼松：0.98￥/mg

依托泊苷:0.25￥/mg

472612元 84.20% 7.90% 92.10%

数据来源：CSCO，药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2、CSCO DLBCL初治患者推荐药物用法用量、价格与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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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SCO，药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3、CSCO DLBCL复发/难治患者推荐药物用法用量、价格与疗效

复发程度 患者分层 疗法 专家推荐等级（疗法） 单位原研售价 年治疗费用 CR PR ORR

初次复发/进展 符合移植条件

大剂量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

Ⅰ级
化疗费用10-15万元

自体移植费用15-20万元
25-35万元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 Ⅱ级
异体移植基本费用（手术顺利无并发症）

30万左右
30-50万元

初次复发/进展 不符合移植条件

R-DHAP
Ⅰ级

利妥昔单抗：24.18￥/mg

顺铂：1.51￥/mg

阿糖胞苷:269.7￥/g

地塞米松:0.17￥/mg

471337元 24% 27% 51%

R-ESHAP Ⅰ级

利妥昔单抗:24.18￥/mg

依托泊苷:0.25￥/mg

甲泼尼龙:0.25￥/mg

顺铂:1.51￥/mg

阿糖胞苷:269.7￥/g

474764元 28% 73%

R-ICE Ⅰ级

利妥昔单抗：24.18￥/mg

异环磷酰胺：204.8￥/g

卡铂：1.06￥/mg

依托泊苷:0.25￥/mg

480356元 12% 49% 61%

伊布替尼（non-GCB） Ⅲ级 伊布替尼：1.35￥/mg 272160元 10% 40%

≥2次复发/进展 符合移植条件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 Ⅰ级
异体移植基本费用（手术顺利无并发症）

30万左右
30-50万元

≥2次复发/进展 不符合移植条件

R-GemOx Ⅰ级
利妥昔单抗：24.18￥/mg

吉西他滨：0.43￥/mg

奥沙利铂：3.4￥/mg

471971元 13% 53% 66%

R-MINE Ⅰ级

利妥昔单抗：24.18￥/mg

美司纳:48￥/g

异环磷酰氨：204.8￥/g

米托蒽醌：4.96￥/mg

依托泊苷:0.25￥/mg

471194元

R-GDP Ⅰ级

利妥昔单抗：24.18￥/mg

吉西他滨:0.43￥/mg

顺铂：1.51￥/mg

地塞米松:0.17￥/mg

474171元 17% 83%

R² Ⅰ级
利妥昔单抗：24.18￥/mg

来那度胺：12.6￥/mg
496008元 27% 2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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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方案塑造利妥昔全球市场地位

全球市场：尽管多个新型抗CD20单抗已成功上市，但由于在非

霍奇金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领域利妥昔单抗仍是

当前经典治疗方案，该品种目前仍占据市场龙头地位。自抗

CD20单抗代表品种利妥昔单抗上市以来，全球销售额一路走高，

2017年全球销售额维持在70多亿美元水平。但由于专利到期、

生物类似药的上市，利妥昔单抗全球销售额增长已趋于平缓。

国内市场：自2008年在国内上市以来，美罗华一直是国内唯一

的抗CD20单抗品种，PDB样本医院销售额从2012年的5.2亿元增

长至2017年的10.8亿元，复合增长率约为15.8%，保持稳定较快

增长。但目前国内市场中，一方面国产生物类似物尚未上市；

另一方面利妥昔单抗适应症仅限于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他适应

症如类风湿性关节炎（RA）等尚未获批，因此国内市场仍具备

较大潜力。

图7、 利妥昔单抗全球销售额

图8、 利妥昔单抗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

数据来源：PDB，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利妥昔单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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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妥昔对应弥漫大B淋巴瘤国内潜在空间测算

虽然淋巴瘤发病率相对不高，但其拥有较长的生存期，

无论亚型DLBCL 3年OS达到约70%。

假设1：单次使用6支（600mg），与CHOP 化疗联用，

总共8个疗程

假设2：稳态下，国产：原研比例为7:3

假设3：不考虑维持治疗

假设4：每年新发病人3.1万人，其中40%复发，复发患

者仍将单用或联用R-CHOP方案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利妥昔单抗空间测算

中国淋巴瘤年均新患病人数（万） 8.8

弥漫大B淋巴瘤占比 35%

DLBCL患者人数（万） 3.1

复发比例 40%

药品单价（原研） 2418元/支，100mg/10ml

药品单价（国产） 1398元/支，100mg/10ml

初发患者人数（万） 3.1

复发患者人数（万） 1.24

用药方案
375mg/m2，与CHOP 化疗联用，

每个周期第一天使用

患者用药周期 8个

患者平均用药数量/次 6支

原研人均治疗费用（万） 11.61

国产人均治疗费用（万） 6.71

国产：原研比例 7:3

潜在市场空间

潜在年销售额（亿） 36

表4、美罗华DLBCL国内市场空间测算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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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方案R-CHOP举例（对照组为X-R）

案例1：《R‐CHOP versus dose‐adjusted R‐EPOCH in frontline management of primary mediastinal B‐cell 

lymphoma: a multi‐center analysis》

对照： 56 例 R-CHOP方案 VS 76 例 DA- R-EPOCH（依托泊苷、强的松、长春新碱、环磷酰胺、阿霉素）
入组患者：一线治疗纵膈大B细胞淋巴瘤(PMBCL) ，70%  R-CHOP 和82%  DA-R-EPOCH处于stage I-II 

关键数据：
1）R-CHOP 的 CR 为 69.6%、PR 为 10.7%、ORR为80.3%；R-EPOCH方案下CR为 84.2%、PR为7.9%、
ORR为92.1%。
2） R-CHOP中位随访时间为40个月，DA-R-EPOCH中位随访时间为 22个月，均未达到中位OS和中位
PFS。24个月，R-CHOP 生存率为89%， DA-R-EPOCH 生存率为91%。
3）stage 1–2 disease，CR 为79%；stage 3–4 disease，CR为73%。

结论： R-CHOP 与 R-EPOCH方案均表现出显著的 OS。虽然 R-EPOCH 的 CR 更高，但接受该方案治
疗的患者更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治疗相关的毒性。早期及中晚期均表现出较高的CR率。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利妥昔单抗疗效优异

数据来源：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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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方案R-CHOP举例（对照组为X-R）

案例2：《R-Mini-CHOP Versus R-Bendamustine As Primary Treatment for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 in Elderly and Comorbid Patients》

对照：10例 R-mini-CHOP VS 14例 R-苯达莫司汀
（R-mini-CHOP是一种减少环磷酰胺和阿霉素剂量的CHOP方案，已被证明是80岁以上患者有效性和安
全性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折衷方案）

入组患者：老年+合并疾病患者（中位年龄83岁），新诊断DLBCL且无法使用标准R-CHOP方案治疗。

关键数据：
R-mini-CHOP 的 ORR 为 60%、中位PFS为 6 月、OS 为 8 个月、20%达到 CR；R-苯达莫司丁的 ORR 为
64%、中位 PFS 为 6 月、OS 为 15 月、21%达到 CR

结论：R-B和R-mini-CHOP是老年和合并DLBCL患者一线治疗的合理选择。两方案的毒性都是可控的，
相较之下 R-苯达莫司丁方案具有更高的血液耐受性。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利妥昔单抗疗效优异

数据来源：Bloo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22

2

⚫ 针对rr-DLBCL

rr-DLBCL耐药机制可分为以下3种:

①先天性耐药：肿瘤细胞遗传学异质性，耐药与重现性基因突变和基因异常表达有关;

②获得性耐药：经过前期化疗药物筛选，肿瘤细胞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不稳定，耐药肿瘤克隆亚群出现，
最终导致标准方案化疗失败;

③肿瘤细胞微环境/细胞黏附介导耐药：源于肿瘤细胞与正常基质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

➢ 传统治疗方案（NCCN的二线治疗方案）
目前R-HDT/ASCT 已成为对化疗依旧敏感的rr-DLBCL 的主要治疗方法
R维持治疗对于ASCT 后复发的DLBCL没有明确意义

新药开发方向：DLBCL遗传学异质性，多重耐药分子机制在rrDLBCL耐药中发挥作用。新药主要从分子
机制、相关信号通路等出发， 通过干预肿瘤细胞代谢、增殖、生长等 达到治疗目的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rr DLBCL需要新机制

数据来源：《复发／难治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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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制剂
1、BCR（B细胞抗原受体）信号通路抑制剂
慢性活化BCR介导信号被认为在ABC-DLBCL（Non-GCB亚型） 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其主要依赖
于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脾酪氨酸激酶(SYK)和磷酸肌醇3-激酶(PI3K)。研究发现，在rr-ABC-DLBCL

中BTK、SYK和PI3K激酶异常活化。BTK或SYK 的siRNA 可以选择性抑制BCR信号，并诱导依赖于BCR 

信号的DLBCL细胞系凋亡。

• BTK抑制剂
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是B细胞受体（BCR）信号通路的关键调节因子，在不同类型恶性血液病中广
泛表达。BTK是一种胞浆蛋白，在BCR受体激活后，受体下游的Lyn、Fyn等激酶得到激活，进一步激活下
游的BTK激酶，BTK激活后调节下游的多条信号。

从核心作用来看，BTK可以通过激活细胞周期正向调控因子和分
化因子来控制B细胞的发育、分化，也能通过调节促凋亡和抗凋
亡蛋白的表达来控制B细胞的存活和增殖。其下游信号通路包括
MEK/ERK、p38 MAPK、JNK/SAPK等。BTK其他一些下游底物
包括转录因子BAP-135/TFII-I、NFκB、ARID3A、STAT3及NFAT，
因此BTK在直接转录调节及基因表达中也发挥关键作用。

数据来源：《盘点BTK抑制剂的研究新进程》，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BTK抑制剂仍在探索

图9、BTK相关通路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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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DLBCL）
方案 核心数据

阿卡替尼/Acalabrutinib

I/II期

I/II期

阿卡替尼联合派姆单抗
（pembrolizumab）治疗

rr-DLBCL（61例）

ORR:26%（CR:7%；PR:19%）
DCR:56%

I期 阿卡替尼单药治疗rr-DLBCL ORR:24%（CR:19%；PR:5%）

泽布替尼/Zanubrutinib

I期

II期

泽布替尼与BGB-A317（PD-1）
联合治疗多种rr-B细胞恶性肿瘤

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治疗中：
ORR:20%（CR:20%）
DCR:70%

Ib期
使用泽布替尼单药治疗多种非

霍奇金淋巴瘤亚型

在46例侵袭性淋巴瘤（含DLBCL、MCL）患者中：
ORR:60.9%（CR:15.2%；PR:45.7%）
DCR:71.8%

➢ BTK抑制剂对于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尝试

伊布替尼1期试验，联合 R-ICE 治疗rr-DLBCL，显示出优异结果，总ORR为90%（CR：55%；PR：35%），
尤其是对非 GCB 型的效果（CR100%）。但3期结果显示，伊布替尼与R-CHOP联用的疗效并不优于单用
R-CHOP方案。同时，阿卡替尼和泽布替尼亦在对DLBCL进行临床试验。

数据来源：ASH.， Hematological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BTK抑制剂仍在探索

表5、阿卡替尼、泽布替尼临床数据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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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布替尼是治疗晚期复发难治性淋巴瘤的明星药物，在优秀的疗效下实现快速放量，根据PDB数据，

其2019年全球销售额已超过50亿美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约64%。其在2017年国内上市后，于

2018年通过谈判形式纳入全国医保，2019年实现高速放量，PDB样本医院销售额已超过2.5亿元。

数据来源：PDB，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伊布替尼市场潜力巨大

图10、伊布替尼全球销售额 图11、伊布替尼中国样本医院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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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疫调节药物
来那度胺（lenalidomide）是第二代免疫调节药物，由Celgene开发，化学结构与沙利度胺相似，具有抗肿

瘤、免疫调节和抗血管生成等多重作用，现有适应症为曾接受过至少一种疗法的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证明，
来那度胺对DLBCL有一定疗效，对ABC-DLBCL细胞的增殖和存活有较强抑制作用，而对GCB亚型影响
非常小。

来那度胺对DLBCL临床试验持续至临床3期，评估对R-CHOP一线诱导治疗方案有应答的DLBCL患者评
估来那度胺维持治疗相比安慰剂的疗效。结果显示，来那度胺可显著延长DLBCL患者的PFS，到达了主
要终点。但在OS的次要终点方面，来那度胺维持治疗组未显示出明显获益。因此，Celgene未提交来那度
胺针对DLBCL适应症的上市申请。

ORR CR PR 中位PFS

所有患者 27.5% 15.0% 12.5% 6.4月

GCB 8.7% 4.3% 4.3% 3.3月

非GCB 52.9% 29.4% 23.5% 7月

数据来源：Cance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来那度胺疗效不显著

表6、来那度胺临床数据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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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I3K/AKT/mTORC1通路抑制剂
PI3K/AKT/mTORC1通路活化在GCB-DLBCL肿瘤细胞生存和化疗耐药中发挥核心作用，是治疗rr-GCB 

DLBCL的潜在目标。但目前在研项目进展相对并不顺利。

• PI3K：PI3K抑制剂针对FL和CLL/SLL效果较好（已有获批适应症），但针对DLBCL的效果则不尽如人意。

1）Idelalisib是首个口服选择性PI3Kδ抑制剂，于2014年上市，2015-2019年销售额维持在1.0-1.5亿美元之间。
其针对DLBCL一期临床方案以失败告终。

2）Copanlisib由拜耳研发，于2017年上市，能抑制PI3K-α和PI3K-δ两种激酶亚型，已获批适应症为rr-FL。根
据2期临床试验结果，Copanlisib在rr-ABC DLBCL患者中显示出一定疗效（总ORR为25%，中位PFS为8.1月；
GCB DLBCL ORR为13.6%、ABC DLBCL ORR为37.5%）

• mTORC1 ：mTORC1 抑制剂主要适应症为肾癌，针对DLBCL的结果亦不佳 。

1）替西罗莫司（temsirolimus）于2007年上市，主要适应症为肾癌。 2010年，其获得II期针对复发性侵袭性或
惰性的淋巴瘤单药研究结果，在DLBCL患者中的ORR为28%。

2）依维莫司（ Everolimus ）主要适应症为晚期肾癌。2010年，其针对复发性侵袭性淋巴瘤患者的临床II期试
验结果，DLBCL患者的ORR为30%。2017年，其在针对低风险DLBCL患者III期试验中，主要终点未达到
（DFS未有明显改善）

数据来源：Hematological Oncology，《复发／难治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PI3K/mTORC1通路进展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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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PDB，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PI3K/mTORC1抑制剂全球销售额

图12、 Idelalisib全球销售额 图13、替西罗莫司全球销售额

图14、依维莫司全球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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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蛋白激酶 C β ( PKC β )抑制剂
PKC信号分子是细胞生长调控信息通路的重要组成成分，参与细胞的转录调节、免疫介导、细胞生长、分
化、增殖、癌变及细胞凋亡过程。蛋白激酶C β ( PKC β )抑制剂PKC β Ⅱ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激酶亚型，
在B淋巴细胞受体信号通道中是一个关键成分，参与B淋巴细胞的正常功能。研究发现， PKC β Ⅱ通过BCR

信号通路扩增在rr-DLBCL中高表达。PKCβ Ⅱ过表达与同源性磷酸酶-张力蛋白( PTEN )缺失引起的不良预
后相关，被认为是潜在治疗靶点 。

目前，PKC β Ⅱ的在研品种有Enzastaurin，由礼来开发，主要针对PKCβ、PI3K和AKT等靶点，DLBCL是其
主要研究的适应症。Enzastaurin在rr-DLBCL诱导治疗的临床II期试验中获得不错的临床效果，但是在3

期维持治疗试验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

2014年，索元生物买下Enzastaurin(现称DB102)的全球授权，随后发现了一组全新的生物标记物DGM1。临
床数据显示，DGM1阳性的病人在服用DB102后其生存期有着非常显著的改进。目前，DB102已经进入关
键性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III期阶段（DGM1为指导的一线治疗高危DLBCL），公司预计正式获批后峰值年
销售额将有望达到29亿美元。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PKC β抑制剂正进行新的尝试

数据来源：《蛋白激酶C-βΙ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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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蛋白酶体抑制剂
在ABC-DLBCL中，bortezomib（硼替佐米）等蛋白酶体抑制剂可以阻滞细胞周期负性调控因子和NF-κB抑
制蛋白IκBα的降解，从而诱导细胞周期阻滞和线粒体依赖性凋亡。

研究证实，在肿瘤细胞中硼替佐米能明显减少核因子NF-κB的抑制因子IκBα的降解, NF-κB与IκBα结合后能
有效抑制NF-κB的活性，抑制与细胞增殖相关的基因的表达。硼替佐米现有适应症为多发性骨髓瘤（一线/

二线）及rr套细胞淋巴瘤。

硼替佐米单药治疗无明显活性,但联合其他药物可显著提高
治疗反应。硼替佐米联合R-CHOP 化疗，可以靶向抑制NF-

κB 通路并选择性地对rr-ABC DLBCL有效，而对GCB亚型
作用较小。根据某项临床试验数据，试验人群为40例未经
治疗的DLBCL患者，ORR为100%（CR 86%），2年PFS率
为64%，2年OS率为70%。根据另一项针对硼替佐米和伏立
诺达联合治疗的试验数据，试验人群为65例DLBCL患者，
CRR为31.8%。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Clin Lymphoma Myeloma Leuk ， PDB，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硼替佐米联用有效

图15、硼替佐米全球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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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DAC抑制剂
研究表明, 肿瘤的发生与核小体核心组蛋白 N-端的赖氨酸残基的乙酰化和去乙酰化的失衡有着密切的关系。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s) 抑制剂通过调节组蛋白N-端的赖氨酸残基的乙酰化和去乙
酰化，激活抑癌基因、抑制癌症基因，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

西达本胺(Chidamide)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新一代酰胺类 HDACis，能够选择性地抑制 HDAC1、2、3、
10的表达。研究证实西达本胺能够提高三种增殖特性不同的 DLBCL 细胞株乙酰化 H3 蛋白的表达水平，
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DLBCL）
方案 核心数据

西达本胺/Chidamide

II期

III期

西达本胺联合R-CHOP治疗初治老年
DLBCL(49例)

中位随访时间18个月时：
ORR:90.3%(CR:85.4%；PR:4.9%)

12个月PFS率：92.1%

12个月OS率：94.7%

II期

西达本胺联合克拉屈滨(cladribine)、
高剂量吉西他滨与Busulfan结合自体
干细胞移植治疗复发/难治低风险淋

巴瘤(DLBCL共计19例)

中位随访时间10.3个月时：
PFS率为81.7%

OS率为100%

数据来源：Seminars in Hematology，《西达本胺对不同增殖特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体外作用机制的研究》，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西达本胺具备疗效

表7、西达本胺临床数据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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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8、西达本胺DCF估值模型

注：未考虑海外市场潜在收益，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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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子制剂
1、抗CD20单抗——核心仍是利妥昔单抗

抗CD20单抗的研发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 第一代：主要为鼠源或人鼠嵌合单抗，代表品种为利
妥昔单抗等。第一代由于人源化程度较低，部分患者
存在耐药性、不良反应较严重等现象。

• 第二代：为人源化或全人源化单抗，代表品种为奥法
木单抗、奥瑞珠单抗。通过人源化或者全人源改造后，
第二代抗CD20单抗降低了免疫原性，同时减少了不良
反应，但目前第二代抗CD20单抗的治疗领域尚不包括
非霍奇金淋巴瘤，治疗范围尚未充分开发。

• 第三代：Fc段经过修饰的人源化单抗，代表品种为阿
妥珠单抗等。阿妥珠单抗适应症为CLL和复发性滤泡
性淋巴瘤，虽然目前对滤泡性淋巴瘤为二线疗法，但
罗氏已证明其可用于一线治疗。但在DLBCL的治疗中，
阿妥珠单抗并未证明有效性，较大限制其市场空间。

从临床数据来看，在非霍奇金淋巴瘤方面，利妥昔单
抗+化疗治疗NHL为当前一线治疗方案，且中位无进
展生存期（PFS）等临床数据较为优异。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利妥昔单抗仍是核心

表9、各代CD20单抗对比

数据来源：《抗CD20治疗性单克隆抗体的研究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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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PDB，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17、奥法木单抗全球销售额图16、替伊莫单抗全球销售额

图18、阿妥珠单抗全球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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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子制剂

2、CD19靶点
CD19分子是最早发现的B淋巴细胞表面标记之一，其化学性质为跨膜糖蛋白，从骨髓B祖细胞即开始表达，
持续整个B细胞成熟期，直至分化为浆细胞时消失，其主要作用调节B细胞活化和发育，并广泛分步在B淋
巴细胞表面，是一种功能受体分子。其主要功能是与CD21和CD81形成复合物，在B细胞抗原受体识别抗
原时，构成B细胞双重抗原结合模型，参与B细胞内Ca2+的转运，调节B细胞的活化与增殖。CD19还可通
过mIgM的信号放大参与B淋巴细胞的发育和再生。

最大特征：

CD19分子作为B淋巴细胞表面发挥特异性信号转导的受体

存在于B细胞成熟的各个阶段，95%以上的B细胞淋巴瘤和B

淋巴细胞白血病均表达CD19抗原。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CD19靶点

图19、CD19通路机理

数据来源：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CD19分子的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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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19是CAR-T疗法的首选靶点
由于CD19频繁表达于B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且表达程度和水平远高于其它潜在靶点如CD20、CD22，因
此成为CAR-T疗法针对淋巴瘤的首选靶点。根据统计，CD19 CART 细胞治疗诱导缓解能力可持续2-4年。
目前，国内在研CAR-T项目，超过80%的项目均以CD19为靶点

靶点 药品名称 进展情况 企业名称 NMPA办理状态开始时间 受理号码

具有沉默白介素6表达功能的靶向CD19基因工程化自体T细胞注射液 2019/2/12 CXSL1900014

程序死亡受体1敲减的靶向CD19嵌合抗原受体工程化T细胞注射液 2018/2/5 CXSL1800008

CXSL1800005
CXSL1800006

非病毒载体靶向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注射液 批准临床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 2019/1/16 CXSL1900003

Senl_B19自体T细胞注射液 河北森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11/5 CXSL1800111

CXSL1800106

CXSL1800107

基因工程CD19抗原受体修饰自体T细胞（静脉注射液） 深圳宾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8/9/10 CXSL1800095

2018/2/11 CXSL1800017

2018/7/19 CXSL1800080

CXSL1800078

CXSL1800079

靶向CD19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注射液 普瑞金（深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8/6/14 CXSL1800068

2017/12/4 CXSL1700193

2018/2/16 CXSL1800019

因诺卡替-19细胞注射液 深圳因诺免疫有限公司 2018/5/22 CXSL1800062

HD CD19CAR-T细胞 华道（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18/5/22 CXSL1800061

益基利仑赛（拟定） 批准临床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5/11 CXSL1800059

CT032人源化抗CD19自体CAR-T细胞注射液 批准临床 科济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018/4/18 CXSL1800047

2018/4/16 CXSL1800046

2018/4/8 CXSL1800035

ICT19G1 批准临床 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8/2/22 CXSL1800020

pCAR-19B细胞自体回输制剂 批准临床 重庆精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8/2/13 CXSL1800021

JWCAR029（CD19靶向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 批准临床 上海明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1/11 CXSL1800002

靶向CD19自体嵌合抗原T细胞输注剂 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17/12/28 CXSL1700216

抗CD19分子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自体T淋巴细胞注射液 批准临床 北京马力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大学、成都银河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17/10/30 CXSL1700122

抗人BCMAT细胞注射液 批准临床 上海恒润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5/23 CXSL1800063

CT053全人抗BCMA自体CAR-T细胞注射液 批准临床 科济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018/5/9 CXSL1800054

程序死亡受体1敲减的靶向CD269嵌合抗原受体工程化T细胞注射液 上海优卡迪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8/2/5 CXSL1800009

LCAR-B38M CAR-T细胞自体回输制剂 批准临床 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7/12/8 CXSL1700201

GPC3 靶向磷脂酰肌醇蛋白多糖-3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自体T细胞 批准临床 科济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017/12/11 CXSL1700203

上海恒润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艺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广州百暨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18/1/29

2018/10/30

2018/7/17

CBM.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注射液 上海赛比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19

BCMA

上海优卡迪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白介素6分泌功能敲减的靶向CD19自体基因编辑T细胞注射液

抗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注射液

IM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注射液（IM19CAR-T细胞注射液）

靶向CD19的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自体T细胞注射液

抗人CD19T细胞注射液 批准临床

美国市场空间测算：
假设美国每年约有7500例难治性
DLBCL患者符合接受CAR-T治疗的
条件，若以单疗程37.3万美元
（ Yescarta 对应治疗费用），平均
两个疗程测算，对应美国CAR-T 

DLBCL市场空间为56亿美元。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CD19靶点

表10、我国CAR-T疗法研发进展

注：截至2019年8月

数据来源：药智网，生物谷，《 car-t治疗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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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生产商 临床试验 随访时间 ORR（DLBCL） CR（DLBCL） PFS

Kymriah 诺华 JULIET 2期临床试验 14月 52% 40% 12月：65%

Yescarta kite（吉利德） ZUMA 1 2期临床试验 15.4月 82% 49%

JCAR-017 Juno（新基）
TRANSCEND NHL 001 

1期临床试验
12月 75% 55%

• 针对rr-DLBCL，目前已上市的CD19  CART疗法有诺华的Kymriah和吉利德（Kite）的Yescarta 。
• 2019年，Yescarta的全球销售额达到 4.56亿美元，同比增长72.7%。

临床数据方面，总体而言CAR-T疗法对rr-DLBCL具备较好的疗效，三大品种（Kymriah、Yescarta、
JCAR-017）的ORR均在50%以上，尤其是Yescarta和JCAR-017疗效优异，ORR达到70%以上。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CAR-T疗法对rr DLBCL具备较好疗效

表11、三款CAR-T产品针对rr-DLBCL临床数据梳理

数据来源：《Novartis receives European Commission approval of its CAR-T cell therapy, Kymriah》，《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 therapy for non-Hodgkin lymphoma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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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C亦有尝试

ADCT-402由瑞士ADC Therapeutics研发，目前处于临床2期，是CD19人源化抗体与细胞毒素PBD（吡唑
二氮平二聚体毒素）结合的ADC药物。

临床1期结果：
总体患者群体中，剂量 ≥120μg/ kg 时的总缓解率为 60%(CR 34%，PR 26%)。
rr-DLBCL中，总缓解率为 57%(CR 34%，PR 23%)。

从ORR来看，ADC相较于CD19 CAR-T略逊，但ADC与CAR-T耐药机制可能不同，且应答持久性和对
生存的改进亦尚无法比较。

• 单抗亦有尝试

MOR208（CD19单抗）由德国MorphoSys研发，其与来那度胺联合疗法针对rr-DLBCL具备一定疗效

单药：1期临床结果，ORR为26%（CR为6%），中位PFS为2.6月。
MOR208+来那度胺：2期临床结果，ORR为60%（ CR为43% ），中位PFS为12.1月

数据来源：ASH.，Annals of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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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D22靶点

CD22亦是一种跨膜唾液酸糖蛋白，仅表达于分化成熟期B细胞的表面，在99％的NHL细胞中均有表达，也
可以作为淋巴瘤靶向药物的潜在靶点。且有研究表明，原本表达CD19的癌细胞，在CAR-T等疗法的压力
下，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转而表达CD22蛋白。

依帕珠单抗（Epratuzumab）：为抗CD22单抗，由Immunomedics公司研发，现已进入3期临床阶段。
根据其2期临床数据，与利妥昔联用针对DLBCL，对应ORR为47%（CR 33%）；中位DOR为6个月，对于
DLBCL患者的疗效相对平庸。相比之下，其针对FL效果更佳（ORR 64%；中位DOR 16月）

4、CD40靶点

CD40同样为I型膜糖蛋白，CD40受体及其配体CD40L属于TNF/TNFR家族，可激活多条信号通路，包括
NF-κB、PI3K等。从表达范围上，CD40相对更为广泛，在膀胱癌细胞、B细胞、抗原呈递细胞（APC）上
均有表达，相对更不适合作为靶点。而从临床数据来看，抗CD40单抗疗效相对并不突出。

达西珠单抗（dacetuzumab）：为抗CD40单抗，其2期临床数据显示，其针对rr-DLBCL的ORR为8%（CR 

4%）；DCR为36%。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ournal of Hematology&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CD22、CD40疗效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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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D-1/PD-L1

程序性死亡受体(PD) 抗体PD-1是表达于T细胞表面的抑制性受体，配体PD-L1和PD-L2表达于抗原呈递细
胞，受体配体结合后限制T 细胞的活化和增殖。针对DLBCL不同亚型 PD-1/PD-L1 单抗疗效存在差异性，
在PMBCL（原发性纵膈B细胞淋巴瘤）中PD-1单抗取得不错疗效；而针对DLBCL-NOS （非特指性），
PD-L1仅在10%-14%DLBCL-NOS中异常高表达，比例相对不高。

目前，FDA已批准Keytruda用于治疗rr-PMBCL。在临床试验KEYNOTE-170中，选取53例复发性或难治性
PMBCL患者，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中位随访9.7个月，ORR为45%，其中CR为11%、PR为34%。在其他
的尝试中，PD-1单抗Pidilizumab现已中止临床3期研究，PD-L1单抗主要尝试联用方案，从早期临床数据来
看结果较好。

数据来源：Trials and Studie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PD-1/PD-L1针对不同亚型存在差异

品种 靶点 方案 临床试验 ORR CR

Durvalumab PD-L1 CAR-T细胞JCAR014联合durvalumab治疗R/R B-NHL Ⅰ期 50% 42%

阿特珠单抗
（Atezolizumab）

PD-L1 Atezolizumab联用R-CHOP 治疗初治晚期DLBCL Ⅰ/Ⅱ期 87.5% 77.5%

pembrolizumab

（Keytruda）
PD-1 多中心、单臂，治疗复发性或难治性PMBCL（已接受利

妥昔单抗作为一线治疗）
KEYNOTE-170 45% 11%

Pidilizumab PD-1 pidilizumab 治疗ASCT后 rr-DLBCL Ⅱ期 51% 34%

表12、PD-1/PD-L1对DLBCL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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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制剂：总体而言，小分子制剂针对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疗效一般，更多的是已获

批其他淋巴瘤适应症情况下探索DLBCL。现有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小分子制剂中针对

DLBCL疗效相对较好的有泽布替尼、西达本胺等，且在国内都有针对DLBCL适应症的临

床试验正在进行。硼替佐米联合R-CHOP等方案对DLBCL有一定治疗效果。而

PI3K/AKT/mTORC1通路相关抑制剂的治疗效果不甚理想。

➢ 大分子制剂：作为第一代CD20单抗的利妥昔单抗仍是执牛耳者，而第二、三代CD20单抗

并无DLBCL适应症。CD19 CAR-T各款品种均取得优秀的临床试验数据。PD-1/PD-L1方面，

不同亚型疗效存在一定的差异，K药针对rr-PMBCL具备不错疗效，适应症已经获批。PD-

L1单抗针对DLBCL主要尝试联用方案，早期数据结果较好。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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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小结

类别 药物名称
是否已获批

适应症
产品对DLBCL评价 原因分析

小分子

BTK抑制剂

伊布替尼

否 中低
伊布替尼与R-CHOP联用的疗效相较于单用R-CHOP方案未显优效。泽布替尼等尚
在临床试验中，2期临床效果较好

阿卡替尼

泽布替尼

免疫调节药物 来那度胺 否 低 次要终点未达到

PI3K/mTORC1

Idelalisib

否 低 临床数据不佳
Copanlisib

替西罗莫司

依维莫司

PKC β Enzastaurin 否 低 是否有效仍待验证

蛋白酶体抑制剂 硼替佐米 否 中 联合R-CHOP等方案对DLBCL有一定治疗效果

HDAC抑制剂 西达本胺 否 中高 2期临床数据较好

大分子

CD20单抗

利妥昔单抗 是 高 利妥昔单抗+化疗治疗NHL为当前一线治疗方案

奥法木单抗 否 低
未获批相应适应症

阿妥珠单抗 否 低

CAR-T

Kymriah 是

高 对rr-DLBCL具备较好的疗效，ORR均在50%以上Yescarta 是

JCAR-017 否

CD19 ADC ADCT-402 否 中 ADC临床数据相较于CD19 CAR-T略逊，但ADC与CAR-T耐药机制可能不同

CD19单抗 MOR208 否 中低 与来那度胺联合疗法针对rr-DLBCL具备一定疗效

CD22单抗 依帕珠单抗 否 中低 与利妥昔联用针对DLBCL，ORR为47%，疗效平庸

CD40单抗 达西珠单抗 否 低 2期临床数据，针对rr-DLBCL的ORR为8%，疗效不显著

PD-1
pembrolizuma 是 高 针对rr-PMBCL具备较好疗效，现已获批该适应症

Pidilizumab 否 低 中止3期临床

PD-L1
Durvalumab 否 中

均为联用方案，早期数据较好
阿特珠单抗 否 中

表13、弥漫大B淋巴瘤药物情况总结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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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泡性淋巴瘤详解详解

现有药物研发中，小分子制剂方面，BTK抑制剂针对初

治和复发/难治均有不错的治疗效果；硼替佐米联合美罗

华治疗晚期FL也表现出良好的疗效；PI3K抑制剂单药在

针对rr-FL的治疗中的表现也值得关注。大分子制剂方面，

第二代CD20单抗奥滨尤拓珠拥有较好的疗效。兰妥莫单

抗等双特异性单抗、ADC药物等针对FL的研发尚处于临

床相对早期阶段，但从早期临床数据来看它们针对rr-FL

的疗效都比单抗更优异。PD-1单抗主要以联用为主，现

有临床数据亦较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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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特点：多发于40岁以上成年人，女性发病比例略高。临床常表现为无痛性肿块，对常规化疗

反应敏感，但易复发。滤泡性淋巴瘤主要发生于淋巴结，肿瘤可累及脾脏、骨髓、韦氏环、胃肠
道及皮肤等。

病因：由Bc12基因易位导致的Bc12高表达致使淋巴瘤细胞凋亡障碍，在此过程中具有该易位的淋
巴细胞有机会获得其他遗传学异常，最终导致滤泡性淋巴瘤形成。

发病情况：国内占比淋巴瘤的7%、美国占比10.9%，发病率美国相对更高。

预后：滤泡性淋巴瘤发病时的年龄、乳酸脱氢酶、临床分期和淋巴结以外的实质脏器受侵数目，
均与非霍奇金淋巴瘤病人的预后明显相关。根据统计，低危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73%，低中危
组为51%，中高危组为43%，高危组为26%。Ⅰ、Ⅱ级滤泡性淋巴瘤的病变进展缓慢，10年生存率
为80%，单纯的放射治疗即可取得很好的疗效（单独化疗或化放疗联用增益效果不强）。而Ⅲ、
Ⅳ期患者治疗方案目前还没有统一模式，一般为 X+R+化疗方案的组合。

3 滤泡性淋巴瘤—特点—预后与分期相关

数据来源：《恶性淋巴瘤的两大类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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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易复发

滤泡性淋巴瘤极易复发、不可治愈，随着疾病进展复发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且随着每一次复发
患者的生存期缩短。一项长达20年的针对滤泡性淋巴瘤复发性的研究显示，从诊断到首次复发，
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缩短近60%、中位生存期和缓解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缩短近
50%。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特点—易复发

表14、滤泡性淋巴瘤各疾病阶段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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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转化

根据《中国滤泡性淋巴瘤诊断与治疗指南》（2013版），20%-70%的滤泡性淋巴瘤在整个临床过
程中可以转化为其他更具侵袭性的淋巴瘤，其中以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最为常见。从转化机制
看，转化过程分为祖细胞向滤泡性淋巴瘤或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分化，或者滤泡性淋巴瘤克隆
向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直接转化。

数据来源：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中国滤泡性淋巴瘤诊断与治疗指南(2013年版)》，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特点

图20、滤泡性淋巴瘤转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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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N

二线

一线
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RCHOP、RCVP、利妥昔单抗

化学免疫治疗、利妥昔单抗、来那度胺±利妥昔单抗
放射免疫治疗（1类推荐）、Idelalisib、氟达拉滨±利妥昔单抗

• 目前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方案
主要参考海外(NCCN)标准。

• 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是目前国内
外最常选用的治疗模式。多个
随机对照试验表明，无论是使
用CHOP方案、CVP方案，还

是氟达拉滨单药或以氟达拉滨
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加上利妥
昔单抗均能改善患者预后。目
前尚不明确哪个免疫化疗方案
较好。

（二线即为X+R+化疗方案的组合）

滤泡性淋巴瘤—诊疗指南—二线主要为X+R+化疗方案组合

数据来源：NCC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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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泡性淋巴瘤
（FL）

1-3a级
一线治疗

CSCO

I/II 期

I 期(肿块＜7cm)/局部侵犯的II 期
(肿块＜7cm)

(I 级)利妥昔单抗、obinutuzumab±化疗
(II 级)利妥昔单抗、obinutuzumab±化疗+ISRT

I 期(肿块≥7cm)/局部侵犯的II 期
(肿块≥7cm)或非局限的II 期

(I 级)受累部位放疗ISRT

(II 级)利妥昔单抗、obinutuzumab±化疗、观察

III/IV 期

复发难治FL(1-3a级)二
线治疗及FL转化为
DLBCL

有治疗指征
(I 级)化疗±利妥昔单抗或obinutuzumab

(II 级)临床试验、局部放疗

无治疗指征
(I 级)等待观察
(II 级)临床试验

一线治疗

(I 级)RCHOP、RCVP

(II 级)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利妥昔单抗(低肿瘤负荷)、来
那度胺+利妥昔

老年或体弱患者的一线治疗
(I 级)利妥昔单抗
(II 级)烷化剂单药±利妥昔单抗

二线治疗

(I 级)R-CHOP、R-CVP、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利妥昔单
抗、来那度胺±利妥昔单抗
(II 级)Idelalisib、Copanlisib、临床试验

老年或体弱患者的二线
治疗

(I 级)利妥昔单抗(优选)

(II 级)烷化剂单药±利妥昔单抗

二线巩固和维持治疗
(I 级)利妥昔单抗
(II 级)大剂量化疗联合ASCT、allo-SCT

1-3a级一线免疫
化疗

一线维持或巩固治疗
(I 级)利妥昔单抗（初诊时表现为高肿瘤负荷）
(II 级)利妥昔单抗

图21、滤泡性淋巴瘤诊疗路径（CSCO）

数据来源：CSCO，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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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泡性淋巴瘤是常见的恶性淋巴瘤亚型，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发病率仅次于DLBCL。目前已有治疗方法，

包括使用烷化剂单一疗法、联合放化疗治疗等。近年来，还有包括自体干细胞移植，以及CD20单抗、B

细胞受体信号传导抑制剂等的免疫治疗。

尽管众多的治疗方案已经极大提高了FL患者的缓解率、中位生存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往往会复

发，并且每次复发后对挽救治疗的响应持续时间缩短，患者最终死于疾病。因此，当前研发主要方向为提

高复发患者的缓解率和生存结果。

目前对滤泡性淋巴瘤的药物研究主要集中在淋巴瘤细胞发病的信号通路、免疫环境的调节和表面抗原的靶

向治疗等方面。未来这些靶向药物单药或与传统化疗药物合用，或将进一步提高 FL 患者的疗效和生活质

量，提高缓解率及总体生存率。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研究方向主要针对复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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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制剂
1、BCR信号通路抑制剂

• BTK抑制剂
在滤泡性淋巴瘤治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BTK抑制剂有伊布替尼、阿卡替尼。当前伊布替尼、阿卡替尼两种
BTK抑制剂均有单药或联合方案进行临床试验。从数据来看，联合美罗华后两种药物对初治FL均有不错的
疗效，ORR在80%以上。同时，针对R/R型患者亦有不错的疗效。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伊布替尼/Ibrutinib II期 III期
伊布替尼联合美罗华治疗

初治FL(60例)

中位随访时间10.2个月时：
ORR:82%(CR:27%；PR:55%)

阿卡替尼/Acalabrutinib Ib期 I/II期
施用阿卡替尼单药治疗rr-FL(12

例)；阿卡替尼联合美罗华方案
治疗初治FL(13例)、rr-FL(13例)

阿卡替尼单药治疗rr-FL:

ORR:33%(CR:8%PR:25%)

阿卡替尼联合美罗华治疗初治FL:

ORR:92%(CR:31%;PR:61%)

阿卡替尼联合美罗华治疗rr-FL:

ORR:39%(CR:8%,PR:31%)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BTK抑制剂联用美罗华具备疗效

表15、BTK抑制剂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数据来源：Bloo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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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k抑制剂
脾酪氨酸激酶(Syk) 是BCR信号通路中的一个关键激酶，也是其他免疫受体如Fc受体和粘附受体信号转导
的关键组成部分。 此外，Syk还与其他BCR信号分子，如BTK、PI3Kδ和TNF超家族受体一起参与独立于
BCR的信号转导。

Syk主要表达在B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造血细胞中。研究发现，Syk的信号传导引发了一系列生物
学功能，包括细胞发育、增殖、迁移和存活等，是淋巴瘤增殖、迁移和存活的必要条件。

当前市场上唯一一款Syk抑制剂是Rigel Pharmaceuticals开发的fostamatinib，适应症为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ITP)。目前，处于FL临床试验后期的Syk抑制剂为吉利德在研的Entospletinib，从临床数据来看相对并
不优异。

药物名 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Entospletinib II期 II期
施用Entospletinib单药治疗惰性
非霍奇金淋巴瘤(FL共41例)

中位随访时间3.6个月时：
ORR:17.1%(PR:17.1%)

DCR:68.3%

中位PFS:5.7月
24周PFS率：51.5%

数据来源：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SYK抑制剂研发进展汇总》，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syk抑制剂数据并不优异

表16、Entospletinib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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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I3K抑制剂
PI3K 有多个亚型，如Idelalisib 靶向针对 PI3K 的 δ 亚型、 Duvelisib靶向针对PI3K 的 γ 亚型、 Copanlisib 靶
向针对α 和 δ 亚型，这3种靶向药单药治疗FL都有较好的疗效，其针对滤泡性淋巴瘤适应症的药物已经获
批上市。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Idelalisib II期 III期 Idelalisib单药治疗rr-FL(72例)
ORR:56%(CR:14%；PR:42%)

中位PFS:11个月

Duvelisib II期 II期 Duvelisib单药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FL共83例)
ORR:42.2%(CR:1.2%；PR:41%)

DCR:77.1%

Copanlisib II期 II期 Copanlisib单药治疗rr-FL(104例)
ORR:58%(CR:14%；PR:44%)

DCR:77.1%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PI3K抑制剂疗效较好

表17、 PI3K抑制剂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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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蛋白酶体抑制剂
硼替佐米是第一个进入临床应用的蛋白酶体抑制剂，其在套细胞淋巴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等淋巴瘤
亚型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试验结果。根据2期临床数据，硼替佐米联合美罗华针对晚期滤泡性淋巴瘤，
显示了比较理想的疗效和安全性。5年OS率达到70%，PFS达到34个月，ORR达到64%（CR 47%）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硼替佐米/Bortezomib II期 II期
硼替佐米联合美罗华治疗晚期

滤泡性淋巴瘤(45例)

治疗满2疗程时：
ORR:34%(CR:7%;PR:27%)

DCR:81%

治疗结束时：
ORR:64%(CR:47%;PR:18%)

DCR:66%

随访5年时：
PFS:34个月
DOR:49个月
5年期OS率：70%

数据来源： Acta Haematologic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硼替佐米以联用为主

表18、硼替佐米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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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子制剂
1、抗CD20单抗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奥滨尤妥珠/Obinutuzumab

III期

已上市
（罗氏）

奥滨尤妥珠单药(65例)及美罗华单药
(58例)治疗一线FL患者的对照试验

中位随访时间34.5个月时：
奥滨尤妥珠单药下：
ORR:92.3%(CR:35.4%；PR:56.9%)

3年期PFS率：89.9%

美罗华单药下：
ORR:91.4%(CR:34.5%；PR:56.9%)

3年期PFS率：74.4%

I/II期
奥滨尤妥珠联合来那度胺治疗高度活

性、复发FL(30例)

中位随访时间14个月时：
ORR:100%(CR:78%；PR:22%)

预期24个月PFS率：61%

奥法木单抗/Ofatumumab II期 III期
奥法木单抗单药治疗未经治疗的中低

危FL(36例)

ORR:84%(CR:9%;PR:75%)

中位PFS:1.9年
中位缓解期:23.7月

Ublituximab I/II期 II期
Ublituximab治疗异质性、高美罗华预
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FL共12例）

ORR:42%(CR:17%;PR:25%)

DCR:84%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matology， Hematological Onc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二代CD20单抗疗效显著

表19、抗CD20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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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特异性抗体

双特异性抗体(Bispecific Antibodies)能分别识别和结合两种不同的抗原，所以它可以把免疫细胞、病毒分

子等连接到肿瘤细胞上，进而增强对靶细胞的杀伤作用；同时也可以结合同一肿瘤细胞上的不同抗原以增

强其结合特异性，从而减少脱靶毒性等副作用。这种具有双功能的重组抗体作为治疗肿瘤的药物拥有比单

抗药物更高的疗效。

从临床进展来看，现有双抗针对FL的研发均处于临床相对早期阶段，但从早期临床数据来看，针对rr-FL

双抗相较于单抗显然具备更为优异的疗效。

药物名 机理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REGN1979
靶向CD3和CD20

双特异性抗体
I期 I期 REGN1979单药治疗rr-FL(17例) ORR:65%(CR:53%;PR:12%)

Mosunetuzumab
靶向CD3和CD20

双特异性抗体
I期 I/II期

Mosunetuzumab

单药治疗rr-B cell NHL
ORR:61%

兰妥莫单抗
（Blinatumomab）

靶向CD3和CD19

的双特异性抗体
I期 II期 兰妥莫单抗单药治疗FL(15例) ORR:80%(CR:40%;PR:40%)

数据来源：ASH.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双抗早期数据较好

表20、双抗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http://ipoipo.cn/


56

3

3、PD-1

当前研究表明，大多数FL肿瘤细胞中并无PD-L1或PD-L2表达，但在微环境里有大量的PD-1+细胞，这些

细胞除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外还包括滤泡辅助T细胞(TFH)等，一些研究认为PD-1+TILs是抑制FL进

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可以看到PD-1目前针对FL的在研项目均为联用方案，总体而言针对rr-FL都有着不错的疗效。K药

联用美罗华实现60%以上的ORR，O药的联用方案中位PFS也在1年以上。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纳武单抗/Nivolumab I/IIa期 II期 纳武单抗与伊布替尼联合治疗rr-NHL(FL共计37例)

中位随访时间14.75个月下：
ORR:32.4%(CR:8%.1;PR:24.3%)

DCR:70.2%

中位PFS:55周

派姆单抗
/Pembrolizumab

II期 II期 派姆单抗与美罗华联合治疗复发FL(16例)
中位随访时间11个月下：
ORR:64%(CR:48%;PR:16%)

数据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Hematological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PD-1尝试联用方案

表21、PD-1单抗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http://ipoipo.cn/


57

3

4、ADC药物
ADC药物针对FL的研发目前亦相对处于早期临床阶段，但从临床结果来看均取得优异疗效，单药针对rr-

FL实现70%-80%的ORR，而Polatuzumab Vedotin在联用CD20单抗的情况下更是实现89%的ORR。

药物名 机理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ADCT-402
CD19抗体与细胞毒药

物SG3199结合物
I期 I期 ADCT-402单药治疗rr-FL(15例)

中位随访时间7.56个月下：
ORR:80%(CR:53.3%;PR:26.7%)

Inotuzumab Ozogamicin
inotuzumab与

ozogamicin结合物
II期 II期

Inotuzumab Ozogamicin

单药治疗复发或使用美罗华、化
疗等难以治疗的惰性非霍奇金淋

巴瘤(FL共计72例)

中位随访时间24个月下：
ORR:71%(CR:35%;PR:36%)

中位PFS:14.7月

Polatuzumab Vedotin

CD79b抗体与抗有丝分
裂剂MMAE(单甲基阿

司他丁E)结合物
Ib/II期 I/II期

Polatuzumab Vedotin

联合奥滨尤妥珠治疗rr-FL(18例)

中位随访时间8.5个月下：
ORR:89%(CR:78%;PR:11%)

DCR:95%

数据来源：ASH.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Hematological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药物—ADC早期数据优秀

表22、ADC药物针对滤泡性淋巴瘤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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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制剂：BTK抑制剂伊布替尼、阿卡替尼在联合美罗华初治FL都有逾80%的ORR，同时

对于复发/难治FL亦有不错的治疗效果；硼替佐米联合美罗华治疗晚期FL也表现出良好的疗效。

除了上述药物与美罗华联合治疗FL的情况，PI3K抑制剂单药在针对复发/难治FL的治疗中的表

现也值得关注。

➢ 大分子制剂：第二代CD20单抗奥滨尤拓珠拥有较好的FL治疗效果，与来那度胺联合治疗rr-FL

的临床试验数据优异。兰妥莫单抗等双特异性单抗、ADC药物等针对FL的研发尚处于临床相

对早期阶段，但从早期临床数据来看，它们针对rr-FL的疗效都比单抗更优异。PD-1单抗方面，

针对rr-FL当前都主要与美罗华等联用为主，这一治疗方案也拥有不错的疗效。

滤泡性淋巴瘤—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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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滤泡性淋巴瘤—小结

类别 药物名称
是否已获批
适应症

产品对FL评价 原因分析

小分子

BTK抑制剂
伊布替尼 否 高

对初治FL均有不错的疗效，同时针对R/R型患者亦有不错的疗效
阿卡替尼 否 高

Syk抑制剂 Entospletinib 否 中低 单药治疗ORR:17%(PR:17.1%)；DCR:68%

PI3K

Idelalisib 是 高

针对rr-FL，可实现50%以上ORRDuvelisib 是 高
Copanlisib 是 高

蛋白酶体抑制剂 硼替佐米 否 中高 联合美罗华针对晚期滤泡性淋巴瘤取得较好临床数据

大分子

抗CD20单抗

奥滨尤妥珠单抗 是 高
奥滨尤妥珠单抗单药临床数据对比美罗华略优，且对RR型亦有不错
疗效

奥法木单抗 否 中

Ublituximab 否 中

双抗

REGN1979 否

中高
均处于临床相对早期阶段，但针对rr-FL双抗，临床数据相较于单抗
显更为优秀

Mosunetuzumab 否

兰妥莫单抗 否

PD-1
纳武单抗 否

中高 联用方案，针对rr-FL都有着不错的疗效
派姆单抗 否

ADC

ADCT-402 否

中高 相对处于早期临床阶段，但单药针对rr-FL均取得优异的临床数据
Inotuzumab

Ozogamicin
否

Polatuzumab

Vedotin
否

表23、滤泡性淋巴瘤药物情况总结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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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详解

现有药物研发中，小分子制剂方面，整体来看对CLL/SLL均

具备不错的疗效。BTK抑制剂中的主流品种针对CLL/SLL都

已上市或进入临床后期，效果优异，伊布替尼是当下诊疗路

径中的一线用药。此外，PI3K抑制剂及BCL2抑制剂在临床

上也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来那度胺与美罗华联用，针

对复发/难治型患者具备较好疗效。大分子制剂方面，仍以

CD20单抗为主，主流品种为利妥昔单药和阿妥珠单抗，均

在推荐治疗方案中。此外CAR-T疗法针对rr-CLL亦具备不错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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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特点

参数 不良预后因素 积分 CLL-IPI积分 危险分层 5年生存率（%）

TP 53异常 缺失或突变 4 0-1 低危 93.2

IGHV基因突变状态 无突变 2 2-3 中危 79.4

Β2微球蛋白 >3.5mg/L 2 4-6 高危 63.6

临床分期 Rai I-IV期或Binet B-C期 1 7-10 极高危 23.3

肿瘤特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是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的一种具有特定免疫

表型特征的成熟B淋巴细胞克隆增殖性肿瘤，以淋巴细胞在外周血、骨髓、脾脏和淋巴结聚集为特征；CLL与

SLL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累及外周血和骨髓，而后者则主要累及淋巴结和骨髓。

发病情况：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是欧美国家最常见的成人白血病类型, 约占所有白血病总数的25%-30%，

中国则为1.3%-3.5%。对比来看，中国CLL的发病率仅为欧美国家的10%。CLL患者的发病年龄多在50岁以上，

其中以60-70岁最常见。

预后：CLL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约为10年，但不同患者的预后呈高度异质性。

表24、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国际预后指数（CLL-IPI）

数据来源：《CLL-IPI评分系统在中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的预后评估价值》，《中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诊断与治疗指南(2015年版)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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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特点—伊布替尼成为首选

在治疗药物方面，传统免疫化疗存在三方面问题：1）遗传学高风险患者，尤其

del(17p)/p53异常患者疗效差；2）复发难治患者疗效相对较差，尤其是经过FCR（氟

达拉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治疗后短期（2-3年内）复发患者及原发难治患者，

可选择的治疗方案较少，效果不佳，其中30%-50%存在del(17p)/p53基因突变；3）老

年、存在严重伴随疾病、不能应用FCR方案的患者，缺乏相应治疗方案。

随着如伊布替尼等靶点新药的出现，在丰富治疗手段同时，亦提升治疗效果。目前，

伊布替尼已成为慢性淋巴白血病中的1级推荐方案。同时，来那度胺、苯达莫司汀等

品种也出现在CSCO诊疗路径当中。

数据来源：《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疗进展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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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淋巴白血病
（CLL）

初治

CSCO

无del(17p)/p53基因突
变

存在严重伴随疾病的虚弱患
者（不能耐受嘌呤类似物）

(I 级)伊布替尼、苯丁酸氮芥+利妥昔单抗、苯达莫司汀±利妥昔
单抗
(II 级)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抗
(III 级)苯丁酸氮芥、利妥昔单抗

≥65岁或存在严重伴随疾病
(CIRS评分＞6分)的＜65岁

(I 级)伊布替尼、苯丁酸氮芥+利妥昔单抗
(II 级)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抗
(III 级)苯丁酸氮芥、利妥昔单抗

＜65岁且无严重伴随疾
病(CIRS评分≤6分)

(I 级)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伊布替尼、苯达莫司
汀±利妥昔单抗
(II 级)氟达拉滨+利妥昔单抗、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抗

有del(17p)/p53基因突
变 (I 级)伊布替尼、临床试验；(II 级)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抗

复发难
治

含氟达拉滨方案诱导持续缓解＜3年，
或难治和(或)伴del(17p)/p53基因突变

持续缓解≥3年且无del(17p)/p53

基因突变

(I 级)临床试验、伊布替尼、减低剂量预
处理的allo-SCT（若缓解）
(II 级)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抗、来那度
胺±利妥昔单抗

身体一般状况良好，年
龄＜65岁

身体一般状况欠佳，或
年龄≥65岁

(I 级)临床试验、伊布替尼
(II 级)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抗、来那度
胺±利妥昔单抗

身体一般状况良好

(I 级)重复一线治疗方案、伊布替尼
(II 级)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氟达拉滨+环
磷酰胺+利妥昔单抗、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
抗、来那度胺±利妥昔单抗

身体一般状况欠佳

(I 级)伊布替尼、重复一线治疗方案
(II 级)苯丁酸氮芥+利妥昔单抗、减低剂量的氟达拉
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甲强龙冲击+利妥昔单抗、
来那度胺±利妥昔单抗

数据来源：CSCO，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22、CLL/SLL诊疗路径（C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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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制剂

1、BCR(B细胞抗原受体)信号通路抑制剂

研究发现BCR信号通路在CLL的发病机制中十分重要。CLL表面分子，如B细胞抗原受体(BCR)、趋化因子

受体(chemokine receptor)与各自配体发生串扰(cross-talk)，这种串扰导致CLL克隆的存活和扩增，并且保护

CLL细胞免于常规细胞毒性药物，这为靶向干扰BCR信号通路来抑制CLL的生长提供新的前景。

• BTK抑制剂

BTK对CLL细胞存活的几种组成性激活途径的激活必不可少，包括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AKT和B细胞活化

途径中的NF-κB 。此外，BTK对趋化因子介导的B细胞的归巢和粘附也至关重要。

伊布替尼(Ibrutinib)是较为主流的应用于CLL/SLL的靶向制剂，现已获批上市。从临床数据来看，其单药针

对初治和R/R型都取得优异疗效。但其存在耐药机制，主要源于C481S突变会破坏BTK与伊布替尼间的共

价结合，受损的结合导致BTK酶活性抑制丧失。除伊布替尼外，阿卡替尼、赞布替尼等针对CLL/SLL的研

发也进行到后期阶段。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BTK抑制剂疗效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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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部分BTK抑制剂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对比

数据来源： Blood.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ASH， Oncotarget， Am J Hematol，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CLL/SLL）
方案 核心数据

伊布替尼/Ibrutinib

Ib/II期

上市

伊布替尼单药治疗初治(32例)及
rr(100例) CLL/SLL

对于初治患者：
ORR:84%(CR:29%；PR:55%)

60个月PFS率：92%

对于难治患者：
ORR:86%(CR:10%；PR:76%)

60个月PFS率：43%

III期
伊布替尼单药治疗复发或难治

CLL/SLL

ORR:91%

60个月PFS率：82%

阿卡替尼/Acalabrutinib Ib/II期 III期
阿卡替尼联合Obinutuzumab治
疗初治(19例)/复发难治(26

例)CLL/SLL

中位随访时间17.8 月时：
在初治患者中：
ORR:95%(CR:16%;PR:79%)

在复发/难治患者中：
ORR:92%(CR:8%;PR:85%)

泽布替尼/Zanubrutinib II期 III期 单药治疗rr-CLL/SLL(91例)

中位随访时间15.1月时：
ORR:84.6%(CR:3.3%;PR:59.3%)

12个月PFS估计值：87.2%

GDC-0853 I期 I期
GDC-0853单药治疗rr-

CLL/SLL(14例)

ORR:50%(CR:0;PR:50%)）
DCR:71%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BTK抑制剂疗效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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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k抑制剂

Entospletinib是由吉列德在研的Syk抑制剂，其2期临床数据显示出一定疗效，ORR为62.5%。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FL）

方案 核心数据

Entospletinib II期 II期 单药治疗CLL(41例)、SLL(15例)

ORR:62.5%（CR:0;PR:62.5%）
24周PFS率：72.3%

中位PFS：20.5月
中位DOR：21.3月

• PI3K抑制剂

PI3K的p110催化亚基的δ同种型是CLL细胞中大多数PI3K信号的主要介质。目前应用较广泛的PI3K抑制剂

Idelalisib于2014年由FDA批准与美罗华联合治疗CLL。而在CLL/SLL中同样有较好疗效的PI3K抑制剂还有

Duvelisib，为PI3Kδ和γ同种型的有效抑制剂，已于2018年上市。

数据来源：Clinical Lymphoma Myeloma and Leukemi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26、Entospletinib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对比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PI3K抑制剂亦具备不错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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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部分PI3K抑制剂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对比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CLL/SLL）
方案 核心数据

艾代拉里斯/Idelalisib II期
上市

（Gilead Sciences）
idelalisib联合美罗华治疗初治老年

CLL/SLL(64例)

ORR:62%(CR:12%;PR:50%)

24月PFS率：92.9%

36月PFS率：82%

Duvelisib III期
上市

（Verastem Oncology)

Duvelisib单药(160例)与Ofatumumab

单药(159例)治疗rr-CLL/SLL对照

Duvelisib单药,:

ORR:73.8% 中位PFS:13.3月
6个月PFS率：78% 12个月PFS率：60%

奥法木单抗单药（对照组）：
ORR:45.3% 中位PFS:9.9月
6个月PFS率：72% 12个月PFS率：39%

Umbralisib I期 III期
umbralisib联合ublituximab及美罗华治

疗CLL(14例)

中位随访时间15个月时：
ORR:100%(CR:36%;PR:64%）
中位DOR:21.8月

ME-401 Ib期 I期
ME-401单药治疗rr-FL或

CLL/SLL(CLL/SLL共计9例)

中位随访时间为20周时：
ORR:100%

数据来源：Blood，Lancet Haematology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PI3K抑制剂亦具备不错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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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CL-2抑制剂
Bcl-2 相关蛋白是最早发现的细胞凋亡调节BCL-2蛋白家族成员之一。它在细胞凋亡的调控中起重要作用，
可以用来调控细胞凋亡而非破坏增殖。淋巴瘤发生的病因是Bcl-2蛋白发生基因重排，并且CLL的治疗和预
后与其细胞过度增殖和凋亡受抑相关。

Venetoclax作为BCL-2抑制剂，已被FDA批准用于治疗伴17p缺失的复发/难治性CLL。从临床数据来看，
Venetoclax和Navitoclax针对rr-CLL/SLL均具备较好的疗效。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CLL/SLL）
方案 核心数据

Venetoclax

（维纳妥拉）
II期 上市

Venetoclax单药治疗复发且对美
罗华难治(43例)或Idelalisib难治

(21例)CLL/SLL

对美罗华难治患者：
ORR:67%(CR:7%;PR:60%)

DCR:88%

对Idelalisib难治患者：
ORR:57%(CR:15%;PR:42%)

DCR:95%

Navitoclax I期 II期
Navitoclax联合美罗华治疗rr的

CD20+淋巴系统疾病
（CLL/SLL共计5例）

ORR:100%（CR:0;PR:100%）
中位PFS:11月
中位DOR:10月

数据来源：Blood. British Journal  of Heamat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对rr型患者疗效较好

表28、部分BCL-2抑制剂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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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疫调节剂
作为新一代免疫调节剂(IMiD)，来那度胺能从抗肿瘤细胞血管生成、增加T淋巴细胞免疫调节作用、直接
抑制肿瘤细胞增生及诱导异常细胞分解等方面参与到淋巴瘤的治疗中来。研究证明来那度胺能诱导CLL细
胞上功能性CD154抗原的表达，CD154阳性CLL细胞上调BID、DR5及p73，从而对肿瘤坏死因子相关的凋
亡诱导配体(TRAIL)介导的细胞凋亡敏感，并促进正常B细胞的共刺激活化以促进产生抗体。来那度胺与
美罗华联用，针对复发/难治型患者具备较好疗效，在CSCO位于2级推荐。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CLL/SLL）
方案 核心数据

来那度胺 II期 III期
来那度胺与美罗华联合治疗rr-

CLL/SLL(25例)

中位随访时间：31.2月
ORR:61.1%(CR:0;PR:61.1%）
DCR:85.1%

中位DOR：23.5月

数据来源：Leukemia Research，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29、来那度胺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对比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来那度胺2级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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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D20单抗

从临床数据来看，利妥昔单抗单药效果相

对普通，但联用方案均有不错疗效。目前，

FDA已批准 利妥昔单抗联合氟达拉滨和环

磷酰胺用于治疗成人既往未经治疗的和既

往经治疗的CD20阳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在诊疗路径中，FCR（氟达拉滨＋环磷酰胺

＋利妥昔单抗）亦为推荐方案，尤其对于

年轻、体质较好、没有TP53异常(包括

del(17q)和/或TP53突变)的患者有较好的疗

效。此外，和艾代拉里斯、伊布替尼等小

分子药物联用亦取得优秀的临床结果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
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
阶段

方案 核心数据

利妥昔单抗(Rituximab) I/II 期

上市

用于先前未治疗的
复发难治性CLL患
者

OR：45%

CR：3%

中位DoR：10个月
中位TTP：6个月

FCR(氟达拉滨+环磷酰
胺+利妥昔单抗) vs 

FC(氟达拉滨+环磷酰胺)

III 期

在复发性且先前未
经氟达拉滨+环磷
酰胺(FC)或利妥昔
单抗(R)治疗的CLL

患者中比较FCR方
案和FC方案

FCR vs FC

OR：69.9% vs 58%

CR：24.3% vs 13.0%

中位PFS：30.6月 vs 20.6月
中位OS：未达到 vs 52月
中位DoR：39.6月 vs 27.7月
外周血 MRD阴性：43% vs 31%

骨髓 MRD阴性：33% vs 31%

利妥昔单抗+艾代拉里
斯(Idelalisib) vs 利妥昔
单抗+安慰剂

III 期
在复发性CLL患者
中比较两种方案疗
效

利妥昔单抗+艾代拉里斯 vs 利
妥昔单抗+安慰剂
OR：81% vs 13%

中位PFS：未达到 vs 5.5月
12个月OS：92% vs 80%

利妥昔单抗+苯丁酸氮
芥(R-CHL)

II 期
用于先前未经治疗
以及不适合FCR方
案的CLL患者

OR：84%

CR：10%

中位PFS：23.5月
中位OS：未达到
中位DoR：21.2月

利妥昔单抗+伊布替尼
(Ibrutinib)

II 期
之前一线化疗之后
生存期短或高危的
CLL患者

OR：85%

18个月PFS：78%

⚫ 大分子药物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Leukemia & lymphoma，《淋巴瘤专家共识2018》，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大分子中CD20单抗仍为主流

表30、利妥昔单抗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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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CLL/SLL）
方案 核心数据

Obinutuzumab

II 期

上市

单药针对R/R CLL

ORR：30%

中位PFS：10.7月
中位DOR：8.9月
中位随访期：28.8月

III 期
联用伊布替尼，针对65岁及以
上老龄患者以及65岁以下存在

合并症的患者

ORR：91%（CR：41%）
30个月OS：86%

30个月PFS：79%

Ublituximab(TG-1101) III 期 III 期
Ublituximab联合Ibrutinib治疗高
危R/R CLL患者（17p(del)、

11q(del)或p53突变）

中位随访期：11.4月
Ublituximab+Ibrutinib：
ORR：78%（CR：7%）
MRD阴性率：19%

Ibrutinib（对照）：
ORR：45%（CR：0）
MRD阴性率：2%

此外，第三代CD20单抗阿妥珠单抗(Obinutuzumab)已获批CLL适应症，并且进入NCCN的一类推荐治疗方
案。并且，阿妥珠单抗联用伊布替尼已被FDA批准可用于之前未接受治疗的 CLL/SLL成人患者，这个组合
也是一线治疗CLL/SLL的首个无化疗、抗CD20组合疗法。从临床数据来看，阿妥珠单抗和Ublituximab联用
伊布替尼均取得较好的疗效。

数据来源：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System Pharmacy，Studies，《依鲁替尼联合奥比妥珠单抗成为CLL/SLL一线治疗方案》，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大分子中CD20单抗仍为主流

表31、第三代CD20单抗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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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D-1单抗

O药和K药都尝试针对rr-CLL，总体来看临床数据结果相对普通。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CLL/SLL）
方案 核心数据

纳武利尤单抗 II 期 II 期
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联合

伊布替尼治疗R/R CLL或
Richter综合征患者

ORR：43.4%(n=10)

CR：34.8%(n=8)

PR：8.7%(n=2)

中位DOR：9.3个月
中位OS：13.8个月

帕博利珠单抗 II 期 II 期
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

单药治疗R/R CLL及Ricter综合
征患者

Ricter综合征的R/R CLL患者：
ORR：44%（CR：11%）
客观反应率：44%

6个月总生存率：73%

R/R CLL患者：
ORR：16%（CR：0）
客观反应率：0

6个月总生存率：59%

数据来源：Bloo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PD-1临床数据相对普通

表32、部分PD-1单抗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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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R-T疗法

目前，在CLL患者治疗中，由于CD19仅表达在B细胞表面而在造血干细胞及其他细胞表面不表达，因此
CD19成为CLL治疗的理想的分化抗原之一。作为针对rr- CLL的方案，CD19 CAR-T整体来看取得较为不
错的疗效。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CLL/SLL）
方案 核心数据

CTL-019(Kymriah) I/II 期 II 期 复发/难治性CLL患者

ORR：57%

CR：29%

PR：29%

中位随访期：19个月
中位DOR：7个月
中位PFS：9个月

JCAR-014 I/II 期 II 期
JCAR014+伊布替尼(Ibr)与

JCAR014(non-Ibr)治疗伊布替尼治
疗失败的R/R CLL

JCAR014+伊布替尼(Ibr)：
ORR：88%

JCAR014(non-Ibr)：
ORR：56%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CART取得不错疗效

表33、部分CD19 CAR-T治疗CLL/SLL的临床试验情况

数据来源：Bloo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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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制剂：整体来看，小分子药物对CLL/SLL均具备不错的疗效。同属BTK抑制剂的伊布替

尼、阿卡替尼、泽布替尼针对CLL/SLL都已上市或进入临床后期，且上述三种药物无论单药还

是联合用药都取得超过80%的ORR，效果优异。伊布替尼也是当下诊疗路径中的一线用药。此

外，PI3K抑制剂及BCL2抑制剂在临床上也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来那度胺与美罗华联用，

针对复发/难治型患者具备较好疗效，在CSCO中位于2级推荐。

➢ 大分子制剂：仍以CD20单抗为主，主流品种为利妥昔单药和阿妥珠单抗，均在推荐治疗方案

中。此外PD-1单抗针对该适应症的临床数据相对并不亮眼，CAR-T疗法针对rr-CLL具备不错疗

效。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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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小结

类别 药物名称
是否已获
批适应症

产品对CLL/SLL评价 原因分析

小分子

BTK抑制剂

伊布替尼 是 高
无论单药还是联合用药都取得超过80%的ORR，效果优异。伊布替尼也是当下诊疗路径
中的一线用药

阿卡替尼 否 高

泽布替尼 否 高

Syk抑制剂 Entospletinib 否 中 2期临床数据显示出一定疗效，ORR为62.5%

PI3K

Idelalisib 是 高

临床数据较好，Idelalisib、Duvelisib相关适应症已获批
Duvelisib 是 高

Umbralisib 否 高

ME-401 否 高

BCL-2抑制剂
Venetoclax 是 高 Venetoclax已被FDA批准用于治疗伴17p缺失的复发/难治性CLL。从临床数据来看，对rr-

CLL/SLL均具备较好的疗效。Navitoclax 否 高

免疫调节剂 来那度胺 否 高 与美罗华联用具备疗效

大分子

抗CD20单抗
利妥昔单抗 是 中高 单药效果相对普通，但联用方案均有不错疗效，FCR为免疫化疗推荐方案

阿妥珠单抗 否 高 已获批CLL适应症，并且进入NCCN的一类推荐治疗方案

PD-1
纳武单抗 否

中 都尝试针对rr-CLL，总体来看临床数据结果相对普通。
帕博利珠单抗 否

CD19 CAR-T
Kymriah 否

中高 主要针对rr- CLL，整体来看均取得较为不错的疗效。
JCAR-014 否

表34、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药物情况总结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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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淋巴瘤详解

外周T细胞淋巴瘤方面，小分子制剂中普拉曲沙是全球

首个治疗复发/难治PTCL的药物，其单药及联用对rr-

PTCL均有一定的疗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虽然

单药治疗效果一般，但联合传统化疗方案治疗PTCL能

取得不错效果。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通过联用化疗在

治疗rr-PTCL中也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而大分子制剂在

PTCL治疗上临床数据均普遍一般。NK/T细胞淋巴瘤

方面，仍以化疗方案和造血干细胞移植为主要疗法，

针对难治复发患者帕博丽珠单抗可以作为末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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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淋巴瘤

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

CSCO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ENKTCL）

(I 级)CHOEP、CHOP、DA-EPOCH；(II 级)受累部位巩固放疗

(I 级)西达本胺、Brentuximab Vedotin、克唑替尼(ALK+ALCL)、普拉曲沙、
吉西他滨、DHAP、ESHAP、GDP、GEMOX、ICE；
(II 级)allo-SCT、ASCT；(III 级)来那度胺、硼替佐米

初治I/II 期

NUAT-NKTCL

初治III/IV 期

(I 级)SMILE/AspaMetDex联合ASCT、P-Gemox、剂量调整的SMILE、
AspaMetDex、DDGP、COEP-L方案化疗
(II 级)临床研究、allo-SCT、姑息性放疗

初治
ALK阳性ALCL

除外ALK阳性ALCL

I-II 期

III-IV 期 (I 级)CHOEP、CHOP、DA-EPOCH；(II 级)ASCT巩固(高危IPI）

(I 级)CHOEP、CHOP、DA-EPOCH；(II 级)受累部位巩固放疗、ASCT巩固；
(III 级)Hyper CVAD/MA

复发难治 符合移植条件

不符合移植条件

(I 级)西达本胺、Brentuximab Vedotin、克唑替尼(ALK+ALCL)、普拉曲沙、
吉西他滨、DHAP、ESHAP、GDP、GEMOX、ICE；
(II 级)姑息放疗、最佳支持治疗；(III 级)来那度胺、硼替佐米

UAT-NKTCL

IE 期 (I 级)扩大侵犯野放疗；(II 级)扩大侵犯野放疗±含门
冬酰胺酶方案化疗、临床研究

IE 期(≥1危险因
素)、II E期

适合全身化疗：(I 级)扩大侵犯野放疗、夹心放化疗(含门
冬酰胺酶方案，非SMILE方案)；(II 级)含SMILE方案夹心
化放疗、同期放化疗(含门冬酰胺酶方案)、临床研究；
不适合全身化疗：(I 级)扩大侵犯野放疗；(II 级)临床研究

适合全身化疗：(I 级)含门冬酰胺酶方案化疗±受累部位放疗；(II 级)手术、临床研
究；
不适合全身化疗：(I 级)扩大受累部位放疗；(II 级)手术、临床研究

难治/复发

(I 级)SMILE、AspaMetDex、P-Gemox、LOP等含左旋门冬氨酶（门冬酰胺
酶）方案、剂量调整的SMILE、AspaMetDex方案
(II 级)ASCT(敏感患者)、allo-SCT、临床研究、姑息性放疗
(III 级) Pembrolizumab

数据来源：CSCO，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23、PTCL诊疗路径（C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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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特点：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是一组起源于胸腺后成熟T细胞的高度异质性的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

瘤 (NHL)疾病。

肿瘤亚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TCL-NOS)、血管免疫母细胞T细胞淋巴瘤(AITL) 、ALK阳性间

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K+ ALCL) 、ALK阴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K- ALCL)等。

发病情况：中国的PTCL发病例数约占淋巴瘤的5%，略高于欧美国家 (3.2%)。

预后：除ALK阳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外，PTCL预后均较差，一线治疗反应率低，且复发率高，

PTCL患者5年总生存(OS)率为44%。

PTCL亚型 程度 5年总生存率(OS)

ALK+ ALCL 最好 60%—80%

ALK- ALCL 中等 35%—50%

PTCL-NOS、AITL 差 20%—40%

表35、PTCL各亚型预后情况

外周T细胞淋巴瘤—特点

数据来源：《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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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化疗药物

CHOP（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和CHOP样（CHOEP、DA-EPOCH）化疗是最常用的PTCL 

患者一线治疗方案， 但除ALK+ALCL疗效较好外，其他亚型效果相对普通。

实验项目 方案 核心数据 结论

德国NHL研究组
CHOP或CHOEP方案治疗PTCL

患者

3年EFS率 3年OS率

ALK+ALCL患者： 76%          90%

AITL患者： 50%          67.5%

ALK-ALCL患者： 46%          62%

PTCL-NOS患者： 41%          54%

在PTCL患者中，CHOEP方案倾向于改善相对年轻患
者（年龄<60岁）的无事件生存（EFS），是这些患
者可选的治疗方案。CHOP-21 可作为年龄大于60 岁
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因为在老年患者的治疗中，由
于不良反应增加，增加依托泊苷并没有优势。

MDAnderson癌症中心的回顾
性分析

比较CHOP和Hyper-CVAD方案
治疗PTCL患者

中位OS期：46个月
3年OS率：CHOP:62%      Hyper-CVAD:56%

ALCL患者3年OS率：ALK+:100%   ALK-:70%

除去ALCL亚组 中位OS期：21个月
3年OS率：CHOP:43%      Hyper-CVAD:49%

采用比CHOP方案强度更高的加强化疗方案并未能显
著改善PTCL患者疗效

NCI的前瞻性研究
剂量增加的EPOCH方案治疗初

治PTCL 患者

5年PFS率 5年OS率

ALK+ALCL患者： 80%          86%

ALK-ALCL患者： 71%          86%

非ALCL亚型患者： 32%          50%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传统化疗药物对各亚型疗效存在差异

数据来源：《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诊断和治疗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36、传统化疗药物治疗PTCL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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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药物

1、叶酸拮抗剂——普拉曲沙(Pralatrexate)

普拉曲沙为叶酸拮抗剂，不仅能完全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还可干扰DNA的合成，促使肿瘤细胞死亡。普

拉曲沙2009年被FDA批准上市，是首个用于治疗复发/难治PTCL患者的药物。总体来看，其单药及联用罗

米地辛对rr-PTCL均有一定的疗效。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PTCL）

方案 核心数据

普拉曲沙 II 期

上市
（国内未上市）

普拉曲沙治疗复发或难治性
PTCL

ORR：29%

CR：11%

中位缓解持续时间：10.1个月

普拉曲沙+CEOP II 期
普拉曲沙+CEOP作为PTCL

患者的初治方案

CR:52%

2年PFS率：39%

2年OS率：60%

（该方案较传统CHOP方案并未显示出优势）

普拉曲沙+罗米地辛 I 期
普拉曲沙联合罗米地辛治疗
复发或难治性PTCL患者

ORR：71%

中位OS：12.8个月
中位PFS：4.4个月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Clinical advances in hematology & oncology : H&O，Hematological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普拉曲沙具有疗效

表37、普拉曲沙治疗PTCL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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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肿瘤细胞增殖中需要组蛋白先乙酰化、再去乙酰化这一表观遗传学过程，而HDAC抑制剂会抑制去乙酰

化过程，使得肿瘤细胞进入凋亡程序。目前，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HDACi) 主流品种罗米地辛、

贝利司他和西达本胺均已获批上市。从临床数据来看，三个品种单药针对rr-PTCL疗效较为接近，西达

本胺在中位OS上相对突出。而HDACi和化疗联用后，其疗效较为突出。

HDACi 例数
文献所
载阶段

CR(%) PR(%)
ORR

(%)
SD(%)

中位
PFS

（月）

中位
OS

（月）

罗米地
辛

130 II 期 15 10 25 25 4 11.3

贝利司
他

120 II 期 10 16 26 15 1.6 7.9

西达本
胺

79 II 期 14 14 28 18 2.1 21.4

数据来源：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Intractable& Rare Diseases Research. Trials， Haematologica，Studie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HDACi和化疗联用疗效突出

表38、HDACi治疗rr-PTCL临床数据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
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PTCL）

方案 核心数据

罗米地辛+CHOP Ib/II 期

上市

罗米地辛联合CHOP

方案一线治疗PTCL

CR：51%

PR：17%

30个月持续有效率：80%

30个月PFS率：41.0%

30个月OS率：70.7%

罗米地辛+ICE（异环磷
酰胺、卡铂、依托泊苷）

I 期

罗米地辛联合ICE方
案治疗复发/难治

PTCL

ORR：93%

CR：80%

中位PFS：10个月
中位OS：15个月

贝利司他+CHOP I 期 上市
贝利司他联合CHOP

方案治疗初治PTCL

患者

ORR：86%

CR：61%

伏立诺他+CHOP I 期 上市（针对CTCL）
伏立诺他联合CHOP

方案治疗初治PTCL

患者

CR：93%

中位DoR：29个月
2年PFS率：79%

2年OS率：82%

表39、HDACi联用方案治疗PTCL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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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Bortezomib）

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Bortezomib）通过蛋白酶介导Ikβ降解，调控NF-β活性，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

殖并诱导凋亡。从临床数据来看，其联用化疗针对Ⅲ/Ⅳ期患者的临床数据相对较优异。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PTCL）

方案 核心数据

硼替佐米+CHOP II 期

II 期

硼替佐米联合CHOP方案治疗Ⅲ/Ⅳ期
侵袭性PTCL

ORR：76%

CR：65%

3年PFS率：35%

3年OS率：47%

主要不良反应：3/4级白细胞减少
神经毒性可耐受

硼替佐米+帕比司他 II 期
硼替佐米联合帕比司他(Panobinostat)

治疗复发/难治PTCL

ORR：43%

CR：22%

数据来源：Bloo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硼替佐米联用化疗疗效优秀

表40、硼替佐米联用方案治疗PTCL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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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免疫调节剂——来那度胺（Lenalidomide）

来那度胺（Lenalidomide）是一种口服免疫调节剂，通过抗肿瘤、抗细胞增殖、增加NK细胞数量和提高

活性在淋巴瘤治疗中发挥作用。针对PTCL患者，来那度胺亦具备一定的疗效。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PTCL）

方案 核心数据

来那度胺 II 期

II 期

来那度胺单药治疗PTCL患者
ORR         mPFS mDoR

PTCL患者组(n=40)： 26% 4个月 12个月
复发/难治PTCL患者组(n-=29)： 24%         4个月 12个月

来那度胺
+CHOP

II 期
来那度胺联合CHOP一线治疗
老年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

淋巴瘤（AITL）

CR：43.6%

2年PFS：42%

2年OS：60%

IV度粒细胞缺乏：70%

数据来源：Cancer，《来那度胺在淋巴瘤治疗中的研究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来那度胺具备一定疗效

表41、来那度胺治疗PTCL临床数据

 

http://ipoipo.cn/


84

5

5、激酶抑制剂

“ALK+ALCL”亚型约占PTCL的5%-10%，针对ALK阳性，可以使用克唑替尼等TKI抑制剂，相应具

备较好的疗效。此外，其他激酶抑制剂亦对rr-PTCL有所尝试，但总体效果一般。

药物名 靶点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PTCL）

方案 核心数据

克唑替尼
（Crizotinib）

靶向ALK基因 I/II 期
II 期（针对

ALK+ ALCL已
获FDA突破疗法）

口服不同剂量克唑替尼
治疗复发/难治的ALK

阳性ALCL

ORR      CR      PR       中位DOR

165 mg/m2： 83%     83%     0          2.8年
280 mg/m2： 90%      80%    10%      0.4年

Alisertib 极光激酶 III 期 III 期

Alisertib（口服）或静
脉单药治疗（普拉曲沙
/吉西他滨/罗米地辛）
一线或一线以上治疗失
败的复发/难治性PTCL

患者

ORR 中位PFS   2年OS

Alisertib： 33% 115天 35%         

其他单药： 45%       104天 35%  

（普拉曲沙/吉西他滨/罗米地辛）

Tipifarnib 法尼基转移酶 II 期 II 期
Tipifarnib治疗复发难

治PTCL患者

PR：16.7%

SD>6个月：16.7%

中性粒细胞减少：61%

贫血：39%

Duvelisib PI3K-δ/γ I 期 II 期
Duvelisib/Duvelisib

+罗米地辛用于复发/难
治PTCL患者

ORR      CR

165 mg/m2： 50%     19%     

280 mg/m2： 59%      36%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ALK阳性可用TKI抑制剂

表42、部分激酶抑制剂治疗PTCL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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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子药物

CCR-4抗体——Mogamulizumab

Mogamulizumab为一种趋化因子受体4（CCR-4）的单克隆抗体，通过其结构上的去岩藻糖基发挥潜在抗

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其针对皮肤T细胞淋巴瘤(CTCL)适应症已经获批，但针对rr-

PTCL得试验结果不及预期。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PTCL）

方案 核心数据

Mogamulizumab

II 期

上市
（针对CTCL）

Mogamulizumab单药治疗复发/

难治ATLL患者

ORR：50%

CR：31%

mPFS：5.2个月
mOS：14.4个月
1年PFS率：26%

3年OS率：23%

II 期
Mogamulizumab单药治疗复发/

难治PTCL患者

ORR：11.4%

mPFS：2.1个月
PTCL-NOS：ORR：13.3%

AITL：ORR：16.7%

数据来源：Studie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大分子药物疗效相对普通

表43、Mogamulizumab治疗PTCL临床数据

 

http://ipoipo.cn/


86

5

CD4抗体、PD-1单抗

除皮肤T细胞淋巴瘤外，约50%PTCL患者可表达CD4受体，CD4单抗扎木单抗（ Zanolimumab）是抗体

依赖性细胞毒药物，可特异性识别CD4抗原。同时，PD-1单抗亦对T细胞淋巴瘤做过尝试。但整体来看，

疗效都相对普通。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针对PTCL）

方案 核心数据

Zanolimumab II 期 III 期 Zanolimumab单药治疗PTCL患者
ORR：24%

CR：10%

纳武利尤单抗 I 期 中止 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治疗复发/难治PTCL患者
ORR：40%

CR：0

中位PFS：14周

数据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外周T细胞淋巴瘤临床研究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周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大分子药物疗效相对普通

表44、部分CD4抗体、PD-1治疗PTCL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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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子制剂：普拉曲沙是全球首个治疗复发/难治PTCL的药物，其单药及联用对rr-

PTCL均有一定的疗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针对R/R型患者，联合传统化疗方案

治疗取得不错效果，其中国产药物西达本胺已在2017年于国内上市。硼替佐米和来那

度胺通过联用化疗在治疗rr-PTCL中也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若为ALK阳性，则克唑替尼

等ALK-TKI抑制剂亦有优异疗效。

➢ 大分子制剂：在PTCL治疗上临床数据均普遍一般。

外周T细胞淋巴瘤—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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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周T细胞淋巴瘤—小结

类别 药物名称
是否已获
批适应症

产品对
PTCL评价

原因分析

小分子

化疗 CHOP 是 中 ALK+ALCL疗效较好，其他亚型效果相对普通

叶酸拮抗剂 普拉曲沙 是 中高 单药及联用罗米地辛对rr-PTCL均有一定的疗效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罗米地辛 是

高 三款产品均已上市，和化疗联用后疗效较为突出贝利司他 是

西达本胺 是

蛋白酶体抑制剂 硼替佐米 否 中 其联用化疗针对Ⅲ/Ⅳ期患者的临床数据相对较优异

免疫调节剂 来那度胺 否 中 联用化疗具备一定疗效

激酶抑制剂

克唑替尼 否 中高 针对ALK阳性具备较好疗效

Alisertib 否 中

其他激酶抑制剂亦对rr-PTCL有所尝试，但总体效果一般Tipifarnib 否 中

Duvelisib 否 中

大分子

CCR-4抗体 Mogamulizumab 否 低 针对rr-PTCL得试验结果不及预期。

CD4抗体 Zanolimumab 否 低
疗效都相对普通

PD-1 纳武利尤单抗 否 低

表35、外周T细胞淋巴瘤药物情况总结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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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特点

肿瘤特点：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NKTCL）最常见的发病部位是鼻腔，鼻腔肿块引起的鼻塞、鼻腔分泌

物和鼻出血是常见的首发症状。

疾病亚型：NKTCL根据原发病灶不同的解剖部位，分为上呼吸消化道原发NKTCL (UAT-NKTCL）和非上呼吸

消化道原发NKTCL （NUAT-NKTCL）两种亚型。前者临床常见，占NKTCL的80％以上，好发于面部中线部

位；NUAT-NKTCL常侵犯皮肤、胃肠道、睾丸、肺脏和肝脏等，恶性程度更高，晚期患者比例高，预后差。

疾病发展：75％的患者在初始表现为局限性疾病，但在临床过程中，疾病迅速扩散到皮肤、胃肠道、睾丸等

各个部位，但很少累及淋巴结，晚期病变常出现肝脏、脾脏肿大。

发病率：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ENKTL）发病具有明显的地区和种族差异，亚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发

病率明显高于欧美国家。在我国，ENKTL占淋巴瘤患者的比例约为10%，而美国仅为0.3%。

预后：鼻内ENKTL患者的5年总生存（OS）率为42%，而鼻外ENKTL患者的5年OS率仅为9%；局限期

ENKTL患者5年OS率可达70%以上，而晚期患者5年OS率不足40%。

数据来源：《2019 CSCO指南解读》，《鼻型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治疗的研究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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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NKTCL需要进行风险分层治疗，I期无危险因素患者，单纯放疗即可取得较好的效果。（单纯放疗、放疗

后化疗和化疗后放疗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8.8％、86.9％和86.3% ） I期伴有危险因素及初治2期接受单纯放疗

仍存在较高复发风险。因此，需要考虑增加化疗降低复发概率，含左旋门冬酞胺的化疗方案成为治疗NKTCL

最有效的全身化疗方案。

初治I/II期 NKTCL 治疗策略

分期 I级专家推荐 II级专家推荐 III级专家推荐

初治 III/IV 期

SMILE 或 AspaMetDex方案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B类
证据）

P—Gemox、剂量调整的SMILE、AspaMetDex、DDGP、
COEP-L方案化疗

临床研究；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3类证据）；
姑息性放疗

难治/复发

SMILE、AspaMetDex、P—Gemox、LOP等含左旋门冬酰胺
酶（门冬酰胺酶）方案；

剂量调整的SMILE、AspaMetDex方案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敏感复发）（2B类证
据），有合适供者的前提下可考虑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3类证据）；
临床研究；
姑息性放疗

Pembrolizumab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诊疗指南

表45、初治III/IV 期及难治复发 NKTCL 治疗策略

数据来源：NCC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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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化疗药物

NKTCL的治疗方案以门冬酰胺酶为基础。目前NCCN列举的三个方案：①法国AspaMetDex方案（培门冬酶、甲

氨蝶呤及地塞米松）；②日本Modified—SMILE方案（糖皮质激素、甲氨蝶呤、异环磷酰胺、L—门冬酰胺酶、

依托泊苷）；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P—GEMOX方案（培门冬酶、吉西他滨、奥利沙铂）。

方案 患者 核心数据 结论

AspaMetDex
所有早期、晚期及复发

难治NKTCL

ORR 75.0%

CR    55.0%

3年PFS：61.4% 3年OS：63.4%

AspaMetDex方案有效率高，但毒性非常明显，并出现治疗相关死亡

SMILE
初治III/IV期及难治复发

NKTCL

ORR：67%—77%

CR：50%—66%

5年OS：52.3%

4年无病生存率：68.2% 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92%

SMILE方案在初治III/IV期及难治复发NKTCL中的疗效显著，但骨
髓抑制明显以及肾功能损害

P—GEMOX
所有早期、晚期及复发

难治NKTCL

总ORR：84.8%                                     晚期患者组：
总CR：59.3%                                      中位PFS：10.7个月
中位OS：24.0个月

P—Gemox方案疗效高，不良反应较轻，是现阶段治疗初治NKTCL

患者的一种高效、低毒、应用简便和性价比高的治疗选择

数据来源：Cancer Science，《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的治疗进展》，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传统化疗方案

表46、化疗方案针对NKTCL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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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血干细胞移植

对于鼻型I—II期ENKTCL患者，难治时二线治疗可选移植，有供者情况下首选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无供者时也可选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

实验项目 方案 核心数据

Auto—HSCT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ENKTCL患者

3年PFS率 3年OS率

总ENKTCL患者： 52.4%        60.0%

早期ENKTCL患者： 64.5%        67.6%

进展期ENKTCL患者： 40.1%        52.3%

Allo-HSCT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ENKTCL患者
5年PFS率：51.0%

5年OS率：57.0%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造血干细胞移植

表46、造血干细胞移植针对NKTCL临床数据

数据来源：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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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子：CD38单抗+PD-1单抗

对NKTCL患者进行回顾分析，发现大部分ENKTCL表达CD38，因此CD38可能成为ENKTCL治疗的潜在

靶点。从II 期临床数据来看，Daratumumab具备一定疗效。同时，PD-1单抗从早期临床数据来看，对

rr-NKTCL具备较好疗效，目前为NCCN难治复发患者3级推荐。

药物名 文献所载临床试验阶段 药物研发阶段 方案 核心数据

Daratumumab II 期 II 期 Daratumumab治疗复发难治性NKTCL患者

ORR：35.7%

中位PFS：52天
6个月OS：58%

中度粒细胞、血小板减少或低血压缺乏：56%

Pembrolizumab I 期 I 期

Pembrolizumab治疗7例复发难治ENKTCL患者
（所有患者均是SMILE或SMILE样方案化疗失败，2

例伴有Allo-HSCT术后复发，5例治疗前伴有噬血细
胞综合征）

平均治疗7个疗程，平均随访时间6个月：
ORR：100%

CR：71.4%

CR患者仍保持无病存活状态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CD38单抗、PD-1单抗具备一定疗效

表47、Daratumuma和Pembrolizumab针对rr-NKTCL临床数据

数据来源：Bloo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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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药物名称
是否已获批
适应症

产品对NKTCL

评价
原因分析

化疗

AspaMetDex

是 高 一线疗法SMILE

P—GEMOX

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Auto-

HSCT
是 高 难治时二线治疗可选移植，具备较好的3年和5年生存率

CD38单抗 Daratumumab 否 中 具备一定疗效

PD-1单抗 Pembrolizumab 否 高 目前为NCCN难治复发患者3级推荐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小结

表48、NK/T细胞淋巴瘤药物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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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奇金淋巴瘤详解

小分子药物方面，除传统化疗外，末线疗法可以尝试

联用来那度胺、依维莫司等，和其他类型淋巴瘤诊疗

路径较为相似。大分子药物方面，相较于其他类型淋

巴瘤，PD-1单抗具备优异疗效，并且ADC类药物中的

本妥昔单抗亦具备不错疗效，现已获批多项适应症。

此外， CTLA-4和CD30-CAR-T亦在早期临床中取得较

好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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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特点：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是由分散在各种非肿瘤性的小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嗜中性粒细胞、组织细胞、浆细胞等形成的混合性浸润背景中的由单核Hodgkin细胞和多核Reed-

Sternberg细胞组成的单克隆性的淋巴样肿瘤。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可分为四种亚型，即富于淋巴细胞的经典HL、结节硬化型HL、混合
细胞型HL和淋巴细胞减少型HL。经典型HL占所有HL的95%，发病高峰在10-35岁和老年，有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历史的病人发病率较高。55%的病人发病时处于I-II期。

发病情况：国内占比淋巴瘤的8-11%、美国占比9.6%，发病率相差不大。

预后状况：根据一项研究显示，I-II期的5年总生存率为97%；III-IV期的5年总生存率为82%。
一般的霍奇金淋巴瘤预后良好，仅需要放疗、化疗即可治愈。约25%的霍奇金淋巴瘤为复发或
难治性，需要进一步治疗。

霍奇金淋巴瘤—特点

数据来源：《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分为四种类型》，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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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PP

ABVD+放疗

早期化疗
1964年以后开始使
用MOPP方案治疗

霍奇金淋巴瘤，病
愈率可达到80%，
但MOPP方案具有

严重的毒性并可造
成二次肿瘤，逐渐
被ABVD方案取代

ABVD是目前霍奇金淋

巴瘤经典一线治疗方案
，近乎90%的早期霍奇

金淋巴瘤患者可以获得
病愈，晚期患者也有
60%的病愈率。如今
ABVD联合放疗的方案

不断被优化，放疗范围
越来越精准。

Stanford V方案虽也被

列为一线治疗，但由于
更明显的某些副作用并
未超过ABVD方案

BEACOPP方案因为毒

性较强，中国绝大多数
患者只能耐受基线剂量
，目前更多用于二线治
疗

1931年开始使用

全身性放疗治疗
霍奇金淋巴瘤，
早期患者就获得
了60%左右病愈率。

因此放疗成为一
种关键性治疗手
段。

X-ABVD，在ABVD+

放疗方案的基础上，
联合靶向药物来治疗
HL或rr cHL患者。
（X包括本妥昔单抗、

信迪利单抗、纳武利
尤单抗、帕博利珠单
抗等等）

X+ABVD+放疗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霍奇金淋巴瘤—诊疗指南—“X+ABVD+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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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奇金
淋巴瘤
（HL）

经典型HL

CSCO

预后不良组：(I 级)ABVD(4)+RT(30Gy)、ABVD(2)+BEACOPP(2)+RT(30Gy)；
(II 级)BEACOPP(2)+ABVD(2)+RT(30Gy)（≤60岁）

(I 级)ABVD(6)±RT、BEACOPP(4-6)±RT、ABVD(2)+AVD(4)±RT；
(II 级)ABVD(2)+BEACOPP(4)±RT、Brentuximab Vedotin+AVD(6)±RT             

复发难治性经典型HL

(I 级)二线挽救治疗；
(II 级)Brentuximab Vedotin、信迪利单抗、Nivolumab、Pembrolizumab；
(III 级)苯达莫司汀、来那度胺、依维莫司

符合移植
条件

不符合移植
条件

(I 级)二线挽救治疗+化疗+ASCT；
(II 级)Brentuximab Vedotin、信迪利单抗、Nivolumab、Pembrolizumab

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HL
无临床预后不良因素IA 期

化疗(ABVD、CHOP、CVP)±利妥昔单抗±放疗；
利妥昔单抗单药治疗(复发时病变局限)；
利妥昔单抗+二线解救方案(复发时病灶广泛)

I-II 期
预后良好组：(I 级)ABVD(2-4)+RT(20Gy)、ABVD(2)+BEACOPP(2)+RT(30Gy)

III-IV 期

单纯放疗(30Gy)

其余各期参照经典型HL

图24、HL诊疗路径（CSCO）

数据来源：CSCO，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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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D-1/PD-L1

相对其他淋巴瘤，对霍奇金淋巴瘤具备突出疗效的药品是PD-1单抗，主要源于霍奇金淋巴瘤细胞高表达
PD-L1。目前已上市的PD-L1单抗暂时没有获批霍奇金淋巴瘤适应症，原因可能是RS细胞除了通过高表达
PD-L1来逃避免疫，也会高表达PD-L2，这也是一个特异性结合PD-1从而逃避免疫的方法。

表49、目前针对霍奇金淋巴瘤的已获批上市的PD-1药物

商品名 通用名 厂家 获批适应症

Opdivo Nivolumab BMS ASCT后复发或BV治疗失败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国内还未批准相关霍奇金淋巴瘤的适应症）

Keytruda Pembrolizumab 默沙东 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国内还未批准相关霍奇金淋巴瘤的适应症）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 信达生物 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艾立妥 卡瑞利珠单抗 恒瑞医药 复发/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三线治疗）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百济神州 复发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r/r cHL）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霍奇金淋巴瘤—治疗药物—PD-1单抗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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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 恒瑞 百济 Opdivo Keytruda

信迪利单
抗

卡瑞利珠单
抗

替雷利珠单
抗

纳武利尤单
抗

帕博利珠单抗

适应症 cHL cHL cHL cHL cHL

人数 96 75 70 80 210

ORR 85.4% 84.8% 85.7% 66.3% 68.3%

CR 29.2% 30.3% 61.4% 9.0% 22.4%

从临床数据来看，无论是外资品种还是国产品种，针对CHL适应症均具备优异的疗效。尤其是国
产品种在临床数据上相对优于外资品种，其对标O药、K药全球销售额具备较大的成长空间。

数据来源：Blood， CSCO，ASCO， Lancet Oncolog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PDB，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50、PD-1单抗针对cHL临床数据对比

霍奇金淋巴瘤—治疗药物—PD-1单抗疗效显著

图25、O药、K药全球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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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PD-1主要针对R/R型患者，以赠药方案和谈判价格为外资及国产品种年治疗费用均值，考虑稳态

下国产：外资的比例为7:3，则其对应国内市场空间约为8亿元。相较而言，PD-1的主要市场空间仍

在肺癌、肝癌等大适应。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霍奇金淋巴瘤—治疗药物—PD-1单抗疗效显著

商品名
欧狄克

OPDIVO
可瑞达

KEYTRUDA
拓益 达伯舒 艾立妥

通用名 纳武利尤单抗 帕博利珠单抗 特瑞普利单抗 信迪利单抗 卡瑞利珠单抗

生产厂家 百时美施贵宝 默沙东 君实生物 信达生物 恒瑞医药

上市日期 2018/6/15 2018/7/25 2018/12/17 2018/12/24 2019/5/30

规格
40mg/瓶
100mg/瓶

100mg/瓶 240mg/瓶 100mg/瓶 200mg/瓶

用量 3mg/kg/2周 2mg/kg/3周 3mg/kg/2周 200mg/3周 200mg/2周

价格
4951元/40mg

9260元/100mg
17918元/100mg 7200元/240mg

7838元/100mg

2843元
/100mg(谈判)

19800元/200mg

国内获批
适应症

非小细胞肺癌、
黑色素瘤

恶性黑色素瘤、
非小细胞肺癌

恶性黑色素瘤 霍奇金淋巴瘤
霍奇金淋巴瘤、

肝癌

援助计划
符合获批适应

症 6+7
符合获批适应
症5+5，再 3+3

符合获批适应
症 4+4

符合获批适应
症 3+2

符合获批适应
症 2+2 ，再

4+18

年费
用

60kg
44.4万元

援助后20.4万元
57.6万元

援助后28.8万元
18.72万元

援助后9.4万元

26.65万元
援助后16.7万元
9.67万元(谈判）

51.48万元
援助后11.9万元

表51、K药、O药及部分国产PD-1上市时间、治疗费用对比

中国淋巴瘤年均新患病人数（万） 8.8

弥漫大B淋巴瘤占比 10%

cHL新发患者人数（万） 0.9万

复发难治比例 60%

cHL新发R/R患者人数（万） 0.45万

年治疗费用（外资） 20万/年

年治疗费用（国产） 10万/年

国产：外资比例 7:3

潜在市场空间

潜在年销售额（亿） 8

表52、PD-1针对cHL国内市场空间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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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C（抗体药物偶联物）

• CD30——本妥昔单抗(Brentuximab Vedotin)

本妥昔单抗由靶向CD30的brentuximab和抗有丝分裂药

物单甲基阿司他丁E（MMAE）相连而成，2011年被

FDA批准上市，适应症为ASCT失效或不适用自体

HSCT、先前至少用过2种多药化疗方案无效后的经典

霍奇金淋巴瘤、先前未治疗的III期或IV期霍奇金淋巴

瘤。本妥昔单抗2019年全球销售额为6.3亿美元。

• CD25——Cami-T(Camidanlumab Tesirine)

Cami-T由抗CD25的人单抗与吡咯并苯并二氮杂卓

(PBD)二聚体偶联而成，从早期临床数据来看对复发

难治型患者具备较好疗效。Ⅰ期临床试验显示，Cami-

T对R/R cHL患者ORR为80.8%（CR 50%）。

霍奇金淋巴瘤—治疗药物—本妥昔单抗已获批多项适应症

数据来源：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PDB，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26、本妥昔单抗全球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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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TLA-4——Ipilimumab单抗

Ipilimumab单抗是抗CTLA-4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可特异性结合CTLA-4，阻断CTLA-4与B7分子结合，使T

淋巴细胞活化增殖，发挥抗肿瘤作用。靶向CTLA-4的抗体不仅促进共刺激通路的再激活，还能清除肿瘤微环

境中表面高表达CTLA的Treg细胞。

a. 一项针对Allo-HSCT后复发恶性血液肿瘤的随访研究中，22例患者接受Ipilimumab单抗治疗，ORR为31.8%

（CR为22.7%）。

b. 联合治疗方面，Ipilimumab、Nivolumab和BV联合治疗R/R-cHL的I期临床试验（E4412）不同剂量组共纳入

22例患者，结果显示ORR为82%，CR为68%；既往接受ASCT的9例患者的ORR为95%，CR为79%。

4、CAR-T——抗CD30-CAR-T细胞

相比于本妥昔单抗（BV），含有CD28共刺激结构域的CD30 CAR-T细胞的疗效更为持久，肿瘤消退更为显著。

以CD30为靶标的CD30-CAR-T细胞在I期临床试验中，多数为既往接受过ASCT或BV治疗后复发难治的HL患者，

ORR为39%，中位PFS达6个月，治疗总体耐受良好，未发生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数据来源：Blood，Clin Cancer Re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霍奇金淋巴瘤—治疗药物—CTLA-4和CAR-T在早期临床取得较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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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药物方面，除传统化疗外，末线疗法可以尝试联用来那度胺、依维莫司等，和其他类型淋巴瘤诊

疗路径较为相似。大分子药物方面，相较于其他类型淋巴瘤，PD-1单抗具备优异疗效，并且ADC类药物

中的本妥昔单抗亦具备不错疗效，现已获批多项适应症。此外， CTLA-4和CD30-CAR-T亦在早期临床

中取得较好的数据结果。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霍奇金淋巴瘤—小结

表53、霍奇金淋巴瘤药物情况总结

类别 药物名称
是否已获批
适应症

产品对cHL评价 原因分析

PD-1

纳武利尤单抗

是 高
针对CHL适应症均具备优异的疗效。尤其是国产品种在临床数据上相对优
于外资品种

帕博利珠单抗

替雷利珠单抗

卡瑞利珠单抗

信迪利单抗

ADC
本妥昔单抗

是 高
已批准ASCT失效或不适用自体HSCT、先前至少用过2种多药化疗方案无
效后的经典霍奇金淋巴瘤、先前未治疗的III期或IV期霍奇金淋巴瘤

Camidanlumab

Tesirine
否 高 Ⅰ期临床试验显示，Cami-T对R/R cHL患者ORR为80.8%（CR 50%）

CTLA-4 Ipilimumab 否 中高 联用方案具备较强临床数据结果

CD30-CAR-T 否 中高
I期临床试验中，多数为既往接受过ASCT或BV治疗后复发难治的HL患者，
PR为39%，中位DFS达6个月，治疗总体耐受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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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关上市公司

淋巴瘤经典方案——利妥昔单抗

利妥昔单抗适用于大部分淋巴瘤种类，且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等癌种的一线疗法。目前，

国内biosimilar已进入陆续上市阶段。复星医药的“汉利康”于2019年2月获批上市，成为我国首款生物类

似物，预计2020年将开始放量。此外，在利妥昔单抗biosimilar上有所布局的上市公司还有信达生物、海

正药业、中国生物制药、神州细胞（即将科创板上市）等。同时，在CD20这个靶点上有所布局的上市公

司还包括百奥泰等。

BTK抑制剂

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作为一款具备优秀潜力的药物，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CLL/SLL）疗效优异，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等亦在探索中。

HDAC抑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微芯生物的西达本胺在国内率先获批外周T细胞淋巴瘤适应症，针对rr-PTCL疗效突出。同时，在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中亦具备不错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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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9 CAR-T

复星医药旗下的复星凯特正在推进益基利仑赛注射液（ Yescarta ）在中国的上市，现已完成用于治疗成人

复发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中国境内桥接临床试验，纳入药品上市注册优先审评程序。基于海外临床数

据，Yescarta对rr-DLBCL具备较好的疗效，其全球销售额处于快速增长中。

PD-1单抗

在已上市的PD-1单抗中，无论是外资品种还是国产品种，针对霍奇金淋巴瘤（CHL）适应症均具备优异

的疗效，尤其是国产品种在临床数据上相对优于外资品种。目前，国内已获批CHL适应症的国产PD-1品

种包括恒瑞医药的卡瑞利珠单抗、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和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后续还有中国生

物制药、复星医药、丽珠集团等众多上市公司布局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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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风险提示

研发失败及获批进度慢于预期的风险：

创新药研发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领域。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创新药在追逐“first-in-class”或者

“best-in-class”的过程当中，其研发失败或者进度慢于预期的风险始终存在。

产品上市后放量速度慢于预期的风险：

创新药产品上市后的放量速度既取决于产品本身的临床疗效，也取决于公司的产品定价、销售推广策略、

医保的承接力度以及竞品的影响。目前，国内创新药领域竞争逐步加剧，从研发驱动到成功的进行商业

推广是创新药上市后面临的重要转变。

产品的疗效及安全性风险：

虽然创新药上市之前经历了严格临床试验和评审评估，但后续随着用药人群的扩大，仍有可能暴露出潜

在的疗效及安全性风险，不排除后续说明书修订甚至退市及潜在的诉讼及赔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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