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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投资要点

 主动脉介入未来国内市场的情况几何？

从疾病的角度看，中国主动脉夹层患病率为3.8/100,000，随着我国高血压患者不断增加，预计2023年
患病率将增长到4.2/100000，患病人数将增长到6.1万人。腹主动脉瘤是年龄相关疾病，随着我国人口
老龄化不断加剧，我国腹主动脉瘤的患病率在2018年达到0.049%，2023年我国腹主动脉瘤患者数达
76.8万人，2018年到2023年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0%。

从市场角度看，我国主动脉腔内介入器械尚处于发展初期， 2017 年市场规模达 10.3 亿人民币。主动
脉腔内介入支架市场由跨国企业为主导，美敦力、戈尔、库克等老牌器械公司是主要玩家，而心脉
医疗作为中国本土企业，也是是行业主要竞争者之一。随着医疗器械企业研发加速，产品更新迭代逐
渐加快，企业市场推广和培训深入医院，产品渗透率不断增加，预计到 2022 年，中国主动脉腔内介
入器械市场规模将达到 19.5 亿人民币， 2017 年到 2022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3.5%。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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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投资要点

 主动脉介入产品未来研发趋势？

胸主动脉产品：目前市场产品以传统直管型覆膜支架为主，各自产品特点各有差异，有的产品通过性

比较好有的产品支撑力比较强，但未来的整体趋势是通过对于产品设计的升级，逐步将适应症拓展到

主动脉弓部的病变，从而拓展TEVAR的适应症，目前看来，主动脉支架主要的技术路线分为一体式和

分体式，分体式整体研发难度比较低一些操作也相对便捷灵活，但会面临内漏问题，对此先健科技的

在研产品针对I型内漏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其中心脉医疗已经率先在2017年上市Castor系列

覆膜支架，成功将适应症扩展到部分左锁骨下静脉的A型夹层，技术属于全球领先。

腹主动脉产品：腹主动脉支架目前的主要在研趋势是从几点入手1）扩展对于复杂解剖条件的腹主动

脉瘤进行逐步延伸，如颈部角度；2）增加锚定性能；3）对密封效果进行拓展，防止内漏。但是目前

不同于传统的技术路径，一个未来新技术趋势也在慢慢发展，EVAS技术相比于传统的覆膜支架更好

的提高了稳定性和防内漏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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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投资要点

 主动脉介入市场未来成长动力在哪？

在中国，与冠状动脉的介入治疗相比，主动脉介入治疗方案进入中国的时间显著晚于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主动脉介入治疗仍分别处于成长期及起步期。2005年美国FDA批准首个胸主动脉支架Gore-
TAG®，直到2011年该支架产品才经NMPA批准进入中国。我国主动脉支架起步晚，目前仍处于发展
初期，市场份额主要由跨国医疗器械厂商占据，国产医疗器械替代进口潜力巨大。

目前，头部企业美敦力、戈尔、微创心脉和先健科技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 2018年，美敦力在
主动脉管介入治疗市场处主导地位。除头部企业外，市场中其他竞争者体量小、数量少，市场竞争
格局清晰。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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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主动脉疾病与治疗方法

1.1 主动脉夹层基本介绍和治疗方法梳理
1.2 胸主动脉瘤基本介绍和治疗方法梳理
1.3 腹主动脉瘤基本介绍和治疗方法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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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为急性疾病，死亡率高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
一种心血管急危重症，是指主动脉腔内的血液

从主动脉内膜撕裂处进入主动脉中膜，使中膜

分离，沿主动脉长轴方向扩展形成主动脉壁的

真假两腔分离状态，真、假腔可以相通或者不

通。血液在真、假腔之间流动或形成血栓。危

重急症，死亡率高，若不处理，约3%猝死；

两天死亡率37%-72%；一周死亡率60%-91%。

 诊断与鉴别：
急性胸痛为首要症状，鉴别诊断主要考虑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肺栓塞。
心电图-可出现心肌缺血或心梗表现；胸片-阴性不可排除；
主动脉Duplex彩超-敏感性60%-100%；特异性63%-96%，降主动脉夹层敏感性低；
主动脉CTA断层扫描、磁共振MRI、主动脉造影可确诊。

升主动脉

主动脉弓

降主动脉

 主动脉夹层按照Stanford分型可分为A型和B型.
A型累及升主动脉弓和/或主动脉弓，可能累及

降主动脉；B型累及降主动脉和/或延伸至腹主

动脉。

 主动脉夹层临床主要表现：

（1）“撕裂样”或“刀割样”持续性难以忍受锐痛；

（2）心脏并发症，如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

（3）累及其他重要分支血管导致脏器缺血或灌

注不良。该病起病急，进展快，主动脉夹层后，

因为无法给心脏提供足够的血液或出现主动脉

破裂，病死率极高。

 尸检结果:
升主动脉（70%）、主动脉弓（10%）、降主动脉（20%）、腹主动脉；临床数

据，3:4:3。
 病因：

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罕见）化、特发性主动脉中层退行性病变、遗传学疾病、

先天性主动脉畸形、创伤、主动脉壁炎症反应。

图1主动脉夹层示意图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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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动脉夹层：夹层介入手术为急性手术，确诊率及治疗率有待提升
 我国主动脉夹层患病率与欧美国家差别较大

欧美国家患病率介乎于2.6/100,000人到6.0/100,000人
之间，由于人种差异导致血管厚度和弹性不同，我

国主动脉夹层患病率为0.07%，明显高于欧美国家。

研究显示，主动脉夹层的平均患病年龄为65岁，其

中男性多于女性，而我国主动脉夹层患者平均年龄

较欧美国家年轻10岁以上。

 我国患者人数不断增长

中国主动脉夹层患病人数从2014年的84.4万人增长到

2018年的93.0万人，年复合增长率为2.5%。随着我国

高血压患者数量不断增加，主动脉夹层患病人数呈

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预计到2023年将增长到104.6万
人，2018年后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4%。

 不同的治疗方案

Stanford A型，一旦发现应积极采取外科手术治疗，

病死率明显低于药物保守治疗。而针对Stanford B型，

患者急性期药物保守治疗病死率较低，部分患者具

有较好的预后，其手术治疗方法主要有腔内修复术

（TEVAR）、开放性手术和杂交手术治疗等。

844.2 863.6 885.2 906.8 930.3 953.7 977.5 1,000.4 1,023.6 1,045.6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千人

年复合增长率

2014-2018 2.5%
2018-2023预计 2.4%

图、中国主动脉夹层患病人数，2014-2023预计

Stanford
分型

A型 B型

DeBakey
分型

I型 II型 III型

分型标准
主动脉夹层涉及升主动脉和/或主动脉弓,降主
动脉也有可能累及。

主动脉夹层涉及降主动脉和/或延伸至腹
主动脉，但不累及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

治疗方案

一经发现均应积极手术治疗
外科治疗：
升主动脉替换术、主动脉窦重建、主动脉瓣
成形术、主动脉根部复合替换术、全主动脉
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岛状吻合技术、Y形
人工血管替换术、分支支架血管置入术、一
体式分支支架置入术
杂交手术：
主动脉弓部去分支手术
全腔内修复术（常规不推荐）

根据疾病复杂程度选择治疗方案,药物治
疗是最基本治疗方式。

药物治疗：
镇痛剂（如吗啡），降压药（β受体阻滞
剂）

手术治疗：
腔内修复术（TEVAR）、开放性手术和
Hybrid手术等。

表、主动脉夹层治疗方案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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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动脉夹层：指南梳理，A型治疗外科为主极少数可用TEVAR

Stanford A
脑保护：单侧顺行性脑灌注

主动脉根部重建
（AD累及主动脉根部）

A1 A2 A3

升主动
脉替换
术

主动脉窦
重建/主
动脉瓣成
形(IIa)

主动脉根
部复合替
换术(I)

主动脉根
部复合替
换术(I)

保留主动
脉瓣的主
动脉根部
替换术

主动脉弓部重建

S型病变 C型病变

升主动脉替
换+部分主

动脉弓替换
术

全主动脉
弓替换+
支架象鼻
手术(I)

合并遗传性结缔组织病

主动脉根部复合
替换术

急性Stanford A
型AD的Marfan
综合征+主动脉

根部显著扩张且
合并主动脉瓣中
一重度关闭不全
的患者

Stanford A
型AD的
Marfan综
合征等

全主动脉弓
替换+支架象
鼻手术
（孙氏手术）

累及性弓部
急性
Stanford A
型AD

主动脉弓
部去分支
手术

累及弓部急
性Stanford A
型AD

杂交手术

完全不适合或
不能耐受外科
或杂交手术的
患者

TEVAR

 根据2017年主动脉夹层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目前StanfordA分型的主动脉夹层目前主要以外科手术为

主，只有极少数完全不适合外科手术或杂交手术的患者使用TEVAR手术进行治疗,但目前部分支架把适应症做到

了主动脉弓部。

数据来源：《2017年主动脉夹层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占AD 60%-70%)
图、A型主动夹层治疗方法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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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动脉夹层：指南梳理，B型治疗TEVAR为主极

*妊娠妇女中发生AD的比例为0．0004％

Stanford B(占AD 30%-40%）
急性期首推：最佳药物治疗

遗传性结缔组织病 无遗传性结缔组织病

开放手术 锚定区不充足 锚定区充足

合并近端心脏/主动脉
根部病变

无合并近端心脏
/主动脉根部病变

直视支架象鼻手术(IIa) TEVAR(I)

直视支架象鼻手术

附加技术TEVAR
（如烟囱技术）
（IIb）

Hybrid手术
(IIa)

直视支架象鼻手术(I) 外伤性 TEVAR

不推荐TEVAR，因为覆膜支

架的置入不能阻止该类患者

主动脉进一步扩张瘤变。

特殊型B型AD

医源性 降主动脉则TEVAR

妊娠合并 参照B型治疗

主动脉缩窄
合并B型AD

胸主动脉替换、
胸主动脉替换+短
支架象鼻血管置
人术、胸腹主动
脉替换术

大动脉炎合
并Stanford 
B型AD

控制动脉炎的基
础上选择TEVAR或
开放性手术治疗

 Standford B型占到所有主动脉夹层的比例大约30%~40%，其中大部分分型都可以采取TEVAR手术进行治疗，且采用

TEVAR的成功率比较高达到97.66%~99.20%，且术后早期患者死亡比例较低（术后30天死亡占2.2%~3.55%）。

数据来源：《2017年主动脉夹层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B型主动夹层治疗方法梳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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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动脉夹层：实验证明TEVAR介入相比传统用药疗法远期预后好

数据来源：Endo- vascular repair of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long-term results of the randomized in- vestigation of stent grafts in aortic dissection trial. Circ Cardiovasc Interv 2013;6: 407 – 416，
兴业证券金融业经济研究院整理

 TERVA改善患者远期生存率帮助延缓疾病
发展

实验方法：回顾性分析了140例稳定的B型主动脉

夹层患者，这些患者先前被随机分配到最佳药物

治疗和TEVAR（n=72）与单独的最佳药物治疗

（n=68），以了解主动脉特异性，全因结局，和

疾病进展使用指数程序后2至5年的界标统计分析。

结果： TEVAR死亡率低于单独使用最佳药物治疗

5年后全因死亡风险（11.1%比19.3%；P=0.13），

主动脉特异性死亡率（6.9%比19.3%；P=0.04）和

进展（27.0%比46.1%；P=0.04）。地标分析显示

TEVAR对2至5年所有终点的益处；例如，全因死

亡率（0%对16.9%；P=0.0003），主动脉特异性死

亡率（0%对16.9%；P=0.0005）和进展（4.1%对

28.1%；P=0.004）；1年和1个月的地标显示一致的

结果。选择性TEVAR术后5年生存率提高，疾病进

展减少，90.6%的病例与支架移植物引起的假腔血

栓形成有关（P<0.0001）。

图、相比单纯使用最佳用药的疗效

表、五年远期情况对比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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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动脉夹层：急性期TEVAR手术相比传统开胸手术住院生存率高

 TERVA针对急性B型夹层患者提供更高住院生存率。

方法：比较290个临床变量的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病

史；临床表现；体格检查结果；影像学研究；医疗，手术

和血管内管理的细节；院内临床事件；以及院内死亡率。

结果：在571例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390例（68.3%）

接受了药物治疗，59例（10.3%）接受了标准开放手术，66
例（11.6%）接受了血管内治疗。接受急诊血管内或开放手

术的患者比保守治疗的患者年轻（平均年龄58.8岁，p＆lt；
0.001），男性占优势，高血压占76.9%。接受手术的患者

主动脉直径大于介入技术或药物治疗的患者（5.36±1.7 cm
比4.62±1.4 cm比4.47±1.4 cm，p=0.003）。20%接受血管

内治疗的患者发生院内并发症，40%的患者在开放性手术

修复后发生院内并发症。开放手术后住院死亡率（33.9%）

显着高于血管内治疗后（10.6%，p=0.002）。倾向性和多

变量调整后，开放性手术修复与院内死亡风险独立增加相

关（优势比3.41,95%可信区间1.00〜11.67，p=0.05）。

图6、In-Hospital Kaplan-Meier Mortality Estimates by Management

表3、手术与血管介入手术死亡率对比

数据来源：Complicated acute type B dissec- tion: is surgery still the best option?: a re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08;1:395–402.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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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胸主动脉瘤:发病率相对较低，早期症状轻微
 胸主动脉瘤（Thoracic Aortic Aneurysms, TAA）

指的是发生在主动脉窦、升主动脉、主动脉弓或降

主动脉的动脉部分异常扩张（超过正常上限50%），

动脉变形，呈瘤样突出。大多数胸主动脉瘤属于退

行性病变。胸主动脉瘤发病率较低，但危险性极大。

一些患者可进展为主动脉破裂或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导致死亡。本病发病缓慢，早期多无症状和体征，

至后期出现压迫症状和疼痛症状。

 发病率比较

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胸主动脉瘤的发病率明显低

于胸主动脉夹层。我国胸主动脉瘤患病人数达从

2014年的21.1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22.9万人，年复合

增长率为2.1%。在人口老龄化的驱动下，预计我国

胸主动脉瘤患者2023年将达25.3万人。

 干预措施

• 在胸主动脉瘤中，针对马凡氏综合征和二尖瓣病变

患者，推荐采用心脏外科手术治疗方式直接切除动

脉瘤。在升主动脉或降主动脉临近主动脉弓部存在

动脉瘤且具有手术指征的主动脉弓部瘤患者，可考

虑进行主动脉弓部修复术。对于解剖学状况良好的

降主动脉瘤患者，相比手术治疗，TEVAR更为理想。

211.1 215.1 219.4 224.0 229.0 234.2 239.5 244.3 249.2 253.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千人

年复合增长率

2014-2018 2.1%
2018-2023预计 2.2%

图、中国胸主动脉瘤患病人数，2014-2023预计

患者按照动脉瘤部
位分类

升主动脉瘤
（最常见）

主动脉弓部瘤 降主动脉瘤

治疗方案推荐
手术治疗:
切除动脉瘤

手术治疗:
主动脉弓部修复术

手术治疗、胸血管腔
内主动脉修复
（TEVAR）

表、胸主动脉瘤治疗方案

图、胸主动脉瘤示意图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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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胸主动脉瘤：指南梳理，疾病分类细致，降主动脉部分推荐TEVAR

胸主动脉瘤

Marfan综
合征/其他
遗传病/二
叶式主动
脉瓣

主动脉替
换术(IIa)

切除静脉窦
+David术(I)

瓣膜分离
+升主动
脉替换术
(I)

降主动脉升主动脉瘤 主动脉弓部瘤 有症状型胸腹主动脉瘤

Marfan, 
Loeys-Dietz, 
Ehlers- Danlos 
综合征患者/
主动脉根部或
静脉窦扩张

有胸主动
脉扩张且
预计术后
寿命/生
活质量不
受影响

开放手术Loeys-Dietz 
综合征
/TGFBR1 
或 TGFBR2 
突变

主动脉修
复术(IIa)

无症状型 有症状型

老年患者/
有主动脉
瓣膜疾病
的年轻患
者

手术治疗(I)

TEVAR(IIa) TEVAR(IIa)

慢性夹层
且有连接
性组织疾
病

近端主动
脉弓部瘤

开放手术(I)部分主动脉弓
部替换术(IIa)

退行性/动
脉粥样硬化
性且弓部超
过5.5cm/单
一弓部最大
直径超过
5.5cm

手术治疗(IIa)

退行性/创
伤性/囊状
瘤/术后假
性瘤

血管内支
架(I) 

血管内支
架手术方
案受限/术
后发病率
提升/ 
Marfan, 
Loeys-
Dietz综合
征

选择性手术(I)

终末器官
局部缺血/
累及腹部
内脏动脉
粥样硬化

血管重建术(I)降主动脉
最大直径
≥5.5cm

解剖学结
构良好

 根据201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布的《胸主动脉疾病患者诊断和管理指南》和《 2014年ESC指南》，胸主动脉瘤各个分型下依据遗传病
变、动脉直径以及其他血管、器官病变情况有许多特定的手术疗法，但大部分手术均需要人造血管、人工瓣膜、血管支架等主动脉
介入器械，和主动脉夹层类似涉及到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时主要以外科手术为主，但是涉及到降主动脉则会推荐使用TEVAR手术进
行处理。

数据来源：《胸主动脉疾病患者诊断和管理指南》，《 2014年ESC指南》，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
整

图、胸主动脉瘤治疗方法梳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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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对电子文献数据库和会议记录进行搜索确定相关的病例系列，之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围手术期死亡率、神经损伤和严重
程度，以及再次干预发生率。

结果：确定了17个符合条件的病例系列，共1109例患者（其中538例支架手术）。支架置入术与死亡率的显著降低（合并优势比0.36；
95%CI 0.228-0.578；P<0.0001）和严重的神经损伤相关（合并优势比0.39；95%CI 0.25-0.62；P <.0001）。支架手术和非支架手术组在
重大再次干预发生率上无明显差异(合并优势比为0.91; 95% CI 0.610-1.619) 。尽管有证据表明这些结果存在异质性和偏见，但这些病患

的住院时间和重症监护时间确实有所减少。亚组分析表明，在接受胸主动脉瘤修补术且病情稳定患者中，血管内修复可降低死亡率（合
并优势比为0.25；95%CI为0.09-0.66）和神经系统疾病（合并优势比为0.28；95%CI为0.13-0.61）。胸主动脉瘤修补术对因胸主动脉损
伤的住院患者的死亡率没有影响，但这些患者的神经损伤有所减少（合并优势比为0.17；95%可信区间为0.03-1.03）破裂。胸主动脉腔

内修复术降低围手术期死亡率降主动脉瘤患者的神经系统发病率，对其他胸主动脉疾病可能没有益处。

胸主动脉瘤：临床试验，胸主动脉TEVAR可降低围手术期死亡率1.2

数据来源：Endovascular stenting versus open surgery for thoracic aortic disea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erioperative result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Odd值meta分析神经损伤结果 图、Odd值meta分析再干预结果图、Odd值meta分析围产期死亡率结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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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腹主动脉瘤：多数无症状，检出率较低
 腹主动脉瘤（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AAA）

指腹主动脉呈瘤样扩张，永久性局限性扩张超过正常血管直径的
50%，通常情况下，腹主动脉直径>3cm可以诊断腹主动脉瘤。腹
主动脉瘤的主要症状为疼痛，多为腹部和腰背部钝痛，持续数小时
或数日，当发生疼痛突然加剧时常预示着腹主动脉瘤即将破裂。大
多数腹主动脉瘤均无症状，多为病人在查体时发现腹部搏动性包块。

 发病率及发病情况
全球腹主动脉瘤发病率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年发病率为4.2%至
11%之间，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腹主动脉瘤的发病率相对较低。
腹主动脉瘤多数无症状，一旦破裂，死亡率将达80%，欧美国家推
荐65岁以上吸烟或有家族病史的男性进行腹主动脉瘤筛查，可降低
45%的死亡风险。我国腹主动脉瘤患病人数在2018年增长到68.7万
人，从2014年到201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1%。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不断加剧，65岁以上人口将持续增长，导致腹主动脉瘤高风险
人群不断增加，预计到2023年，我国腹主动脉瘤患病人数将达76.0
万人，2018年到2023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0%。

图、中国腹主动脉瘤患病人数，2014-2023预计

633.2 645.3 658.3 672.1 687.1 702.7 718.4 733.0 747.6 759.9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千人

年复合增长率

2014-2018 2.1%
2018-2023预计 2.0%

AAA患者分类 无症状AAA患者 症状型AAA患者

推荐监测及治疗
方案

定期监测为主

若动脉瘤直径过大，或者进展快速，
则考虑手术或者介入治疗:
AAA修复术，开放式主动脉、修复
术(动脉瘤切除术)、腹主动脉瘤腔
内隔绝术(EVAR)

若患者疑似AAA破裂，立即
行腹部CT或腹部超声诊断

手术治疗：
开放式修复术、EVAR

表、腹主动脉瘤推荐监测及治疗方案

图、腹主动脉瘤腔内血管重建术示意图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开窗/分支
型EVAR(IIa)

1.3 腹主动脉瘤：指南梳理，EVAR逐渐取代开放手术，认可度提高
 腹主动脉瘤约占主动脉瘤的63％—79％，根据欧洲血管外科协会2019年发布的《腹主动脉瘤诊疗指南》，目前开放手术与血管腔

內主动脉瘤修复（EVAR）并存，但是后者由于术后死亡率、发病率较传统开放手术较低，以及EVAR辅助疗法研究的深入，正在
逐渐取代一部分开放手术，成为主流疗法。

腹主动脉瘤

肾下型

EVAR
平行支架
+EVAS

有症状非破裂型

肾旁型 霉菌型 炎症型

破裂型

小型

开放手术

停止抽烟(I)，
保持健康生
活习惯(IIa),
不推荐用药
(III) 开放手术

EVAR

血管内抗
体治疗

瘤直径
5.5cm以上

首选
EVAR(IIa)

延期进行紧急
手术（选择性
手术最佳）(IIa)

采用AUI/二叉性
设备(IIa)
主动脉球囊扩张
术用以控制近端
(IIa)

开放手术

Endostaple
辅助治疗

非破裂型 破裂型

开放手术，
不使用EVAR

EVAS+
烟囱支架

抗炎药治疗(IIa)

弥漫性溃烂/
血肿/假腔

推荐进行修复(I),
首选EVAR(IIa)

or

or

or
or

or

数据来源：《腹主动脉瘤诊疗指南》，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1.3 腹主动脉瘤：临床试验，破裂经EVAR治疗较开放手术院内死亡率更低

结果：本试验研究了接受EVAR的514例患者和接受开放手术的651例腹主动脉瘤破裂患者。EVAR组的住院死亡率较低（25% vs33%，

P<0.001）。EVAR在低风险组显示出较低的死亡率趋势（n=626；EVAR 10%vs OR 15%；P=0.07)，EVAR在中等风险组的死亡率显著较

低（n=457；EVAR 37%vs OR 48%；P=.02），在高风险组没有优势（n=82；EVAR 95%vs OR 79%；P=.17]）。在所有等级的风险组中，

心脏并发症（EVAR 29%vs O ，38%；P=.001）、呼吸系统并发症（EVAR 28% vs OR 46%；P<0.0001）、肾功能不全（EVAR 24% vs 

OR 38%；P<0.0001）、轻度缺血（EVAR 2.7% vs OR 8.1%；P<0.0001）和肠缺血（EVAR 3.9% vs OR 10%；P<0.0001）显著低于开放手

术组。在所有等级的风险组中，EVAR组在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中位数（四分位距）（EVAR 2[1-5]天 vs OR 6[3-13]天；P<0.0001）和住

院时间（EVAR，6[4-12]天vsOR，13[8-22]天；P<0.0001）。

方法：比较经验证的新英格兰血管研究小组RAAA风险评分分为低风险（评分为0-1）的“血管质量计划”（2003-2013年）患者的EVAR

和RAAA OR后的院内死亡率和发病率，中风险（2-3分）和高风险（4-6分）组。

数据来源：In patients stratified by preoperative risk, endovascular repair of ruptured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 has a lower in- hospital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than open repair. J Vasc Surg 
2015;61:1399e407.，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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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动脉介入市场和产品情况

2.1 全球行业趋势
2.2 中国行业趋势
2.3 胸主动脉细分现状和产品梳理
2.4 腹主动脉细分现状和产品梳理
2.5 行业未来成长动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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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球行业趋势：全球主动脉EVAR手术量稳步增长

 腔内修复术已成为腹主动脉和胸主动脉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据预测，全球主动脉EVAR手术量在未来将持续增加，

2017年至2022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6.5%。由于欧美国家腹主动脉瘤的患病率较高，且针对腹主动脉瘤筛查的普及程

度高，全球范围内针对腹主动脉的EVAR手术占比超过60%，到2022年，手术量将增长到184,421台，2017年到2022年
的年复合增长率达6.5%。在胸主动脉夹层Stanford A型患者中，目前仍以外科手术为主，Stanford B型可采取介入治疗。

随着微创和介入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胸主动脉支架的不断革新，部分Stanford A型胸主动脉夹层患者可通过血管介

入得到治疗，到2022年，预计全球胸主动脉介入手术量将达到94,163台。

105,127 111,855 119,014 126,750 134,102 142,684 152,101 162,444 173,165 184,421 

53,274 57,004 60,880 
64,837 

68,858 
73,333 

78,320 
83,411 

88,666 
94,163 

158,402 
168,859 

179,894 
191,587 

202,959 
216,017 

230,421 
245,855 

261,831 
278,584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腹主动脉手术量 胸主动脉手术量

胸主动脉 腹主动脉 整体主动脉
2013-2017 6.6% 6.3% 6.4%

2017-2022预计 6.5% 6.6% 6.5%
单位：台

图、全球主动脉EVAR手术量统计，2013-2022预计

1,479.9 1,592.4 1,716.6 1,847.0 1,980.0 2,118.6 2,271.1 2,439.2 2,622.1 2,805.7 

652.8 
698.5 

750.9 
806.4 

864.5 
926.7 

995.3 
1,070.0 

1,153.4 
1,239.9 

2,132.7 
2,290.8 

2,467.4 
2,653.5 

2,844.5 
3,045.3 

3,266.5 
3,509.2 

3,775.6 
4,045.6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腹主动脉介入支架市场规模 胸主动脉介入支架市场规模

胸主动脉 腹主动脉 整体主动脉
2013-2017 7.3% 7.5% 7.5%

2017-2022预计 7.5% 7.2% 7.3%
百万美元

图、全球主动脉腔内介入支架的市场规模，2013-2022预计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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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球行业趋势：全球主动脉及外周介入市场方兴未艾

 全球心血管介入领域头部企业美敦力及波士顿科学在过去5年，相关板块增速均在5%以上。
 由于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美敦力心血管领域收入出现下滑，而在此之前，心血管三大细分板块均保持正增

长，其中主动脉，外周及静脉由于基数较小，实现了16.6%的较快年复合增长，其次是心脏介入领域，而心脏节律与
心衰作为相对成熟的板块增速相对较慢。

 2018年，波科以42亿美元收购英国BTG，包括外周动脉、静脉及肿瘤介入，深度布局外周介入领域。

美敦力心血管器械收入，2014-2020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美敦力收入拆分，2014-2019

心脏节律与心衰 3.2%

冠脉及结构心脏病 4.8%

主动脉，外周及静脉 16.6%

心血管 5.4%

波士顿科学心血管器械收入，2005-2019

波士顿科学收入拆分，2014-2019

心脏介入 6.5%

外周介入及血管外科 10.4%

心血管 7.7%

资料来源：Bloomberg，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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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行业趋势：中国EVAR手术渗透率低，未来增长潜力大
 腹主动脉和胸主动脉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为腔内修复术（EVAR）。2018年，全球完成的EVAR手术量达216,017台，

其中美国约占全球EVAR手术量的50%，而中国仅占13.8%。中国EVAR手术起步较晚，现阶段处于发展中早期。
 2017年，中国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达到25,621台，其中胸主动脉手术16,984台（66.3%），腹主动脉手术8,637台

（33.7%）。随着我国主动脉疾病患者不断增加，预测未来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量仍将持续增长，2022年将达到
50,570台，其中胸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将占到63.5%。

 我国主动脉腔内介入器械尚处于发展初期， 2017 年市场规模达 10.3 亿人民币。 主动脉腔内介入支架市场由跨国企
业为主导，美敦力、戈尔、库克等老牌器械公司是主要玩家，而心脉医疗作为中国本土企业，也是是行业主要竞争
者之一。随着医疗器械企业研发加速，产品更新迭代逐渐加快，企业市场推广和培训深入医院，产品渗透率不断增加，
预计到 2022 年，中国主动脉腔内介入器械市场规模将达到 19.5 亿人民币， 2017 年到 2022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3.5%。

8,835 10,425 12,302 14,516 16,984 19,701 22,459 
25,603 

28,676 
32,117 

4,167 
5,083 

6,100 
7,320 

8,637 
10,192 

11,925 

13,833 

16,046 

18,453 

13,001 
15,508 

18,401 
21,836 

25,621 

29,893 

34,384 

39,436 

44,722 

50,57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胸主动脉 腹主动脉

胸主动脉 腹主动脉 整体主动脉
2013-2017 17.7% 20.0% 18.8%

2017-2022预计 13.6% 16.4% 14.6%单位：台

图、中国主动脉腔内介入支架的市场规模，2013-2022预计图、中国主动脉腔内介入的手术量，2013-2022预计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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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行业趋势：中国EVAR手术渗透率低，未来增长潜力大
 需求增加，EVAR手术量不断增长。2018年，中国主动脉夹层患病率为3.8/100,000，

随着老龄化导致的高血压患者持续增加，预计2023年患病率将增长到4.2/100000，
预计患病人数可达6.1万人。腹主动脉瘤是年龄相关疾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
断加剧，我国腹主动脉瘤的患病率在2018年达到0.049%，2023年我国腹主动脉瘤患
者数达76.8万人，2018年到2023年期间预期年复合增长率为2.0%。

 国产器械厂商发展加快市场渗透率提高。EVAR手术作为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
快等优势，临床应用的接受度逐步提高，随着我国医疗水平提高，进一步引入先进
医疗设备，未来我国EVAR手术渗透率将不断增长。EVAR手术量的不断增加促使主
动脉支架的需求增加，而我国主动脉支架行业起步较晚，从技术水平上与进口产品
仍存在差距，美敦力、戈尔、库克等跨国企业仍占据主动脉支架市场的主要优势地
位。随着我国鼓励进口替代和加速创新型医疗器械审批等政策的不断落实，我国本
土医疗器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质量都飞跃提升，微创心脉和先健科技已成为国产主
动脉支架市场的领导者，未来将凭借其低价优势和质量优势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学术推广与国民健康观念转变，带动检出率、就诊率提升。因为人种差异，欧美人
血管壁较厚，中国胸主动脉夹层的患病率相对较低，因此中国胸主动脉与腹主动脉
手术量比例近似为6:4，而美国为3:7；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建议65岁以上吸烟男性
进行腹主动脉瘤筛查，而我国主动筛查率较低；相对来说，胸主动脉夹层发病率和
就诊率较高，使得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手术在我国渗透率更高，手术技术也在不断更
新，较之腹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发展更加成熟完善。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
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影像等体检配套设备的不断发展，腹主动脉瘤的筛查比例将
逐步提高到欧美水平，未来手术量渗透率将增加，带动腹主动脉支架市场的不断扩
容。

 研发创新，拓展开展EVAR手术的适应症范围。目前主动脉介入产品尚无法应用于
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部病变，及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远端破口处理，临床上这
些病变情况一般采用杂交手术、烟囱手术、开窗手术、分支支架等。随着支架产品
的不断创新，介入手术有望适用于其他疾病的治疗。

图、2018年中国和美国主动脉EVAR手术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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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胸主动脉介入：胸主动脉介入市场，国产、进口平分秋色
 美敦力依靠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优秀的产品性能，在

胸主动脉腔内介入市场占据领先市场地位，2018年，

应用美敦力胸主动脉支架完成的介入手术达6,144台，

占2018年整体胸主动脉手术的31.2%。近几年随着国

家国产替代等支持性政策的不断纵向深入，国内企

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微创心脉和先健科技在国内

胸主动脉支架市场中的影响力快速扩大。2018年，

应用了微创心脉胸主动脉支架的介入手术达5,800台，

占当年整体胸主动脉腔内介入治疗手术量的29.4%，

先健科技占比低于微创心脉3.2%。

 胸主动脉腔内介入支架按照收入拆分，美敦力仍处

于龙头地位。其2018年胸主动脉支架收入为2.2亿人

民币，占胸主动脉介入支架总市场的37.8%。国内企

业主要竞争者为微创心脉和先健科技，其市场份额

分别为25.6%和22.3%。国产企业逐渐以技术创新驱

动进口产品替代，比如微创心脉的Castor®分支型胸

主动脉支架成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分支型胸主动

脉支架，这一创新使主动脉疾病腔内治疗往主动脉

弓部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

图、 2018年中国胸主动脉腔内介入市场按照手术量的排名

图、2018年中国胸主动脉腔内介入支架市场按照收入的排名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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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胸主动脉介入：已上市产品性能差异各有不同，已逐步延伸到A型

公司 适应症 最新一代时间 项目名称 作用 示意图 特点

心脉医疗

B型主动脉夹层和主
动脉瘤

2015 Hercules LowProfile直管型
覆膜支架及输送系统

使用微创伤介入技术和
腔内隔绝原理，建立新
的血流通道

性能稳定操作简便，
鞘表面比较光滑

部分A型主动脉夹层
和主动脉瘤

2017 Castor分支型主动脉覆膜支
架及输送系统

使用微创伤介入技术和
腔内隔绝原理，建立新
的血流通道

可以应用于左锁骨
下动脉的A型夹层，
部分原本需要外科
手术的可避免

主动脉夹层开放手术 2003 CRONUS 术中支架系统

配合主动脉夹层治疗手
术，使二次开胸手术简
化为一次完成，降低全
弓置换手术操作难度

国内唯一获批，配
合孙氏手术应用

先健科技
B型主动脉夹层和主
动脉瘤

2017 Ankura®胸主动脉覆膜支架
系统

恢复主动脉腔内正常血
流，降低胸主动脉瘤或
主动脉夹层破裂的风险。

性能稳定操作简便，
鞘表面比较光滑

美敦力
B型主动脉夹层和主
动脉瘤

2018 Valiant™胸腔支架

对具有适当解剖结构的
患者进行胸腔降主动脉
（DTA）的所有病变的
血管内修复

支撑力强，鞘表面
光滑

 目前市场产品以传统直管型覆膜支架为主，各自产品特点各有差异，有的产品通过性比较好有的产品支撑力比较强，

其中心脉医疗已经率先再2017年上市Castor系列覆膜支架，成功将适应症扩展到部分左锁骨下静脉的A型夹层。

表、目前国内已上市的胸主动脉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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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胸主动脉介入：心脉CASTOR系列领先全球，率先获批拓展适应症
 原有针对主动脉弓手术的问题

主动脉弓连接着升主动脉和降主动脉，呈180度弯曲，将由下向

上的血流方向变为自上而下，此弯曲区域血流冲击强、血流应力

集中，是主动脉夹层裂口易发的部位。目前常用的主动脉弓病变

腔内修复术包括烟囱技术、开窗技术和分支支架技术。烟囱技术

在主体支架、分支支架与血管壁之间的缝隙会造成I型内漏，而

且二烟囱和三烟囱的设计将进一步增加I型内漏发生率。在围手

术期内，烟囱手术的内漏和中风发生率分别达到21.6%和7.8%；

针对开窗手术，研究显示，其对主动脉弓病变腔内修复成功率较

高，但卒中发生率也较高。

 心脉CASTOR系列产品

分支型胸主动脉覆膜支架是专为主动脉弓及弓部分支血管病变而

设计，由主体覆膜支架和分支覆膜支架构成，分为一体式和分体

式两种。心脉医疗自主研发的Castor分支型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

送系统于2017年上市，首次将TEVAR手术适应证拓展至主动脉

弓部病变，使更多的患者可以免于外科开胸手术的痛苦。Castor
支架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分支型主动脉支架，通过分支一体化

设计，在安全、便捷地重建左锁骨下动脉的同时，能够降低各种

内漏的发生率，具有长期稳定性。Castor 支架入选了《2018年度

上海市创新产品推荐目录》。

图、Castor产品示意图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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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胸主动脉介入：在研产品技术路线虽不同但整体趋势向A型发展

公司 项目名称 特点 进展

心脉医疗
多分支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

本产品结构为单分支结合左锁骨下动脉内嵌侧支结构，术中容易定位，侧支不
容易发生内漏，可不用切开左颈总动脉，从髂动多分支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
脉入路

临床试验

Talos直管型胸主动脉覆膜支架
系统

在Castor支架的基础上，研发一款多分支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用于治疗夹
层累及至弓部及升主动脉的复杂性胸主动脉疾病

预研阶段

Fontus分支型术中支架
开发一款单分支型术中支架，单分支结构有效减少了手术时间和手术难度，国
内尚无同类上市产品，产品技术处于领先水平

临床试验

先健科技
Longuette™主动脉分支覆膜支
架系统

全球首款针对烟囱技术和开窗技术开发的覆膜支架，解决了开窗和烟囱技术中
的大难题—内漏，双层结构设计，内层支架保证分支血管血流通畅，外层裙边
能有效封堵支架间的缝隙，从而减少内漏的发生，可以针对全弓病变有效。

临床试验

美敦力
Valiant Mona LSA Stent 
GraftSystem

分体式单分支设计，使用双导丝输送系统，对穿通路从股动脉入路至左肱或左
腋动脉

临床试验

Cook Zenith arch branched device 一体式双分支设计，主体支架柔软、带锥形尖端 临床试验

W.L. GORE &
ASSOCIATES

TAG thoracic branch 
endoprosthesis

分体式单分支设计，分支支架为锥形具有肝素涂层,采用了反向的内烟囱设计，
也可称为“内潜望镜”设计

临床试验

Endospan Nexus aortic arch system 主体支架分为两部分：位于升主动脉的支架（升主动脉元件）和带分支的、位
于弓部及降主动脉的支架（主要元件），两者必须联合使用

临床试验

Bolton Ascending Thoracic Device 分体式单分支、双分支设计，双分支内嵌接口平行排列，呈下沉凹槽状 临床试验

 全球目前的在研品种主流趋势专向针对主动脉弓部病变的疾病，从而拓展TEVAR的适应症，目前看来，主动脉支架

主要的技术路线分为一体式和分体式，分体式整体研发难度比较低一些操作也相对便捷灵活，但会面临内漏问题，

对此先健科技的在研产品针对I型内漏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Endovascular Toda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全球在研胸主动脉产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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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胸主动脉介入：心脉CASTOR系列领先全球，率先获批拓展适应症

先健科技Longuette™主
动脉分支覆膜支架系统

Gore’s TAG thoracic 
branch endoprosthesis Cook’s Zenith arch branched device 美敦力Valiant Mona LSA Stent GraftSystem

 先健科技Longuette™主动脉分支覆膜支架系统（裙边支架）

2015年首例植入，2019年临床试验全面启动，目前尚处于临床阶段。裙边支架（即只有分支），需要配合普通胸主
动脉支架，结合开窗+烟囱技术使用，相当于设计了一款更适合开窗+烟囱的用于重建分支血管的支架，裙边设计，

可减少内漏；有较大的径向支撑力，保证支架在与主体支架配合使用时不被压塌，但不是一体式支架。相比于
Castor的优势在于，不仅仅是左锁骨下动脉，累积头臂干、左颈总动脉的夹层也可使用，可通过介入手术解决全弓
病变。

 Gore公司的胸主分支支架（ TAG  Thoracic branch endoprosthesis）

2014年第一个患者入组，采用了反向的内烟囱设计，也可称为“内潜望镜”设计,其释放设计中，“内潜望镜”的隧
道至窗口预埋导丝，并进入目标分支动脉，帮助对准目标分支动脉的开口。

资料来源：Clinical Trails ，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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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腹主动脉介入：腹主动脉介入市场，国产量价占比差异较大

 2018年，中国腹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量达10,192台，
其中应用美敦力腹主动脉支架完成的手术达3,792台，
占整体腹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的37.2%，微创医疗以
20.6%的手术量占据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中首位。中国腹
主动脉疾病介入市场仍呈现寡头竞争特征，仅美敦力、
微创心脉、戈尔和先健科技四家企业手术量在腹主动
脉腔内介入支架手术量占比88.2%，其中国产企业占
35.3%，腹主动脉介入支架已开启进口替代的全新发
展阶段。

 由于进口产品的价位相对较高，因此美敦力占腹主动
脉腔内介入支架市场总收入的一半。医疗器械跨国公
司在腹主动脉支架领域起步较早，相对国产产品技术
水平更高，定位准确、释放简单，在医生关注的核心
性能表现更优，加之市场教育和市场推广，进口产品
的医院渗透率相对国产产品更高。创新驱动国产医疗
器械企业全速追赶，微创心脉和先健科技在腹主动脉
腔内介入支架市场收入分别为546万人民币和390万人
民币，占比12.3%和8.8%。国产腹主动脉支架在保证
质量的同时依托价格优势可逐渐渗透市场，以完成进
口产品替代。

图17、2018年中国腹主动脉腔内介入市场按照手术量的排名

图18、 2018年中国腹主动脉腔内介入支架市场按照收入的排名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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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腹主动脉介入：各家产品均有覆盖腹主动脉产品，类型相似

公司 适应症 最新一代时间 项目名称 作用 示意图 特点

心脉医疗

腹主动脉瘤 2019 Minos®腹主动脉覆膜支架
适用于近端瘤颈长度
≥15mm的腹主动脉瘤的治
疗。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将输送鞘外径降低至
14F（<5mm）的产品，
显著降低了手术对血
管入路的要求。

腹主动脉瘤 2014 Aegis® 分叉型大动脉覆膜
支架

适用于近端瘤颈长度大于
15mm的肾下型腹主动脉瘤

一体式设计，防止Ⅲ
型内漏

腹主动脉瘤 2014 Hercules® 分叉型支架系统
近端瘤颈长度大于15mm的
肾下型腹主动脉瘤

分体式设计，体内组
装，操作释放简单轻
松，变高分支，更能
适应扭曲的髂动脉

先健科技 腹主动脉瘤 / Ankura®腹主动脉覆膜支架

隔绝腹主动脉瘤的瘤腔，
恢复主动脉腔内正常血流，
降低腹主动脉瘤破裂的风
险。

近、远端贴壁性能好，
操作简便

美敦力 腹主动脉瘤 2015 Endurant II / IIs覆膜支架系
统

肾内或近肾腹主动脉或主
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支撑力强，操作灵活，
调节便利

 目前针对腹主动脉产品，各家产品比较类似，主要针对近端瘤颈长度≥15mm的腹主动脉瘤的治疗，主要以一体式为

主，心脉也有一款分体式产品。
表、目前国内已上市的腹主动脉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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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腹主动脉介入：在研产品在以后产品基础上做升级

公司名 产品名 产品特性 进展

Bolton 
Medical Treovance 先进的密封、固定和患者定制三件套系统，多种定制可供患者选择；肾上和肾下倒钩确保支架固定；

支架内特有环绕式倒钩，保证主体安装后模块不会脱开
临床试验阶段

Endospan HORIZON CE 使用了14Fr单侧方法的独特的平台，可以缩短和简化EVAR程序 临床试验阶段

Latecba S.A. SETA 
LATECBA

由（主动脉主体和肢）用于单主动脉的2个组件和（主动脉主体和2个肢）的3个分支模块组成的模
块化系统，可用于不规则的（圆锥形，钙化的，极短的甚至小于5mm的动脉颈）或成角度的（角度
大于60º）

临床试验阶段

Duke 
Vascular, Inc. UniFit 专利结构允许支架在弯曲的解剖结构中使用，降低了扭结或管腔狭窄的风险；配置包括直径为

42mm，长度为20cm的直型和锥形版本。
美国已上市，国内未上市

Lombard 
Medical Aorfix

智能工程技术扩大了的范围，使EVAR治疗可应用于更广泛的解剖结构，革命性的技术结合了圆形
和螺旋形结构，时治疗弯曲的解剖结构更加灵活，从而减少扭结和内漏的风险；圆形设计提供了无
与伦比的灵活性，同时在极端角度下保持管腔尺寸，与传统支架设计相比能够更好地匹配高颈弯角
的解剖结构；独特的鱼嘴设计可在改变颈部形态时提供出色的密封效果，为适应解剖结构随时间变
化和搏动力设计；模制在不均匀血管壁上的自膨胀电抛光镍钛合金线改善密封性。

欧盟上市，国内未上市

TriVascular, 
Inc. Ovation 通过14 French（4.7 mm）外径导管输送的，是已商用的用于EVAR的商用系统中最小的。与其他批

准的系统相比，Ovation拥有更广泛的使用适应症，可扩大符合EVAR应用要求的患者群体。
美国已上市，国美未上市

Vascutek Ltd. Anaconda™ 可定制，可实现开窗与目标血管完全对准；可治疗角度较大的颈部，最大适应角度为90°；可重新
定位，以保证在手术过程中精准对准控制；采用环形支架技术，能够从顶部或底部插入窗孔

美国已上市，国内未上市

JOTEC 
GmbH E-tegra

采用双模块设计，由主体和对侧腿组成，该系统可以单独调整用于主动脉的扩展，主动脉单结构也
可用；主体在近侧具有主动固定的激光切割支架和特有密封支架。不对称的弹簧构型与柔软的聚酯
纤维相结合，使支架具有柔韧性和适应性，支架移各个位置的不透射线标记物有助于精确定位。

美国已上市，国内未上市

 腹主动脉支架目前的主要在研趋势是从几点入手1）扩展对于复杂解剖条件的腹主动脉瘤进行逐步延伸，如颈部角度；

2）增加锚定性能；3）对密封效果进行拓展，防止内漏。

表、目前国内尚未上市的腹主动脉支架产品

资料来源：Clinical Trails ，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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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腹主动脉介入：未来新趋势，EVAS帮助解决EVAR遗留问题

 EVAS系统：帮助EVAR解决内漏和支架移位问题
Endologix 的Nellix系统的血管内动脉瘤封闭术（EVAS）
提供了一种血管内治疗AAA以下的新方法。该技术使用

充满聚合物的内袋在动脉瘤囊中实现解剖固定，而相同

的内袋在肾下主动脉颈部和动脉中形成密封区域。内袋

填充动脉瘤囊，EVAS可以降低AAA血管内治疗后III型
内渗的发生率。

 EVAR存在问题

EVAR的并发症与支架设计有关，即通过近端和远端支架锚定

以隔绝AAA，未经处理的动脉瘤腔留下了较大空间，可导致

内漏和支架移位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约25%的患者会发生内

漏，其中I和III型内漏需要紧急干预，如果内漏持续动脉瘤将

会破裂，EVAS是针对EVAR的不足的改进办法。

图、五种内漏示意图

数据来源：Follow up CT angiography post EVAR: Endoleaks dete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ning，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与许多EVAR系统相比，Nellix系统的使用范围可包含
更多患者。小样本的早期数据表明，EVAS可用于治
疗具有良好短期效果的敌对颈部解剖结构。

图、EVAS操作示意图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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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主动脉介入：未来新趋势，EVAS帮助解决EVAR遗留问题2.4

 实验方法
回顾性研究包括来自原始Nellix美国研究设备豁免（IDE）试验的333名EVAS患者和来自血管外科血管质量倡议
（VQI）的15431名EVAR患者，所有患者均在2014年至2016年间接受治疗。对患者进行腹主动脉瘤（AAA）大小，

患者人口统计学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倾向加权。主要结果是总生存率，对动脉瘤大小分层的总生存率进行二次分
析。

 实验结果
EVAS患者的三年生存期比EVAR患者高（93％比88％，P =0 .02），这与EVAS的死亡率相比降低了41％。在动脉
瘤较大（直径大于5.5厘米）的患者中，接受EVAS治疗的患者的死亡率比接受EVAR治疗的患者低50％（P = 
0.02）。

 目前Endologix的EVAS2已经进入临床，于2018年3月，Endologix启动了EVAS2确认性IDE试验，以评估改进型IFU
与下一代Nellix EVAS系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目前于2020年5月完成了证性临床研究。根据公司2018年在第40届
的Charing Cross（CX）汇报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EVAS患者的三年生存期明显更高。与传统的EVAR系统相比，
那些用EVAS治疗的大动脉瘤患者在三年时的死亡率只有一半。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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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未来动力：进口替代，市场方兴未艾市场空间大
 在中国，与冠状动脉的介入治疗相比，主动脉及外周动脉介入治疗方案进入中国的时间显著晚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主动脉及外周动脉介入治疗仍分别处于成长期及起步期。2005年美国FDA批准首个胸主动脉支架Gore-TAG®，直到
2011年该支架产品才经NMPA批准进入中国。我国主动脉及外周动脉支架起步晚，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市场份额主
要由跨国医疗器械厂商占据，国产医疗器械替代进口潜力巨大。目前，头部企业美敦力、戈尔、微创心脉和先健科
技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 2018年，美敦力在主动脉管介入治疗市场处主导地位。除头部企业外，市场中其他竞
争者体量小、数量少，市场竞争格局清晰。

起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 行业已经形成并快速发展

• 市场竞争者增加
• 行业竞争状况比较清晰
• 产品、服务及用户特征较为明朗

• 买方市场形成，用户对产品及服务选择空间大

• 行业盈利能力下降，出现以量换价
• 弱势竞争者面临淘汰

• 市场饱和
• 需求下降

• 市场竞争激烈
• 市场增长率下降
• 对生产效率的要求增

强
• 产品种类及竞争者数

量减少

• 企业规模小，市场
竞争者少、企业进
入壁垒低

行业特征

• 市场中存在众多新
发明的产品和服务

市场状况

周期阶段

外周血管
介入治疗

腹主动脉
介入治疗

胸主动脉
介入治疗

脑血管
介入治疗

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4、心血管介入各治疗领域成长周期

时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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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未来动力：打破主动脉介入器械外资垄断格局

国产和进口主动脉支架中标价格分析，2014年和2018年

63,000 64,600 

90,000 
81,000 

上海 郑州

2014年国产和进口腹主动脉支架中标价格

国产产品中标价

进口产品中标价

单位：元

55,000 56,200 

99,000 
90,000 

上海 郑州

2018年国产和进口胸主动脉支架中标价格

中国介入产品市场进口替代完成情况分析， 2018年

 血管介入支架进口替代趋势——冠脉支架已基本完成

 国产产品的价格优势促进进口替代

 支持性政策驱动本土企业不断创新

进口
替代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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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相关标的

3.1 心脉医疗
3.2 先健科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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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关标的：心脉医疗

 心脉医疗是国内主动脉、外周血管介入龙头企业。主要从事该领域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始终以

“持续创新，为主动脉及外周血管疾病患者提供能挽救患者生命或改善其生活质量的最佳普惠医疗解决方案”

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主动脉与外周血管介入治疗领域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公司。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3亿
元，同比增长44.39%，2016-2019年复合增速为166.4%; 实现归母净利润1.41亿元，同比增长56.38%， 2016-
2019年复合增速为243.9%。

0%

10%

20%

30%

4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Q1

营业总收入（百万元） 同比增长（%）

-60%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Q1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同比增速（%）

图、心脉医疗2016-2020Q1营业收入 图、心脉医疗2016-2020Q1归母净利润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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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关标的：心脉医疗

 分业务来看，主动脉支架作为公司核心业务，2019
年实现收入2.76亿元，同比增长 46.64%，呈现稳定

的高速增长。主动脉支架包括胸、腹主动脉覆膜支

架系统。

 公司掌握了涉及治疗主动脉疾病的覆膜支架系统的

核心设计及制造技术，其腹主动脉覆膜支架是国内

第一个上市的同类产品，具有先发优势，而胸主动

脉夹层外科手术中使用的术中支架系统是国内唯一

获批上市的同类。此外，公司在该领域有多个在研

产品已取得进展，其中Minos 新一代腹主动脉支架

系统已获得注册证， Talos 新一代胸主动脉支架系

统处于临床随访中。术中支架2019年实现收入0.48
亿元，同比增长25.95%，近两年保持快速增长，但

增速有下滑趋势。公司的Fontus 分支型术中支架在

国内尚无同类产品，且技术领先。

2017 2018 2019
主动脉支架（万元） 13088.22 18852.08 27644.66

占比(%) 79.26% 81.57% 82.83%
同比增长(%) 44.04% 46.64%
复合增速(%) 28.30%

术中支架（万元） 2938.2 3824.9 4817.49
占比(%) 17.79% 16.55% 14.44%

同比增长(%) 30.18% 25.95%
复合增速(%) 17.92%

 公司注重产品研发与创新， 公司拥有研发人 员 95 名，
占公司员工总数的比例为24.55%，其中硕士及以上学
历研发人员54名，占全部研发人 员的比例为 56.84% 进
入特 别审批通道的产品数量排名在国内医疗器械企业
中处于领先地位。在销售方面，公司产品已覆盖国内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广泛运用于国内各主要终
端医院。

表、心脉医疗2017-2019年业务拆分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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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关标的：心脉医疗

 心脉医疗无实控人，股权相对分散。发行后，公司最

大股东MicroPort Endovascular CHINA Corp. Limited,
香港心脉直接持有公司45.71%的股份；微创医疗为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合计间接持有公司46.34%的股份。

最近两年，微创医疗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低于30%，前三大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均超

过10%，且不存在任意单一股东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股比例超过30%的情形，因此心脉医疗不存在实

际控制人。

微创医疗（00853.HK）

维尔京心脉

香
港
心
脉

上
海
联
木

虹
皓
投
资

上
海
阜
釜

久
深
投
资

中
金
佳
泰
贰
期

张
江
创
投

微
创
投
资

心脉医疗

上海蓝脉 江西心脉

Otsuka Medical 
Devices Co., Ltd.

We'Tron 
Capital Ltd.

张江集团
下属企业

Erudite Holdings 
Limited下属企业

其他公众股东

23.90% 14.63% 13.84%
好仓6.76%/
淡仓2.31%

100%

100%100%

60.96% 11.28% 9.81% 7.02% 4.86% 2.78% 2.45%

100%

38.55%

0.83%

100%

静脉血管介入
器械研发销售

产品经销

姓名 经历

彭博

2001 年 7 月至今先后担任上海微创市场部经理、冠脉

销售部市场总监、国内市场与销售副总裁、首席营销官。

现任心脉医疗董事长。

袁振宇

2007 年 3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先后担任上海微创大动

脉研发工程师、研发主管、研发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

先后担任心脉医疗研发资深经理、研发总监、研发高

级总监，目前担任公司研发资深总监，负责主动脉产品

的研发。

图、心脉医疗发行前股权结构图

表、心脉医疗主要高管信息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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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关标的：心脉医疗

产品类型 技术名称 技术来源 技术先进性表征

胸主动脉覆膜支架

系统

分支支架制备技术 自主研发
全球第一个获批上市的分支型产品，可用于累及弓部的主动脉夹层的治疗，隔绝

病变的同时保证了安全性

18F超低外径系统制备技术 自主研发 超低外径的胸主动脉支架系统，导入性能优良

精准释放技术 自主研发 精准后释放结构，减少释放偏差，有效利用锚定区

软鞘跨弓技术 自主研发 降低支架系统跨弓时对血管的刺激和伤害，减少术中医源性并发症

腹主动脉覆膜支架

系统

一体式支架系统制备技术 自主研发
一体式腹主动脉支架，解剖固定的设计降低移位风险，同时更适合瘤腔较小的病

例

14F超低外径系统制备技术 自主研发 超低外径的腹主动脉支架系统，导入性能优良

术中支架系统 外科支架制备技术 自主研发 国内唯一获批上市的可在胸主动脉夹层外科手术中使用的术中支架系统

球囊扩张导管 力学传递设计技术 自主研发 采用高强度导管主体设计，增强整体推送性能和通过性

 主动脉及外周动脉介入器械属于Ⅲ类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部门对其生产实行严格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
证和产品注册制度，准入条件较高。目前公司在多个产品拥有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为公司铸就了壁垒。

表、心脉医疗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41

3.2 相关标的：先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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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先健科技2016-2019营业收入（百万元） 图、先健科技2016-2019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公司是心血管及外周血管疾病与紊乱的微创介入医疗器械的领先企业，产品治疗领域覆盖主动脉瘤、先天性心

脏病、肺栓塞等难治疾病，与多国诊疗指南推荐的疗法器械相匹配。公司的产品和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地区，

中国区销售收入75.3%，海外销售贡献较同期增长28.1%。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89亿元，同比增长20.2%，

2016-2019年复合增速为23.50%；2019年公司归母净利润1.29亿元，同比增长6.61%，2016-2019年复合增速为-
4.0%。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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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标的：先健科技

 我国大动脉血管瘤及夹层病的患者预计超过 50 万人，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过去的30年里，腹主动脉瘤的发病率上升了7倍。在治

疗方法上，基于疗效和安全性考虑，越来越多的医生采用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而胸、腹主动脉覆膜支架是该手术的核心器械。
心脏封堵器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房颤等，国内该领域产品处在学术推广阶段，公司获得了国内唯一一张左心耳封堵器注
册证，具有先发和优势，未来这一部分的销售额将持续放量。每年我国需要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患者约为80万人，公司与心血管介

入器械龙头美敦力合作开发了这一产品，初入市场便取得高速增长，未来销量可期。此外，公司注重研发创新，始终走在医疗器
械技术的前列，各业务产品不断迭代，目前心脏封堵器已有三代产品。

图、2013-2022主动脉腔内介入手术量（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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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腹主动脉介入支架市场规模 胸主动脉介入支架市场规模

胸主动脉 腹主动脉 整体主动脉
2013-2017 16.4% 18.4% 17.2%

2017-2022预计 12.4% 14.8% 13.5%
百万人民币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Frost & Sullivan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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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标的：先健科技

2017 2018 2019
结构性心脏病（亿
元） 1.59 2.08 2.74

占比(%) 38.88% 37.34% 41.00%
同比增长(%) 27.90% 30.80% 31.70%
复合增速(%) 19.89%

外周血管（亿元） 2.49 3.43 3.72
占比(%) 60.88% 61.58% 55.69%

同比增长(%) 9.40% 37.20% 8.60%
复合增速(%) 14.32%

起搏电生理（亿元）未上市 0.05 0.22
占比(%)- 0.90% 3.29%

同比增长(%) - 300.00%
复合增速(%) 300.00%

 公司三大核心业务板块为结构性心脏病、外周
血管和起搏器电生理。其中结构性心脏病业务
2019年营收2.74亿元，同比增长31.7%，占比提
升至41%，该业务连续多年保持高增速，占比逐
年提高。

 细分来看，公司的龙头产品先天性心脏病缺损
封堵器 Cera™ 和 CeraFlex™ 销售额同比增长
46.2%和29.7%，左心耳封堵器同比增长54.1%，
均维持高速增长。外周血管业务2019年营收3.72
亿元，同比增长8.6%，占比55.69%，该业务经
历2018年的高增速后增速放缓，占比逐渐与结

构性心脏病业务持平。起搏电生理业务处于起
步阶段，2019年营收0.2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00%，占比提升至3.29%。该业务在产品上市第

二年获得较高增长，预计未来占比将快速提高。
公司已有286项专利获授权，公司有多项产品在

海内外获批、进入我国“绿色通道”审批程序
或开展临床试验，产品质量得到国际认可。

表、先健科技2017-2019营业收入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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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标的：先健科技

 高管团队均为国家层面认可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多家医疗器械企业有业务管理等经验，其中一些曾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公司集团管理、技术创新研发、项目落地等关键性职位均由骨干担任，让公司一直保持
在医疗器械研发的前列。

姓名 经历

谢粤辉 主席、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在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管理经验超过16年，深圳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清华大学MBA

姜峰
非执行董事，现任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家医疗器械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7
年被国资委按特殊人才引进长期担任国家级大型医药和器械公司领导，清华大学EMBA

王皖松
独立非执行董事，高科技产业发展及建设的规划编制及政策制定实施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高科技生物医药行业及医疗器械行业的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及项目实施统筹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北京大学生物学学士

表、先健科技部分高管资料

图、先健科技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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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标的：先健科技

（1）研发优势：公司有35%的员工属于高素质研发团队，近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约为20%以上，且处于快速
增长阶段。2018年递交272 项专利申请,其中中国150 项，海外86 项。公司许多产品通过CFDA、欧盟CE、FDA等权
威机构审批，其中多项为上市时或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的同类产品，为行业引领者。

（2）技术优势：目前，公司已有基于镍钛合金的心血管介入医疗器械设计和制造技术，该技术广泛应用于先心封

堵器、腔静脉滤器等各个产品，具有良好的形状记忆性等特点，此外，公司还拥有针对药物球囊支架、可吸收药
物金属支架等前沿器械的优势技术。

（3）销售优势：公司注重产品的推广，曾受邀参与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以及
多场国际会议，采用研讨会、手术直播等方式介绍产品的优势和创新性。公司产品在国内80多家医院、在全球100
多个地区销售，此外，公司直接在海外市场设立支持团队，积极拓展海外渠道。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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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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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相关公司业绩表现不及预期

2）新品研发不及预期

目前我国的主动脉介入市场，国产替代进程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国外器械公司也在积极研发，如果
国内产品研发不及预期可能会拖慢国产替代进程。

3）行业政策发生变化
国家高值耗材集采已经拉开帷幕，未来若涉及主动脉介入领域耗材，可能会对行业产生一定影响。

4）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未来倘若疫情出现反复，可能会造成医院在手术展开上保持谨慎，在一定时间影响主动脉介入手术
量，因而短期影响主动脉介入行业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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