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报告编码[19RI0356] 

 

	

 

 

头豹研究院 |医药生物系列行业概览
400-072-5588 

2019 年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概览 

报告摘要

医疗研究团队 

镇静催眠药物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实现稳定情
绪或促进和维持生理睡眠的药物。镇静催眠药物行
业受药品监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两票制等多项
医改政策影响，但由于中国失眠患者基数庞大且增
速迅猛，整体镇静催眠药物市场呈现增长趋势。数
据显示，中国镇静催眠药物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143.0 元人民币上升至 2018 年的 198.0 亿元人民
币，年复合增长率为 8.5%。 

热点一：终端用药需求增加 

热点二：老龄化程度加深 

热点三：中成药逐渐普及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竞争压力和社会压力加剧，
升学、就业、家庭、疾病、环境等社会压力导致患有睡
眠问题人口数量持续上升。中国目前患有睡眠问题的人
数占中国总人数 40%以上，就诊率不足总患者人数的
30%。因此，失眠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镇静催眠药物
市场仍有巨大上升潜力。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 2020 年 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总人口数量的 17.3%。老年人患有
睡眠问题的概率是年轻人的 5-6 倍，因此，老年人口数
量日益增加，对镇静催眠药物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西药由于具有起效快、疗效显著、方便服用、功效明
确、临床试验充分等优点，一直是镇静催眠药物行业的
主流药物类型。然而西药不可避免会产生副作用，尽管
经过三代改进副作用已显著降低，长期服用仍有可能对
身体机能造成损伤。镇静催眠中成药即使长期服用也不
会损害身体，不会产生抗药性和赖药性，恰好弥补了西
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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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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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医疗、教育、消费品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

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

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

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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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07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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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镇静催眠药物：通过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实现稳定情绪或促进和维持生理睡眠的药物，根

据使用剂量不同，镇静催眠药物可达到抗焦虑、镇静、催眠、抗惊厥等不同治疗效果。 

 快速眼动睡眠期：国际睡眠医学将睡眠分为五个阶段：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深睡

期、快速动眼期，快速眼动睡眠期人体会出现脑电波频率变快，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大脑

思维活跃，多梦，且伴有强烈眼部活动。 

 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国际睡眠医学将睡眠分为五个阶段：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深

睡期、快速动眼期，其中前四个睡眠阶段统称为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非快速眼动睡眠期脑电

波呈现睡眠表现，肌肉活动明显减弱。 

 血浆半衰期：血液中药物浓度或体内药物量下降一半所需时间称为血浆半衰期。 

 药物依赖性：机体对长期使用的依赖性药物所产生的一种适应状态。 

 大宗原料药：工艺成熟、需求量大的不涉及专利问题的原料药，分为抗生素类、维生素

类、镇痛息热三类。大宗原料药临床上疗效确切，毒副作用低，适应症广泛。 

 特色原料药：专利即将过期或已经过期的药品原料药，产品类型根据市场需求变化。 

 反跳性失眠：停止服用镇静催眠药物后的 1-2 个晚上，睡眠质量比治疗前还差，特征包

括醒觉时间延长等。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

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即仿制药需在质量与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 

 “4+7”带量采购：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程

度、西安 11 个城市（即 4+7 个城市）率先实施的，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即确定采购品种

（指定规格）及采购量，以量换价的药品采购政策。 

 脑干网状结构上行激活系统：脑干腹侧中心部分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相混杂的结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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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断综合征：停用或少用精神活性物质后导致的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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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市场综述 

2.1 镇静催眠药物的定义及分类 

镇静催眠药物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实现稳定情绪或促进和维持生理睡眠的药物。根

据使用剂量不同，镇静催眠药物可达到不同治疗效果。小剂量使用时，镇静催眠药物通过抑

制边缘系统的海马体、杏仁核，可有效调节烦躁、激动、紧张、忧虑等情绪，因此具有良好

镇静、抗焦虑作用；中剂量时镇静催眠药物可缩短快速眼动睡眠时期，延长非快速眼动睡眠

时期，减少夜间觉醒次数，从而有效改善睡眠质量；大剂量时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强烈

抑制作用，具有抗惊厥、抗癫痫、麻醉、麻痹等效果。 

根据作用机理不同，镇静催眠药物可分为苯二氮卓类、巴比妥类、其他类三种类型: 

（1）苯二氮卓类药物：是 1,4 苯并二氮杂卓的衍生物，作用于大脑中枢神经，使脑内

苯二氮卓受体与大脑皮质、边缘系统、中脑、脑干和脊髓相结合，从而起到治疗焦虑、失眠、

惊厥、癫痫、肌肉痉挛、酒精戒断的效果。苯二氮卓类药物主要特点有治疗失眠焦虑效果明

显、对肝脏副作用小、使用安全、短期使用药物依赖性弱等，但不适用于特殊人群例如老年

人、哺乳期妇女以及青少年。常用的苯二氮卓类药物有阿普唑仑、劳拉西泮、氯氮卓、地西

泮、硝西泮等，其中地西泮片是临床上 常使用的镇静催眠药物。根据血浆半衰期，苯二氮

卓类药物又可分为三小类：长半衰期类、中半衰期类和短半衰期类。长半衰期类药物如地西

泮和氟西泮的药物作用时间为 50 小时以上，用于治疗长期失眠；中半衰期的药物如替马西

泮和奥沙西泮，药物作用时间为 6~20 小时，治疗短期睡眠问题效果显著且副反应小；短半

衰期的药物作用时间仅有 5 小时，主要作用为镇静，催眠效果较弱。 

（2）巴比妥类药物：是巴比妥酸的衍生物，同样作用于中枢神经且中枢抑制性因剂量

而异，与苯二氮卓类药物不同的是该药物半衰期普遍较长，药物依赖性以及耐受性强，长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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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造成肝肾功能损害。常见巴比妥类药物为硫喷妥钠。脂溶性高的药物在患者体内代谢

速度快，药物作用时间短，又称为短效药物；脂溶性低的药物代谢速度慢，药物作用时间长，

又称为长效药物。巴比妥类药物根据脂溶性高低可分为四类：长效类、中效类、短效类和超

短效类。现阶段巴比妥药物的镇静作用已被苯二氮卓类药物代替，但巴比妥类麻醉药物仍在

使用，如硫喷妥钠。 

（3）其他类镇静催眠药物：包括水合氯醛，褪黑素，甲硅酮等。水合氯醛主要用于治

疗顽固失眠，催眠过程温和且无明显副反应。甲硅酮药效强烈，主要作用为抗惊厥、麻醉。 

图 2-1 镇静催眠药物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2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的发展历程 

镇静催眠药物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代：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主要包括巴比妥酸合成物

和苯巴比妥，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即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药，主要代表是地西泮，第三代镇

静催眠药物即新型镇静催眠药物，包括唑吡坦和扎来普隆（见图 2-2）。伴随着发展历程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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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镇静催眠药物的类别逐渐丰富，安全指数更高，药物依赖性更低，应用人群也更

加广泛。                         图 2- 2 镇静催眠药物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 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1864 年-1962 年 

1864 年，德国科学家阿道尔夫·冯·拜亚人工合成巴比妥酸，并因此获得诺贝化学奖，巴

比妥酸被公认为镇静催眠药物的起源。1902 年，爱弥尔·费歇尔教授在合成巴比妥化合物的

过程中意外发现巴比妥具有镇静作用。1911 年，巴比妥酸药物研发上市，但由于当时巴比

妥酸药物治疗安全指数较低，镇静催眠效果不明显，服用者易产生依赖性和抗药性，因此巴

比妥酸药物在临床中很少应用。 

（2） 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1963 年-1991 年  

1963 年，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药物问世，该类药物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广泛关注，成

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畅销的镇定药物。苯二氮卓类常见药物有甲喹酮、地西泮、舒必

利、三唑仑、咪达唑仑、硝西泮、劳拉西泮等。其中地西泮药物作为 先出现的苯二氮卓

类镇静催眠药物至今仍在临床上有较高使用率。相比巴比妥类药物，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

药物的治疗安全指数高，觉醒次数减少，药物副反应轻微，有利于提升睡眠质量，但长期

服用仍会形成药物依赖。 

（3） 第三代镇静催眠药物：1992 年至今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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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人们发现唑吡坦具有良好的催眠效果，并能缩减入睡潜伏期，同时减少夜间

觉醒次数，且久服无依赖性，使用安全。随后，大量唑吡坦获批上市并迅速获得市场认同成

为新一代镇静催眠药物代表。此后，镇静催眠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种类繁多、结构各异、

作用不同的新型镇静催眠药物相继问世，如：扎来普隆、佐匹克隆等。 

2.3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市场规模 

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受药品监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两票制等多项医改政策影响，但由

于中国失眠患者基数庞大且增速迅猛，整体镇静催眠药物市场呈现增长趋势。数据显示，中

国镇静催眠药物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143.0 元人民币上升至 2018 年的 198.0 亿元人民

币，年复合增长率为 8.5%（见图 2-3）。 

图 2-3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市场规模，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未来五年，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市场规模将保持 8.1%的复合增长率，并在 2023 年

达到 270.0 亿元人民币，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以下三点： 

（1）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竞争压力和社会压力加剧，升学、就业、家庭、疾病、

环境等社会压力导致患有睡眠问题人口数量持续上升。中国目前患有睡眠问题的人数占中国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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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 40%以上，就诊率不足总患者人数的 30%。因此，失眠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镇静

催眠药物市场仍有巨大上升潜力。 

（2）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 2020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总人

口数量的 17.3%。老年人患有睡眠问题的概率是年轻人的 5-6 倍，因此，老年人口数量日

益增加，对镇静催眠药物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3）镇静催眠药物为生物制药，药品更新换代速度快。新型镇静催眠药物通过增强药

物的水溶性改善生物利用度低、半衰期短等问题，提升药物疗效，推动行业发展。 

2.4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产业链分析 

镇静催眠药物行业产业链上游主要参与者为原料药供应商，包括生物原料药、化学原料

药、中药材以及其他药用辅料制造商；中游环节主体为医药企业，其主营业务包括研发、生

产和销售镇静催眠药物，主要参与者为江苏恒瑞医药、江苏恩华药业、宜昌人福药业等；下

游为镇静催眠药物的消费终端，包括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医药电商，镇静催眠药通过这些

销售渠道流向患者（见图 2-4）。 

图 2-4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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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上游分析 

镇静催眠药物行业产业链上游由生物原料药、化学原料药、中药材和药用辅料制造行业

构成。镇静催眠原料药由上游原料药企业生产加工后销售至中游医药生产企业进行进一步加

工，原料药的质量、价格、产量变化会对于中游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中游药企倾向于

与品质优良，产量稳定，具有 GMP 生产认证的企业合作。 

生物原料药行业：镇静催眠药物的生物原料药主要包括杜仲雄花和阿魏酸钠，具有减少

生物自主活动、延长睡眠时间、安全性高、毒副作用小等特点。中国生物原料药行业整体规

模小、集中度低，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产品以仿制药原料药为主，但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伴随着政府加大对生物制药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十一五”期间，生物原料药生产行业发展

迅速。在政府的扶持下，未来生物原料药研发以及生产技术将进一步提高，促进中游医药企

业研发新型镇静催眠药物。 

化学原料药行业：化学原料药可分为大宗原料药和特色原料药。大宗原料药是工艺成熟、

需求量大且不涉及专利问题的传统原料药，主要包括三大类：抗生素类、维生素类、解热镇

痛类。大宗原料药行业由于技术壁垒低，同类型竞争企业数量多，整体行业供大于求。特色

原料药特指仿制专利药的原料药，市场需求根据专利到期时间变化。镇静催眠药物的化学原

料药多为特色原料药，厂家需为医药企业提供提品质优良的仿制药原料药，对原料药生产厂

家技术要求高，因此特色原料药供应商数量少，市场集中度高，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伴随着

原研药专利不断到期，仿制药市场需求增加，中游企业对质量优良，工艺成熟的特色原料药

需求进一步增加。 

中药材行业：中药材行业为镇静催眠中成药生产企业提供原料药，药材来源及质量对中

游企业尤其重要。不同于生物原料药和化学原料药能够批量生产，中药材生产的主要方式为

种植和采摘，且不同的中药材对生长环境要求各异，因此中药材行业竞争者数量庞大，生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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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多，但存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市场集中度低的问题。现阶段，在政府医药部门的严格

监管和中药材采购标准逐渐完善下，中药材行业生产的药物质量不断提升，推动中游企业发

展。 

2.4.1 下游分析 

产业链下游主体是镇静催眠药物终端消费机构，由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医药电商构成。 

镇静催眠药物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物，需要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凭处方购药，因

此中国镇静催眠药物主要的销售市场为医疗机构，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以及社区基层医

院，市场份额超过 80%。国家为改善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商业模式，提出医药分开、处

方外流、药店分级管理等政策，允许具有完善资质的零售药店和医药电商凭医药处方销售镇

静催眠药品，为长期患有睡眠问题的患者提供便利。该政策打破了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推

动药品销售多渠道健康发展，具有资质的规范化的零售药店和医药电商市场份额将会逐步上

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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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驱动因素分析 

3.1 终端用药需求增加 

老龄化程度加剧、生活压力加大导致睡眠障碍症患者人数增加，镇静催眠药由于能够改

善睡眠状态，避免失眠带来的损害，其终端用药需求持续增加，并推动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

业不断扩容。 

（1） 老龄化程度加剧：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受三方面原因影响更易罹患睡眠障碍：①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

各项机能不断下降，患神经精神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帕金森病、抑郁症、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等）及全身疾患（如：心衰、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肝肾疾病、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等）的概率增加，这两类疾病均有可能导致睡眠障碍；②老年人抵抗力较弱，更易患各类疾

病，服药频率大幅提升，服用激素、甲状腺素、喹诺酮类抗生素、中枢性抗高血压药等药物

均有可能引发睡眠障碍；③受退行性变影响，老年人神经系统功能的适应性明显降低，对睡

眠时间改变时差难受性较差，外界环境的改变更易造成老年人失眠。 

中国目前正处于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人数量持续上涨的阶段。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

2018 年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 8.5%攀升至 11.9%，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数量由 11,309 万人增加至 16,658 万人，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4.4%（见图 3-1）。

伴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睡眠障碍人群也不断扩大，推动镇静催眠药物终端需求上涨，带

动行业扩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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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65 岁及以上人口和其占总人口比例，2009-2018 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 生活压力加大： 

中国居民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也随之不断增加，更容易诱发睡眠障

碍：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 小时，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时间。更长的工作时长，不仅压缩了睡眠时间，导致神经系统无法得到充足的

休息，更易引发失眠。并且长期熬夜以及作息不规律容易造成神经系统异常，同样增加了睡

眠障碍发生的概率；②在工作方面，工作内容繁重、工作时间长等因素容易使人产生紧张、

焦虑等情绪。研究表明，80%以上的失眠与紧张、焦虑等情绪有关。伴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

失眠率呈上升之势。在生活方面，物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养育孩子需要花费比以

往更多的金钱与精力；老龄化程度加剧增加了赡养老人的压力。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现代人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也更容易罹患失眠症。 

睡眠障碍及失眠症发病率增加，为镇静催眠药创造了更多的终端需求，推动中国镇静催

眠药行业快速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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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患者服药意愿增强 

过去，镇静催眠药物存在易成瘾、易产生赖药性等副作用，且终端售价昂贵，患者服药

意愿不强。21 世纪以来，催眠镇静药物副作用不断减少，终端售价持续降低，患者服药意

愿增强，镇静催眠药物销量也随之提升。 

（1） 药物副作用减少： 

早应用于临床的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存在较多问题：①起效慢且疗效不明显，患者服

药后容易出现觉醒；②长期服用可能造成肝肾功能障碍，引起反跳性失眠现象，导致慢性中

毒、呼吸麻痹甚至死亡；③极易产生赖药性和抗药性。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上市后不久即被

淘汰，随后出现的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在安全性及疗效方面有了明显改善：①起效快，服药

后觉醒次数少；②毒副反应小，不会导致显著的药物性肝损伤。得益于这些改善，第二代药

物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患者服药意愿大幅提升。但是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仍然可能引起

反跳性失眠，且容易产生赖药性和抗药性，部分患者担心产生药物依赖，仍然排斥服药。逐

渐普及的第三代镇静催眠药物进一步改善了第二代药物存在的缺陷，降低了反跳性失眠发生

的概率，且久服无依赖性。这一进步解决了患者对药物依赖的担忧，增强了服药意愿，并带

动镇静催眠药物不断扩容。 

（2） 终端售价降低： 

镇静催眠原研药价格十分昂贵，以佐匹克隆片为例，原研药售价高达 500 元人民币/盒

（7.5mg，14 片），长期服用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影响患者服药意愿。仿制药的

陆续面世，降低了镇静催眠药物的价格。1998 年，佐匹克隆仿制药上市，终端售价大幅下

降，同等规格的佐匹克隆仿制药价格降至 50 元人民币/盒以下，70%以上的患者均可负担

长期服药所需的支出，服药意愿显著增强。伴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制度以及“4+7”带量

采购政策的实施，镇静催眠药物终端售价有望进一步降低，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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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成药逐渐普及 

西药由于具有起效快、疗效显著、方便服用、功效明确、临床试验充分等优点，一直是

镇静催眠药物行业的主流药物类型。然而西药不可避免会产生副作用，尽管经过三代改进副

作用已显著降低，长期服用仍有可能对身体机能造成损伤。镇静催眠中成药即使长期服用也

不会损害身体，不会产生抗药性和赖药性，恰好弥补了西药的不足，各大药企及医疗机构在

中成药临床应用方面勇于尝试。 

单独使用镇静催眠中成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轻度或中度失眠，对于重度失眠疗效

不显著。服用镇静催眠中成药后不会立刻起效，需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治疗，才能较为明显

地改善失眠症。通过对在精神医疗领域有着十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主任医师访谈得知，起效慢

以及疗效不显著是限制镇静催眠中成药普及的重要原因。目前，临床上多采用两种方法解决

镇静催眠中成药这一痛点：①中成药与西药结合使用：在病前期服用西药，快速改善失眠情

况，后期逐渐将西药替换为中成药，防止患者产生抗药性或赖药性；②中成药配合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能够缓解患者心理压力，从根源上降低失眠症发生的概率，再配合中成药，即可实

现温和快速治疗失眠症的目的。第一种方法需要医师精准掌控两类药物的替换时间与替换

量，第二种方法要求医师具有心理疏导能力，目前具有这两种能力的医师数量不多，因此这

两种方法暂时还未能实现全面普及。未来伴随着医师能力的提升，这两种方法将不断普及，

并带动镇静催眠中成药销量增长。 

镇静催眠中成药弥补了纯西药治疗的不足，提升了患者治疗信心与服药积极性，推动镇

静催眠药物行业扩容。此外，孕妇及肝肾功能不佳的老年人不宜服用镇静催眠西药，只能服

用镇静催眠中成药改善失眠，镇静催眠中成药的普及拓展了镇静催眠药的适用人群，有利于

行业的快速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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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制约因素分析 

4.1 药物滥用问题频发 

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管制镇静催眠药物的使用，但药物滥用的问题仍然存

在。诱发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1）部分患者，尤其是未成年患者，对镇静催眠药物的作用

原理及适应症了解不足，未遵从医嘱，盲目调整药物使用剂量。根据使用剂量不同，镇静催

眠药物可产生不同的效果：小剂量使用时，镇静催眠药具有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中剂量使

用时，镇静催眠药可改善睡眠质量；大剂量使用时，镇静催眠药可产生麻醉、麻痹等效果。

随意调整药物使用剂量，不仅不能正常改善失眠、缓解精神压力，反而会导致药物上瘾及药

物依赖，甚至对身体造成损伤；（2）镇静催眠药物同时具有生理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生理

依赖性指药物本身特点导致的上瘾情况，经过三代改进，镇静催眠药物的生理依赖性已经显

著降低；精神依赖性指患者在精神上对药物的强烈渴求以及对停药的强烈恐惧、焦虑，药物

副作用的降低无法杜绝患者的精神依赖，镇静催眠药物滥用的问题客观存在，且短期内难以

彻底消除。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镇静催眠药物大剂量使用可致人昏迷的特点，将药物放入食物、酒水

中，哄骗受害者食用、喝下，待其进入深度睡眠、失去知觉后，实施抢劫等犯罪行为。如：

2019 年 4 月，内蒙古通辽科尔一名女子与男网友见面时，男网友在其饮用的饮料中投入大

剂量镇静催眠药物，使其陷入昏迷并实施性侵犯。2017 年 11 月，江苏省无锡市一名女子

喝下一名男子提供的饮料后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随身财物均被抢走。经警方调查发现，男

子通过在饮料中添加大剂量镇静催眠药物致使女子昏迷，为实施抢劫行为提供了便利。镇静

催眠药物促发犯罪案件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药物口碑，不利于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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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型药物研发难度大 

镇静催眠新型药物研发难度大，药物更迭慢，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

镇静催眠药物研发难度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焦虑症、失眠症致病原因复杂：以焦虑症、失眠症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均有着致

病原因复杂的特点，致病原因可能涉及遗传因素、生理因素及心理因素等多个方面，现阶段

研究人员对各类致病原因的理解尚不充分，很难根据具体病因研发出针对性药物，导致药物

研发受限。 

（2）完全避免药物副作用困难：目前临床应用的镇静催眠药物大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

经，通过阻断脑干网状结构上行激活系统对大脑皮质的激醒作用，抑制弥散性扩散，达到镇

静、催眠等目的。中枢神经习惯了药物刺激后，容易产生依赖性，一旦断药或减药，可能发

生戒断综合征。这类药物很难完全避免副作用，制约了药物的研发进程。 

（3）对企业经济实力要求高：新型镇静催眠药物从研发到上市需经历近十年时间，期

间采购仪器设备、聘请专业人才及进行各项试验，均需要高昂的成本，世界级医药企业每年

的新药研发投入高达数十亿美元。新型药物试验失败率高，长期的巨额投资不一定能取得相

应回报，风险极高，经济实力一般的企业难以负担。中国具备足够经济实力的医药企业数量

有限，不利于新型药物的研发。 

（4）对研发人才要求高：参与新型镇静催眠药物研发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基

础知识，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忍受长期枯燥的基础研究以及连续多次的试验失

败。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药科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供需比例约为 1:10，供需缺口大，且 30%

以上的本科毕业生并不能达到科研要求。研发人才稀缺且素质不高，限制了新型药物的研发。 

http://ipoipo.cn/


 

20                                                                       报告编号[19RI0356] 

5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相关政策分析 

5.1 行业监管政策 

为了保障镇静催眠药物行业能够健康规范地发展，中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

政策。                      

图 5-1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主要监管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005 年 7 月，为加强麻醉药精神药品的监管和安全使用，国务院印发《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镇静催眠类药物中第一类精神药品有甲喹酮、司可巴比妥、第

二类精神药品包括苯巴比妥、异戊巴比妥、戊巴比妥、地西泮、氯硝西泮、劳拉西泮、三唑

仑、咪达唑仑。该政策首次确立镇静催眠药物属于精神类药品，研制、生产、使用需符合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 

为加强镇静催眠药物经营管理，2005 年 10 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

于印发《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提出从事镇静催眠原料

药生产、批发、零售的药品厂家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内，依照规定重新申请有关

许可，淘汰或关停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药品零售企业。该政策同时提出镇静催眠类精神药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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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只能将该类精神药品销售给具有合法资格的购用单位和医疗机构，严格控制该类药品

销售剂量，禁止超剂量销售、无处方销售，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该政策有助于加强对镇静

催眠原料药企业、生产企业、经销企业、医疗机构及零售药店的管理，从而保障患者用药安

全。 

针对部分企业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安全管理、履行供药责任方面存在问题，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12 月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第一

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布局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镇静催眠类精神药品安全管理水

平，要求企业指定药品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明确责任分工。在政策的推动下，医疗机构以及

药品生产零售机构行为逐渐规范，行业发展加快。 

在药品一致性评价方面，2017 年 8 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参比制剂的申报要求及工作流程规

定，有利于提升镇静催眠仿制药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的积极性。 

5.2 行业支持政策 

镇静催眠药物行业的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医药体制改革、鼓励药品创新两个方面。                  

图 5-2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主要支持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在医药体制改革方面，2017 年 1 月，国务院医改办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公立医

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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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该政策的出台有效整顿了药品流通秩序，有利于

推动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带动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发展。 

在鼓励医药创新方面，2017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

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重点解决高质量仿制药紧缺问题，鼓励镇静催

眠仿制药品的研发生产；同时，通过优化仿制药品审批审批程序，鼓励药品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该政策有效缩短了药品注册审批的时间，降低了药企研发及生产新药的成本，镇静催眠

药品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有效推进行业发展。 

6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6.1 产品结构升级 

伴随着药品研发技术不断发展，中国镇静催眠药物产品结构更新换代，疗效好、半衰期

短、副作用小的第三代镇静催眠药物将逐渐代替传统镇静催眠药物成为临床常用的镇静催眠

药物。 

第一代巴比妥类镇静催眠药物由于用药过程中存在抑制呼吸、安全性差、易产生耐受性

和依赖性等问题被卫生部于 1982 年 9 月淘汰，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市场占据市场主导地

位。 

第二代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药物起效快，催眠作用好，安全指数高，但苯二氮卓类药品

长期使用仍会产生反跳性失眠、遗忘、药物依赖等不良反应。1992 年后，伴随着第三代疗

效更好，安全性更高，副作用更小的镇静催眠药物不断研发上市，苯二氮卓类药物用药规模

增速放缓，市场占有率下降，但仍在临床应用占有重要份额。第三代镇静催眠药物如唑吡坦、

佐匹克隆、扎来普隆销售额年增长率均在 8%以上，其中唑吡坦药物增速 快为 18%。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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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将逐渐退出市场，第三代药物市场整体规模将持续上涨逐渐取代

传统药物，成为临床使用 广泛的镇静催眠药物。 

6.2 行业日趋规范化 

中国政府为整顿镇静催眠药物滥用等问题颁布多项政策，涉及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三

个环节，内容包括完善药物生产监管政策，明确特殊药品购买使用规定，促进医药产业结构

改革，加快落后产能退出，有利于实现镇静催眠药物行业的规范化。 

药品生产：2016 年 2 月，国务院重新修订并颁布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要求国务院药品监管部门根据药品需求总量确定药品生产企业的数量和布局，并提出加强第

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等活动的监督

管理，明确提出未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的单位、个人不得进行精神药品原植物的种植、生产、

研究。该政策的实施有效整顿了药品企业私自生产销售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现象，促

使精神药品生产规范化，推动行业产业化发展。 

临床使用：2012 年 11 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保障人民用药安全，解决镇

静催眠药物滥用问题，发布《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提出将镇静催眠药物转换

为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购买和使用，整顿零售药店随意销售镇

静催眠药物的问题。在政策的指导下，各地镇静催眠药品使用情况不断改善，行业发展日趋

规范化。 

规范行业秩序：为改善镇静催眠药物生产企业数量多、体量小、质量差，市场集中度低

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7 年 2 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

意见》，要求综合医院和公立医院率先推行“两票制”，即药品从制药企业出售到一级经销商

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出售到医院在开一次发票。“两票制”的实行有效提高药品流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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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药品质量安全，整顿流通领域违法行为，有利于规范行业秩序，鼓励和支持规范的企业

快速发展，提高行业集中度。 

7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7.1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起步晚、起点低、行业集中度高。得益于外企原研药专利不断到

期和政府大力支持仿制药研发生产，国产仿制药企业快速成长，市场占有率逐渐上升。由于

资源差异、技术实力差异，镇静催眠行业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竞争格局。 

 21 世纪之前，国外药企研发生产的原研药垄断中国镇静催眠药物市场。在科技发展、

政府扶持下，中国本土医药企业生产的仿制药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目前，右美托咪定、咪达

唑仑等多个镇静催眠药物市场已被中国本土医药企业垄断。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仿制药市场主要产品有右美托咪定、咪达唑仑、唑吡坦、艾司唑仑。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右美托咪定占据镇静催眠药物整体市场规模 71.5%，呈现缓慢增

长的趋势；咪达唑仑市场占有率为 12%，市场份额逐渐下降；唑吡坦市场占有率为 8%，且

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右美托咪定 早由芬兰和美国公司共同研发，2000 年在美国上市。2009

年，江苏恒瑞医药研发的右美托咪定仿制药获得批准在中国上市，其市场占有率将近 90%。

此外，四川国瑞药业，江苏恩华药业以及辰欣药业共同占据剩余 10%市场。咪达唑仑属于

第二代药物，2013 年前市场占有率高达 48%，后逐渐被代替，市场份额下降。目前，咪达

唑仑市场被江苏恩华药业、宜昌人福、上海罗氏制药共同垄断。唑吡坦同样属于第三代镇静

催眠药物，目前国产仿制药生产企业在唑吡坦药物的竞争力较弱，主要生产厂家有上海现代

制药、株洲江西制药、连云港豪森制药等（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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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药品企业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7.2 中国镇静催眠药物行业典型企业分析 

7.2.1 扬子江药业集团 

（1） 公司简介 

扬子江药业集团（以下简称：扬子江药业）成立于 1971 年，是一家从事医药创新的国

家大型医药企业集团，也是科技部命名的全国首批创新型企业。2014-2017 年，扬子江药

业连续四年位于中国医药工业企业百强榜首。扬子江集团旗下有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

司、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子公司，业务涉及多个医药领域。 

（2） 主要产品 

扬子江药业属于多领域开发企业，拥有丰富多样且良性发展的产品线，覆盖心脑血管药、

抗微生物药、消化系统药、抗肿瘤药、解热镇痛药等 10 多个系列，20 多种剂型，200 多个

产品体系。其中 9 个产品被评为“中国名优品牌”，41 个产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100

多个品种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扬子江药业在镇静催眠领域有西药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和

中成药百乐眠胶囊（见图 7-2）。其中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在 2018 年 7 月通过仿制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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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评价，使得公司成为中国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盐酸右美托咪定药企。2018 年 12

月，在“4+7”城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扬子江药业的盐酸右美托咪定以 532 元人民币/4

支的价格中标。 

图 7-2 扬子江药业镇静催眠类产品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 核心优势 

扬子江药业在镇静催眠药物市场 大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 研发优势：扬子江药业在上海、南京、北京、广州、成都和泰州分别建有新药研发中

心，拥有化学药物研发中心、药物制剂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生物药物研发中心和中药制造工

艺工程研究中心四大研发中心，形成了完整的药物研发体系。在镇静催眠领域，扬子江药业

以中药为主导方向，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药品，同时进一步拓展西药仿制药市场，通过结合

中西药不同药物特点，研发出一系列疗效更高、安全性更好、副作用更小的仿制药，从而建

立起品牌特色，被市场广泛认可。 

② 销售渠道优势：扬子江药业通过开展学术讨论和药品临床使用会议，提升学术推广

能力，推动学术前沿发展。扬子江药业集团拥有专业完善的营销体系，包括 3 大局，9 大销

售公司，35 个省公司，165 个办事处，专门针对不同销售渠道建立自适应性营销结构。在

品牌效应的影响下，扬子江药业在各个医药领域竞争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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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天津华津制药 

（1） 公司简介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津制药）于 1938 年成立，原隶属于总后卫生部、

总后军需生产部，2001 年后划归新兴际华集团，是中国 早的现代化制药企业之一。天津

华津制药共有两个厂区，河北区旧厂和天津技术开发区新厂占，总地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总资产达 7.6 亿元。华津制药以片剂、胶囊剂、注射剂、粉针剂、颗粒剂和原料药的生产、

销售为主营业务。 

（2） 主要产品 

华津制药主要产品有神经精神类、抗生素类以及心脑血管类药品等，所有产品均通过国

家新版 GMP 认证。在镇静催眠药物方面，华津制药主打产品为艾司唑仑片、地西泮片、佐

匹克隆胶囊。佐匹克隆胶囊是华津制药于 2000 年自主研发生产的非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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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治疗效果好、成瘾性小、使用安全的特点，能够有效改善睡眠问题。华津制药作为

早研发生产佐匹克隆仿制药的药品企业，在佐匹克隆仿制药市场占有率接近 40%。 

（3） 核心优势 

① 研发优势：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于 2010 年申请并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3

年公司片剂、胶囊剂通过国家 2010 版 GMP 认证；2014 年粉针剂通过国家 2010 版 GMP

认证。截至 2018 年 12 月，华津制药拥有 128 个获得生产批准文号药品，14 个新药证书

以及各种专利 40 项，目前在研新产品项目 15 项。此外，华津制药拥有市级技术中心《创

新能力建设项目》等多项新药成果项目。 

② 信息系统建设完善： 

2003 年，华津制药完成了内部专用网的建设、成立了信息中心。2004 年，华津制药企

业网站开通，各部门开放信息可放在企业网站共享，实现企业内部、企业供应商、顾客的线

上交流。2007 年，华津制药开放了仓库物料库存信息系统，完成原材料信息、成品库存信

息资料的网上共享。 

7.2.3 江苏恒瑞医药 

（1） 公司简介 

江苏恒瑞医药（以下简称：恒瑞医药）成立于 1970 年，是一家从事医药创新和高品质

药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综合性研究型药品生产企业。恒瑞医药注重医药创新，公司先后承

担了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36 项，申报国内发明专利 655 项，数量和质量在可成为中国药企标

杆。恒瑞医药主要产品涉及抗肿瘤药、手术用药和造影剂等领域，是国家抗肿瘤药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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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联盟牵头单位，也是国家定点麻醉药品生产厂家之一，建有国家靶向药物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 主要产品 

恒瑞医药主要产品有抗肿瘤药、心血管药、手术用药、内分泌药，所有产品均通过国家

新版 GMP 认证。在镇静催眠药物领域，恒瑞医药研发生产的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1ml:100ug）具有针对性更强、药效更明显、副作用小的特点，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高达 83%，

发展前景良好。 

图 7-3 恒瑞医药镇静催眠类产品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 核心优势 

① 研发优势：恒瑞医药旗下设有连云港、上海科研中心和美国三大研究中心，是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和“重大新药创制”孵化器基地。目前，恒瑞医药拥有创新型医药研发团队

800 多人，包括 500 多名博士、硕士及 100 多名海归人士，其中 2 人被列入国家“千人计

划”，2 人被列入“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 

② 销售网络完善：恒瑞医药建立并完善了覆盖全中国范围的销售网络系统，按照不同

领域划分建立了三支专业销售团队，分别负责抗肿瘤药，手术用药和 OTC 药品的销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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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恒瑞医药拥有专业销售人员数 3,000 人，拥有亚叶酸钙、奥沙利铂和多西他赛等数十个

销售额过亿元的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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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研究院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B2B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

已形成集行业研究、政企咨询、产业规划、会展会议行业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一站

式行业服务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专业、 完整、 省时的行

业和企业数据库服务，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共建，产权共享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平台，

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四大核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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