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癌治疗药物市场研究

第一部分 前列腺癌概述
1.1 前列腺癌疾病概述
前列腺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位于骨盆下部、膀胱下方和直肠前面，前列腺环绕尿
道的一部分。前列腺癌病理类型包括腺癌（腺泡腺癌）、导管内癌、导管腺癌、尿路上皮癌、
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癌以及神经内分泌肿瘤等等，其中腺癌占主要部分，因此通常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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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前列腺癌就是前列腺腺癌。

图 1-1 前列腺癌模式图

依据前列腺癌的进展情况可以将前列腺癌分成如下，局限期前列腺癌、局部晚期前列腺
癌和转移性前列腺癌。

资料来源：药智咨询整理

图 1-2 前列腺癌的进展分类

1.2 流行病学研究
根据《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2018 年发表的关于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示，
在男性人群中，在接受调查的 185 个国家中有 105 个国家（绿色）前列腺癌发病率已经排名
第一，如图 1-3 所示，绿色部分为前列腺癌发病率排名第一的地区，主要分布与部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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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南美洲、非洲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区。

资料来源：《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1]

图 1-3 全球各地区（国家）男性最高发的肿瘤分布地图
在发病率（年龄标化后）和死亡率（年龄标化）的具体指标情况上，如图 3-3，发病率
（年龄标化）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西欧、北美和加勒比地区，
发病率（年龄标化）分别为 86.4/10 万、85.7/10 万、75.8/10 万、73.7/10 万和 64.2/10 万。可
以看到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呈现的特征是发达国家/地区的发病率较高，东亚地区（包括中国、
日本、朝鲜半岛和蒙古）发病率（年龄标化）排名靠后，排名第 17 位，具体值为 13.9/10
万。死亡率指标上，排名前 5 的地区是非洲南部地区、加勒比地区、非洲中部、西非地区和
东非地区，死亡率呈现的特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死亡率更高。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朝鲜
半岛、日本和蒙古）死亡率（年龄标化）排名也靠后，排名第 19 位，具体值为 4.7/10 万。

资料来源：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图 1-4 2018 年全球前列腺癌肿瘤发病率（年龄标化）和死亡率（年龄标化）[1]

2.1 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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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前列腺癌治疗药物概述

1.阿比特龙（abiraterone）：阿比特龙是一种高效、选择性、不可逆的 CYP17 酶抑制剂,
能够阻断睾丸、肾上腺组织、前列腺组织中雄 激素的合成。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外周性水肿、
低血钾和高血压。

2.恩杂鲁胺(enzalutamide):恩杂鲁胺是第二代雄激素受体信号转导抑制剂，能够抑制雄激
素受体核易位、转录结合及辅助活化因子的募集。常见的不良反应是疲劳和高血压,癫痫发
作的发生率为 0.6%,主要发生于既往有癫痫病史的患者。

3.阿帕他胺（apalutamide）：阿帕他胺是一种雄激素受体（AR）抑制剂，直接与配体结。
阿帕他胺的结构域抑制 AR 核易位，抑制 DNA 结合，以及阻碍 AR 介导的转录。主要代谢
物 N-去甲基阿帕鲁胺有效的 AR 抑制剂，在体外表现出阿帕鲁胺三分之一的活性。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10%）是疲劳、高血压、皮疹，腹泻、恶心、体重减轻、关节痛、食欲减少、
周围水肿。
2.2 细胞毒性药物
卡巴他塞（cabazitaxel）：卡巴他塞是一种微管抑制剂适用于与泼尼松联用治疗既往用
含多烯紫杉醇治疗方案激素难治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常见不良反应为，中性粒细胞减少、
超敏性反应、胃肠道症状、肾衰。

多西他塞（docetaxel）：多西他赛注射液是一种微管抑制剂，用于：去势抵抗前列腺癌
（CRPC），强的松转移性去势抵抗前列腺癌。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感染、中性粒细胞减少、
贫血、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过敏，血小板减少，神经病变，味觉障碍，呼吸困难，便秘，
厌食，指甲疾病、液体潴留、乏力、疼痛、恶心、腹泻、呕吐，粘膜炎、脱发、皮肤反应和
肌痛。
3.雌莫司汀（estramustine）：雌莫司汀，即雌二醇氮芥磷酸盐,可发挥雌激素的抗癌作用，
同时通过抑制微管解聚并结合到核基质发挥其细胞毒作用。 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毒
性、乳房胀痛或男子女性型乳房、下肢水肿、血栓形成和心血管意外。
4.米托蒽醌（mitoxantrone）：米托蔥醍是一种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干扰肿瘤细胞 DNA
的复制、转录与修复。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脱发、心脏毒性和骨髓抑制，其中
骨髓抑制和心脏毒性为延迟性作用。最严重的不良反应是不可逆的心肌病,并可能引起心力

2.3 免疫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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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

sipuleucel-T：Sipuleucel-T 于 2010 年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该药是首个由美国 FDA 批
准的用于治疗的肿瘤疫苗，用于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畏寒、发热和头
疼，通常是暂时性的。
2.4 骨转移治疗相关药物

1.223Ra：223Ra 能够发射高能α射线，促使骨转移部位的肿瘤细胞双链 DNA 断裂。
233Ra 的 3 ~4 级血液学毒性发生率较低（中性粒细胞减少为 3% ,血小板减少症为 6%，贫血
为 13% ）。
2.唑来膦酸（zoledronic acid）：唑来膦酸的主要药理作用是抑制骨吸收。最常见的不良
反应（大于 25%）是恶心，疲劳、贫血、骨痛、便秘、发烧、呕吐和呼吸困难。
3.地诺单抗（denosumab ）:地诺单抗可以抑制破骨细胞 RANKL 的活性从而抑制骨转移
的发生。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低钙血症及下颌骨坏死，应用地诺单抗或哇来瞬酸持续超过 2
年的患者,需要关注下颌骨坏死的风险。

第三部分 前列腺癌治疗药物市场分析

3.1 前列腺癌治疗药物市场规模
据统计，全球前列腺癌治疗药物 2012 年销售额为 152.83 亿美元，2013 年全球销售额为
15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2014 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全年销售额为 166.93 亿美元，
在 2015 年销售额有所下滑，2016-2018 年销售额持续增长，2018 年销售额达到 195.02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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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详情见图 3-1。

图 3-1 前列腺癌治疗药物市场销售额规模
3.2 前列腺癌各治疗药物市场份额

据统计，2013 至 2018 年恩扎鲁胺全球销售额持续稳步增长，2018 年全球销售额为 31.75
亿美元，占全球前列腺癌治疗药的 16.28%位居第二，第一为阿比特龙，其销售额为 40.89
亿美元，占比为 20.97%，详情见图 3-2。

图 3-2 全球前列腺癌治疗药物市场份额

第四部分 结语
前列腺癌是数十年来最常见的男性癌症之一，男性中每年新发病例数仅次于肺癌，是导
致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前列腺癌发病率高于发展中
国家，目前美英法德日占据总发患者数的 70%。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发展中
国家近年来发病率也在快速提升， 由于早期筛查渗透率较低，因此死亡率高于发达国家。
我国 2016 年前列腺癌新发患者 12 万人，预计 2030 年，我国前列腺癌新发患者数量将达
到 23.7 万人，新发患者数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5%。
我国大部分前列腺癌用药依靠进口，由于国外医药企业在前列腺癌用药方面处于垄断地
位，进口药价格高昂，动辄万元以上，高昂的药费是的中国家庭负担加重。由此可见国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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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癌仿制药物市场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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