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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试验变革·

中国临床试验 CRO 的发展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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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中国临床试验合同研究组织（CRO）发展迅速，在中国临床试验水平的提高和药物的研发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 CRO 行业的发展也还存在不足。本文讨论了临床试验 CRO 发展的有利因素、存在问题和发展
方向，旨在引起政府监督管理部门和 CRO 行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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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RO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hinese clinical trials and drug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RO industry also has proble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eneficial factors of the main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RO, in attempt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CRO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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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全球新药研发，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

CRO）是通过合同形式为制药企业和研发机构在药

我国正处于从医疗大国向医疗强国转变的进程中，

物研发过程中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一种学术性或商

CRO 的发展对我国药物与医疗器械的研发尤有重

业性的科研机构

要意义。本文聚焦讨论我国临床试验 CRO 的发展

[1, 2]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兴起

后，CRO 公司凭借其低成本、高效率、多服务的特
点，已发展为当前国际医药研发外包的常用模式。
CRO 的服务范围覆盖了新药研发的全过程，也涉

和变革。

1 我国临床试验 CRO 的发展现状

及药物上市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医疗器械的研究，根

自 1996 年 MDS Pharma Service 投资设立中国

据服务阶段不同，可分为从事化合物研究服务与临

首家从事药物临床研究业务的 CRO 起，我国 CRO

床前研究服务的临床前 CRO 和以临床研究服务为

行业发展已有 20 多年。随着我国医疗产业的迅速

主的临床试验 CRO 两大类别。CRO 的出现促进了

发展，研发市场需求不断增大，近几年我国临床试
验 CRO 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DOI：10.7507/1672-2531.201804083
通信作者：商洪才，Email：shanghongcai@foxmail.com
#共同第一作者

1.1 我国临床试验 CRO 发展的有利因素
1.1.1 政策改革有益于 CRO 发展 2003 年颁布的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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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者按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向国家食

加。目前国内制药企业虽主要以仿制药为主，但随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递交临床试验的申
请，也可委托合同研究组织执行临床试验中的某些

着仿制药竞争日趋激烈及医药改革政策频出，国内
医药行业洗牌加速。国内少数研发能力强的制药

工作和任务。”GCP 同意在获得制药企业书面委
托的情况下，临床试验 CRO 企业可从事与该制药

企业开始逐步由仿制药向仿创结合甚至创新药企
的方向发展。在行业向仿创结合或创新药方向前

企业药品申请相关的临床研究服务，为 CRO 行业
在我国发展提供了必要法规支持。

进的同时，整体研发投入也在不断提升。众多研发
产品储备将为临床试验 CRO 的业务提供保障 [8, 9] 。

2015 年以来政府部门密集发布药品改革政
策。从长远看，药品新政必将带来我国 CRO 行业

② 已上市药品的再评价逐步展开。上市后药品再
评价，如西药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中药

市场容量扩大和竞争格局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① 提高药品质量。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用

二次开发和上市后再评价、中药大品种培育及中药
注射剂有效性和安全性再评价等工作的推进，使临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床试验 CRO 的服务需求日益增加。③ 医疗器械与
仿制药市场增大。国际药品专利到期增多，仿制药

的要求，2015 年 7 月 CFDA 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
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 年第 117

临床试验市场增大，我国医疗器械市场需求不断增
加，企业加大自主研发生产的力度等，都推动了临

号），对临床试验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为了
保证临床试验数据真实、完整，操作过程合法、合

床试验的 CRO 的发展。
1.2 我国临床试验 CRO 存在的问题

规，医药器械企业引入第三方进行质量控制的需求
更加旺盛。仿制药的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中药

1.2.1 水平参差不齐，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借助低
廉的人力和材料成本、庞大的患者人群和丰富的疾

注射剂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再评价等工作开展，使对
CRO 企业服务的刚性需求激增 [3] 。② 优化药品器

病谱、医药行业的黄金发展期等优势，创造了我国
CRO 辉煌的高速发展期。目前我国从事临床试验

械创新环境。为了加快我国从医疗大国向医疗强
国转变，促进我国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

的 CRO 数量超过 500 家。但我国 CRO 行业产业结
构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分布，跨国 CRO 企业和个别

术创新，201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
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2017 年 10 月中共

中国本土 CRO 凭借其强大的服务能力和品牌优势
位于行业金字塔的顶端；数量迅速膨胀的国内中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小型 CRO 企业位于金字塔底部，相比国际巨头，其
临床试验 CRO 的市场集中度较低，绝大多数企业

CFDA 和其下属药品审评中心等相关部门密集起草
制定了一系列与改革相配套的文件，从扩充临床试

服务内容单一，尚未形成规模化运营[10]。
据调查，目前国内临床试验领域的 CRO 在临

验资源、接受企业在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优
化药品医疗器械上市流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床试验监查质量、组织实施临床研究的专业水平、
对临床试验的项目运行管理及服务质量等方面均

面深化改革鼓励创新，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带动了
CRO 等密切相关行业的发展[4, 5]。

存在问题，总体专业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影响
其对临床试验项目整体的运行管理质量，具体表现

1.1.2 市场需求有利于 CRO 发展 国内医药研发
投入近年飞速上升。基于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和

在：① 研究设计不够专业、规范；② 临床试验监
查人员水平不高，对临床试验监查不到位；③ 研

渗透率的稳步提升，CRO 企业承担越来越多研发
外包服务，带动了 CRO 的高速发展。据报道，

究机构的选择和沟通协调及受试者招募均效率不
高，影响研究进度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

2011～2015 年我国 CRO 行业的销售额由 140 亿元
上升至 379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22.04%，预测

有：① 缺乏相关资质认证，行业门槛较低；② 高
水平临床试验 CRO 数量较少；③ 小规模 CRO 公

2020 年我国 CRO 市场销售额将达 975 亿元[6, 7]。市
场需求旺盛的因素主要包括：① 企业愈加重视创

司数量较多形成低价竞争，但承接项目后，在临床
试验设计、临床过程管理、监控等方面能力不够。

新。2011～2015 年全球在研药品数量总体保持较
高的增长率，2015 年在研数量达到 12 300 个，较

综上，目前我国药物临床试验领域的 CRO 行
业存在着较大问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远不能令

2014 年增长了 8.78%。拥有在研药品的公司逐年快
速增加，提示药企对研发新药的重视程度不断增

人满意 [11, 12]。2015 年 7 月 22 日 CFDA 开展药物临
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暴露出我国临床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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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存在的问题，也包括临床试验 CRO 存在的问题。
1.2.2 缺少领军人才、人员专业素质整体偏低 临

普及性教育，缺乏 CRO 相关的培训[14]。
临床试验作为临床研究领域的新需求，面临知

床试验 CRO 行业主要依靠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服
务，是轻资产知识密集型行业，人才优势是发展核

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挑战。基于我国临床
研究队伍的现状，对临床监查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心。但因我国临床试验 CRO 发展时间较短，业内
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人才有限，具体表现在：①

求。目前企业和院校都已认识到这一问题，部分院
校已经开设相关专业课程来进行职业教育，相信临

缺乏领军人才，企业管理型人才不足。CRO 涉及
到医学、药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和

床从业者的专业素质会越来越高。
国内 CRO 行业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很多在外企

领域。在其中发挥组织、协调、控制作用的管理人
才必须具备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

CRO 工作的高级技术人员创业，随着从业经验的
不断累积，CRO 行业已经涌现出一批综合素质优

经验。对这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提高了临床试验
CRO 行业的专业人才门槛。但我国大多数创业阶

秀的管理者。有望使临床试验 CRO 从业者整体向
专业化发展。

段的小型 CRO 管理层尚缺乏丰富的一手经验，中
层管理人员更是呈现人才荒。缺乏资深专业人员

2.2 行业向规范化发展
医药行业涉及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属于国家
高度监管的行业。临床试验是确认药品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最重要的研发阶段，而申办者和 CRO 是
保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最主要的责任方。CFDA 作
为医药行业的监管机构对临床试验 CRO 行业的发
展有极重要影响。国内在 2015 年前对临床试验的
监管模式仅限于对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监管，对申
办者和 CRO 的监管几乎是空白。
2007 年 12 月，成立我国临床试验 CRO 经营企
业的行业自律性组织“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合
同研究组织联合体（CROU）”，旨在面向医药研究
机构，促进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
究的质量规范，主要工作包括：组织制定行业管理
规则；推动医药研究领域贯彻执行《药物临床试
验质量管理规范》及医药研究相关法律规章及国
际规则；开展医药研究专业培训和国内外学术交
流；加强医药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协作等。
2015 年 9 月 23 日，CROU 组织国内 42 家 CRO
公司代表参加了“临床研究 CRO 加强行业规范自
律座谈会”，并签署发布了《全面加强合同研究组
织（CRO）规范与自律倡议书》。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规范（修订稿）》中指出：申办者可以将其临床试
验的部分或全部工作和任务委托给 CRO，但申办
者仍是临床试验数据质量和可靠性的最终责任人，
应监督 CRO 承担的各项工作。CRO 应建立临床试
验质量保证体系并实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2017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审议通过的《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
械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规定：对临床试验数据造假涉及各方的
处罚。政策监管的加强有助于行业规范化发展[15, 16]。

及人才梯队结构不合理成为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瓶
颈。② 行业整体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偏低。迅速发
展的 CRO 行业基层人才也面临“少”（从业者的
数量少）和“低”（素质较低）的问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① 从业人员过少：
CRO 行业在国内发展时间较短，高等院校和学生
对 CRO 行业的认知不够充分，择业者不足。② 入
行要求低：有些 CRO 迫于经济和业务时限的压
力，对从业人员不设置专业背景和经验要求，不开
展必要的上岗培训及考核，导致从业人员的专业水
准参差不齐。③ 因从业者不能满足需求，人才市
场竞争激烈，资深人才倾向于向知名度较高、待遇
较好、在业内具有较强品牌声誉的临床试验 CRO。
④ 从 业 后 培 训 不 足 ： 面 对 这 种 “人 少 ， 流 动 性
大”的严峻现实，有些 CRO 公司担心培养好的人
员流失，不愿意承担培训费用，而是直接在行业里
招募有经验的人员，或者 CRO 公司自身的员工培
训体系无法满足业务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员需求[13]。

2 我国临床试验 CRO 的变革方向
2.1 人员向专业化发展
2011 年陈立章等[13]的一项对我国临床监查员的
调查结果显示：监查员学历在大专以下占 4.11%，
本科 50.00%，硕士及以上占 45.88%。临床监查员
89.5% 来自医学院校，如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
学、护理、公共卫生专业，10.5% 来自生物医学工
程、生物技术和其他专业，提示临床监查员学历层
次较高、基础良好。但在进入 CRO 前，临床监查员
对 CRO 和（或）临床监查员的知晓程度为 9.7%，对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知晓程度为
12.5%，提示医学院校教育仅限于上述传统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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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在 CROU 的基础上，成立“中

经历了规模从小到大、数量从分散到集中、从业人

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临床试验合同研究组织分
会”，旨在：服务新药创制，促进行业自律，制定

员水平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CRO 行业的整合已
是业界不争的事实，通过并购做强做大，提高综合

行业规范，为我国的新药临床研究把好安全关、质
量关。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和加强自律意识将有助

竞争力是 CRO 巨头们发展的重要手段。CRO 巨头
ICON、PARAXEL、PRA、Quintiles、PPD 等近年都

于我国临床试验 CRO 的规范化发展[16]。
2.3 业务向精细化发展

在积极通过并购拓展原有业务范围和扩大业务覆
盖区域，进而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在发展潮流

现阶段国内鲜有能提供整个临床试验业务的
本土 CRO，大多数 CRO 公司都只能对临床试验的

中，各 CRO 公司应发挥各自的专业特色，创造自己
的品牌，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并争取跻身国际

某一个环节（如数据管理、CRC 服务、统计分析、注
册申报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随着市场需求发

CRO 企业行列。

展，也形成了以上市后再评价、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Ⅰ期临床试验、真实世界研究等为重点服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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