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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一生康美”百万医疗保障特药清单 

（2020） 

序号 商品名 药品名 药物介绍 

1 泽珂 阿比特龙 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 

2 艾森特 阿比特龙 

恒瑞医药仿制的阿比特龙（泽珂），用于治疗前列腺

癌 

3 晴可舒 阿比特龙 

正大天晴仿制的阿比特龙（泽珂），用于治疗前列腺

癌 

4 

醋酸阿

比特龙

片 阿比特龙 

江西山香药业仿制的阿比特龙（泽珂），用于治疗前

列腺癌 

5 吉泰瑞 阿法替尼 肺癌二代 EGFR 靶向药物 

6 安圣莎 阿来替尼 让晚期肺癌成为“慢性病”逐渐变成现实 

7 安森珂 阿帕他胺 

获批用于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的新一代

雄激素受体抑制剂 

8 艾坦 阿帕替尼 可明显延长晚期胃癌标准化疗失败后的生存期 

9 英立达 阿昔替尼 指南推荐晚期肾癌的二线治疗方案之一 

10 维达莎 阿扎胞苷 

被批准用于高危 MDS 和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的去甲

基化药物 

11 维首 阿扎胞苷 

被批准用于高危 MDS 和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的去甲

基化药物 

12 凯美纳 埃克替尼 中国自主研发用于治疗肺癌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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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可维 安罗替尼 开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线治疗的大门 

14 利普卓 奥拉帕利 中国首个卵巢癌靶向治疗药物 

15 泰瑞沙 奥希替尼 

指南优先推荐的 EFGR 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方

案 

16 安维汀 贝伐珠单抗 

无法手术晚期结直肠癌、肺癌患者的“救命稻草”之

一 

17 安可达 贝伐珠单抗 获批用于肺癌、结直肠癌的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 

18 存达 苯达莫司汀 国内获批的苯达莫司汀药物 

19 乐唯欣 苯达莫司汀 国内获批的苯达莫司汀药物 

20 艾瑞妮 吡咯替尼 中国人自己研发的晚期乳腺癌靶向药物 

21 多泽润 达可替尼 

治疗肺癌的第二代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

靶向药物 

22 泰菲乐 达拉非尼 治疗黑色素瘤的靶向联合治疗药物 

23 兆珂 达雷妥尤单抗 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 CD38 单克隆抗体靶向药物 

24 施达赛 达沙替尼 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 

25 依尼舒 达沙替尼 国内仿制的达沙替尼（施达赛），用于治疗白血病 

26 安加维 地舒单抗 获批用于骨巨细胞瘤的靶向治疗药物 

27 达珂 地西他滨 

有效延缓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疾病进

展 

28 晴唯可 地西他滨 

有效延缓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疾病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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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昕美 地西他滨 

有效延缓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疾病进

展 

30 思达欣 地西他滨 

有效延缓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疾病进

展 

31 康达莱 地西他滨 

有效延缓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疾病进

展 

32 利卡汀 

碘 131 美妥昔

单抗 

全球首个用于原发性肝细胞肝癌治疗的单克隆抗体放

射免疫靶向药物 

33 英飞凡 度伐利尤单抗 获批用于治疗肺癌的 PD-L1 单抗药物 

34 特罗凯 厄洛替尼 能够显著延长肺癌患者生存期的靶向治疗药物 

35 安可坦 恩扎卢胺 治疗前列腺癌的第二代非甾体 AR 拮抗剂类药物 

36 爱优特 呋喹替尼 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创新结直肠癌靶向药物 

37 

豪森昕

福 氟马替尼 中国自主研发的慢性髓性白血病创新药 

38 芙仕得 氟维司群 

指南Ⅰ级推荐对于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的内分泌

治疗 

39 易瑞沙 吉非替尼 

开启了中国肺癌靶向治疗时代，肺癌常用的明星靶向

药 

40 伊瑞可 吉非替尼 国内仿制的吉非替尼（易瑞沙），用于治疗肺癌 

41 艾瑞卡 卡瑞利珠单抗 中国自主研发的治疗淋巴瘤的 PD-1 单抗药物 

42 赛可瑞 克唑替尼 揭开了肺癌个体化治疗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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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泰立沙 拉帕替尼 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福音 

44 瑞复美 来那度胺 国内外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常用药物 

45 立生 来那度胺 

国内仿制的来那度胺（瑞复美），用于治疗多发性骨

髓瘤 

46 安显 来那度胺 

国内仿制的来那度胺（瑞复美），用于治疗多发性骨

髓瘤 

47 齐普怡 来那度胺 

国内仿制的来那度胺（瑞复美），用于治疗多发性骨

髓瘤 

48 美罗华 利妥昔单抗 被称为“精准打击淋巴瘤的神器” 

49 汉利康 利妥昔单抗 国内仿制的利妥昔单抗（美罗华），用于治疗淋巴瘤 

50 捷恪卫 芦可替尼 全球唯一批准骨髓纤维化的靶向治疗药物 

51 乐卫玛 仑伐替尼 适合亚洲肝癌患者的一线治疗肝癌的靶向药物 

52 欧狄沃 纳武利尤单抗 被批准用于肺癌、头颈癌治疗的 PD-1 单抗药物 

53 则乐 尼拉帕利 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的 PARP 抑制剂 

54 达希纳 尼洛替尼 

有望帮助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达到更早、更深的分子

学缓解 

55 泰欣生 尼妥珠单抗 获批用于治疗鼻咽癌的靶向药物 

56 可瑞达 帕博利珠单抗 治愈美国前总统卡特恶性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药物 

57 帕捷特 帕妥珠单抗 国际指南推荐 HER2 阳性乳腺癌金标准用药 

58 爱博新 哌柏西利 乳腺癌治疗领域突破性创新药 

59 维全特 培唑帕尼 安全性疗效俱佳的肾癌靶向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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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万珂 硼替佐米 国际指南推荐多发性骨髓瘤一线治疗药物 

61 昕泰 硼替佐米 

国内仿制的硼替佐米（万珂），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

瘤和淋巴瘤 

62 千平 硼替佐米 

国内仿制的硼替佐米（万珂），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

瘤和淋巴瘤 

63 齐普乐 硼替佐米 

国内仿制的硼替佐米（万珂），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

瘤和淋巴瘤 

64 迈吉宁 曲美替尼 治疗黑色素瘤的靶向联合治疗药物 

65 赫赛汀 曲妥珠单抗 全球热销的抗肿瘤药，在乳腺癌治疗领域里独树一帜 

66 拜万戈 瑞戈非尼 为中国转移性结直肠癌、肝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67 赞可达 塞瑞替尼 治疗肺癌的二代间变性淋巴瘤激酶抑制剂 

68 索坦 舒尼替尼 晚期肾细胞癌的一线治疗药物 

69 多吉美 索拉非尼 无法手术晚期肝癌患者的“救命稻草”之一 

70 拓益 特瑞普利单抗 治疗黑色素瘤的首个国产 PD-1 单抗药物 

71 佐博伏 维莫非尼 治疗黑色素瘤的靶向药物 

72 爱谱沙 西达本胺 治疗淋巴癌、乳腺癌的口服靶向药 

73 爱必妥 西妥昔单抗 为特定基因型结直肠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74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 治疗淋巴瘤的国产 PD-1 单抗药物 

75 亿珂 伊布替尼 

2015 年美国盖伦奖“ 佳药物奖”，用于淋巴瘤、

白血病治疗的口服靶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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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格列卫 伊马替尼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靶向小分子药物，大幅度提升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生存率的靶向药物 

77 诺利宁 伊马替尼 

国内仿制的伊马替尼（格列卫），用于治疗白血病和

胃肠道间质瘤 

78 格尼可 伊马替尼 

国内仿制的伊马替尼（格列卫），用于治疗白血病和

胃肠道间质瘤 

79 昕维 伊马替尼 

国内仿制的伊马替尼（格列卫），用于治疗白血病和

胃肠道间质瘤 

80 恩莱瑞 伊沙佐米 

全球首个针对骨髓瘤的口服蛋白酶体抑制剂，将骨髓

瘤化为慢性病管理 

81 飞尼妥 依维莫司 大大改善了中国晚期肾癌患者无药可医的困境 

82 恩度 

重组人血管内

皮抑制素 

抗血管生成，尤其在肺鳞癌、肺癌晚期伴恶性胸水等

领域作用显著 

83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获批用于治疗淋巴瘤的 PD-1 单抗药物 

84 艾诺宁 盐酸伊达比星 

用于成人或儿童的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特别用

于对复发或难治病人的诱导缓解 

85 凡瑞克 安立生坦 

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PAH.WHO 分类 1），以减轻

运动引起的相关症状 

86 捷灵亚 芬戈莫德 

用于治疗 10 岁或 10 岁以上者的复发型多发住硬化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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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喜达诺 乌司奴单抗 

用于对传毓治疗或舯瘤坏死因子 a 仃 NFa）拮抗剂应

答不足，失应答或无法耐受的成年中重度活动性克罗

恩病(CD)患者 

88 奕凯达 

阿基伦塞注射

液 

用于成人的二级或以上系统性治疗后复发、难治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89 倍诺达 

瑞基奥伦塞注

射液 用于治疗各类 B 细胞恶性肿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