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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评价恩沙替尼一线治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经济性，为我国医保决策及临

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从我国卫生体系角度出发，基于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eXalt3研究）数据构建三状态分区生存模

型，模拟时限为10年，循环周期为30 d。比较恩沙替尼相对于克唑替尼（标准治疗方案）一线治疗ALK阳性晚期NSCLC的经济

性，以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作为效用指标并计算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再通过不确定性分析来验证基础分析结果的稳健

性。结果基础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克唑替尼组，恩沙替尼组患者的人均增量成本为－343 370.36元，人均增量效用为0.76 QALYs，

ICER为－454 292.25元/QALY，远低于1倍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即80 976元）这一意愿支付（WTP）阈值。单因素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无进展生存状态效用值、疾病进展状态效用值、克唑替尼后续治疗成本等参数对 ICER的影响较大，但这些

参数均不能导致基础分析结果翻转。概率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以1倍2021年我国人均GDP作为WTP阈值的前提下，恩沙替尼组

方案具有经济性的概率为100％。情境分析结果显示，改变恩沙替尼组后续治疗方案所得的 ICER为－217 671.43元/QALY，仍远低

于WTP阈值。结论 针对我国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相对于目前应用较多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克唑替尼），恩沙替尼更具

经济性且为绝对优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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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al efficiency of ensatinib in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of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positive-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medical insurance

decision-making and rational drug use in clinic. METHODS A three-state partitioned surviv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health system，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phase Ⅲ clinical trial（eXalt3 trail），with

simulation time limit of 10 years，cycle period of 30 days. The economical efficiency of ensatinib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crizotinib（standard treatment）in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of ALK positive-advanced NSCLC. The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was calculated with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 as utility index. The stability of basic analysis results was

validated through uncertainty analysis. RESULTS The basic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rizotinib group，

incremental cost per capita of ensatinib group was －343 370.36 yuan，incremental utility per capita was 0.76 QALYs，ICER was

－454 292.25 yuan/QALY，which was far lower than the willingness-to-pay（WTP）threshold of 1 time of China’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80 976 yuan）in 2021.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sensitiv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status utility，progression of disease（PD）status utility and subsequent treatment cost of crizotinib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ICER，but these parameters could not cause the reversal of basic analysis results. Probabilis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with

1 time of China’s per capita GDP in 2021 as the WTP threshold，the probability of ensatinib group’s treatment possessed

economical efficiency was 100％. In the situational analysis，ICER obtained by changing the ensatinib group’s follow-up treatment

regimen was －217 671.43 yuan/QALY，which was far below WTP threshold. CONCLUSIONS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ALK

positive-advanced NSCLC，compared with commonly used the first-line treatment（crizotinib），ensartinib is economical and

absolutely domi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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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lung cancer）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2020年全球新发肺癌病例约 220万

例，其病死率位居恶性肿瘤相关死亡首位[1]，严重威胁着

人类的生命健康。在我国，肺癌亦属于高发癌症，国家

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肺癌发病率和病死率均

位居我国恶性肿瘤首位[2]，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

的疾病负担。依据肺癌的细胞组织学及病理学特征，可

将其分为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和非

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其中

NSCLC 患者占肺癌患者总数的 80％～85％，且大多数

NSCLC 患者在确诊时即为晚期，其 5 年生存率仅为

15％～17％[3]。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编码基因是NSCLC中常见的驱动基因之一，研究

显示，有3％～7％的NSCLC患者会发生ALK基因融合，

其中以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echinoderm microtu-

bule associated protein like 4，EML4）-ALK融合基因最为

常见[4]。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传统治疗方案以

放化疗为主。一项培美曲塞联合顺铂或卡铂一线治疗

东亚人群ALK阳性晚期非鳞NSCLC的Ⅲ期临床研究显

示，治疗后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rogress free sur-

vive，PFS）时间仅为6.8个月，客观缓解率为46％[5]，提示

使用含铂化疗方案者的预后较差。随着个体化分子靶

向精准治疗的快速发展，多种ALK抑制剂逐渐被应用

于ALK阳性NSCLC患者的治疗中，其疗效较传统铂类

化疗药物更为显著[6]。克唑替尼为我国最早上市的第一

代ALK抑制剂，其治疗ALK阳性晚期NSCLC的客观缓

解率可达 74％，患者的中位 PFS 时间可达 11.3个月 [7]。

然而，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不可避免出现的耐药及疾

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

药的进一步应用[8]。随后，抑制能力更强、血脑屏障通透

性更高的第二代ALK抑制剂（塞瑞替尼、阿来替尼、恩

沙替尼等）逐步上市，给患者带来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恩沙替尼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强

效、高选择性ALK抑制剂[9]。2020年 11月，国家药品监

督 管 理 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基于单臂、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批准了恩沙替尼

用于ALK阳性晚期NSCLC二线治疗的上市申请[10]。该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恩沙替尼的疾病控制率高达87.8％

且具有良好可控的安全性[11]。2022年3月18日，基于国

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eXalt3研究），恩沙替尼一线治

疗 ALK 阳性晚期 NSCLC 的上市申请获得 NMPA 批

准[12]。eXalt3研究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在意向

治疗人群中，恩沙替尼组患者的中位PFS时间显著长于

克唑替尼组（31.3个月vs. 12.7个月），且恩沙替尼组患者

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较克唑替尼组更为明显[13]。除第

一代ALK抑制剂克唑替尼外，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和中

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SCO）最新版NSCLC指南均优先推荐阿来替尼等第二

代 ALK 抑制剂作为 ALK 晚期 NSCLC 的一线治疗药

物[14－15]，说明第二代ALK抑制剂已在临床应用中得到认

可。基于eXalt3研究，恩沙替尼一线治疗ALK阳性晚期

NSCLC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被证实，但目前尚未见到

其经济性研究的相关报道。有鉴于此，本研究从我国卫

生体系角度出发，基于 eXalt3研究构建分区生存模型，

用以评价恩沙替尼相比克唑替尼一线治疗ALK阳性晚

期NSCLC的经济性，以期为我国医保决策及临床合理

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目标人群和治疗方案

本研究的目标人群参考 eXalt3研究，即为年龄≥18

岁，经影像学、病理学及目标区域检测诊断为ALK阳性

的晚期或复发性（ⅢB期，不适合多模式治疗）或转移性

（Ⅳ期）NSCLC，且既往未因转移性疾病接受过全身性治

疗的患者[13]。在对照药物的选择上，依据《中国药物经

济学评价指南 2020》[16]，如果新药属于现存的治疗药物

分类，则原则上选择同一治疗分类的标准治疗方案作为

对照，故本研究选择ALK阳性晚期NSCLC的一线标准

治疗药物克唑替尼作为对照药物，该方案与 eXalt3研究

所选对照方案一致。eXalt3研究将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

患者按1 ∶ 1的比例随机分成2组，分别口服恩沙替尼（每

次 225 mg，每天 1次）或克唑替尼（每次 250 mg，每天 2

次）直至PD或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作用或患者主动退

出研究。由于 eXalt3研究并未披露患者的后续治疗方

案，故按照《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

疗指南2020》[15]推荐，假设恩沙替尼组患者在发展至PD

状态后接受培美曲塞500 mg/m2+顺铂75 mg/m2治疗，克

唑替尼组患者在发展至 PD 状态后接受第二代 ALK 抑

制剂阿来替尼（每次600 mg，每天2次）单药治疗。eXalt3

研究纳入的目标人群中约55.5％为亚洲人群，因此基于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17]及eXalt3

研究，本研究设定目标人群的平均体质量和平均身高

分别为 64.3 kg、163.9 cm，其平均体表面积按许文生氏

公式[体表面积（S）＝0.006 1×身高+0.012 4×体质量－

0.009 9][18]计算，为1.78 m2。

1.2 模型结构

本研究基于 eXalt3研究，采用Excel 2016软件构建

三状态分区生存模型，用于评价恩沙替尼一线治疗ALK

阳性晚期NSCLC的经济性。分区生存模型由 3个独立

且互斥的健康状态构成，包括PFS、PD和死亡（Death）状

态，详见图 1。本模型假设所有患者的初始状态均处于

PFS阶段，模拟期限为10年，循环周期为3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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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存分析

分区生存模型只需通过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曲线和PFS曲线即可直接得到各健康状态下的患者

比例，从而进行模拟分析。因 eXalt3研究公开发表的随

访期有限，难以对研究对象的用药效果进行长期模拟，

因此需要依据生存分析对 eXalt3研究结果进行合理外

推 [19]。首先，本研究运用 GetData Graph Digitizer 2.24

软件分别从两种治疗方案的PFS曲线和OS曲线（采用

Kaplan-Meier法分析，即KM曲线）上获取患者的原始生

存数据，再通过R语言3.6.3中的“survHE”软件包重构个

体 数 据 ，然 后 采 用 Exponential、Weibull、Gompertz、

Log-logistic、Log-normal和Generalized gamma等参数分

布对两组重构个体数据进行生存分析拟合[20]。根据赤

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和贝叶斯

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判断最优

拟合曲线。结果显示，2种治疗方案OS曲线和PFS曲线

的最优拟合分布分别为 Exponential 分布和 Log-normal

分布，详见图2、图3、表1。

表1 2组KM曲线的最优分布参数及AIC/BIC值

组别
恩沙替尼组

克唑替尼组

曲线类别
OS

PFS

OS

PFS

曲线分布
Exponential

Log-normal

Exponential

Log-normal

最优分布参数
λ＝0.011 036 4

λ＝3.379 915；σ＝1.455 131

λ＝0.011 395 6

λ＝2.548 433；σ＝1.273 077

AIC/BIC值
188.815 0/191.610 8

251.744 8/257.336 4

204.514 0/207.350 2

317.886 4/323.558 9

1.4 成本和效用数据

由于本研究从我国卫生体系角度出发，因此仅考虑

直接医疗成本，包括药品成本、随访成本、疾病管理成

本、不良反应处理成本及临终关怀成本等。eXalt3研究

未公布效用数据，由此本研究所需的健康效用值来源于

已发表的文献，其中PFS状态的效用值为0.804，PD状态

的效用值为0.321[21]。

药品成本来自戊戌数据库（https：//www.wuxuwang.

com）中2021年药品中标价格的中位值。在2021年底进

行的国家医保谈判中，恩沙替尼以其获批的二线治疗

ALK阳性晚期NSCLC的适应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因

而降价幅度达到了 70％；该药现有 2种规格，对应价格

分别为411.74元/瓶（规格为25 mg×7粒/瓶）和2 380元/瓶

（规格为 100 mg×14粒/瓶）[22]。恩沙替尼的用法用量为

每次225 mg，每天1次，基于价格考虑，本研究假设恩沙

替尼2种不同规格搭配使用，以此计算其日治疗费用为

398.82元。克唑替尼已于2017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单

价为 15 600元/盒（规格为 250 mg×60粒/盒），因其用法

用量为每次250 mg，每天2次，故其日均治疗费用为520

元。随访成本和疾病管理成本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

江、湖南、福建、陕西7个省市医疗服务价格数据库中各

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的中位值及最大值、最小值。因3级

以下不良反应大多不需要额外的临床干预治疗，故本研

究依据专家访谈经验仅考虑 3级及以上且发生率大于

3％的不良反应。依据 eXalt3研究结果，恩沙替尼组纳

入的不良反应主要有皮疹和转氨酶升高，克唑替尼组纳

入的不良反应主要为转氨酶升高。不良反应处理成本

和临终关怀成本均来自文献[23－24]。根据《中国药物

经济学评价指南 2020》[16]，本研究对成本和健康产出以

5％的贴现率进行贴现，并选用 1倍 2021年我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即 80 976元）

作为意愿支付（willingness-to-pay，WTP）阈值 [25]。模型

参数及分布情况详见表2。

1.5 不确定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概率敏感性分析和

情境分析来验证基础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1.5.1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通过旋

风图明确多个不确定性因素对结果影响的大小，具体参

数变化范围详见表 2。其中，对于一些无法获取上下限

的参数，如临终关怀成本等，取基线值的±20％作为上

下限；由于克唑替尼和阿来替尼均已进入国家医保目

录，不存在价格上升的空间，因此其成本上限取基线值；

同样，在 2021年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谈判过程中，恩沙

替尼降价幅度已达到 70％，再次大幅降价的可能性较

图1 分区生存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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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种治疗方案OS原始KM曲线及最优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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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因此本研究假设恩沙替尼成本的下限值为基线值的

10％，上限值取其基线值。

1.5.2 概率敏感性分析 概率敏感性分析可考察模型

内所有参数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综合影响。假设模型

中成本均服从Gamma分布、效用值均服从Beta分布，通

过Cholesky分解法对生存函数的拟合分布参数进行校

正[26]。对上述存在不确定性的参数以1 000次蒙特卡洛

模拟进行概率敏感性分析，结果以成本-效果散点图及

成本-效果可接受曲线呈现。

1.5.3 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可考察方法学及模型的不

确定性。本研究中，恩沙替尼组患者进入PD状态后依

据《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

2020》选用标准化疗方案作为后续治疗方案[15]，由于化

疗药物价格相对便宜而可能导致该组的成本被低估，加

之第三代ALK抑制剂劳拉替尼并未在我国除香港以外

的其他地区上市，因此在情境分析中，本研究选用另一

种第二代ALK抑制剂阿来替尼作为恩沙替尼组患者进

入PD状态后的后续治疗措施。

2 结果

2.1 基础分析结果

基于分区生存模型的基础分析结果详见表3。由表

3可知，在10年模拟期限内，相较于克唑替尼组，恩沙替

尼组患者的人均增量成本为－343 370.36元，人均增量效

用为0.76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years，QALYs）

可见恩沙替尼组的成本更低且效用更高；由此计算所得

的增量成本 - 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 ratio，

ICER）为－454 292.25元/QALY，表明在以 1倍 2021年

我国人均 GDP（80 976元）作为 WTP 阈值的前提下，恩

沙替尼组方案具有经济性且为绝对优势的治疗方案。

表3 分区生存模型的基础分析结果

组别

恩沙替尼组
克唑替尼组

人均成本/
元

615 969.21

959 339.57

人均增量成本/
元

－343 370.36

人均效用/
QALYs

3.13

2.37

人均增量效用/
QALYs

0.76

ICER/
（元/QALY）

－454 292.25

2.2 不确定性分析结果

2.2.1 敏感性分析结果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的旋风图

（图4）显示，PFS状态效用值、PD状态效用值、克唑替尼

后续治疗成本、恩沙替尼成本和克唑替尼成本等均为

对 ICER 影响较大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均不能导致基

础分析结果翻转。而其他参数，如贴现率、随访成本、疾

病管理成本及不良反应处理成本等对 ICER 的影响不

大。概率敏感性分析的成本-效果散点图（图 5）及成

本-效果可接受曲线（图 6）表明，在以 1倍 2021年我国

人均 GDP（80 976元）作为 WTP 阈值的前提下，恩沙替

尼组方案具有成本-效果的概率为 100％，为绝对优势

方案。

图4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的旋风图

图5 成本-效果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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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参数及分布情况

参数

成本/元
恩沙替尼（100 mg）

恩沙替尼（25 mg）

克唑替尼（250 mg）

阿来替尼（150 mg）

培美曲塞（0.5 g）

顺铂（10 mg）

胸部增强CT（单次）

腹部增强CT（单次）

盆腔增强CT（单次）

全身骨扫描（单次）

头部增强MRI（单次）

血生化（单次）

血常规（单次）

尿常规（单次）

诊断费（单次）

护理费（单日）

床位费（单日）

皮疹处理成本
转氨酶升高处理成本
临终关怀成本

不良反应发生率
恩沙替尼组皮疹发生率
恩沙替尼组转氨酶升高发生率
克唑替尼组转氨酶升高发生率

效用值
PFS效用值
PD效用值
皮疹负效用值

基线值

170.00

58.82

260.00

68.00

1 699.00

9.32

160.00

160.00

160.00

280.00

430.00

240.00

20.00

4.00

15.00

20.00

40.00

35.47

168.70

12 203.94

0.112

0.042

0.075

0.804

0.321

0.100

范围
最小值

153.00

52.94

208.00

54.40

1 359.20

7.46

140.00

140.00

140.00

180.00

350.00

239.94

15.00

1.00

4.00

15.00

30.00

31.92

134.96

4 741.08

0.536

0.050

0.080

最大值

170.00

58.82

260.00

68.00

2 038.80

11.18

500.00

500.00

500.00

450.00

850.00

359.90

30.00

18.00

30.00

30.00

60.00

39.02

202.44

32 594.13

0.883

0.473

0.120

分布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Gamma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参数来源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b

b

b

b

b

[23]

[23]

[24]

[13]

[13]

[13]

[21]

[21]

[21]

a：数据来源于戊戌数据库中2021年药品中标价格的中位值；b：数

据来源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南、福建、陕西7个省市医疗服务价

格数据库中各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的中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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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情境分析结果 在情境分析中，将恩沙替尼组后

续治疗方案从标准化疗改为第二代 ALK 抑制剂阿来

替尼后，该组的人均成本明显增加，从基础分析的

615 969.21元增加至 793 909.28元，而由此得到的 ICER

升为－217 671.43元/QALY。虽然后续治疗方案的改变

大幅度提高了恩沙替尼组的人均成本，且所得 ICER的

绝对值约为基础分析结果的一半，但也远远小于 1倍

2021年我国人均GDP（80 976元），提示恩沙替尼方案仍

具有经济性且为绝对优势的治疗方案。

3 讨论
肺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传统的手术治疗

或放化疗给患者带来的获益有限且安全性不佳[27]。随

着基因检测技术和分子靶向研究的发展及普及，临床专

家愈发倾向于应用基于个体化分子靶向的精准治疗手

段来治疗肺癌[27]。肺癌常见的驱动基因有表皮生长因

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

ALK 基因和 c-ros 原癌基因 1（c-ros oncogene 1，ROS1）

等，其中ALK基因融合发生率（3％～7％）仅次于EGFR

基因突变（40％～50％），是 NSCLC 研究领域重点关注

的靶点之一[15]。目前，国内上市的多款广谱ALK抑制剂

用于特异性治疗ALK阳性晚期NSCLC的疗效及安全性

已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充分证实[7，13，28]，为临床专家和患者

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恩沙替尼作为我国首款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LK抑制剂，相对于第一代ALK

抑制剂克唑替尼，其对ALK的抑制作用更强、选择性更

高，患者获益明显[13]。

现如今，医保谈判已成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要

环节之一，而药物经济学作为医保谈判定价的关键一

环，在市场准入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于患者获

益明显但价格较高的独家专利创新药，需要更加注重借

助药物经济学评价进行以价值为基础的谈判定价。在

2021年底开展的最新一轮医保目录谈判结束后，恩沙替

尼以已获批的二线适应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使其价

格降为原上市价格的30％，极大地提高了该药的可及性

和可负担性。然而，在此新调整的价格下，尚未见恩沙

替尼一线治疗ALK阳性晚期NSCLC相对于目前常用治

疗方案的经济学评价，因此本研究从我国卫生体系角度

出发，基于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eXalt3研究）构建

分区生存模型，用以评价恩沙替尼与克唑替尼在 ALK

阳性晚期NSCLC一线治疗中的经济性。基础分析和不

确定性分析结果均表明，在以1倍2021年我国人均GDP

作为WTP阈值的前提下，恩沙替尼方案具有经济性且

为绝对优势方案。

但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性：（1）分区生存模型依

赖于临床试验中生存曲线的完整报告，而目前公开发表

的 eXalt3研究中纳入的目标人群随访时长有限，两组治

疗方案的OS曲线和PFS曲线均尚未成熟，可能对生存

曲线的拟合产生影响。同时，虽然 eXalt3研究所纳入的

亚洲人群占总人群的 55.5％，且其中 83％为中国人

群[13]，但并未针对亚洲人群或仅针对中国人群进行亚组

分析，不同种族间治疗效果的差异性可能造成结果偏

倚。（2）在现实情况下，患者的后续治疗方案可能由于个

体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本研究仅按照《中国临床

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 2020》的推荐

选择后续治疗方案 [15]，并未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同

时，由于克唑替尼组患者的后续治疗可选用第二代ALK

抑制剂，而尚未有证据表明恩沙替尼组患者的后续治疗

可用其他第二代ALK抑制剂，因此该组患者选用含铂

化疗方案作为后续治疗方案，这可能是导致2组患者后

续治疗成本相差较大的原因之一，因此本研究对恩沙替

尼组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进行了情境分析。结果表明，

即使恩沙替尼组患者选用了价格比标准化疗方案更高

的第二代ALK抑制剂阿来替尼作为后续治疗方案，其

在本文设定的WTP阈值下仍然为具有绝对经济学优势

的治疗方案。（3）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针对生命终末期治

疗药物采用了特殊的WTP阈值范围（4万～5万英镑），

该范围比正常阈值范围（2万～3万英镑）高得多[29]。恩

沙替尼的目标患者为处于生命终末期的ALK阳性晚期

NSCLC患者，以 1倍国内人均GDP作为WTP阈值是否

合理尚值得探讨。未来亟须基于中国人群成熟的亚组

生存分析数据并在真实世界中进一步探讨上述两组患

者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同时，仍需借鉴国际经验并结

合本国国情探索针对肿瘤治疗药物等特殊药物的合理

WTP阈值。

尽管本研究存在局限性，但在不确定性分析中予以

了详细的探讨，证明了基础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

研究结果与结论对临床治疗决策及医保准入谈判依旧

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从 eXalt3研究和本研究结果可

知，针对我国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恩沙替尼相对

于目前应用较多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不仅具有有效性，

而且具备经济性。目前，恩沙替尼一线治疗ALK阳性

晚期NSCLC的适应证已正式在我国获批，相信该方案

将会成为该类患者有效且经济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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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成本-效果可接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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