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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疗健康投资与融资创下纪录

关键回顾：投资

• 美国医疗健康风险投资募资创下纪录，达到 亿美元 较 年提升 超过 年 亿美元的
记录。

• 有风投支持的生物制药、医疗器械、诊断工具公司的投资额预计会于 年打破纪录，较 年增长
，达到 亿美元。

• 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几宗生物制药 轮大额交易使得生物制药领域全年再次打破纪录，投资额达到
亿美元。

• 生物制药投资主要集中于肿瘤学和平台公司。平台公司的技术有希望运用于不同适应症类别从而实现
多次退出，因而引起了投资人的兴趣。

• 医疗器械领域 轮投资中，无创伤监测领域，尤其是心血管、泌尿 妇产科和神经病学领域的无创伤监
测公司有显著增长。

• 年，神经学领域投资急剧增长，吸引了细分行业投资者与孵化器的较高兴趣。

• 人工智能激发科技投资者对于诊断 工具的兴趣，投资额创下记录。

• 液体活检投资额实现爆发式增长，其中 、 和 公司总投资额达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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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并购集中于早期公司

关键回顾：退出

• 生物制药领域迎来上市浪潮，超过 年总数；大额退出和并购活动减少。上市交易的交易前估
值显著上升。

• 肿瘤学交易领跑并购活动，同时也主导上市交易，占 年所有退出交易的 。

• 生物制药的并购交易继续集中于早期公司，而 则转向后期成熟企业。

• 跨界投资者生物制药领域的投资额较 年相比有所下滑，但仍继续促成被投企业上市．

• 医疗器械行业并购活动稳步持续，焦点集中于微创设备和下一代的可视化／成像公司。

• 通过 路径申报的医疗器械的并购交易比 普通器械回报更高，退出时机更
好；其 年的回报比生物制药的并购交易的首笔付款和回报倍数更高。

• 诊断 工具于 年没有并购退出，仅有一宗上市。由于私有融资额较高，这些公司得以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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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融资：

医疗健康领域 年创下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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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募资额创下新高
年美国医疗健康风投机构募资额＊

＊硅谷银行对所有美国风险投资基金配置于医疗健康行业的资金的估计。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年医疗健康领域风投机构募
资创下新高。这一上升趋势由

年开始，当年风投募资额较
前一年上升 ，使可投向风投
支持公司的资本非常充裕。

医疗健康领域的风险投资者近期
专注于生物制药和诊断 工具领
域。由于诊断 工具公司综合了诸
如人工智能等多种算法，许多首
次接触医疗健康领域的科技投资
者开始投资于这些交易。

过去几年，传统风投机构减少了
医疗器械行业的投资。这一趋势
在 年得到扭转。

展望未来，我们预计融资额将持
续强劲，但于 年将会回落到
－ 亿美元。

医疗健康风投机构募资额
（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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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投资额预计将于 年达到创纪录的 亿
美元，较 年上升 ％

年美国生物制药和器械投资和交易

＊硅谷银行 年预估数据
附注： 没有独立的诊断 工具领域分类数据，大部分诊断 工具领域的数据已包含
在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数据当中。
来源： 和 。

制药与生物科技投资
额（ 亿美元）

制药与生物科技交易数量 生物制药领域投资额预计将于
年创下纪录，交易数量维持

稳定。因此，平均交易额增长。
年第四季度的大额融资轮显

著增长。
和 都融到了 亿

美元以上。

医疗器械融资额和交易水平维持稳
定，由于将部分诊断 工具大额投
资囊括进来，器械的实际数据可能
比报告更低。医疗器械行业较为活
跃的并购市场，较少竞争的投资空
间使投资者对其青睐有加。因此，
我们看到传统风险投资者开始回归
这一领域。

生
物
制
药

医
疗
器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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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

平台

神经学

罕见
疾病

抗
感染

投资数

轮融资总额（百万美元）

企业投资机构投资（ ）

生物制药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 轮融资激增并创下纪录
年美国 轮 生物制药融资

亿

亿

亿

亿

亿

投资人在新技术领域投下重注，使 年生物制药公司 轮活动创下纪录。

企业投资者常常加入早期的联合投资，但是他们在罕见疾病和神经学公司方面却最不活跃（ 和 ）。

肿瘤学交易和融资额至少是下一个适应症类别的两倍。

年交易额的中位数是 万美元，但是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的交易额中位数却是这一数字的两倍。

轮投资包括所有美国首轮机构或企业投资者投资，以及所有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首轮投资（不论
投资人）。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年按季度 轮融资额中位数（百万美元）

年按季度 轮融资额中位数（百万美元）

四分之三
位数

四分之一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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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寻求早期生物制药交易
年最活跃的生物制药投资者

随着风险投资募资额的提升，医
疗健康领域的风投机构在生物制
药领域继续开足马力投资。

年交易中位数为
万美元，较 年 万
美元的中位数有所下降。

企业投资者十分活跃，占据早期
投资交易主要部分。参与融资金
额最高的 轮项目的企业投资者
包括 的 ，辉瑞，新基
医药和 。

为生物制药交易最活
跃投资机构，尽管它的平均投资
交易额少于 万美元。

生物制药最活跃投资者的统计是基于风投机构和企业投资者在 年间首次投资的企业（项目）数量。
公司收益新闻稿， 年 月 日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交易数量

企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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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平台吸引新兴投资者投资
生物制药最活跃投资者 新增投资（按适应症类别）

生物制药最活跃投资者（按适应症类别）的统计是基于风投机构和企业投资者在 年间首次投资
的前 名风险投资者和企业投资者。
早期定义为 轮和 轮；后期定义为 轮及之后融资轮。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早期肿瘤领域投资者获益颇丰，使得肿瘤学领域投资依旧保持强劲。过去五年，肿瘤学退出交易数量为其他适应症类别的
两倍。

投资者发现平台技术可通过在不同临床适应症类别中的潜在应用，实现多轮退出的潜力。

罕见疾病的交易额下降可能是由于跨界投资者兴趣下降。

肿瘤学

平台

自动
免疫

罕见
疾病

抗
感染

神经学

亿

亿

亿

亿

亿

亿

交易数量 美元

公司商标代表当期时间 任
何适应症类别 万美元
以上的融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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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主要集中于马塞诸塞州和北加州
年生物制药领域新增投资 地理分布

生物制药活跃最投资者定义为 年有新投资（首次投资）的前 名风险投资者和企业
投资者。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中国

起交易 亿

英国

起交易 亿

以色列

起交易
万

加拿大

起交易 亿

德国

起交易 亿

北
加州

起交易 亿

南
加州

起交易 亿

马塞诸塞州

起交易 亿

纽约州

起交易 亿

华盛顿州

起交易 亿

美国生物制药前 大州 美国以外生物制药前 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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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万

万

万

万

无创伤
监测

整形外科

神经病学

心血管

眼科学

投资数

轮融资总额（百万美元）

企业投资机构投资（ ）

融资轮中位数（百万美元）

无创伤监测技术提升器械领域 轮融资额
年美国 轮 器械投资

心血管

泌尿 妇产科 神经病学

年交易额与 年接近，但 轮融资额增长近 。企业投资者增长三分之二。

无创伤监测、整形外科和神经病学公司占所有过去两年 轮融资的 。

年无创伤监测交易几乎完全集中于心血管类别，但 年这一趋势有所扭转， 的交易为其他适应症类别。图表
详细介绍了 年无创伤监测交易（按适应症类别）。

呼吸系统 辅助行动设
施

新陈代谢 眼科学

轮投资包括所有美国首轮机构或企业投资者投资，以及所有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首轮投资（不论
投资者身份）。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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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风投增加医疗器械投资
年最活跃的器械领域投资者

器械领域最活跃投资者定义为 年有新投资（首次投资）的投资者。 来源： 和硅谷银行
专有数据。

器械领域的传统风险投资活动于 年反弹。 年，九家机构拥有至少四起交易，而 年只有三家
机构。

相比生物制药投资者对早期交易的重视，企业投资者的器械领域投资主要为后期公司。

企业投资者

交易数量

KCK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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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与细分行业企业投资机构在神经病学领域兴趣颇丰，使 年投资额大幅增长。

非创伤监测公司持续吸引投资者对小额交易的兴趣。这些公司开发费用较少，监管政策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

我们预测，由于治疗疗法逐渐转移到医院之外，药品运输业投资也会持续增长。

细分行业投资者于神经病学领域兴趣增长
年器械领域最活跃投资人（按适应症类别）

器械领域最活跃投资者定义为 年有新投资的前 名投资者。
早期定义为 轮和 轮；后期定义为 轮及之后融资轮。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外科手术、神经病学和无
创监测 血管介入

趋势：

亿

亿

亿

万

亿

亿

亿

亿

亿

公司商标代表任何在当期
时间段 细分行业大于
万美元的融资轮。

交易数量 美元

外科手术

药品运输

新陈代谢

无创伤
监测

耳鼻喉

整形外科

心血管

血管介入

神经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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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领跑医疗器械交易
年医疗器械新投资 地理分布

医疗器械新投资定义为 年有新投资（首次投资）的前 名风险投资者和企业投资
者。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北
加州

起交易 亿

南
加州

起交易 亿

明尼苏达州

起交易 亿

宾夕法尼亚
州

起交易
亿

马塞诸塞州

起交易
亿

以色列

起交易
万

法国

起交易
万

瑞士

起交易
万

爱尔兰

起交易
万

意大利

起交易
万

美国医疗器械前 大州 美国以外医疗器械前 大国家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投资数

轮融资总额（百万美元）

企业投资机构投资（ ）

融资额中位数（百万美元）

轮投资者诊断 工具类别投资额下降
年美国诊断 工具 轮 投资

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亿

亿

亿

轮交易项目数量增加，但总融资额下降，表明投资人对诊断 工具类别的投资下降。

研发工具公司吸引了投资者主要兴趣。这可能是因为研发工具公司无须面对其他诊断 工具公司面对的监管和补贴障
碍。

大多数 轮融资为研发工具公司，大多数超过 万美元的交易为基于人工智能的诊断测试和诊断分析行业投资。

轮投资包括所有美国首轮机构或企业投资者投资，以及所有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首轮投资（不论投
资人）。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人工智能

合成
生物学

即时诊断检测

传统
研发工具

企业商标代表所
有大于 万美
元的 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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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科技的投资者领跑诊断 工具投资
诊断 工具类最活跃投资者

诊断 工具领域最活跃投资者定义为 年有新投资（首次投资）的投资者。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技术型投资者，包括 ， 和 更多地参与诊断 工具领域的投资。

我们预测，专注科技的投资者将继续在需要利用人工智能的诊断分析类交易中，应用他们软件领域的专长。

科技企业投资者的参与度有所提升，这些投资机构主要集中投资一小部分与自身技术领域最匹配的小型标的。

交易数量

企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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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投资者专注研发工具和诊断测试
年细分行业最活跃诊断 工具投资者

诊断 工具最活跃投资者的统计是基于风投机构和企业投资者在 年间首次投资的企业（项目）
数量。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亿

亿

亿

总体来说，诊断 工具融资额上升了 ，于 年达到 亿美元。投资机构对于 和 两家公司的投资
达 亿美元，占总投资额近 。

年研发工具融资额上升了 ，其中，四起逾 万美元的交易领跑 轮公司融资。

两起上半年的交易占 年诊断测试领域 亿美元投资额主要部分。尽管如此，研发工具这一细分领域融资额中位数为
万美元，比研发工具和诊断分析领域高。

活跃的投资人避免投资 轮诊断分析公司，与研发工具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投资人专注于投资获得更多临床验证的后期公
司。

公司商标代表任何在当期
时间段 细分行业大于
万美元的融资轮。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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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肿瘤学液体活检投资大幅增长
年液体活检和新一代测序技术（ ）投资

年 融资翻三倍
融资总额（百万美元）

包括 年间所有诊断 工具液体活检和 投资。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亿

亿
亿

（ 亿）

亿
亿

亿
（
亿）

（ 亿）
亿

年融资
融资总额

家其他公司

融资轮规模 交易前估值

亿

万
万万 万

万

估值暴涨
融资轮中位数与交易前估值（ 年）

三家公司占
液体活检融资额。

年 交易投资额暴涨三
倍，大部分集中于上半年。

后期阶段交易交易前估值
极高。

欲了解更多这一趋势详情，请阅
读硅谷银行的报告：《诊断 工具
进步吸引新 实力玩家 》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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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为诊断 工具最活跃地区
年最活跃诊断 工具投资 地理区位

北加州

起交易
亿

南加州

起交易 亿

犹他州

起交易 万

诊断 工具最活跃投资定义为 年有新投资（首次投资）的前 名风险投资者和企业投资者。
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马塞诸塞州

起交易 万

华盛顿州

起交易 万

加拿大

起交易 万

法国

起交易 万

中国

起交易 万

意大利

起交易 万

美国诊断 工具前 大州 美国以外诊断 工具前 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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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大型退出活动、并购和 ：
生物制药和器械并购活动集中于早期
阶段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生物制药公司上市增多，并购活动放缓
年风投支持的生物制药公司退出交易

每年退出价值
美元

不同适应症类别退出交易情况
年 年

并购里程碑付款定义为基于并购后业绩表现、尚待赚取的并购付款。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亿

亿

亿 亿

亿

生物制药领域迎来上市浪潮，并购减缓。创纪录的上市前估
值有助于推动交易活动的活跃。

年生物制药行业上市活动欣欣向荣，并购下滑。并
购活动仍在过去五年周期的区间内，但低于 年的
高点。

总体退出价值下降，但生物制药交易前估值暴涨。交易
前估值中位数创下本轮周期的记录。

年至 年期间， ％的上市交易和 ％的并购交
易集中在五个适应症类别。 年，肿瘤学领跑四项并购交
易，其次是罕见疾病（ ），自体免疫（ ）和平台（ ）。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并购首笔付款 并购里程碑付款 前估值

肿瘤学 神经学 罕见疾病 抗感染 眼科



生物制药并购活动持续集中于早期公司
年风投支持的不同阶段生物制药大型退出

阶段定义为公司最领先的药物项目所处的临床阶段。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首笔付款中位数
（百万美元）
交易总金额中位数
（百万美元）

退出年限中位数

年具有吸引力的 市场意味着
并购交易更少。过去几年大规模的私
有融资轮使公司很难在接受早期退出
邀约的同时，保持强劲的回报倍数。

生物制药大型退出并购交易的一
半是早期（临床前期和一期）。
年， ％的大额退出是临床前期，而

年这一数字则是 ％。

收购早期公司可让大型生物制药公司
充实标的项目储备。 年的五个临
床前大额退出被大型企业 ，

， ， 和
收购。

轮融资完成后退出时间的中位数
创下了 年的新纪录。在三年内退出
了六笔交易，其首笔付款金额实现了
私有资本投资成本 倍的退出倍数中
位数（交易价值中位数为 亿美
元）。这些交易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投
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亿

亿

亿 亿

亿

大额退出数量

临床 期

临床 期

临床 期

临床前期

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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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早期早期早期 早期

生物制药公司 转向后期公司
年风投支持的生物制药公司 （按阶段）

阶段定义为公司最领先的药物项目所处的临床阶段。
早期阶段被定义为临床前期和 或 期临床试验中最领先的药物项目。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肿瘤学

罕见疾病

占生物制药公司 交易
总数的百分比

第四季度 数量的激增使上市总数增加到了 起，达到了我们今年 到 起的预期数字。肿瘤学和罕见疾病 占生物制
药公司 总数的 。

在本轮五年周期中，生物制药公司 交易的一半是早期公司（临床前期和一期）。 年，我们看到上市从早期阶段
到临床二、三期公司的剧烈转变。这一趋势标志着公开市场比起早期阶段的技术前景，更关注可付诸实践的临床数据。

年，超过一半生物制药公司的 交易为肿瘤学和罕见疾病公司，而 年这一数字仅为 ％。 年肿瘤
学 交易数量翻了一倍多。

临床 期临床 期临床 期临床前期 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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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前估值
百万美元

生物制药公司 投前估值冲破天际
年有风投支持的 交易投前估值与融资额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投前估值除以风险投资额。

亿

亿

亿

亿

亿

融资超过 亿美元 交易

融资超过 亿美元 交易百分
比

万

万
万

万

万

年生物制药公司 交易前估值达 亿美元，打破纪录，较之前的记录高近 。

交易的投资额回报倍数中位数为 倍，导致很多公司 交易的融资额较之前融资轮估值更高。

跨界投资者强势领跑 交易：前 名医疗健康跨界投资者 参与了 年 起 亿美元以上 交易中的 起。我们预
计，对于拥有坚实临床初始数据的跨界投资， 将继续是可行的融资选择。

募集资金额
百万美元

四分之三
位数

四分之一
位数

交易前估值中位数 募资中位数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医疗器械并购活动趋稳
年有风投支持的医疗器械公司大额退出

每年退出价值
美元

不同适应症类别退出交易情况
年

并购里程碑付款定义为尚未获得的并购付款。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亿

亿

亿

亿 亿

年下半年共有 起收购，每一次的收购方都不同。

医疗器械领域的 和并购活动与 年接近持平，但过去
两年每年的交易都比 和 年少。 年并购活动
远远比 年多。

年的并购活动比 年表现更强劲。 以
以一笔 亿美元的交易（首笔付款为 亿美元 推高了并购活动
总体金额。

年， 的并购和 的 交易集中于 个适应
症类别。心血管 ，药品运输 ，血管 为 年拥有几起
大额并购退出的适应症类别。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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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笔付款中位数
（百万美元）
交易总金额中位
（百万美元）

退出年限中位数

美国商业化

仅获得 标识

未获批准

医疗器械公司退出提前，估值提高
年有风投支持的器械并购（按阶段 ）

阶段定义为公司最领先的药物项目所处的临床阶段。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年大型公司（如美国强生公
司、波士顿科技公司）领跑并购交
易，尽管长期以来较为活跃的收购方
美敦力公司并未有并购活动。大型收
购方的收购标的为创新科技，包括专
注于微创解决方案（ 起）和高级成像
视觉化平台（ 起）。

自 年起，器械并购交易的 为
仅获得 标识或未获批准的公司。

年这些交易首笔付款倍数中位数
为 为获 批准公司的两倍。

本轮周期器械交易结构有所转变。
年和 年交易拥有须达成里程

碑的比例（ ）相比 年
（ ）更高。

年器械公司 轮后退出年限中位数
有所下降，但这一时间仍超越了五年
的周期趋势。如果未获 批准的公司
交易数保持上升，我们预测，退出年
限将下降。

亿

亿

亿

亿
亿

大额退出数量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PMA/ De Novo 510(k)新器械退出的首笔付款增值
倍数及金额增值倍数超过生物制药

年有风投投资的器械并购（按路径）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自 年起， 新器械的收购的首比付款增值倍数比 普通器械更高，退出时间更短。
新器械公司的首笔付款和增值倍数均超过生物制药公司。我们预计，专注医疗健康的投资者将在创新、早期器械公司上加
大投资。

收购之前， 普通器械公司为实现商业化，开始获得收入，时常需要 批准和资助。这些困难提高了公司所需的资
本，延长了退出的时间。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 创新器械收购交易都发生在获得 批准之前。

年 退出时所处阶
段

投资额中
位数

（百万美
元）

首笔付款中
位数

（百万美
元）

首笔付款
中位数增
值倍数

交易总金
额中位数
（百万美
元）

交易总数
增值倍数
中位数

退出时间
中位数
（年限）

普通路径器械并
购

起退出交易

新路径并
购

起退出交易

生物制药并购交
易
起退出

第一阶段及之
后阶段

发展阶段仅获得 标识获 批准 第一阶段之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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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限 不适用 不适用

平均年限
大额退出数量

年无诊断 工具退出，但仍有机会
年有风投支持的诊断 工具退出交易

每年退出价值
亿美元

退出增值倍数
年

亿

亿

亿

亿

无
退出

尽管诊断 工具领域投资较多， 年退出交易较少，仅
有一起 。

研发工具公司主导大型退出交易，占 年并购活
动的 。

年回报倍数较高的大额退出（高于 倍）退出
年限较短，投资额较少（投资额中位数为 万）。 交
易的回报倍数较少，退出年限较长，大多数 之后的公司表
现不如预期。

我们预测，接下来几年会有多起大额退出，科技巨头将有更
多投资，同时成为潜在的收购方。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增值倍数等于预期交易前估值除以私有资本投资额。退出增值倍数等于首笔付款交易值除以私有资本投资
额。

交易前首笔付款中位
数（百万美元）

不适用

中位数总计（百万美
元）

不适用

退出年限中位数 不适用

研发工具

诊断分析

诊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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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一定阻碍，跨界投资者依旧活跃
年前 大跨界投资者 投资活动和退出交易

从上次跨界投资者融资轮到退出平均月份数。
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跨界投资者投资于 年达到顶峰，并于 年回归正常水平。

年的有利的市场环境使得 年与 年的退出时间加速。 年创记录的退出年限时间可在 年
带来强劲的跨界投资。

有了最高的退出率，罕见疾病的投资为跨界投资人带来了较好的回报。然而，除非跨界投资者继续在这一适应症类别进
行再投资，否则未来的退出机会有限。 年跨界投资者只有两起新的罕见疾病投资。

在这些适应症类别中， 家私有公司组成了未来 的强大梯队。 年肿瘤学拥有最多退出交易和最多的项目储备，意味
着在 年 中将扮演主要角色。

前 大跨界投资者投资 最活跃的生物制药领域适应症类别
和退出交易

投资总额

并购

月数 退出

诊断 工具

医疗器械

生物制药

肿瘤学 平台 罕见疾病 神经病学 眼科学

退出百分比

百万美元

月数 退出

仍然活跃

退出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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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 由于 年一些大型投资机构已经完成了资金的募集，年度医疗风险融资将降至 亿美元。

• 生物制药公司的投资者可能会放缓交易的速度。

• 基于现有的收购方现金和补充收购标的的需要估计， 年生物制药领域将可能会出现 个以上的大额并购退出交
易。

• 由跨界投资者支持的肿瘤学公司稳定 项目源推动， 年的市场将再次实现 到 个 。 年共有 个 交
易。

• 由于并购市场稳定，及 （ ）路径公司的迅速退出，医疗器械投资将增加。传统的风险投资者将领
跑这一趋势。

• 早期器械并购将继续。神经病学和药物运输公司可能会与心血管公司一起，带动下一轮早期器械公司的收购浪潮。

• 年诊断 工具投资将大幅下降，自 年水平下滑 ，尽管交易数量预计将保持稳定。

• 随着公司开发 辅助技术，我们预计在诊断分析细分行业会有更多的投资。这些公司将越来越多地获得技术型投资者
的支持。我们还将看到，随着诊断测试和诊断分析的研究技术发展成临床应用相关的方法，研发工具公司将诊断测试
公司和诊断分析公司分开。

• 液体活检投资将放缓，因为目前的公司需要验证自身的技术。

• 尽管 年没有进行诊断 工具并购活动，但我们预计在研发工具公司中会出现几起退出交易。科技巨头可能会从投
资转向收购有前途的诊断分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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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大额退出交易
大额退出 被定义为发生在那些非上市的、由风险投资投资的公司的并
购交易中，首笔付款为 万美元以上的生物制药领域的退出交易，
以及 万美元以上的器械领域和诊断 工具领域的退出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 ）
这里的 是指由风投投资的、上市时融到 万美元以上的 交易。

交易说明
结构性交易

按业绩付款的交易体系，先提前预付一部分，必须满足发展里程碑，
才能实现交易的整个价值。

一次性付清交易

指当交易结束时所有的付款必须付清的交易。

首笔付款

首笔付款是指在结构化交易中，在交易达成时支付的款项，不包含里
程碑付款。

大额退出交易里程碑付款

在结构化交易中，之前制定的目标达到后进行的付款。

交易总价值

结构化交易的总交易价值包括首笔付款和里程碑付款。

退出时间

公司退出的时间，从公司首次机构化融资轮结束开始计算。

企业投资者
企业投资者企业投资者定义为企业风投以及其母公司。

监管定义
未获监管批准

指产品未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器械公司。

仅有 标识

标识 是一个只生产有 标志产品的器械公司。 标识是一个欧盟指
定的，相较于 认证较为容易并且审批过程用时较短的认证。

美国商业化

指有获得批准的产品的医疗器械公司，并且通常处于商业化阶段。

轮
轮公司首次融资金额不低于 万美元或由机构、企业风投投资的美国公
司。

适应症定义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疼痛和心理学。

无创伤监测 通过传感器以及其他科技来收集医疗数据的方式。
诊断测试诊断病人是否患有某种疾病的专属测试。

诊断分析 帮助决定 指导治疗的可操作的数据分析。

研发工具 生物制药和学术界的研究设备 服务。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医疗健康投资与退出趋势

关于作者
作为董事总经理， 主管医疗行业银行与贷款业务拓展，致力于与医疗健康领域的风投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他还负责为 建立部分合作关系并提供相关咨询。

先生曾多次在投资人和行业会议上发表演讲，在医疗健康风投趋势领域著述颇丰，被引用多次。过去 年， 先
生与医疗健康领域公司及风投机构密切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
取得商业管理学士学位后，又在圣塔克拉拉大学（ ）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董事总经理
硅谷银行

女士是硅谷银行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团队的高级经理。作为团队中工作 年的资深员工，她负责生命科
学和医疗健康风投行业的市场调研与过去和现在投资趋势的针对性分析。 女士致力于加强、深化客户关系，
搭建硅谷银行的影响力网络并为风投机构与硅谷银行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人脉关系。在日常工作中，她不断发现产业
与市场的新机会，足以展现她对创新的热情。

在马塞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 ）获得荣誉学位后， 女士于 年加入硅谷
银行，担任客户服务顾问。之后，她在硅谷银行全球销售与解决方案部担任职务，多次参与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的
项目，主要在现金管理与付款方面。

高级经理
硅谷银行

是波士顿的生命科学高级业务经理，执行战略咨询服务，专注于诊断工具并购领域。

之前是硅谷银行商业银行的高级业务经理，专注财务分析、资产组合管理、业务开展以及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公
司的授信业务。在加入硅谷银行之前， 负责为主要投资公司 发起和分析私募股权交易。 获得
萨福克大学（ ）金融学荣誉学士学位，辅修经济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 （国
际商学院荣誉组织）荣誉学会会员。

高级副总裁
证券

作为医疗健康投资顾问， 帮助开发了硅谷银行的诊断 工具分类系统，促成了硅谷银行的报告：《诊断
工具中的技术进步吸引新 实力玩家 》。此外，他还帮助分析了最终的数据集，创建了图表，并整理了本报告中提
出的投资趋势。

正在攻读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工程博士学位，他正在通过磁标记液体活检创建一个多元化的肝癌测试。
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士学位。

医疗健康咨询顾问

mailto:pschuber@svb.com
mailto:pschuber@svb.com
https://www.svb.com/Blogs/Jonathan_Norris/Tech_Advancements_in_Dx/Tools_Draw_Powerful_New_Players/
mailto:rp2616@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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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硅谷银行

多年以来，硅谷银行致力于服务创新企业及其投资人，助其快速推进大胆创
想。硅谷银行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隶属于 金融集团（纳斯达克代码：

）。硅谷银行的业务包括商业银行，国际金融服务及私人银行服务，用以
应对全球创新者的独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