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ANUAL
REPORT
年中报告 医疗健康行业

投资与退出趋势
生物制药 |  健康科技 |  诊断/工具|  医疗器械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目录

摘要 投资情况 退出情况 前景展望

年中报告



年中医疗健康行业投资情况

年上半年，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基金募资金额飙升至 亿美元，与 年全年
创纪录的募资金额几乎持平。公司夹层融资的市值和上市后优异的表现为投资者带
来巨大回报，让投资者能够募集新基金，其中许多新基金的规模都超过原有基金。

企业投资也在飙升。 年上半年是有史以来有风投支持的医疗健康公司获得投资
最多的两个季度。尽管新冠疫情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并给许多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与 年相比，生物制药和诊断 工具两个领域的投资仍实现增长。

上半年，生物制药 轮投资保持稳定，总投资额趋近创纪录水平。在 年一季度
和二季度，依然有大量大型跨界投资机构领投的夹层融资，其活跃程度超过 年，
释放出会有持续上市的积极信号。

医疗科技的投资在上半年也保持稳定，但交易量同比增长 ，巩固了医疗科技板
块作为交易量最多领域的地位。辅助医疗保健包含在新冠疫情期间提供虚拟医疗保
健服务的公司，该子领域在 年上半年获得了 多亿美元的投资，是医疗科技
领域里获得投资最多的子领域。

在三次大型诊断测试公司的融资推动下，诊断 工具的投资创下新高。 年上半
年成功融资（融资总额 亿美元）的诊断 工具公司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在发
现新疗法和疫苗以及新冠病毒处理和测试过程中利用其科技帮助控制疫情。

医疗器械 轮投资下滑 ，但总投资额保持稳定，二季度公司融资没有明显中断。
影像和无创监测两个子领域崛起，成为融资领头羊，占本领域总融资额 ，再加
上呼吸系统器械，这三个子领域中共有七家公司凭借新冠病毒相关业务获得融资。

年上半年在全美募集的 亿
美元风投基金中，硅谷银行合作的
基金募集了 亿美元。

硅谷银行市场统计由 年上半年融资额达 万美元、有风投支持的医疗健康公司组成。 大宗融资是指融资规
模达 万美元的融资。 年上半年统计的范围是硅谷银行商业银行客户，时间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硅谷银行市场统计

年上半年，在所有风投
支持的美国医疗健康公司中，
有 与硅谷银行进行了合
作。

年上半年进行大宗融资
且有风投支持的美国医疗

健康公司中， 是硅谷银
行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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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医疗健康行业退出情况

夹层投资的丰厚利润推动了大量公司上市，医疗健康行业所有领域的上市公司股票
均有很好的表现。在 家风投支持的公司中，有十家公司上市，市值超过 亿美
元。截至 年上半年， 家新上市公司的股价涨幅超过 。

年过半，生物制药公司上市数量接近 年全年总数，并继续保持三年以来
强劲的退出势头。诱人的 交易前估值鼓励企业纷纷上市，私有市场并购活动继
续萎缩。交易前估值和上市募资额在 年上半年均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
年上市的企业，上市后股价平均涨幅超过 。

健康科技领域有两家公司上市（与 年上半年数量相同， 年下半年则有 家
公司上市），上市时总市值达到 亿美元。回顾过去，辅助医疗子领域在医疗科
技领域里的上市后表现最佳，自 年以来，有四家公司 市值超过 亿美元，
其中包括一家在 年上半年上市的公司。 年，私有公司的并购势头接近

年的水平。

诊断 工具的退出交易量已接近 年水平，交易额将超过 年创下的纪录。商
业化阶段的公司上市使该领域的收益率可圈可点。私有并购继续疲软，但 月末的
一宗风投基金参与的 亿美元收购是一大亮点。上半年 有四家诊断 工具公司上市，
市值均超过 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是致力于计算药物发现的研发工具公司（上
市后股价涨幅均超过 ），另外两家公司是专注于肿瘤学领域的诊断测试公司。

医疗器械的私有并购交易在上半年出现下滑，但上市情况与 年持平。 交易
前估值和 募资额均将打破往年纪录。上海和中国香港的公开市场持续有商业化
的阶段公司上市，股价一飞冲天，自 年三季度以来共有七次，而上半年就占
了四次。

上市是指全球范围内的上市。上市情况的统计范围是硅谷银行商业银行客户。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硅谷银行市场统计

过去三年，由风投支持的上市医疗健
康企业中， 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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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注资的
医疗健康行业的
投资情况
美国和欧洲



上半年医疗健康行业风
投基金募资额接近
年全年纪录

年上半年一系列风投基金集中募
资，几乎打破 年全年纪录，进一
步巩固了三年来医疗健康行业投资额
增加的趋势。丰厚的夹层轮投资利润
促使企业纷纷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
表现极好，推动增加的账面价值（投
入资本总值倍数）和高收益（投入资
本分红率）回到有限合伙人手中。

早期风投机构，尤其是生物制药领域
的早期风投，顺势募集的新基金规模
可观，比他们的往期基金平均增加

。为了配置这些资金，生物制药
领域的风投机构开始作为新投资者参
与传统的跨界夹层轮融资，还增加了
对现有被投公司夹层轮融资的投资
额。上市前后的强劲表现为这些较晚
期的投资创造了条件，即使这些公司
的 交易前估值较高。

多领域投资者继续将资金配置到医疗
健康行业。知名风投机构包括

、
、 、

、 、
、 和

。

美国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基金募集情况
年 年上半年

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基金募资额（亿美元）

美国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基金募资额是指由历史上投资 以上美国公司的机构在医疗健康行业投资数额的近似数值。投入资本
总值倍数（ ）是指基金投资现值加上迄今为止获得的分配与迄今为止投入资金总额的比率。投入资本分红率（ ）是指风
投基金返还给有限合伙人的资金与迄今为止投入资金总额的比率。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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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完成募资的知名风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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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增加，生物制
药和诊断 工具领域的投
资增速创纪录

医疗健康行业各领域风投投资额和交易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年上半年数字截至 年 月 日。融资数据包括美国和欧洲风投支持公司进行的私募融资。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
后续附加投资进行调整。与其他版块重叠的健康科技板块投资已从健康科技板块总数中扣除。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领域
（亿美元）

年 年 年上半年

美国 欧洲 合计 美国 欧洲 合计 美国 欧洲 合计

生物制药

健康科技

诊断/工具

医疗器械

总计

尽管金融市场波动，公司的产品开
发、临床试验及收入均因新冠疫情而
受挫， 年上半年是有史以来风投
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所获投资额最高
的半年。

大型跨界投资者参与的夹层轮融资受
到火热上市（和上市后）交易的推
动，生物制药领域的投资已然超过

年创下的纪录。

健康科技领域的交易量较 年上半
年增长 ，但略逊于 年上半年
破纪录的交易量。值得注意的是，

年一季度成为健康科技领域有史
以来投资交易量最多的季度。

诊断 工具领域的交易量比 年下半
年增长逾 ， 年二季度是自

年以来交易量最多的季度。新冠
疫情期间，该领域的公司利用自身技
术，研发新疗法和疫苗，以及新冠病
毒处理和检测，因而相应投资猛增。

医疗器械领域的交易量略少于 年
上半年。但 年一季度的交易量又
从 年四季度的两年半低点反弹回
来。尽管新冠疫情可能会影响基金募
资，但 年上半年从一季度到二季
度投资额保持稳定。

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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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投资额保持稳定，投
资量增加； 年上半
年估值稳定

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 轮投资情况
美国和欧洲

投资量

投资额
（亿美元）

企业创投投资占比

前五大适应症 轮投资（亿美元） 年上半年 轮融资最多的公司

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和企业风险投资中的首次投资以及任何不低于 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何种
投资者）。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年上半年投资额保持稳定，投资
量超过 年上半年。二季度投资比
一季度少，可能由于历史波动影响，
而非新冠疫情。

年上半年较小规模（ 万美
元） 轮融资的估值中位数下滑，以

万美元交易前估值募得 万美
元（ 年则是以 万美元交易前
估值募得 万美元）。但较大规模
（ 万美元以上）融资的估值提
高，以 万美元交易前估值募得

万美元（ 年则是以 万
美元交易前估值募得 万美元）。

神经学领域的投资量和投资额在
年上半年均大幅增加，而孤儿病 罕见
疾病领域的投资量和投资额则出现同
等规模的减少。

许多风投机构采取了两种早期策略，
一方面继续进行 轮投资，与此同
时，支持创始人创建新公司和 或他们
领导的早期科技公司。尽管我们继续
看到许多 万美元以上的 轮交
易，众多风投机构最近开始采用协作
模式，帮助学术实验室将科研项目进
行商业化转化已得到资本青睐。我们
预计，传统风投机构在 年将采用
这种模式进行更多种子轮 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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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肿瘤学

神经学

孤儿病 罕见疾病

自身免疫

抗感染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季度 季度

合计

季度 季度

合计

季度 季度



肿瘤学和神经学领域投资
增加，跨界投资者对可能
上市公司的投资增加

生物制药

该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两个分析集中均纳入了该公司。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或企业风险投资中的首次投资以及任
何不低于 万美元的首轮投资（不论何种投资者），再加上这些风投支持公司在本幻灯片所述期间内进行的所有附加股权融
资。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附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生物制药领域各大适应症交易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交易量和交易总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年上半年上市潜力公司
（前 大融资规模逾 万美元的跨界投资机构注资的公司）

年 季度 年 季度

年，生物制药领域的投资预计将破
纪录水平。这波浪潮的主要推动力量来
自 次过亿美元的融资，融资总额逾
亿美元。

对晚期公司的投资继续以肿瘤学公司为
主。抗感染领域的投资增加， 拔
得头筹，在 月份完成了夹层轮融资并
上市。抗感染领域两笔规模最大的投
资 （ 亿美元）和
（ 亿美元）均在二季度完成。神经
学领域的投资比 年上半年增长了一
倍，主要集中在主攻中枢神经系统和神
经系统疾病的公司。

“上市潜力的公司（ ）”包含 年
上半年前 大完成夹层轮融资（ 万
美元以上）且有跨界投资机构注资的公
司，反映上市趋势。 年至 年，
有 家公司被纳入 “上市潜力公司”。其
中有 家公司（占比 ）上市或被收
购。仅 年一年就有 家公司进入该
名单，其中有 家（占 ）已经上
市。

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许多风投机构对
私募跨界投资机构是否会继续投资存有
疑问。 年上半年，有 家公司进入
“上市潜力公司”榜单（一季度和二季度
各 家，其中 家上市），数量远超

年上半年。投资规模中位数为
亿美元，交易前估值为 亿美元。这
些投资表明确界投资机构仍在投资，也
向投资者传递了企业上市大势强有力的
信号。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肿瘤学

平台

神经学

孤儿病 罕见疾病

抗感染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风投机构 企业创投
晚期投资机构
跨界投资机构

跨界投资机构继续参与
夹层轮融资，新风投机
构上榜

生物制药

最活跃新投资机构是指从 年至 年上半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进行新（第一起）投资的投资机构。 年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额外投资机构参与融资的次数相同，但因为空间有限未纳入。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企业母公司

和企业风投投资合并在企业创投之下。 每笔交易平均投资额通常为 万美元，根据 年 月 日的收入计算。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生物制药领域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
交易量（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参与了 起交易
（其中两起为 轮融资）， 参
与了 起交易（其中两起为 轮融
资）。 凭借 笔交易（其
中 笔为 轮融资）重新回归生物制
药领域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的行列。

也重新上榜，该机构大多参与
轮融资。 上榜，该机构专注于
高额晚期投资。

企业创投新基和默克落榜，而勃林格
殷格翰和药明康德上榜。辉瑞在
年上半年参与了 起交易（其中 笔为
轮融资）。 向来专注 轮投资，

年参与的了 起交易（其中两起
为 轮融资）。勃林格殷格翰专注于
投资早期公司，在参与的 次 轮融资
中有 次是在 年完成，而药明康
德则在 年完成了 笔新投资中的
笔。

跨界投资机构持续活跃。 和
上榜。在 年最活跃的 家

跨界投资机构中， 在 年上半年
完成的交易最多。 、富达、

和 今年不甚活跃，而
、

、 和
则加快了投资的脚步。

最活跃的跨界投资机构名单年底可能
会有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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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参与大规模高
估值融资， 年企业

数超往年

生物制药

公司在 年至 年有多笔交易， 上的资前估值和投后估值数据符合进入本幻灯片公司名单的标准，仅
显示最近的交易。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 年上半年的融资截至 年 月 日，公开市场数
据截至 年 月 日。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亿美元以上私有生物制药公司投后估值
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肿瘤学

平台公司

本名单包含 年以来估值最高的私
有生物制药公司，公开披露的投后估
值均超过 亿美元。

名单中，肿瘤学和平台公司占大部分
（ ），也是 年以来上市的主
力（ ）。

这些公司的融资规模中位数为 亿
美元，交易前估值为 亿美元。从
风险融资到夹层轮融资的估值增长中
位数为 倍， 和 的
轮融资上榜。募资总额中位数为
亿美元，与 年上市的公司在上市
前完成的私募融资中位数（ 亿美
元）相当。

这些公司中有四家在 年上半年上
市（ 已在三季度上市），而

在 年上市前夕被 收
购，首期付款 亿美元，里程碑付
款额为 亿美元。 、 、

和 完成上市时交易前估
值中位数表现平平，但上市后表现出
色，在上半年结束时股价平均上涨

。对比之下， 年至 年名
单中的高估值公司，上市后的股价在

年平均下跌 。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美元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抗感染

自身免疫

孤儿病 罕见疾病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公司上市

公司被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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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投资增加，对精神健
康与医疗教育领域的投
资回升

健康科技 轮投资情况
美国和欧洲

投资量

投资额
（亿美元）

企业创投投资占比

前五大子领域 轮投资（亿美元） 年上半年 轮融资最多的公司

这些公司与医疗器械和诊断 工具等其他领域重叠，两组分析中均包含这些公司。 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或企业风投
机构的第一起投资以及任何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投资者）。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的日期视追加
投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资料来源： 、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健康科技

年上半年，在辅助医疗保健、精
神健康与医疗教育和临床试验赋能子
领域投资的推动下，健康科技 轮投
资量增加 ，投资总额增加 。

临床试验赋能子领域出现了健康科技
规模最大的 轮融资

（逾 亿美元）。总体而
言， 年上半年，临床试验赋能
轮投资额同比增长 倍。

年上半年，精神健康与医疗教育
子领域的投资同比增长逾 倍，交易主
要集中在对健康和精神健康公司的投
资（ 起交易中有 起该领域投
资），约占投资总额的 。

辅助医疗保健子领域的投资量（
和 等公司）超过了其他子领
域，但投资额比 年上半年减少

。尽管辅助医疗保健的平均投资
规模减少了 ，投资规模中位数保
持不变，约为 万美元。

从 年上半年到 年上半年，
轮投资规模中位数保持不变（ 万
美元），而交易前估值增长 （从

万美元增长到 万美元）。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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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医疗保健

医疗机构运营

精神健康与医疗教育

临床试验赋能

医疗导航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季度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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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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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量增加，投资额保
持稳定， 辅助医疗保健
领域的投资最多

这些公司与医疗器械和诊断 工具等其他领域重叠，两组分析中均包含这些公司。 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或企业风投机构的第
一起投资以及任何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投资者），以及有风投支持公司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进行的所有额外股
权融资。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日期视后续附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 、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健康科技各子领域交易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交易量和交易总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年上半年交易

亿以上 亿至 亿 万至 万

健康科技

与 年上半年相比，健康科技投资
额在 年上半年趋于稳定，投资量
增加 。这巩固了健康科技在医疗
健康行业第二大募资领域（位居生物
制药板块之后）和 年上半年交易
量第一大领域的地位。

辅助医疗保健的投资量和投资额在
年上半年继续领先，投资总额比

位居第二的医疗机构运营领域高出
亿美元。 年上半年，辅助医疗保
健有 次过亿美元的投资，这些公司
既有提供虚拟初级医疗保健的公司
（ 、 、 和 ），也有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公司
（ ）。新冠疫情造成的监
管转变也增加了对辅助医疗保健公司
的需求，促进了这些公司的持续增
长。

年上半年的其他 次过亿美元投
资均发生在临床试验赋能子领域
（ 、 、

和 ）。

（辅助医疗保健公
司） 年 月 日完成的 亿美
元融资和 （保险公司） 年
月 日完成的 亿美元融资均发生
在本报告数据收集日之后，因此未计
入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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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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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赋能

医疗健康导航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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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机构 企业创投
晚期投资机构
跨界投资机构

活跃投资机构依然关注
晚期轮交易

最活跃新投资者是指从 年至 年上半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进行新（首次）投资的投资者。 附加投资者的投资数量相
同，但因为空间有限未计算在内。 年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年 月 日。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附加投资进行调整。
企业母公司和企业风投基金合并为企业创投。
资料来源： 、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健康科技领域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
交易量（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健康科技

在最活跃的风投机构中，
主要进行 轮投资。 、

、 、
、 、 、 和

既进行了 轮投资，也进行了晚期
阶段的投资，其余的风投机构则主要进
行晚期投资。

健康科技领域的其他知名风投机构包括
、 、 、
、 和 。

和
首次出现

在这份名单上。这两家是医院系统投资
基金对医疗机构运营子领域进行投资的
实例。

总体而言，本名单上的企业创投倾向于
投资辅助医疗保健子领域以及参与 亿
美元以上的融资交易。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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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子领域里共有
家公司估值超过 亿
美元

这些公司与诊断 工具领域重叠，两组分析中均包含这些公司。仅包括 报告的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投后估值。融资的日
期视后续追加投资可能会进行调整。 年上半年融资和市值数据截至 年 月 日，公开市场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亿美元以上私有健康科技公司的投后估值
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医疗机构运营

辅助医疗保健

本名单包括过去 个月估值最高的私
有公司，公开披露的投后估值均超过
亿美元。

家公司的投后估值超过 亿美元。
医疗机构运营公司 的估值高居
首位，达到 亿美元，融资额为 亿美
元。

年上半年，没有投后估值超过
亿美元的融资。 （投后估
值为 亿美元）和 （投后估值
为 亿美元）是估值最高的公司。
两家公司主要为心理健康患者提供辅
助医疗保健服务。这两家公司分别以
原估值的 倍和 倍完成了 轮融资，
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投资者认为该
适应症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于 年上半年上市，
这家公司既属于诊断 工具领域，也属
于健康科技临床试验赋能领域。这是
从事药物发现的临床试验赋能公司首
次上市，为该子领域里同类公司的上
市开辟了先河。

已于 年三季度上市。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临床试验赋能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公司上市

医疗健康导航 用药管理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保险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健康科技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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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分析公司专注于肿
瘤医治，工具公司助力应
对新冠疫情

诊断 工具 轮投资
美国和欧洲

投资量

投资额
（亿美元）

企业创投投资占比

各子领域 轮投资（亿美元） 年上半年 轮融资最多的公司

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板块重叠，两组分析均包含了这些公司。 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或企业风投机构的第一起投资以及
任何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投资者）。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的日期视后续追加投资可能会有所
变化。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诊断 工具

诊断 工具 轮投资额保持稳定，但投
资量比 年上半年略有下降。企业
投资大幅减少。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投
资量相差无几（分别为 次和
次），但三笔规模最大的投资
（ 、

和 ）均发生在一季
度，投资总额为 亿美元。 年
上半年对诊断测试公司的投资额同比
下滑 ，而对诊断分析公司的投资
增加 。

对研发工具公司的投资量几乎占 轮
投资总量的一半（ ）。众多研发
工具公司，包括 、 、

和 ，均在利用其技术
帮助应对新冠疫情。

年上半年， 家诊断分析公司的
投资中，有 笔投资于专门从事肿瘤诊
断分析的公司（ 、

、 、
和 ），表明人工智能在
肿瘤治疗领域的应用依然令投资者十
分感兴趣。肿瘤液体活检空间诊断测
试公司（ 和 ）和
传染性疾病诊断测试公司均获得了投
资，其中有两家公司（ 和

）与新冠病毒项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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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接近三年新高，新
一轮融资帮助应对新冠
疫情

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板块重叠，两组分析均包含这些公司。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或企业风投机构的第一起投资以及任何大于
等于 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投资者），以及这些有风投支持的公司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进行的所有额外股权融资。上半年
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诊断 工具各子领域投资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交易量和交易总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年上半年与新冠疫情相关投资

研发工具 诊断分析 诊断测试

诊断 工具

随着多家公司完成了过亿美元融资，
年上半年，在诊断 工具领域的

投资总量为过去三年以来最多，增幅
巨大。有三家诊断测试公司的融资规
模最大，它们分别是 （ 亿美
元）、 （ 亿美元）和

（ 亿美元）。 专注于
早期癌症检测的液体活检，现已融资
多亿美元。即时数字诊断平台

已融资 亿多美元。另外两
个子领域， 亿美元以上的投资总共有
起，分别是诊断分析公司

（ 亿美元）、
（ 亿美元）和 （ 亿美

元）以及研发工具公司
（ 亿美元）和
（ 亿美元）。

年上半年完成融资的诊断 工具
公司（共融资 亿美元）中，超过三
分之一的公司在本次疫情期间利用其
技术研发新疗法和疫苗，以及新冠病
毒处理和测试方面提供帮助。

这些公司与主要学术机构和大型生命
科学公司进行了 多项合作，开展与
新冠病毒有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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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机构 企业创投
晚期投资机构
跨界投资机构

企业投资减少；早期风
投机构投资活动增加

最活跃新投资者是指从 年至 年上半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进行新（首次）投资的投资者。 附加投资者的投资量相同，但
因为空间有限未计算在内。 年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年 月 日。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附加投资进行调整。企业母公司
和企业风投基金合并为企业创投。 每笔交易平均投资额通常为 万美元，根据 年 月 日的收入计算。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诊断 工具最活跃新投资机构
投资量（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诊断 工具

和 是 年以来最大
的风险投资机构。 年，

参与了 次 万美元以
上的晚期公司融资，涉及 个子领
域。 参与了研发工具和诊断分析
领域的一次 轮融资和两次晚期融
资。中国公司凯风创投是名单中的新
面孔，其参与了两起新研发工具公司
的融资（一次是 轮融资），两次投
资规模均不超过 万美元。近期，

和
成为活跃的早期投资机构。

企业投资减少。多家过去几年里活跃
的企业创投在 年上半年没有投
资动作。 年仅有 和

这两家企业创投进行了 轮投
资。

年上半年， 和
是投资量最多的跨界投资机构。

参与了诊断分析领域的一次
轮融资和一次夹层轮融资，

则参与了研发工具领域的
两次夹层轮融资。 和 参
与了 的夹层轮融资。

对两家新的英国研发工具公
司进行了投资。 年未
投资诊断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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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值公司追加融资，
并瞄准公开市场

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板块重叠，两组分析均包含了这些公司。 公司在 年至 年有多次融资， 上
的交易前估值和投后估值数据达到进入本幻灯片公司名单的标准，仅显示最近的交易。融资的日期视后续追加投资
可能会进行调整。 年上半年的融资截至 年 月 日，公开市场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亿美元以上诊断 工具私有公司投后估值
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诊断 工具

本名单包括 年以来估值最高的私
有公司，公开披露的投后估值均在

亿美元以上。

这些投资的夹层轮投资前估值中位数
为 亿美元，估值提高倍数中位数
为 倍。 的估值提高倍数
最大，为 倍。 、

、 和 完成了估
值不变的追加融资， 年上半年，

和 都在二级市场进行
了交易。除 完成了估值不变的
融资外， （估值提高 倍）和

（估值提高 倍）也在 年
上半年完成了融资。

本名单上有三家公司上市（
在 年上市；

和 在 年上半年上市）。
上市时股价暴涨，截至

年上半年，股价涨幅达 ，
市值达 亿美元。本名单上 年上
市的公司股价表现不一。
上市时股价暴涨，截至 年上半
年，股价上涨了 ，市值达到
亿美元。而 自上市以来股价
却经历了下跌，在 年上半年结束
时下跌 ，市值低于夹层轮融资投
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研发工具

公司上市

诊断分析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诊断测试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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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投资额和投资量下
滑，无创监测和神经学
子领域的投资呈现增长
趋势

医疗器械 轮投资
美国和欧洲

投资量

投资额
（亿美元）

企业创投投资比例

各适应症 轮投资（亿美元） 年上半年 轮融资最多的公司

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板块重叠，两组分析均包含了这些公司。 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或企业风投机构的第一起投
资以及任何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投资者）。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的日期视后续追加投
资可能会有所变化。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领域 轮投资额比 年上
半年减少 ，投资量与过去三年相
比保持稳定。我们观察到 轮投资规
模中位数继续面临下行压力， 年
和 年上半年均达到 万美元
（ 年为 万美元）。

无创监测和神经学继续吸引 轮投
资。无创监测公司重点监测生命体
征，以及对肾脏、血糖指数和心血管
适应症进行监测。神经学公司融资额
与 年上半年相比翻了两番，

在 月初完成的 万美元
融资十分亮眼。神经学投资主要集中
在神经调节和神经刺激技术。与
年上半年相比，影像子领域 轮投资
量和投资额出现下滑，但后期融资继
续推动该子领域的增长。心血管和整
形外科适应症的投资也减少。

北加利福尼亚是医疗器械 轮融资最
多的地区，有 家公司完成了 轮融
资，融资规模达 万美元，与
年上半年持平。马萨诸塞州在 年
是新医疗器械公司入驻的热点地区，
但 轮融资从 年上半年的 次减少
至 年上半年的 次。同样，明尼
苏达州的融资从 年上半年的 次
减少至 年上半年的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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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无创监测

神经学

影像

外科手术

整形外科

心血管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季度 季度

合计

季度 季度

合计

季度 季度



影像和无创监测投资额
增加，融资以抗击新冠
病毒

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机构或企业风投机构的第一起投资以及任何大于等于 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投资者），以及这些有
风投支持公司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进行的所有额外股权融资。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月 日。融资的日期视后续追加投资可能会
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医疗器械各适应症投资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交易量和交易总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医疗器械

投资量和投资额双双增加，对风险投
资会受到临床试验推迟和新冠疫情导
致收入下降的担忧随之消退。之前获
得 轮投资最多的影像和无创监测公
司成为晚期融资的主力军，占该子领
域融资总额的 。

年上半年数字超过 年上半
年，新冠疫情并未如预期对融资带来
重大不利影响。期间有 次过亿美元融
资，分别是无创监测器械公司

（ 亿美元） 、肾脏医疗器
械公司 （ 亿美元）
和肿瘤医疗器械公司

（ 亿美元）。

影像、无创监测和呼吸系统医疗器械
公司是通过融资抗击新冠病毒或相关
疾病的主力军。新冠疫情相关公司融
资中位数（ 万美元）是其他融资
（ 万美元）的 倍。影像器械公
司（ 和 ） 年为
超声成像器械和 光扫描器械融资。
无创监测公司（ 和

）在尽可能减少患
者接触的同时，提供解决方案以监测
新冠肺炎症状。呼吸系统器械公司

（ 万美元）和
（ 万美元）分别提供单用

途呼吸机和肺功能衰竭治疗。

年上半年与新冠疫情相关投资

呼吸系统 影像 无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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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影像

心血管

无创监测

心血管

整形外科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年上半年



风投机构 企业创投
晚期投资机构
跨界投资机构

风投机构主要进行 轮
投资，跨界投资机构则
是晚期投资的主力

最活跃新投资者是指从 年至 年上半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进行新（第一起）投资的投资者。 额外投资机构参与融资
的次数相同，但因为空间有限未纳入。 年上半年融资数据截至 年 月 。融资的日期视后续追加投资可能会有所变
化。企业母公司和企业风投基金合并在企业创投之下。
资料来源： 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医疗器械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
投资量（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医疗器械

是 年以来最活跃
的新投资机构，主要投资影像、泌尿
妇科和眼科领域的晚期 商业化公司，
这些公司大多位于旧金山湾区。自

年以来， 的
投资活动越来越活跃，主要投资神经
学（ 年上半年参与了
的 万美元 轮融资） 和心血管领
域的公司。

鸿海科技集团（合约制造商）和
（北卡罗来纳大学医

院系统）进入最活跃企业创投名单。
年上半年，鸿海参与了两家公司

的融资（肿瘤器械和影像器械领
域）， 则参与了一家公司的融资
（心血管器械领域）。

仍是晚期跨界投资机构中的
领头羊，自 年 月以来，共投资
了三家公司（ 、 和

）。 在 年上半年
进行了两次投资：分别是呼吸系统器
械公司 的 轮融资和组
织再生器械公司 的晚期融
资。 继续投资 创新
中心孵化出的公司， 年投资了

（ 年投资了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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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领域上市后备
力量充足，但估值受到
新冠疫情影响

只包括 报告的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投后估值。融资的日期视后续追加投资可能会有所变化。 年上半年融资
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医疗器械

亿美元以上医疗器械私有公司投后估值
美国和欧洲， 年上半年

、 和 的上市
后表现表明，除了并购交易，医疗器
械公司还能通过上市创造巨大的价
值。高估值晚期私募融资的增加表
明，投资者对企业上市信心十足。

年上半年， 和 分
别完成了大型对冲基金参与的夹层轮
融资。 在 年完成了
私募融资，这是唯一一家公开披露的
私募融资过 亿美元的医疗器械公
司。本名单上的大部分公司，融资总
额均超过 亿美元。但
（ 万美元）、
（ 万美元）和
（ 万美元）融资规模均未超过
亿美元。

收入减少或受影响令许多晚期阶段的
公司打消了上市的想法；相反，这些
公司募得额外的私募资金，其中许多
公司都是以较低的估值进行融资。

年上半年，投后估值不低于
万美元的公司的估值提高倍数降至
倍（ 年为 倍）。可能是新冠疫
情期间无法预测收入，导致许多公司
牺牲估值以续命。然而，近期传闻有
证据表明，急诊和选择性手术器械公
司的营收增速高于预期。

肾脏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神经学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呼吸系统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眼科

外科手术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胃肠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影像

年 月 日
亿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平台

年 月 日
万融资

亿投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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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注资的医疗健
康公司的退出情况
全球



并购和 最多的前五大适应症

公开市场的抢眼表现鼓
励企业纷纷上市

生物制药

各年度生物制药私有市场并购交易和

各年度退出交易额（亿美元）

并购交易是指首付付款达到 万美元的全球有风投支持的私有公司并购交易。 是指总融资额达到 万
美元的全球有风投支持的私有公司 。 市值用于估计上市公司的价值。公开市场表现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年 年上半年

尽管人们担忧新冠疫情会导致公开
市场停市，但企业仍在继续上市，上
市后的表现仍然坚挺，跨界投资机构
和风投机构深受鼓舞，继续参与大型
夹层轮融资，并上市退出。 年上
市的公司从最后一轮私募融资到上市
的时间中位数为 个月，有 家公司不
到 个月就上市。 年过半，上市
企业数量已经接近 年全年水平。
由于 交易前估值远超私有市场并
购估值中位数，私有市场并购活动继
续减少。

医疗健康行业继续保持两年半来史
无前例的退出趋势，退出交易额已经
接近 年水平。由于 估值达到
创纪录水平， 年上半年上市的公
司总市值（ 亿美元）远超 年
上半年（ 亿美元）。

年上半年 肿瘤领域有 家公
司上市， 年上半年有 家。同
时，今年上半年上市的平台领域公司
从去年同期的 家增至 家。其他领域
的上市公司同比减少，如神经学领域
（从 家减少至 家）和孤儿病 罕见疾
病领域（从 家减少至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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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市场并购

年上半年

私有市场并购里程碑付款

私有市场并购首付款

市值

私有市场并购

肿瘤学

孤儿病 罕见疾病

平台

神经学

抗感染年上半年



首笔付款

交易总额

持有时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私有市场并购减少，
但投资倍数坚挺

生物制药

各阶段私有生物制药并购（亿美元）

可观的 交易前估值吸引早期公司
寻求上市而非私有市场并购。临床前
期 临床 期的上市公司占 年上半
年该领域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
（ ）， 交易前估值是历史私
有市场并购首付款的两倍。

过去的三年半里，私有市场并购的对
象通常是早期公司（ 是临床前 临
床 期公司），交易金额较少（
万美元），退出迅速（从完成 轮融
资至退出为 年）。 家临床前期
临床 期公司并购交易中，首笔付款交
易额为 亿美元，已投资本与首笔
付款倍数高达 倍，含里程碑付款的
潜在交易总额与首笔付款倍数为 倍
（均为中位数）。

年上半年有 笔私有市场并购交
易。其中 家公司为神经疾病领域的临
床 期公司，完成 轮融资后不到三年
半时间被收购，融资额不到 万美
元，首笔付款倍数为 倍，含里程碑付
款总交易额与首笔付款的倍数为 倍
（均为平均值）。心血管疾病领域的
临床 期公司 融资额为
万美元（还有未披露的可转债），以

亿美元首笔付款被收购，潜在里
程碑付款额高达 亿美元。

首付款交易额和总交易额均为中位数， 年上半年的除外，由于样品规模小， 年上半年的首笔付款交
易额和总交易额按平均值计算。 持有时间均为中位数。并购交易是指首付付款达到 万美元的全球有风投
支持的私有公司并购交易。阶段是指发布并购声明之前完成的最后一次临床试验。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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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

临床前期 临床 期 临床 期 临床 期 美国商业化



交易前估值和 融
资额增加，上市后股价
暴涨

生物制药

年上半年前四大适应症

交易前估值（亿美元）

中位数数据每年报告。 是指总融资额达到 万美元的全球有风投支持的私有公司 。阶段是指 时启动的临床
试验。公开市场表现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总融资额（亿美元）

各年度有风投支持的生物制药公司

适应症 交易量

早期阶段
（临床前期
临床 期试验阶
段）公司占比

从风投融资到
夹层轮融资估值
中位数升值倍数

从夹层融资到
交易前

估值中位数升值
倍数

肿瘤学

平台

孤儿病 罕见疾病

神经学

交易前估值中位数连续三年保持上
涨态势， 年上半年比 年增长

。 融资额也暴增，是自 年
以来任何一年的 倍。临床前期 临床 期
公司数量在 年下半年减少，仅

占该领域总数的 （ ），但在肿
瘤和平台公司 的推动下， 年上
半年该占比又回升至 （ ）。
前四大适应症的 中，从夹层融资到
交易前估值升值为 倍至 倍，但

肿瘤适应症除外，该适应症的 最
多，但从夹层融资估值到 交易前估
值的中位数没有变化。

年上市的生物制药公司表现强劲，
股价平均涨幅达到 （中位数是

）。前 大跨界投资机构参与夹层
融资的公司是 年上半年上市的主力
军（ ）。上市后，这些公司的股
价涨幅比只有风投机构入股的上市公司
高 。这个转变的原因之一是前 大
跨界投资机构买入并持有这些公司较大
比例股份，从而推动股价上涨。这为
交易创造出稀缺价值，以较高的价

格引起了其余投资者的兴趣，导致股价
在上市后大幅上涨。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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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 年 年 年 年上半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上半年

超过 亿美元、有风投支持的生物制药公司并购和 市值

生物制药

私有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笔付款达到 万美元、总交易额达 亿美元的风投支持私有公司并购交易。上市公司
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 年至 年上半年上市、有风投支持公司过 亿美元并购总交易额的交易。 是指总融资额
达 万美元的全球有风投支持的私有公司 。公开市场表现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各年度超过 亿美元并购交易： 起私有公司并购 起上市公司并购
私有公司并购 上市公司并购

各年度超过 亿美元的 ： 家公司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辅助医疗保健公司
股价飞涨

各年度健康科技公司私有公司并购和 数量

各年度退出交易额（亿美元）

该公司与诊断 工具版块重叠，两组分析均包含了该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没有首笔付款限制的所有风投支持的私有
公司并购交易。 是指全球范围内融资额达 万美元的所有风投支持私有公司的 。 市值用于估计上市公司的
价值。公开市场表现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发行价
（日期）

年
月 日
股价

涨跌幅
年 月

日市值
（亿美元）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健康科技

尽管并购交易量比 多 倍，
年上半年上市的两家健康科技公

司的 市值占总退出交易额的
。

年上半年，有 次公开披露的
过千万美元私有公司并购：沃尔玛以
大约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用药管理）， 以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 （医疗机
构运营）， 以 万美元的价
格收购 （用药管理）。

以 难以置信的股价表现（上
涨 ）为代表， 年以来上市
的 家健康科技公司上市后的股价连
续上涨（平均涨幅： ；涨幅中位
数： ）。

平安好医生（初级医疗保健）、
（糖尿病）和 （初

级医疗保健）等非医院机构提供辅助
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司，在健康科技领
域里的上市后表现十分出色（平均涨
幅 ）。同属该领域的 和

已提交了上市申请。

医疗健康导航公司 在三季度
初上市。该公司的发行价为每股 美
元，按 亿美元估值获得 亿美元
融资。

年 年上半年

前 大 （ 亿美元以上市值）

9

29

36

5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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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市场并购交易

市值

私有市场并购交易

年
上半年

年
上半年

http://www.spd-svbank.com/cn/reportSummary/healthtech-report-2019.html?newId=2019H&pid=pc


持有时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医疗机构运营并购最
多，战略投资者数量
超过财务投资者

健康科技各子领域私有公司并购
美国和欧洲， 年 年上半年

所示数值为中位数。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没有首付款限制的所有风投支持的私人公司并购交易。
资料来源： 、新闻稿、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健康科技

医疗机构运营一直是健康科技板块私
有公司并购最多的子领域，占 年
以来并购交易的 （ ），占

年上半年并购交易的
（ ）。自 年以来，该子领域
共有 起过亿美元私有公司并购交
易，包括三次超过 亿美元的退出：

年 收购
（ 亿美元）， 年
收购 （ 亿美

元）， 年罗氏收购
（ 亿美元）。

与纯粹的财务投资者相比，战略投资
者继续以两倍的速度收购风投支持的
健康科技公司。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年上半年

医疗机构运营

辅助医疗保健

用药管理

临床试验赋能

精神健康与医疗教育

医疗健康导航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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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和上市后的股价暴
涨推动 年诊断 工
具退出

各年度诊断 工具私有市场并购交易和

各年度退出交易额（亿美元）

该公司与健康科技板块重叠，两组分析均包含了该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笔付款达 万美元的所有风投
支持的私有公司并购交易。 是指全球范围内融资额达 万美元的所有风投支持私有公司的 。 市值用于
估计上市公司的价值。公开市场表现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年上半年上市后表现

诊断 工具

发行价
（日期）

年
月 日
股价

涨跌幅
年 月

日市值
（亿美元）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诊断 工具的并购和 接近 年全
年水平。 凸显了该子领域的高回
报（ 起 中， 起为中国公司的

），私有公司并购仍停留在小规
模交易层面。 年二季度末出现了
一起标志性并购交易， 以 亿
美元的价格（首付款为 亿美元）
收购了 。

市值推高大部分交易额（ 亿美
元总交易额中的 亿美元），计算药
物发现领域的两家研发工具公司是其
中的主力军。 以 亿美元市值
上市，上市后表现出色（上涨

）， 年上半年末市值为
亿美元。相较之下， 的

市值较低，为 亿美元，但上市
后股价表现更好（上涨 ），

年上半年末市值增至 亿美元。

肿瘤检测领域的商用诊断测试公司燃
石医学和 上市后表现不一。
两者 相差约一周时间，市值接近
（ 亿美元和 亿美元）。燃石医学
上市后股价上涨 ，而 上
市后股价则下跌 。这一差别可能
是由于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机构和跨
界投资机构采取的持股策略不同。
月中旬，产前基因检测公司
以 亿美元的市值上市，但在接下
来的两周里市值跌幅为 。

8

5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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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市场并购

年
上半年

私有市场并购里程碑付款

私有市场并购首付款

市值

年
上半年



首笔付款

交易总额

持有时间 年 年 年 年 年

的 亿美元并
购成为诊断 工具领域的
标志性交易

诊断 工具子领域私有公司并购情况（亿美元）

所示数值为中位数。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笔付款达 万美元的所有风投支持私有公司并购交易。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诊断 工具

私有公司并购收益率继续落后，尤其
是与过去两年的 表现相比。 月下
旬，诊断 工具子领域有三起规模较小
的私有公司现金并购交易，
被 以 亿美元首笔付款（总
交易额 亿美元）收购，该公司最近
提交了上市申请，预计融资 亿美元。
继研发工具公司 和
以及健康科技公司 之
后， 是 在过去两年里
收购的第四家有风投支持的公司。

最近一次披露投后估值是在
年完成 万美元 轮融资后，

为 亿美元。

另外三起收购都是商业化阶段的全现
金交易（无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
在 万美元至 亿美元之间。其
中两个收购标的是研发工具公司
（ 和 ），第三个
收购标的是诊断分析公司

。这三起交易的融资额均不
超过 万美元。我们持续监控大型
科技公司收购诊断分析和诊断测试公
司的偏好，但尚未看到任何对有风投
支持公司的收购交易。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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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并购疲软，商业化阶段
的公司上市成为医疗器
械投资回报的主要来源

各年度医疗器械私有公司并购交易和

各年度退出交易（亿美元）

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笔付款达 万美元的所有风投支持的私有公司并购交易。 是指全球范围内募资额
达到 万美元的所有风投支持私有公司的 。 市值用于估计上市公司的价值。公开市场表现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年上半年上市后表现

医疗器械

与 年上半年相比，并购交易减
少，但接近 年上半年水平。通常
会在下半年看到更多并购交易。医疗
器械公司 接近 年全年水平。
全部四次 均发生在 年二季
度，包括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和沛嘉医疗有限公司
（香港）进行的市值超过 亿美元的
非美国并购交易。

交易额在 年创下纪录后，又回
到中位数水平。 年上半年的大部
分交易额（ ）来自 市值。

年上半年医疗器械 交易前
估值（中位数： 亿美元）是
年创纪录水平的两倍多， 募资额
（中位数： 亿美元）也超过历史
水平。这些公司从夹层融资到 的
估值升值 倍，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在
上市后升值超过 。

年以来， 家上市公司（去掉
次公开市场并购交易）的股价均有持
续大幅上涨（平均涨幅： ；涨幅
中位数： ）。另外， 年和

年上市的公司总市值增长了
倍。

发行价
（日期）

年
月 日
股价

涨跌幅
年 月

日市值
（亿美元）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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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市场并购里程碑交易额

私有市场并购首笔付款

市值

年
上半年

私有市场并购

年
上半年



首笔付款

交易总额

持有时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并购首笔付款交易额下
滑至六年来最低水平

各阶段医疗器械私有公司并购（亿美元）

所示数值为中位数。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笔付款达 万美元的所有风投支持的私有公司并购交易。 标
志是指通过 认证，但尚未得到 批文。在美国投入商用是指获得 批文，不论是否通过 认证。
资料来源： 、新闻稿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医疗器械

并购交易规模仍处在下行轨道上，与
年相比，首笔付款交易额中位数

下滑 ，总交易额下滑 。只有
两起交易的首笔付款额超过 亿美元。
由于 起收购中有 起是在美国商业化
轮融资完成之前进行，持有时间低于
历史水平。上市前审批阶段和
审查阶段的公司各占这些交易的一
半。

过去四年里，整形外科器械和心血管
器械子领域是私有市场并购的主角，
各有 起交易。但自 年以来，医
疗器械并购以手术器械（ ）、整形外
科器械（ ）和呼吸系统器械（ ）领
域居多。 年 月以来，没有发生
对有风投支持的心血管器械公司的并
购。

新冠疫情期间，大型收购机构的偏好
各有不同：要么将此视为买入的机
会，并进行了多轮收购谈判，要么在
股价下跌时重新部署，保持专注。尽
管 至 年间，美敦力一直比较
沉寂，但自 年以来，其收购了
家风投支持的公司（其中 起发生在

年上半年），是这段时间最活跃
的收购者。自 年疯狂收购 家公
司以来，波士顿科学只进行了一起风
投收购（ 年 月收购 ）。

重新将目光转向风投
注资的医疗器械公司，在 年上半
年收购了一家耳鼻喉科器械公司
（ 年和 年收购了两家整形外
科器械公司）。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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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获得批准 标志 美国商业化



年下半年医疗健康行业展望：

有风投支持的各医疗健康行业领域预测

年下半年，美国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募资总额将不如上半年，但全年募资总额仍会达到创纪录
的 亿美元。

企业创投数据将低于 年上半年，但在大型跨界投资机构参与的夹层融资推动下，生物制药和
诊断 工具两个领域可能创下投资纪录。对医疗器械领域的投资将保持稳定，投资总额将不低于
亿美元。对健康科技的投资将超往年，巩固其在生物制药之后作为医疗健康行业第二大领域的地
位。

各领域全年的 轮投资量和投资额将保持稳定，但由于大部分投资机构对晚期阶段公司持有兴趣，
医疗器械领域投资可能会减少。

生物制药公司将不受外界重大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继续上市。但我们预测， 年下半年的
数量会减少，到年末可能会有 至 家有风投支持的公司上市。诊断 工具和医疗器械领域将各有
家公司在上海和中国香港的交易所上市。我们认为， 年下半年医疗器械领域的并购将增

加。

公开市场感兴趣的健康科技公司主要集中在辅助医疗保健和药物发现平台子领域，这两个领域将
继续受益于对新冠疫情的抗击。预计今年全年，健康科技领域将有 到 次 （ 年有 次）。

年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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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注：更多了解硅谷银行对于“健康科技”的定义，请参阅《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交易说明

结构化交易 绩效薪酬收购，其中一部分交易价值在交易完成时支付，还有一
部分交易价值是根据必须实现的里程碑支付。

打包交易 在交易完成时全额付清交易价值的收购。

首笔付款 结构化交易完成时支付的首笔收购款；不包括里程碑付款。

里程碑付款 实现预先设定好的里程碑后支付的收购款。

交易总价值 收购的全部价值，包括任何待赚里程碑付款。

持有时间 一家公司完成第一轮融资到退出的时间。

递升 上一轮融资的投后价值与下一轮融资的投前价值之间的估值变化。

企业创投

企业创投 对风投支持的公司进行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母公
司。

轮投资

轮投资 所有第一轮机构或企业风险投资，以及所有不低于 万
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何种投资者）。

生物制药板块前 名跨界投资者

生物制药板块前 名跨界投资者是指以上市为目的对未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
的投资者。前 名跨界投资者包括 、 、

、 、 、
、 （等等）、 、 、
、 、 、 、 和

。

医疗器械法规定义

未获批 未获得监管许可或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

仅有 标志 通过 认证但尚未取得 批文的医疗器械公司。 标志是欧盟标志，
通过 认证通常比取得 批文难度更小、用时更短。

医疗器械 划分的一个医疗器械类别，通常无需临床试验即可获得上市许
可。

医疗器械 划分的一个医疗器械类别，通常需要经过临床试验
方可获得上市批准。

上市前批准医疗器械 划分的一个医疗器械类别，通常需要经过关键临床试
验收集、安全和有效性数据后方可获得上市批准。

在美国投入商用 取得 批文或许可的医疗器械公司，通常处于商业化阶段

适应症定义

神经学适应症公司 专注研究中枢神经系统、疼痛和心理学，以及神经植入物的
技术。

无创监测 通过传感器和其他技术收集医疗数据。

诊断测试 专有的是 否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帮助确定治疗方法的可执行的数据分析。

研发工具 为生物制药公司和学术界使用的研究设备 服务。

健康科技领域定义

医疗机构运营 为提高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 患者互动效率和准确
性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

辅助医疗保健 在医院或私人诊所之外提供初级或特种医疗保健服务的公
司。

临床试验赋能（ ） 为加快药物发现和临床试验数字化开发解决方案的
公司。

医疗导航 根据用户需求引导用户找到相关医疗机构和 或缴保人的公司。

用药管理 协助用户查看处方和按处方用药的公司。

精神健康与医疗教育 将健康生活方式和医疗最佳实践告知用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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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硅谷银行董事总经理

先生致力于与医疗健康领
域的风投机构和多次创业的企业家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他还负责为 建立
部分合作关系，并就 资产分配以及直接
投资提供相关咨询。

他曾多次在主流投资机构机构和行业会议
上发表医疗健康风投趋势的演讲，并与医
疗健康领域公司及风投机构密切合作，积
累了 年以上的丰富银行经验。

拥有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商业管理
学士学位，以及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博士
学位。

硅谷银行业务经理

女士负责对硅谷银行服
务的全球创新经济进行数据驱动分析，为
探索风投生态圈投资、基金募集和退出动
态的全球研究工作提供支持。

加入硅谷银行之前，她曾致力于基础和临
床交叉研究，研究阿片类药物对新生儿神
经发育的影响，以改进治疗策略。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学
院，获得神经学学士学位。

博士
硅谷银行副总裁

先生综合利用硅谷银行专有数
据、硅谷银行在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以及
医疗健康行业知识建立全球战略关系，发
表一系列意见领袖文章。

加入硅谷银行之前， 先生联合创办了
初级医疗保健公司 ，他还
曾是 （前身为斯坦福研究
院） 创业团队的一员。

拥有亚利桑那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生物物理学的
博士后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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