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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融资再创新纪录
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基金募资：在估值大幅提升、并购交易与IPO加速的推动下，2021年风投基金
募资额创下新高。医疗健康行业（生物制药、健康科技、诊断/工具和医疗器械领域）新募集资
金额几乎是2020年纪录的两倍，由此形成庞大的资金池，在未来几年专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

投资：2021年，医疗健康行业总投资额逾860亿美元，较2020全年高出30%。其中，第一和第二
季度连续创下新纪录，进入第三和第四季度后，投资步伐放缓。以上四个领域的风投投资均刷新
纪录，健康科技领域表现格外亮眼，投资额较2020年增加了157%。

生物制药：2021年，生物制药领域里，平台、神经病学和抗感染等适应症的种子轮/A轮融资交
易有所增加，而孤儿症/罕见疾病适应症的融资持续放缓。总体而言，生物制药领域的投资额创
下新纪录，但在2021年下半年有所下滑，因为跨界投资机构放缓了私募股权市场投资，并关注公
开市场。

健康科技：健康科技领域里，早期和晚期公司的融资创下纪录，其中，辅助医疗保健和医疗机构
运营子领域获注资最多。估值超10亿美元的融资呈现爆炸式增长，诞生了42家独角兽企业，超过
2020年总数的4倍多。

诊断/工具：尽管诊断/工具领域的总融资额创造了新纪录，但种子轮/A轮融资额落后于医疗健康
行业的其他领域。过亿美元融资交易的数量较2020年增加了两倍，其中，研发工具子领域位居首
位。2021年下半年，尽管我们在年底观察到了估值压力，但晚期非风险投资机构继续保持活跃。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领域的种子轮/A轮融资创下了12亿美元的纪录。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在
医院外进行健康监测的需求激增，无创监测子领域的早期融资额居首。该领域的总融资额也创下
了纪录，其中技术赋能型服务公司（无创监测、影像等）和晚期心血管和神经学适应症的医疗器
械公司获得最多注资。

医疗健康行业2021年全年投资情况

注：1）硅谷银行市场统计范围包括2021年融资不少于400万美元的获风投注资美国医疗健康公司。2021年统计数字反映的是
硅谷银行商业银行客户的情况，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硅谷银行美国市场统计1

2021年以来，获风投注
资并完成融资的美国医
疗健康企业中，50%是
硅谷银行的客户。

2021年获风投注资并完
成逾4000万美元融资的
美国医疗健康企业中，
70%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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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2021年全年退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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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风投注资公司的退出创下纪录，公开市场表现欠佳
2021年，医疗健康行业各领域里获风投注资公司的IPO都创下纪录，健康科技、诊断/工具和医
疗器械的并购交易数量也创下纪录。然而，2021年的IPO公司，其上市后股价的平均表现并不突
出，其中诊断/工具和医疗器械上市公司的股价与发行价几乎持平，生物制药和健康科技公司的
股价则大幅下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1合并有所增加，但脱壳后公司的股价表现不佳。

生物制药：生物制药领域创下纪录，2021年共有92家公司上市，其中临床前/临床I期公司占了一
半。然而，2021年上市的企业，其上市后股价的平均表现较过去两年明显下降。私募股权市场并
购交易减少，但近期的公开市场并购活动有所回升。临床前公司私募股权并购的退出倍数居高不
下，有三宗10亿美元以上的退出。

健康科技：2021年，由于公开市场仍然对更加成熟的健康科技公司开放，健康科技公司的退出
创下历史新高。而公司上市后股价下跌，可能是由于私募融资时估值太高以及2021年表现不佳的
去壳交易带来的下行压力。健康科技领域并购市场表现强劲，有三宗10亿美元以上的私募股权并
购和10宗已公开的2亿美元以上交易。

诊断/工具：诊断/工具领域的IPO和并购数量创下新高。IPO交易前估值有所下滑，上市后股价
的平均表现涨跌不一，上市的美国企业股价大幅下跌，而更加成熟的中国上市企业股价表现良好。
并购交易方面，虽然交易额有所下降，但首付款倍数中位数（投资总额除以首付款）自2018年以
来一直稳步增长，在2021年为5.3倍。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领域的IPO数量也创下纪录，私募股权市场并购也是2013年以来最多的一年。
上市后股价的平均涨幅为2%，但与过去三年相比明显下滑。510(k)和PMA途径公司的并购首付
款有所增加。收购方众多，包括了一些中小规模公司和大企业分拆公司，由此构成史上最为多样
化的收购方群体。

硅谷银行美国IPO市场统计2

75%
2020年以来，获风
投注资的美国医疗健
康上市公司中，75%
是硅谷银行客户。

1)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合并是指SPAC宣布与获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企业达成合并协议。“去壳”是指当新实体开始在公
开市场上交易时，SPAC合并完成。2) IPO统计数据体现的是硅谷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客户的情况。IPO是指募集资金不少于2500万
美元的所有获风投注资私有企业的IPO。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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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
基金募资和投资情况
美国和欧洲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年度报告︱2022 6

$37 $36 $39
$61

$75 $72
$91 $96

$107

$168

$283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年度报告

2022美国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基金募资额（亿美元）
2011–2021年

投资者加倍下注有发展前
途的医疗健康企业

2021年投资医疗健康领域并已完成募资的知名基金2

风投快速的投资步伐，以及过去五年从第一轮投
资到退出所需时间日益缩短，共同推动了风投基
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部署资金。受益于被投
企业夹层融资后的大幅增值，这些风投基金提高
了投入资本总值倍数（TVPI）1，并利用IPO和并
购收益突破J型曲线，以创纪录的速度回笼资本。
市场泡沫之下，许多风投基金扩大基金规模，并
募集独立的基金来加倍下注它们看好的公司。这
些势头推动2021年成为医疗健康行业基金有史以
来募资最多的一年，超过了2020年168亿美元的
纪录，几乎是两年前募资额的三倍。风投投资者
现在拥有非常充裕的资金，足以支持初创企业未
来几年的发展。
Flagship Pioneering、Arch Venture和Orbimed
均已在2021年募集完成了10亿美元以上规模的医
疗健康专项基金。一些主要布局医疗健康行业投
资的风投机构在2021年完成了多期策略基金或机
会基金的募集，包括Abingworth Management、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Define Ventures、
Foresite Capital Management、HLM Venture
Partners 、 Khosla Ventures 、 Lux Capital 、
Venrock和Versant Ventures。
由于大部分医疗健康行业的风投机构近期已完成
新基金的募集，并可能会放慢投资步伐，我们预
计2022年美国的风投基金募资额将下降至大约
160亿美元。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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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总额的比率。2) 知名基金是指估计对医疗健康行业进行风险投资最多
的基金。美国医疗健康行业风投基金募资额是指历史上投资于50%以上美国公司的风投机构将投资到医疗健康行业的大约金额。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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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领域（亿美元） 美国 欧洲 合计 美国 欧洲 合计 美国 欧洲 合计

生物制药 127.90 31.01 158.91 210.60 46.04 256.64 297.47 65.82 363.29

健康科技2 71.42 14.31 85.73 96.16 13.57 109.73 256.02 25.79 281.81

诊断/工具 40.36 9.05 49.40 84.30 16.75 101.05 106.17 24.14 130.31

医疗器械 38.95 8.96 47.90 49.82 7.73 57.55 64.51 23.41 87.92

总计 278.63 63.32 341.96 440.88 84.09 524.97 724.17 139.16 863.33

二季度投资达到创纪录峰值；
生物制药领域下半年投资减少

自2017年以来，医疗健康行业总投资额从160亿美元
增长至340亿美元，再增长至2021年的860亿美元，
每两年都增长一倍以上。2021年，四个领域的投资
额均创下了纪录，与2020年相比，健康科技领域的
投资增长了157%。医疗器械领域受到欧洲投资3倍
增幅的推动而增长了53%。
2021年一季度创造了新的季度投资纪录，随后的二
季度又超越了该纪录。生物制药和健康科技领域名
列前茅，分别占上半年总投资额的46%和31%。生
物制药领域投资得益于IPO窗口开放，以及一季度大
规模上市前夹层融资的增加。健康科技领域里，受
全球新冠疫情推动，对辅助医疗保健解决方案和医
疗机构运营企业的投资激增。
然而，2021年下半年的投资减少，其中，生物制药
领域的投资减少幅度最大。继二季度比一季度减少
24%之后，我们注意到三季度比二季度又减少了
17%，四季度则比三季度减少了9%。上半年上市的
生物制药公司表现欠佳，导致下半年的IPO数量减少，
并导致更多获跨界投资者注资的公司暂缓上市。这
使得跨界投资者不愿意参与更多私有企业的上市前
夹层轮融资（LIPO1交易），从而减少了生物制药领
域的投资数量。有趣的是，尽管上市的健康科技企
业同样表现欠佳，但下半年对该领域的投资相当稳
定。

交易数量

年度报告

2022

注：1）LIPO（准上市公司）名单跟踪前15名跨界融资的私有企业夹层交易（4000万美元以上），作为判断IPO情绪和后备力量的指标。2)本页所列的健康科技投
资总数不包括与其他领域重叠的交易，但第12-15页的健康科技领域分析包括这些交易。加上重叠的交易，2021年健康科技投资总额为400亿美元。融资数据包括
美国和欧洲获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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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种子轮/A轮1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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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感染药物、神经学和平台类
公司的A轮投资增长居首

生物制药

各适应症种子轮/A轮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亿美元） 2021年生物制药前15大种子轮/A轮交易

公司已上市

$37 (159)

$53 (194)

$79(315)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适应症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平台 $8.46 30 $14 44 $28 80

肿瘤学 $9.26 33 $13 51 $19 72

神经学 $1.46 20 $8.50 28 $10 45

抗感染 $1.01 9 $1.39 8 $4.09 23

孤儿症/罕见疾病 $7.27 12 $5.18 19 $3.12 14

自身免疫 $1.43 6 $2.41 6 $2.91 8

种子轮/A轮投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2900

$2900

$2200

2021年，种子轮/A轮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额总体上有
大幅增长，但欧洲交易情况维持相对稳定。虽然对
晚期生物制药企业的投资在2021年下半年大幅减少，
但对早期企业的投资全年保持坚挺。2021年种子轮
交易规模大幅增加，种子轮和A轮交易之间的界限变
得模糊。最近的种子轮交易规模一般在1000-2000万
美元，通常获得机构投资者的注资。
平台类公司的种子轮/A轮交易额连续第二年位居生
物制药领域的首位。自2019年以来，对神经学公司
的投资大幅增长至6.8倍，对抗感染公司的投资增长
至4倍（受到2020年至2021年2.9倍增长的推动）。
相比之下，对孤儿症/罕见疾病公司的投资额较2019
年下降了57%。
CAR-T细胞疗法和CRISPR等领域的交易备受关注。
我们观察到有许多早期阶段医药公司采用“hub-
and-spoke”模式，横跨多个技术路径的多家公司
都可获得融资。
2021年，计算生物学领域5000万美元以上规模的种
子轮/A轮融资共有14宗，而2019年只有4宗，2020
年 只 有 7 宗 。 其 中 包 括 Neumora （ 4 亿 美 元 ） 、
Odyssey Therapeutics（2.18亿美元）、Treeline
（2.12亿美元）和Eikon（1.48亿美元）等公司的大
规模交易。
融资3000万美元以上公司的交易前估值涨幅最大，
交易前估值中位数从2020年的2700万美元增长至
2021年的4100万美元，涨幅52%。然而，我们也确
实注意到，随着跨界投资的放缓，四季度的估值有
所回落。2021年上半年，有前15大跨界投资者注资
的种子轮/A轮交易规模在400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有
18宗，但2021年下半年只有6宗。

美国 欧洲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注：1）种子轮/A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或企业创投机构的首次投资，以及不论投资者，任何不低于200万美元的首轮投资。2) 该公司与
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分析这两个领域时均包括该公司。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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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投后估值$25

神经学 投后估值$20

平台 投后估值$18.50

抗感染 投后估值$17.35

平台 投后估值$15.90

平台 投后估值$15.75

肿瘤学 投后估值$15.66

平台 投后估值$14.50

肿瘤学 投后估值$12.90

平台 投后估值$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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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435)

(559)

生物制药

(807)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适应症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平台 $31 79 $64 99 $114 187

肿瘤学 $59 122 $74 153 $107 224

神经学 $7.84 49 $23 68 $35 98

自身免疫 $4.45 12 $6.16 15 $17 30

抗感染 $8.56 23 $12 37 $17 47

孤儿症/罕见疾病 $20 41 $21 41 $12 38

2019年以来准上市公司
交易情况

季度 交易数量 交易规模中位
数（亿美元）

交易前估值中
位数（亿美元）

私有公司
数量

上市公司
数量

19年1季度 16 $0.66 $1.36 7 9
19年2季度 13 $0.82 $1.60 11 18
19年3季度 11 $1.02 $1.25 12 28
19年4季度 11 $0.85 $1.00 15 36
20年1季度 18 $1.08 $2.45 18 51
20年2季度 22 $0.86 $1.50 26 65
20年3季度 33 $0.92 $1.40 39 85
20年4季度 21 $0.87 $1.40 49 96
21年1季度 48 $1.00 $1.84 71 122
21年2季度 35 $1.05 $2.00 101 127
21年3季度 29 $0.9 $1.69 128 129
21年4季度 16 $1.02 $1.72 144 129

生物制药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生物制药领域准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2021年估值最高的私有生物制药公司(亿美元）2

各适应症生物制药领域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2021年，生物制药领域有21宗2亿美元以上规模的
融资，数量是2020年的两倍，总投资额为68亿美元。
其中5宗交易是在四季度完成的，即使当季的总投
资额下降。我们观察到，2021年对平台公司（与
2020年相比，交易数量增长至1.9倍，交易额增长
至1.8倍）和自身免疫公司（与2020年相比，交易
数量增长至2倍，交易额增长至2.8倍）的投资增幅
最大。
2019年和2020年上市的公司股价表现都较为强劲，
但2021年上市的公司股价表现不尽如人意，从而影
响了LIPO1的融资。自2021年一季度以来，每个季
度的准上市公司融资交易都在减少，而完成夹层融
资的私有公司数量却在继续增加。跨界投资者在
2021年三季度/四季度对私募股权交易开展尽职调
查时，更加关注临床阶段的公司，而非临床前公司。
2022年，当完成夹层融资的B轮公司需要募集更多
资金，而公开市场变得更加挑剔时，我们可能会看
到C轮融资交易量有所回升。随着跨界投资者的减
少，重点投资晚期公司的风投基金和机会基金是否
能填补跨界投资者留下的资金空白，有待进一步观
察。
2021年，生物制药计算生物学公司完成了几起大规
模、高估值融资，前八大交易中有三宗（Insitro、
ATAI和Generate Biomedicines）。2021年完成私
募股权融资、高估值靠前的公司中，ATAI、Adagio
和 InstilBio 成 功 上 市 。 但 在 2021 年 底 ， ATAI 和
Adagio的市值约为其最后一次私募股权融资投后估
值的一半。

随着对准上市公司投资的减少，
创纪录投资在下半年逐渐减少

公司后来已上市注：1）LIPO（准上市公司）名单跟踪前15名跨界融资的私有企业夹层交易（4000万美元以上），作为判断IPO情绪和后备力量的指标。2）只包括
PitchBook中公开披露的2021年融资的私募投资后价值。3) 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分析这两个具体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融资数据包括美国和
欧洲获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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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领域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1

美国和欧洲（2020-2021年）

肿瘤学 神经学

32 11

26 9

26 7

21 6

21 6

18 5

16 5

15 5

15 5

13 5

晚期/跨界投资

76

55

55

49

44

企业创投

49

21

19

15

平台

17

15

15

10

10

10

9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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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

注：1）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按2020-2021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新（首次）投资计算。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企业母公司和企业创投合并
为企业创投机构。2）由于篇幅限制，其他投资者没有列出。Alexandria Investments通常平均每笔交易200万美元，根据AREE, Inc.2019年12月31日的收入计算。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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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地区生物制药领域投资情况（亿美元）

2021年美国知名生物制药私募股权交易

28

23 21

19

13

9
5

11

8

35

22

24

西部 中西部 东南地区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 落基山脉

领先城市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波士顿地区 $32 (80) $68 (140) $123 (162)

湾区 $37 (84) $45 (75) $57 (109)

圣迭戈 $7.15 (17) $21 (39) $28 (50)

纽约 $5.67 (13) $26 (25) $12 (35)

西雅图 $5.40 (9) $9.41 (16) $7.92 (20)

费城 $6.80 (11) $2.42 (4) $4.58 (11)

292

147

220

222

12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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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分析这两个具体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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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交易量翻倍，医疗机构
运营子领域交易额激增

$18 (182)

$23 (209)

$35 (484)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子领域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医疗机构运营 $5.86 79 $6.08 73 $12 194

临床试验赋能 $3.16 33 $8.73 36 $9.38 60

辅助医疗保健 $4.84 63 $4.97 54 $7.56 133

精神健康和
医疗教育 $1.98 24 $1.61 29 $2.61 66

医疗导航 $0.42 8 $0.65 5 $2.42 22

用药管理 $0.73 9 $0.44 8 $0.20 9

$1400

$1500

$1500

健康科技

健康科技种子轮/A轮1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各子领域种子轮/A轮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亿美元） 2021年健康科技前15大种子轮/A轮交易

种子轮/A轮投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美国 欧洲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2021年，健康科技领域的种子轮/A轮交易激增，较
2020年增加一倍多。虽然交易规模中位数保持相对
平稳，但在11宗5000万美元以上交易的推动下，平
均交易额从400万美元（2020年）增至800万美元
（2021年）。晚期健康科技企业的交易估值激增，
但早期公司融资交易前估值中位数连续第三年持平。
在规模最大的6起种子轮/A轮融资交易中，临床试验
赋能子领域里有4起。该子领域里包含的一些公司也
属于生物制药或诊断/工具子领域，交易量增至2020
年的1.7倍。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制药/生物技术公
司逐步启用新的数字解决方案，它们是临床试验赋
能子领域的目标客户。其中两个临床试验赋能子领
域的交易（Interline和METiS）是计算生物学公司，
它们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独特的数据集打造新
型药物发现平台技术。
医疗机构运营企业的种子轮/A轮融资额占本领域总
融资额的34%，高于2020年的26%。我们预计，随
着医疗机构业务数字化的需求不断增加，对追求工
作流程优化的早期医疗机构运营企业的投资将会增
加，包括与医疗机构的线上和视频咨询。
辅助医疗保健子领域种子轮/A轮交易规模最大的两
家公司均专注于适合远程医疗保健服务模式的临床
领 域 ： 老 人 照 顾 （ Patina Health ） 和 心 理 健 康
（Koa Health）。

注：1）种子轮/A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或企业创投机构的首次投资，以及不论投资者，任何不低于200万美元的首轮投资。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
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2) 这些公司与生物制药或诊断/工具领域重叠，分析这两个具体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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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健康科技领域格外受
瞩目。数字化医疗解决方案的需求陡增，这为获风
投注资、拥有新技术和运营模式的健康科技公司提
供了发展机遇。当然投资者也意识到了这一发展趋
势，我们观察到，2021年该领域的投资额创下400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是2020年的两倍多，几乎是
2018-2019年年均投资额（110亿美元）的4倍。
2021年该领域交易量和交易额大幅增加，与此同时，
退出数量也有增加，因此，健康科技领域正全面雄
起。
私募股权、资产管理公司和晚期风投机构的资金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健康科技领域，推高公司估
值，也颠覆了传统的风投模式。
2021年，健康科技总融资额的60%来自于105宗大
型融资1。与2019年（17宗大型融资占总融资额
30%）和2020年（43宗大型融资占总融资额41%）
相比，大型融资交易占比大幅增加。因此，2021年
诞生了42家独角兽，是2020年9家的4.7倍。
辅助医疗保健领域仍然吸纳了健康科技领域最多的
投资，占比38%。辅助医疗保健仍然是健康科技领
域获最多注资的子领域，占比38%，是2020年的3
倍。我们预计，投资者在2022年将会继续关注辅助
医疗保健子领域，因为医疗健康行业面临来自患者
日益增加的压力，辅助医疗保健解决方案亟需落实。
私有健康科技公司（包括与诊断/工具领域重叠的
Color）的高估值融资创下新高，20221年前八大交
易的估值高于2020年私有公司的最高估值（Bright
Health，估值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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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大流行推动风投交
易和大型投资激增

(487)
(600)

(642)

健康科技

保险 投后估值$127

辅助医疗保健 投后估值$62

临床试验赋能 投后估值$61亿

辅助医疗保健 投后估值$57亿

辅助医疗保健 投后估值$50亿

辅助医疗保健 投后估值$48亿

医疗机构运营 投后估值$46亿

辅助医疗保健 投后估值$46亿

2021年估值最高的私有健康科技公司2 （亿美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子领域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辅助医疗保健 $31 153 $50 173 $149 332

医疗机构运营 $31 242 $43 229 $96 450

临床试验赋能 $17 83 $54 107 $86 176
精神健康和医
疗教育 $8.67 62 $12 76 $23 136

保险 $12 6 $9.45 12 $17 10

医疗导航 $8.08 28 $7.54 23 $16 55

各子领域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健康科技总投资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2021年知名健康科技交易

5 170

2020 20212019

2.50亿美元至3.99亿美元 ≥ 4.00亿美元

2 93

注：1) 大型融资是指不少于1亿美元的私募融资。2）只包括PitchBook中公开披露的2021年融资的私募投资后价值。融资数据包括美国和欧洲获风投注资
公司的私募融资。3) 这些公司与生物制药、诊断/工具或医疗器械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融资日期可能根据追加投资而改变。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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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领域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1

美国和欧洲（2020-2021年）

医疗机构运营 临床试验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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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跨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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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

注：1）最活跃的新投资者按2020-2021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新（首次）投资计算。融资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企业母公司和企业创投合并为企
业创投机构。2）由于篇幅限制，其他投资者没有列出。Alexandria Investments通常平均每笔交易200万美元，根据AREE, Inc.2019年12月31日的收入计算。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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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地区健康科技领域投资情况（亿美元）

2021年美国知名健康科技私募股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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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中西部 东南地区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 落基山脉

领先城市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湾区 $26 (123) $48 (132) $112 (209)

纽约 $18 (84) $49 (117) $83 (169)

波士顿地区 $8.12 (47) $20 (59) $49 (95)

芝加哥 $3.25 (23) $1.56 (14) $11 (11)

圣迭戈 $1.53 (17) $2.55 (6) $6.54 (13)

奥斯丁 $1.00 (10) $2.95 (10) $3.9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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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

注：1）这些公司与生物制药、诊断/工具或医疗器械行业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9000

$9000

$9000

$400

$600

$400

2019

2020

2021

$6.35
$4.48

$8.51

$1.90

$1.45

$2.10

2019 2020 2021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年度报告︱2022 16

A轮投资交易额落后于其他
领域，但交易数量增加

$8.25 (85)

$6.02 (82)

$11 (170)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子领域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研发工具 $2.01 39 $2.47 34 $4.92 79

诊断分析 $2.67 23 $1.79 20 $2.86 45

诊断测试 $3.57 23 $1.76 28 $2.83 46

$1300

$1500

$1300

诊断/工具

2021年诊断/工具规模最大种子轮/A轮交易

诊断/工具种子轮/A轮1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各子领域种子轮/A轮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亿美元）

种子轮/A轮投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美国 欧洲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2021年，诊断/工具领域的总投资额创下纪录，超
过医疗器械领域总投资额40亿美元。尽管2021年
该领域的早期投资增加，但投资额连续第二年落后
于其他三个领域。种子轮/A轮交易数量大幅增加，
比过去两年的交易翻了一番。
今年，英国仍然是诊断/工具领域种子轮/A轮交易
的活跃地区（20宗交易），与美国马萨诸塞州交易
量相当，仅落后于北加州（26宗）。
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推高消费者对居家检测的
需求，2021年，诊断测试公司融资额激增，平台
技术公司获得高度关注，与此同时，肿瘤学（11宗
交易）、抗感染（9宗交易）和泌尿科/妇科（5宗
交易）等适应症也获得高度关注。
研发工具子领域录得四宗2000万美元以上的融资，
在前四大早期交易中占有三宗。我们观察到，计算
生物学公司（Beacon Biosignals、Sequre、One
Biosciences 和 ImmuneID ） 和 合 成 生 物 学
（Slingshot）都实现了大宗种子轮/A轮融资。
诊断分析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帮助临床医
生确定最佳治疗方法，该子领域在2021年出现了
更多交易活动，其中，肿瘤学适应症（12笔交易）
获最多注资。在三个子领域中，诊断分析子领域的
投资交易前估值中位数（1200万美元）居首位。

注：1）种子轮/A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或企业创投机构的首次投资，以及不论投资者，任何不低于200万美元的首轮投资。2) 该公司
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该公司。融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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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252)

(284)

诊断/工具

2021年估值最高的私有诊断/工具公司（亿美元）2

研发工具 投后估值$56.56

诊断测试 投后估值$46.00

研发工具 投后估值$32.74

研发工具 投后估值$20.06

研发工具 投后估值$16.06

诊断测试 投后估值$14.00

研发工具 投后估值$13.00

诊断测试 投后估值$11.50

(446)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子领域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研发工具 $19 101 $48 121 $65 195

诊断测试 $14 72 $30 80 $34 133

诊断分析 $16 79 $23 83 $31 118

各子领域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诊断/工具投资总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2021年知名诊断/工具交易

5 71

2020 20212019

1.50亿美元至1.99亿美元 2.00亿美元+

10 113

公司后来已上市

研发工具子领域的晚期投
资创下纪录

对诊断/工具领域的投资在2021年达到了新高度，
较2018年和2019年的总投资额增加了一倍多。
诊断测试子领域的交易量增加，但投资额增幅略
微落后于前述两个子领域。
2021年，该领域有40宗过亿美元融资，是2020
年的三倍多。在这些融资中，有12宗交易的估值
超过10亿美元。
尽管2021年的IPO表现参差不齐，投资者在下半
年仍然看好令人兴奋的晚期技术。参与2021年下
半年5000万美元以上交易的最活跃投资机构包括
SoftBank Investment Advisors 、 Catalio
Capital Management 和 Morningside Group
（各参与三宗交易）以及Coatue Management、
Sherpa Venture Capital 、 Koch Disruptive
Technologies、Wellington Management、D1
Capital Partners和Perceptive Advisors（各参
与两宗交易）。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在四
季度末已经观察到了部分公司的估值有所下降。
尽管公开市场股价有下跌，但也有一些高估值的
私有公司成功上市。Oxford Nanopore是一家专
注于基因测序和分子分析的研发工具公司，在
2021年的融资估值中排名第三。这家公司在三季
度上市，2021年末的股价是其最后一次私募融资
估值的两倍以上。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2）只包括PitchBook中公开披露的2021年融资的私募投资后价值。
融资数据包括美国和欧洲获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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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工具领域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1

美国和欧洲（2020-2021年）

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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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跨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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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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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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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0

29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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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工具

注：1）最活跃的新投资者按2020-2021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新（首次）投资计算。融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企业母公司和企业创投合并为企业
创投机构。2）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其他投资者。Alexandria Investments通常平均每笔交易200万美元，根据AREE, Inc.2019年12月31日的收入计算。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诊断/工具领域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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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美国知名诊断/工具私募股权交易

24

18

17

36

12

12

13

9

8

19

8

17

西部 中西部 东南地区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 落基山脉

领先城市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湾区 $11 (50) $33 (72) $35 (85)

波士顿地区 $11 (32) $16 (36) $24 (54)

纽约 $1.88 (16) $3.69 (16) $11 (23)

巴尔的摩 $0.02 (1) $0.07 (1) $2.05 (3)

西雅图 $0.56 (5) $0.83 (3) $1.54 (8)

达勒姆 $0.02 (1) $0.05 (1) $1.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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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0

147

8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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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工具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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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88)
$6.97 (81)

$12 (178)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适应症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无创监测 $0.99 12 $1.30 15 $2.50 46

平台 $0 0 $0.11 3 $1.19 9

影像 $1.49 12 $0.76 8 $1.08 17

皮肤学 $0.09 2 $0.02 1 $1.00 8

血管 $0.16 3 $0.49 8 $0.89 8

神经学 $1.00 12 $1.48 8 $0.77 10

心血管 $0.46 8 $0.98 7 $0.76 13

$1400

$1300

$1500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种子轮/A轮1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各适应症种子轮/A轮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亿美元） 2021年医疗器械规模最大种子轮/A轮交易

种子轮/A轮投后估值中位数
美国和欧洲（万美元）

美国 欧洲 交易前估值 交易规模

医疗器械领域早期投资额激增，
科技赋能服务子领域居首

医疗器械领域的早期投资额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0亿
美元，其中，对无创监测子领域的投资最多，较
2020年增长了92%。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医
院外病人的健康监测变得至关重要，科技赋能服务
模式（无创监测、成像）获得了更多投资。2021年，
无 创 监 测 子 领 域 有 多 起 并 购 交 易 ， 其 中 包 括
Preventice Solutions和Bardy Dx。这两起无创监测
公司的退出属于心血管适应症，同时无创监测子领
域的种子轮/A轮投资在多个适应症均呈现爆炸式增
长，按交易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神经学（10宗交易）、
心血管（9宗）、呼吸系统（5宗）和代谢（3宗）。
早期影像公司也获得了大量注资，因为医院希望营
收丰厚的外科能够不断优化流程、提升效率。此外，
我们还注意到，2021年平台技术子领域的投资激增，
专注器官保存（Bridge to Life, Advitos）和抗衰老
治疗的公司（Aviv Scientific）获得的投资最多。
即使面临择期手术减少的局面，前几大A轮融资中，
仍有两宗医美研究公司：Revelle Aesthetics和
Cartessa Aesthetics。出人意料的是，在10宗规模
最大的融资中，只有一宗是心血管适应症公司
（Galaxy Medical）。虽然前十大融资交易中没有
神经学适应症公司，但我们确实观察到资金持续投
向早期脑机接口技术公司（INBRAIN 
Neuroelectronics、Precision Neuroscience和
Blackrock Neurotech）。
欧洲的投资主要投在无创监测（17家）和眼科（4家）
公司，占各适应症交易数量的近一半。

注：1）种子轮/A轮投资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或企业创投机构的首次投资，以及不论投资者，任何不低于200万美元的首轮投资。2) 该公司
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该公司。融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2

2



$47 $48

$5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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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投后估值$30.00

神经学 投后估值$21.05

血管 投后估值$12.60

无创监测 投后估值$9.00

泌尿科/妇科 投后估值$8.85

新陈代谢 投后估值$8.70

影像 投后估值$6.45

整形外科 投后估值$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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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277)
(298)

医疗器械

2021年估值最高的私有医疗器械公司（亿美元）2

(514)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适应症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交易额 交易数量

影像 $5.63 29 $6.05 33 $12 56

无创监测 $4.25 32 $6.20 34 $9.24 94

神经学 $2.95 26 $5.90 25 $8.56 40

心血管 $4.47 24 $7.44 29 $6.91 38

药物递送 $1.53 15 $2.68 23 $6.47 38

血管 $3.93 19 $3.46 22 $5.34 29

2021年知名医疗器械交易

22 2714

2020 20212019

5000万美元至9900万美元 ≥ 1.00亿美元

7 124

各适应症交易数量和交易额（亿美元）
美国和欧洲

医疗器械投资总额和交易数量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在大型晚期投资带动下，
医疗器械领域投资额激增

2021年医疗器械领域的投资规模创新高，远超
2020年的投资额，几乎是2018年和2019年投资额
的两倍。医疗器械领域投资额在2021年的二季度
达到30亿美元的峰值，在三季度和四季度略有下
降。前五大投资的交易总额达到15亿美元，均发
生在6月和7月。
科技赋能服务（无创监测和影像）公司仍获得医疗
器械领域最多的投资。然而，我们注意到一些商业
化阶段的无创监测公司存在供应链问题，这可能会
影响它们在2022年的的营收。
神经学和心血管适应症公司的融资也明显增加。心
血管适应症前七大交易（投后估值中位数为1.5亿
美元）以及神经学适应症前七大交易中的六起（投
后估值中位数为1.83亿美元）均为C轮以上融资，
为这些公司提高营收和探索潜在的退出方式创造了
条件。
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名单上估值最高的医疗器械
私有公司中，有一半尚未产生营收。对于这些早期
阶段的公司而言，执行风险仍是它们面临的一个挑
战，它们的上市将可能会受到2021年上市公司的
股价低迷表现的影响。
基于公开市场的情况，预计2022年跨界投资机构
不会大量注资晚期医疗器械公司。尽管比起跨界投
资机构，风投机构对估值更加敏感，但因为手握新
募资金，它们依然对投资兴致盎然。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2）只包括PitchBook中公开披露的2021年融资的私募投资后价值。融资数
据包括美国和欧洲获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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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领域投资机构1

美国和欧洲（2020-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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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

注：1）最活跃的新投资者按2020-2021年对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新（首次）投资计算。2）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其他投资者。融资日期可能根据后续追加投资进行调整。
企业母公司和企业创投合并为企业创投机构。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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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中西部 东南地区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 落基山脉

领先城市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湾区 $11 (54) $21 (71) $22 (83)

波士顿地区 $5.90  (29) $4.74 (28) $6.35 (44)

圣迭戈 $1.01 (10) $0.44 (5) $1.65 (9)

休斯顿 $0.30 (1) $1.37 (1) $1.58 (8)

西雅图 $0.95 (6) $0.87 (5) $1.58 (10)

洛杉矶 $0.38 (4) $0.04 (1) $1.5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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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2

137

99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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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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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
计算生物学分析



2019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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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

2022计算生物学——药物发现与开
发的新模式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借助大量生物数据集开发算法，
来更加深入的了解疾病，并从根本上改变药物发现
和开发过程。加速器和孵化器携手助推，为计算生
物学领域打造结构化空间，开展医疗健康行业数据
管理与分析的合作和试验。过去三年里，对该领域
的风险投资急剧加速。
通过查阅各家公司网站，本分析中的计算生物学公
司须满足以下条件：1）专门从事药物发现或开发
（生物制药/研发工具）；2）应用新计算工具获得
生物化学研究成果；3）有创建平台的能力或潜力；
4）有具备开发算法经验的团队。
在2019年以来首次完成种子轮/A轮融资的707家生
物制药和研发工具公司中，计算生物学公司有129
家（18%）。2021年，对计算生物学公司的投资额
激增，几乎是2019年和2020年募集资金总和的两倍。
过去三年里，美国马萨诸塞州和北加州的计算生物
学公司融资最多，从2020年到2021年，种子轮/A轮
交易额激增至3倍。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英国也
有8宗交易，而2020年一宗也没有。
在这129家计算生物学公司中，89家（69%）在其
技术中纳入了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算法，最常应用
于基因组分析，有助于小分子疗法的发现。

注：1）本分析包括任何不低于250万美元的首轮投资。2）药物形态和计算应用并不相互排斥，有些交易可能被计入多个类别。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各年度生物制药/研发工具领域整体投资情况
（707起种子轮/A轮1交易）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药
物

形
态

计
算

应
用

$13 (38)

$2.41 (5)

$1.62 (5)

$1.33 (6)

$1.20 (5)

$0.63 (8)

$0.21 (4)

计算生物学几大药物形态和计算应用的投资情况（129起种子轮/A轮交易）2

美国和欧洲，2019-2021年（亿美元）

小分子

抗体

细胞疗法

核糖核酸

基因编辑

免疫疗法

蛋白质

疫苗

药物发现

药物优化

蛋白质组

靶标发现

基因组分析

结构分析

单细胞分析

生物标志物分析

$2.85 (12)

$17 (71)

$12 (36)

$6.83 (26)

$4.52 (12)

$4.16 (12)

$3.88 (18)

$3.86 (15)

$12 (37)

地区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马萨诸塞州 $2.24 (8) $3.66 (11) $11 (18)

北加州 $3.86 (10) $1.04 (3) $3.17 (6)

英国 $0.33 (1) $0.00 (0) $1.35 (8)

纽约 $0.06 (1) $0.32 (3) $1.25 (5)

南加州 $0.51 (2) $0.60 (3) $1.04 (4)

各地区计算生物学（129起种子轮/A轮交
易）投资情况
美国和欧洲（亿美元）

$7.80 (32)

$30 (135)

$7.36 (32)

$50 (191)

$23 (64)

$59 (252)

对非计算生物学公司的投资
对计算生物学公司的投资

$38 (168)

$57 (223)

$82 (316)

“未来十年，新药发现方面取得的进步将超越过去百年的发展。软件驱动型创新正在改变药物开发的方式，并将很快使计算生物学这个
词变得多余。”

- John Noonan，LifeForce Capital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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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

2022计算生物学：获得早期阶段投
资最多的领域

我们对70家融资规模较小的早期公司（融资额在
25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之间）进行了分类，这些
公司自2019年以来助推了该领域的发展。自从完
成首次种子轮/A轮融资以来，这部分公司中有16
家（占23%）完成了新一轮融资。
我们查阅了这些公司的网站，并对这些公司进行分
类，主要依据公司是否公开声明正在开发自己的疗
法（生物制药）或赋能药物发现和开发的技术（研
发工具）。许多研发工具公司逐步开始开发或注册
新疗法，因此我们预测，目前的一些研发工具公司，
未来可能会转型为生物制药公司。
我们简单列示出了对早期计算生物学公司投资最多
的投资机构。名单未包含所有机构，但这些机构均
积极投资计算生物学公司，并且通常是种子轮/A轮
融资的领投方或基石投资人。
为了识别有前途的早期公司，这些投资者通常会寻
找那些拥有新颖计算方法、差异化数据以及强大创
始团队的公司。大多数愿意承担种子轮/A轮融资中
存在的风险的投资机构都拥有生命科学和技术方面
的专业知识，使它们能够提供关键资源，包括推荐
顶级人才、合作伙伴和新投资者等。

注：1）本分析包括25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之间的首轮投资。2) 为每个均值列出了PitchBook中的可用数据点数量（n）。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生物制药

交易前估值均值 1180万美元(n=8)2 1200万美元(n=1) 1400万美元(n=7)
交易规模均值 530万美元(n=10) 420万美元(n=6) 470万美元(n=15)

研发工具

交易前估值均值 960万美元(n=11) 800万美元(n=4) 1190万美元(n=7)
交易规模均值 500万美元(n=12) 570万美元(n=9) 540万美元(n=18)

专门投资早期计算生物学公司的投资者

计算生物学（70宗种子轮/A轮1交易）：完成250万-1000万美元融资的公司
美国和欧洲 后续至少完成一次融资的公司

Melonfrost



与最后一轮融资估值
相比估值提升倍数3

最近融资
规模 投后估值

3.4x $4.00 $25

-- $4.00 $20

5.0x $1.57 $20

15.3x $3.70 $15

-- $2.74 $14

4.9x $1.80 $13

2.8x $2.28 $11

-- $1.00 $8.00

13.8x $2.30 $7.80

1.5x $1.35 $5.85

NAS:ABCL NAS:SANA NAS:TXG NAS:BNTX NAS:RXRX NAS:EXAI NAS:ADPT NAS:ATAI NAS:RLAY NAS:KYMR

硅谷银行划分的子领域 研发工具 生物制药 研发工具 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 研发工具 研发工具 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

股票发行价 （美元）
（上市日期）

$20.00 
(20年12月

11日)
$25.00 

(21年2月4日)
$39.00 

(19年9月13
日)

$15.00 
(19年10月10

日)

$18.00 
(21年4月16

日)

$22.00 
(21年10月1

日)

$20.00 
(19年6月27

日)

$15.00
(21年6月18

日)

$20.00
(20年7月16

日)

$20.00
(20年8月21

日)
IPO市值

（亿美元） $46 $44 $37 $34 $27 $24 $22 $21 $13 $8.63
2021年12月31日

股价（美元） $14.30 $15.48 $148.96 $257.80 $17.13 $19.76 $28.06 $7.63 $30.71 $63.49

股价涨跌幅 -29% -38% +282% +1619% -5% -10% +40% -49% +54% +217%
2021年12月31日市值

（亿美元） $40 $28 $166 $623 $29 $24 $40 $12 $33 $3.3

1-2.4x 2.5-5x 13x+

生物制药

研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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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计算生物学种子轮/A轮1后续交易的估值提升倍数2

美国和欧洲, 2019-2021年
计算生物学：在后续投资和退
出过程中提升价值

对于在过去三年里已经完成种子轮/A轮融资和下一
轮融资的计算生物学公司而言，估值大幅提升，提
升倍数中位数为2.1倍。生命科学领域的传统投资
机构和跨界投资机构参与许多后续融资，表明它们
相信计算生物学将在未来的药物发现和开发中发挥
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了获得投资者的支持，公司往往须寻求合作证明
它们平台的价值，展示公司在制药行业的地位，以
营收/里程碑事件的回报抵消运营成本，从而激发
并购意向。例如，2021年Outpace Bio（生物制药
公司）完成了3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并与Lyell公
司合作，将癌症免疫疗法推向市场。A-Alpha Bio
（研发工具公司）等公司则利用它们的平台技术，
帮助制药业合作伙伴加速其后续药物管线的研发。
2019年以来，52家市值超10亿美元的上市生物制
药和研发工具公司中，有13家（占比25%）是计算
生物学公司。这些公司上市后的股价涨幅巨大，总
市值增长至3.7倍，上市后股价涨幅中位数为54%。
BioNTech（积极应对和控制新冠疫情的公司之
一）、10x Genomics和Kymera的增长最为显著。
由于收购方专注于收购有明确临床数据的疗法资产，
而不是计算生物学平台，大型并购交易明显减少。
Vividion是一个例外，该公司今年被拜耳公司以15
亿美元的预付款和最高达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收
购。

注：1）本分析包括任何不低于250万美元的首轮投资。2）对于2019年以来完成种子轮/A轮融资以及至少一次后续融资的公司，估值提升倍数按首次后续投资的投资前估值除
以种子轮/A轮融资的投资后估值计算。3）估值提升倍数按最近融资投资前估值除以上轮融资投资后估值计算。估值提升倍数包括PitchBook上有估值公司的估值提升倍数。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计算生物学：按IPO市值计算的规模最大IPO
美国和欧洲，2019-2021年

2021年美国和欧洲计算生物学各交易
轮次投后估值排名（亿美元）

公司已上市 公司被收购

最活跃的新投资机构（按参与后续融资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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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
SPAC动态
全球



2021年已完成“去壳”公司的隐含价值与股价表现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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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
司去壳交易分析1

2021年公开的正在进行的SPAC合并的公司 2020-2021年各领域SPAC合并的
估值提升倍数3（亿美元）

生物制药

退出公司 退出数量 上市所用年数
中位数

上市时估值
中位数

（亿美元）

2021年12月31
日股价表现中位

数和均值

2019上市的公司 68 4.0年 $3.35 +5%, +109%

2020上市的公司 106 4.1年 $5.00 -14%, +15%

2021上市的公司 23 4.2年 $4.52 -28%, -12%

2021年去壳的
公司 38 6.1年 $11 -33%, -31%

领域 SPAC合并
数量

估值提升倍
数均值

隐含价值
均值

隐含价值
中位数

生物制药 22 1.8x $10 $5.00

健康科技 12 2.8x $20 $14

诊断/工具 10 1.6x $42 $26

医疗器械 7 3.7x $10 $11

**, +11%

$73, 0%

$11, +8%

$11, -9%

$14, -80%

**, -72%

$6.57, +54%

$45, -63%

$11, +25% $14, -73%

**, -61%

年度报告

2022

各年度公司“去壳”和IPO表现

注：1）本分析着眼于交易规模超过3000万美元的获风投注资医疗健康行业收购目标。2）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合并是指SPAC宣布与获风投注资医疗健康公司达成合并
协议。“去壳”是指当新实体开始在公开市场上交易时，SPAC合并完成。3) 平均估值提升倍数的计算方法为隐含价值减去SPAC募集的资金，再除以最后一轮私募融资投资后估
值。4) 2021年12月31日的公开市场表现。**我们找不到该交易的隐含价值。
资料来源：消息来源（隐含价值）、PitchBook、Capital IQ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股价表现最好的公司 股价表现最差的公司

2021年，SPAC2的成立速度放缓，现有的SPAC专
注于寻找合适的标的公司并完成去壳交易。SPAC
找到目标公司并完成合并通常只有两年，时间十
分紧迫。而事实证明，这一合并过程比预期的要
更难。我们已经观察到一些私有公司与SPAC交易
的初步谈判失败，取而代之的是完成另一轮私募
股权融资。而近期监管和法律方面的审查，也降
低了SPAC合并交易的吸引力。此外，SPAC面临
的另一个挑战是在公司估值上达成一致 ，以便同
时完成去壳和PIPE募资，而这一点在生物制药领
域尤其突出。
2021年与SPAC合并的医疗健康企业，股价表现均
较差，平均跌幅12%。从去壳交易到2021年底，
去壳交易后的平均股价跌幅为32%。从各领域来
看，健康科技领域的去壳后表现最不尽人意，股
价跌幅为44%。然而，医疗健康企业去壳的隐含
估值中位数是IPO市值的3倍，从最后一轮私募融
资估值到去壳价值的提升倍数中位数高达2.2倍。
这表明，如果这些去壳公司的股价能维持，就有
可能获得良好的回报。
到目前为止，这些去壳公司中只有四家公司的股
价没有跌破交易时的股价，三分之一的公司股价
跌幅在50%以上。现在判定SPAC在医疗健康风投
市场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但SPAC仍是可行的退
出途径。

$1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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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
并购和IPO动态
全球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2

20

14

15

15

19

14

43

28

31

55

50

84

92

NAS: SANA NAS: LYEL NAS: RXRX SEHK:2171 NAS: ATAI SEHK:2137 NAS:TIL NAS: ERAS

硅谷银行划分的适应症 平台 肿瘤学 平台 肿瘤学 中枢神经系统 抗感染 肿瘤学 肿瘤学

股票发行价（美元）
（上市日期）

$25.00
(21年2月4日)

$17.00
(21年6月17日)

$18.00
(21年4月16日)

$4.21
(21年6月17日)

$15.00
(21年6月18日)

$2.85
(21年7月13日)

$20.00
(21年3月19日)

$16.00
(21年7月16日)

IPO市值（亿美元） $44 $41 $27 $24 $21 $20 $20 $19

2021年12月31日股价
（美元） $15.48 $7.74 $17.13 $3.53 $7.63 $4.22 $17.11 $15.58

股价涨跌幅 -38% -54% -5% -16% -49% +48% -14% -3%

2021年12月31日市值
（亿美元） $28 $19 $29 $20 $12 $30 $22 $19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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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1年按IPO市值计算规模最大的IPO（亿美元）

$280
$220

$510 $480

$880

$300

生物制药

$880

生物制药IPO数量创纪录，
股价表现落后

生物制药2021年的IPO数量创下了纪录，但相较于
前两年，公开市场的表现明显下滑。2021年上市的
公司，其上市后的股价平均跌幅为21%，只有三家
公司的股价上涨超过100%。
相比之下，2020年上市的公司当年公开市场平均股
价涨幅达100%。然而，这些公司在2021年也受到
了影响，当年股价涨幅仅为12%。其中，仍有11家
公司在2021年年底股价上涨超过100%，包括5家早
期公司（2家临床前公司和3家IPO时处于临床I期阶
段的公司）。然而，表现最差的11家公司（股价跌
幅逾68%）也包含5家早期公司。
2021年的私募股权市场并购活动降至2013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这一下降趋势与过去五年IPO窗口开放
直接相关，因为大多数早期公司乐于进行夹层轮融
资，然后以比较高的估值上市，而非在早期阶段退
出。许多医疗健康行业的风投机构也完成了晚期机
会基金的募集，使得一些公司放弃早期并购。
虽然私募股权市场并购有所减少，但临床前公司的
投资非常活跃，因此风投并购仍然正当时。此外，
许多获风投注资的公司最近也已经上市，然后被收
购，如Translate Bio（32亿美元）、Viela Bio（30
亿美元）、Pandion（19亿美元）和Constellation
（17亿美元）。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 IPO

A) 各年度生物制药领域私募股权并购交易和IPO B) 各年度生物制药公司退出金额（亿美元）

IPO市值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首付款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里程碑付款

注：1）该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该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7500万美元的所有对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并购。IPO是指
全球范围内募集资金不少于2500万美元的所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IPO。IPO市值用于估计上市公司的价值。公开市场业绩指标的计算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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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心血管

神经学

肿瘤学

泌尿科/妇科

9

5

5

5

5

2

7

7

5

6

2

8

4

4

7

5

3

5

9

1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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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生物制药领域并购交易额中位数（亿美元） 2021年知名并购交易

年度 首付款 总交易额 退出所用年数

2021年 $3.10 $5.13 5.2

2020年 $3.00 $7.70 4.0

2019年 $2.50 $6.00 2.7

2018年 $1.40 $4.80 3.1

2017年 $1.71 $4.61 3.5

2016年 $2.00 $6.00 5.9

2015年 $2.00 $5.70 4.2

生物制药

$170

$210

$90

$15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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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私募股权并购活动减少；临床
前公司投资回报丰厚

2021年，早期临床前和I期公司仍是私募股权并购的
主要对象。临床前公司的并购交易数量（9宗）猛增，
创下新的年度纪录。
临床前公司并购交易的风投投资额中位数为3100万
美元，从A轮融资结束到退出的时间中位数为5.2年，
首付款交易额中位数为3.5亿美元，另有3.58亿美元
的里程碑付款。首付款投资额倍数中位数（投资总
额除以首付款）是惊人的5.6倍。在2021年被并购的
这九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以超过10亿美元的总交
易额被收购：Vividion Therapeutics（被拜耳收
购）、Teneobio（被安进收购）和Amunix（被赛
诺菲收购）。
大型药厂现金十分充裕，因此我们预计，2022年的
并购交易会十分活跃，但这些并购可能会被大型收
购方所主导，它们正在寻找估值低迷的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中有许多在IPO时仍处于临床前或I期
阶段（2018年以来总共280家公司中的131家），目
前的市值远低于此前的高位水准。作为募集更多股
本的一个有力选项，这些公司可能对并购持开放态
度。说服私有公司和夹层融资投资机构按不符合风
投回报的折算价值进行并购交易将更加困难。但我
们仍然相信，有一大批估值较高的私有早期公司可
以满足大型药厂对管线资产和平台技术的需求。

各阶段生物制药领域私募股权并购交易（亿美元）1

临床前 临床I期 临床II期 临床III期 美国商用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注：1）阶段是指公告并购前最后完成的临床试验。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7500万美元的所有对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并购。
资料来源： 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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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公司IPO估值提升倍数1和表现2

生物制药

$0.70

$0.53

$0.85
$1.00

$0.85

$2.00

$1.4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8年IPO 2019年IPO 2020年IPO 2021年上半年IPO 2021年下半年IPO

早期公司 晚期公司 早期公司 晚期公司 早期公司 晚期公司 早期公司 晚期公司 早期公司 晚期公司

风投融资至夹层轮融资估
值提升倍数中位数1 1.8x 1.5x 2.0x 2.1x 1.8x 1.9x 1.7x 1.4x 2.1x 1.9x

夹层轮融资至投资前IPO
估值提升倍数中位数 1.5x 1.2x 1.0x 1.2x 1.4x 1.3x 1.5x 1.5x 1.3x 1.1x

上市后表现均值 86% 38% 41% 106% 22% 122% -16% -30% -11% -11%

上市后表现中位数 -23% -56% 11% -17% -11% -14% -26% -43% -18% -27%

2018年以来上市的早期公司
的股价表现优于晚期公司
2020年，生物制药IPO交易前估值中位数创下历史新
高（5亿美元），但在2021年上半年有所下滑（4.78
亿美元）。紧接着的三季度（4.12亿美元）和四季度
（3.78亿美元）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21年上市的公
司，其年末股价平均下跌21%。
股价表现最佳的前十大2021年上市公司，其股价平
均涨幅为75%，包含不同临床阶段的公司，其中有两
家 临 床 前 期 公 司 （ Verve Therapeutics 和 Dice
Molecules ） ， 三 家 临 床 I 期 公 司 （ Prometheus
Biosciences、Arecor和Icosovax），三家临床II期公
司 （ Vera Therapeutics 、 Rani Therapeutics 和
Imago Biosciences ） 和 两 家 商 业 化 阶 段 的 公 司
（San Nuo Technology 和Brii Biosciences）。这些
公司的估值提升倍数中位数从风投融资到夹层融资为
1.4倍，从夹层融资到投资前IPO为1.3倍。
主打肿瘤医疗器械的公司仍是IPO的主力军，在2021
年的93宗IPO中占43宗（上市后股价平均下跌32%），
其次是10家平台公司（-9%），7家孤儿症/罕见疾病
医疗器械公司（-34%），6家抗感染医疗器械公司
（表现最好的适应症医疗器械公司5%）和8家神经医
疗器械公司（-30%）。
2018年以来上市的早期公司（临床前和临床I期公司）
似乎比晚期公司（临床II期到商用阶段的公司）有更
好的上市后表现。然而，这些早期阶段的上市公司，
其股价表现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少数
的大赢家是推动公开市场股价提升的原因。从风投融
资到夹层融资再到交易前IPO，这些早期阶段公司的
估值也在一直增长。我们认为，仍然会有早期公司在
2022年上市，尽管公开市场表现平平，但也会为早
期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IPO募资额中位数（亿美元）IPO交易前估值中位数（亿美元）

注：1）估值提升倍数是指从上一轮融资投资后价值到下一轮融资投资前价值的估值变化。2）公开市场表现指标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IPO是指全球范
围内募集资金不少于2500万美元的所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IPO。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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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G NYSE:OSCR NYSE:DOCS NAS:ALHC NAS:HLTH NAS:SOPH SEHK:2251 TSE:CARE NAS:IMRX

硅谷银行划分的子领域 保险 保险 医疗机构运营 保险 辅助医疗保健 医疗机构运营 医疗机构运营 辅助医疗保健 临床试验赋能

股票发行价（美元）
（上市日期）

$18.00 
(21年6月

24日)
$39.00

(21年3月3日)
$26.00

(21年6月24日)
$18.00 

(21年3月26日)
$16.00 

(21年9月24日)
$18.00

(21年7月23日)
$9.65

(21年11月5日)
$9.62

(21年3月30日)
$15.00 

(21年7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股价
（美元） $3.44 $7.86 $50.13 $14.06 $13.41 $14.10 $4.92 $5.76 $16.17

股价涨跌幅 -81% -80% +93% -22% -22% -22% -49% -40% +8%

2021年12月31日市值
（亿美元） $22 $16 $92 $26 $20 $9.00 $5.26 $3.79 $4.26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各年度健康科技领域退出金额（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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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按IPO市值计算的规模最大健康科技IPO

$27 $31

$140

$220

$130

$60

健康科技

$460

健康科技公司退出交易的
特点是市值巨大

尽管新冠疫情大流行，但健康科技公司的IPO窗口
仍然开放，2020年有7家公司IPO，2021年有创纪录
的16家公司IPO。2021年的两宗最大规模IPO分别是
保险公司Oscar Health（融资14亿美元，市值79亿
美元）和Bright Health（融资9.24亿美元，市值
110亿美元）。这些IPO推动健康科技领域公司的退
出金额达到460亿美元，比2019年的创纪录表现高
出一倍多，是2020年的逾3倍。
但2021年上市的健康科技公司，公开市场的股价表
现 仍 然 以 下 跌 为 主 ， 平 均 跌 幅 为 28% 。 Oscar
Health（-80%）和Bright Health（-81%）都是大
幅下跌。我们在健康科技私募股权市场上观察到的
高估值溢价并没有在公开市场上得到体现。值得注
意的是，医疗机构运营公司Doximity是一个例外，
该公司上市后以46亿美元位列市值第三大的医疗健
康公司，到2021年底，股价已上涨了93%。在2021
年上市的其他公司中，Immuneering是唯一一家股
价高于发行价的公司。
单点解决方案医疗健康公司的合并增加，推动了私
募股权市场并购交易的增加，交易数量几乎是2020
年的两倍。
我们观察到，很多获风投注资的私有公司成为了收
购方。它们在2020年和2021年通过融资获得大量资
金，并在2021年通过在产品中整合单点解决方案和
扩大商业化规模与营收，加速并购交易以进行纵向
和横向扩张。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 IPO

各年度健康科技领域私募股权市场并购和IPO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IPO市值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总计

注：1）这些公司与诊断/工具或生物制药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7500万美元的所
有对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并购。IPO是指全球范围内募集资金不少于2500万美元的所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IPO。IPO市值用于估计上市公司
的价值。公开市场表现指标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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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有122宗健康科技并购交易，超过了2019年
76宗的交易纪录。虽然交易数量增加，但收购价略
有下降；交易规模中位数为6300万美元，低于2020
年的8400万美元，但高于2019年的4000万美元。大
多数收购方是医疗健康公司，而私募机构进行的收购
在2021年有所减少。
虽然2020年没有10亿美元以上的获风投注资私有公
司并购，但2021年有三宗大型并购，并且都发生在
辅助医疗保健领域。Ginger（远程医疗保健公司）被
Headspace以30亿美元收购，MDLive（远程医疗保
健公司）被Cigna以20亿美元收购，Iora Health（线
上线下结合医疗保健公司）被One Medical以14亿美
元 收 购 。 另 一 宗 10 亿 美 元 以 上 的 交 易 是 Grand
Rounds和Doctor on Demand的全股票合并，虽然
不是并购，但值得注意。
在所有交易中，医疗机构运营公司仍是并购的主力军，
大 型 并 购 交 易 包 括 PatienCo 、 OODA Health 、
Ciitizen和VisitPay等。然而，辅助医疗保健公司今
年的并购交易量增幅最大，是2020年的2倍，其中包
括了上面提到的三宗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以及其他
大 型 并 购 ， 如 ： PlushCare 、 Contessa 和 Access
Physicians。
2021年并购交易增加，进一步反映了公司或者选择
纵向的整合战略，以便为病患提供更多的治疗护理服
务，或者选择横向的发展战略，为更多客户提供平台
解决方案。由于许多公司着力于加强平台，我们预计
这种大量的私募股权市场并购2022年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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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健康科技领域并购交易额中位数（亿美元） 2021年知名健康科技并购交易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健康科技

辅助医疗保健

临床试验赋能

医疗导航

医疗机构运营

年度 总交易额 退出所用年数

2021年 $0.63 5.0

2020年 $0.84 6.2

2019年 $0.40 5.8

2018年 $1.00 4.9

2017年 $0.41 3.6

2016年 $0.10 4.2

2015年 $0.70 4.3

向平台解决方案子领域的扩
张推动并购增加 医疗机构运营 辅助医疗保健 精神健康和医疗教育 临床试验赋能

用药管理 医疗导航 保险

注：1）这些公司与诊断/工具或医疗器械行业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7500万美元的
所有对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并购。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1
1

1 1

https://www.svb.com/trends-insights/reports/healthtech-trends-report


8

5

1

10

6

11

25

5

0

2

9

10

30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 IPO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各年度诊断/工具领域私募股权市场并购和IPO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年度报告︱2022 36

各年度诊断/工具领域退出金额（亿美元）

$15 $3.18
$40

$88

$270

$34

LSE:ONT SHSE:688105 NAS:ZY NAS:EXAI NAS:HLTH NAS:CTKB SEHK:6606 NAS:ABSI NAS:OMIC SEHK:2251
硅谷银行划分的子

领域 研发工具 研发工具 研发工具 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研发工具 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股票发行价（美元）
（上市日期）

$5.63
(21年8月

23日)

$8.63
(21年11月

15日)

$31.00
(21年4月

22日)

$22.00 
(21年10月

1日)

$16.00
(21年9月

24日)

$17.00 
(21年7月

23日)

$3.43 
(21年2月

17日)

$16.00 
(21年7月

22日)

$22.00 
(21年5月

27日)

$9.64 
(21年11月

5日)
IPO市值

（亿美元） $46 $34 $30 $24 $23 $22 $15 $15 $14 $10

2021年12月31日
股价（美元） $9.45 $16.68 $6.69 $19.76 $13.41 $16.32 $2.83 $8.20 $11.56 $4.92

股价涨跌幅 +68% +93% -78% -10% -16% -4% -17% -49% -47% -49%

2021年12月31日
市值（亿美元） $78 $67 $6.85 $24 $20 $22 $12 $7.59 $8.33 $5.26

诊断/工具

2021年按IPO市值计算的规模最大诊断/工具IPO

$400

诊断/工具领域退出火爆，但
公开市场股价下跌

2021年诊断/工具领域的并购和IPO创下纪录。相较
于2020年纪录，IPO增长至3倍，并购交易翻了一番。
2021年上市的公司，其交易前估值和融资额中位数
为5.82亿美元和1.31亿美元，较2019年的中位数翻了
一番，但低于2020年的中位数9.29亿美元和1.78亿美
元。
然而，2021年上市的诊断/工具公司表现参差不齐，
上市后的股价涨跌幅勉强维持在+3%。研发工具公司
的公开市场表现远好于诊断测试公司。17家研发工具
公司上市后股价平均涨幅为25%，而10家诊断测试公
司则下跌了26%。
大部分股价上涨的上市诊断/工具公司都位于美国以
外的地区，市值最大的两家公司为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和Vazyme Biotech。2021年年底，14
家美国公司的股价比其发行价平均下跌了36%。在这
14 家 公 司 中 ， 只 有 一 家 公 司 的 股 价 上 涨 （ Alpha
Teknova ） ， 而 有 三 家 公 司 股 价 下 跌 超 过 50%
（ Zymergen 、 Talis Biomedical 和 Sera
Prognostics）。另一方面，2021年上市的9家中国
公司表现亮眼，股价平均上涨78%。
2021年，前几年上市的公司表现参差不齐，其中
2019年上市的公司（一年后股价上涨139%）股价仍
然坚挺，2021年涨幅高达198%。有五家公司的股价
在其发行价基础上上 涨了逾 100%，其中包括 10X
Genomics和Castle Biosciences。2020年上市的公
司（一年后股价上涨110%）2021年股价大幅下跌
13%，只有Shrodinger的股价上涨逾100%。
2021年的并购势头强劲，共有9宗并购交易，并购首
付款逾3亿美元（2020年有6宗并购，2019年有2宗）。

IPO市值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首付款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里程碑付款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7500万美元的所有对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并购。
IPO是指全球范围内募集资金不少于2500万美元的所获风投注资私人公司的IPO。IPO市值用于估计上市公司的价值。公开市场表现指标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1 1 1 1



10

7

4

6

4

5

8

3

2

4

3

7

1

1

诊断分析

诊断测试

研发工具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年度报告︱2022 37

各年度诊断/工具领域并购交易额中位数（亿美元）

$14

$15

$23

$10

年度 首付款 总交易额 退出所用年数

2021年 $2.25 $2.70 5.9

2020年 $3.50 $3.50 5.4

2019年 $0.68 $0.83 5.3

2018年 $1.26 $1.61 9.1

2017年 — — —

2016年 $2.25 $3.25 8.5

2015年 $1.64 $1.64 3.6

诊断/工具

2021年知名诊断/工具并购交易

$130

$75

诊断/工具公司的交易倍数
上升，中型公司并购增加

诊断/工具并购活动在2021年呈爆炸式增长。虽然
交易额中位数与2020年相比有所下降，但首付款
交易倍数中位数（投资总额除以首付款）在所有
领域中是最高的。2018年的交易倍数中位数仅仅
只有1.3倍，2019年增至3.2倍，2020年为4.3倍，
2021年达5.3倍。这一增长令人震惊，因为20家企
业中有18家已经处于商业化阶段，并且最近的IPO
可比交易倍数一直在下降。在三个子领域中，诊
断测试的首付款价值中位数最高（3.1亿美元），
其 次 是 研 发 工 具 （ 2.22 亿 美 元 ） 和 诊 断 分 析
（6200万美元）。
2021年，我们观察到，近期上市的生物制药公司
在收购研发工具公司，以扩张它们的技术或产品，
其 中 包 括 Guide （ 被 Beam 收 购 ） 和 ZebAI （ 被
Relay收购）。我们还观察到，资金充足、获风投
注资的私有公司收购诊断/工具公司。研发工具公
司Exscientia收购了Allcyte（诊断分析公司），以
提升药物发现能力；资金雄厚的健康科技公司Ro
收购了Modern Fertility（诊断测试公司），以扩
大其在妇女健康领域的垂直业务。
2021 上 半 年 ， 诊 断 检 测 公 司 Veracyte 和
NeoGenomics分别收购了诊断分析公司HalioDx
和Trapelo Health。下半年，它们再度出击，分别
又收购了Decipher Biosciences和Inivata。
Hologic 在 2021 年 完 成 了 对 两 家 诊 断 测 试 公 司
Biootheranostics和Diagenode的收购，以及对两
家医疗器械公司的收购。

诊断/工具领域各适应症私募股权市场并购交易（亿美元）
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7500万美元的所有对获风投注资私
人公司的并购。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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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银行划分的
子领域 心血管 平台 血管 新陈代谢 呼吸道 整形外科 眼科 手术 神经学

股票发行价（美元）
（上市日期）

$1.57
(21年2月3日)

$14.60 
(21年10月

25日)
$5.48

(21年7月5日)
$3.91

(21年10月
19日)

$2.40
(21年9月13日)

$16.00
(21年10月

15日)

$24.00
(21年7月

15日)

$25.00
(21年9月

15日)

$21.93
(21年8月

20日)
2021年12月31日股价

（美元） $0.50 $12.42 $3.27 $3.64 $1.15 $17.69 $17.57 $25.01 $13.44

股价涨跌幅 -68% -15% -40% -7% -52% +11% -27% 0% -39%

2021年12月31日市值
（亿美元） $12 $20 $11 $63 $6.07 $14 $8.31 $1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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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医疗器械领域退出金额（亿美元）

$47 $51
$76

$130

$140

$84

医疗器械

$270

IPO翻倍，并购价值上升，
退出金额飙升

2021年医疗器械领域的IPO和并购创下了纪录，超
过2015年的高水位。并购的首付价值中位数也达到
了六年来的新高。受IPO市值的推动，医疗器械领
域的退出金额较2020年的纪录翻了一番。
过去三年，在10家超大规模上市公司的助推下，医
疗器械领域的上市公司表现超过了医疗健康行业所
有其他领域，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平均涨幅为470%。
总体而言，这些上市公司也带动同类公司在2021年
取得了优异表现。2021年年底，2018年上市的公司
股价平均涨幅为197%（Inspire Medical Systems、
Establishment Labs 和 Axonics Modulation
Technology涨幅居前），而2019年上市的公司股
价涨幅为204%（Shockwave Medical和Silk Road
Medical涨幅居首）。2020年上市的公司， 2021年
股价下跌了一半以上，但2021年底仍上涨了60%
（Inari Medical、Outset Medical和Pulmonx涨幅
居首）。
然而，2021年上市的24家医疗器械公司，股价仅在
发行价以上徘徊，上市后股价涨幅为2%。14家美国
上市公司的公开市场表现更不尽如人意，跌幅为
28%，只有Elite Body Sculpture、Paragon 28和
PROCEPT BioRobotics的股价上涨。相比之下，中
国医疗器械上市公司在公开市场上表现出色，涨幅
为73%，但许多公司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公司。美国
IPO市场募资困难，另一些计划上市的医疗器械公
司望而却步，许多公司放弃了在2021年下半年IPO，
转而进行额外的私募股权市场融资。

2021年按IPO市值计算的规模最大医疗器械IPO

各年度医疗器械领域私募股权市场并购和IPO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 IPO IPO市值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首付款

私募股权市场并购里程碑付款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注：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5000万美元的所有对获风投注资私有公司的并购。IPO是指全球范围内募集资金不少于2500万美元的所获
风投注资私有公司的IPO。IPO市值用于估计上市公司的价值。公开市场表现指标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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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1年知名医疗器械并购交易

$37

$40

$51

$47

$92

$38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PMA路径 510(k)路径

年度 首付款 总交易额 退出所用年数

2021年 $2.23 $2.68 5.8

2020年 $1.32 $2.10 4.8

2019年 $1.20 $2.20 7.9

2018年 $1.95 $2.23 7.8

2017年 $1.31 $2.83 7.7

2016年 $1.73 $2.60 8.6

2015年 $1.25 $1.41 7.0

医疗器械

心血管

神经学

整形外科

血管

泌尿科/妇科

无创监测

$68

中低市值收购方主导的并
购交易创新高

2021年，医疗器械的并购非常活跃，交易数量和首
付款交易额中位数超过了2015年的纪录。新收购方
包括多个中低市值收购方、大公司分拆出来的公司
和中国公司。在过去的五年里，许多上市公司已经
成长为中低市值公司，并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子公司，
为获风投注资的公司提供资金。这些机构也开始进
行技术收购，迫使更大的机构提前进行收购。因此，
让整个并购市场非常活跃。
植入物和手术工具子领域仍有非常多的收购机会。
然而，收购方寻求扩大互联医疗保健和/或影像解决
方案的同时，科技赋能服务子领域的退出也更加普
遍。2021年，科技赋能服务子领域的退出有四宗，
包 括 三家 无创 监测 公司（ 被 Boston Scientific 、
Hill-Rom和Hologic收购）和一家影像公司（被奥林
巴斯收购）。
大多数510（k）路径公司仍然需要取得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在退出时实现营收增长。
2021年，收购510（k）路径公司的首付款中位数
（1.6亿美元）与2015-2020年的历史中位数（1.05
亿美元）相比有所上升，退出的时间也更短。PMA
路径公司的退出通常发生在商业化阶段之前，但在
2021年，我们观察到有更多商用阶段公司的退出。
2021年，交易规模也有所增加，首付款中位数达到
了2.75亿美元（2020年为2.06亿美元），但是退出
的时间也有所增加。

A)医疗器械领域各适应症私募股权市场并购交易（亿美元）

B)医疗器械领域并购交易额中位数（亿美元）

CE认证 未获批 美国商用

注：1）这些公司与健康科技领域重叠，具体分析这些领域时均包括这些公司。并购是指全球范围内首付款不少于5000万美元的所
有对获风投注资私有公司的并购。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临床前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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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2022年及未来展望
基金募集和投资：虽然风投机构放慢了投资步伐，但它们继续配置已募资金、进行投资，所以预估2022年，美国的医疗健康风投基金募资
额可能将达到160亿美元，对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总投资额将达到约640亿美元。

生物制药：LIPO交易将延续2021年四季度的活跃度或有所减少，因此该领域的投资可能减少，B轮及后续轮次的融资估值可能降低。我们
认为，IPO将减少约50%（50宗以上IPO），有利于差异化和特色明显、且拥有强大内部财力支持的公司。2022年，并购应该会回升，但将
更多地集中在股价低迷的新上市公司和临床前阶段的私有公司。

健康科技：预计该领域会出现大规模的整合，因此2022年将是健康科技公司的并购大年。投资保持稳健，但可能不会达到2021年的水平。
由于公司计划加强产品竞争力，在更广泛市场上扩大影响力，或吸纳紧缺人才和/或临床医生，预计该领域将会出现许多收购机会。

诊断/工具：2021年，该领域的IPO估值很高，公开市场表现良莠不齐，已经出现了收入倍数回到2019年之前水平的迹象。预计2022年还会
有10至15家公司上市，但估值较低。私募股权市场并购将保持坚挺，2022年将有20多宗交易。我们将持续关注高估值私有公司的退出表现。

医疗器械：由于非风险投资机构放缓了夹层投资的步伐，该领域投资额可能会下降。IPO窗口将继续为能够在早期创造营收、具有市场吸引
力的公司开放，预计2022年将有10至12家公司上市。尚未有营收的公司或营收快速增长的510(k)路径公司的上市具有挑战性。由于各类收
购方都在争夺头部企业，并购交易的热度将进一步保持。

所做预测均基于以前的数据趋势，这些数据趋势已被相应引用。
资料来源：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趋势 年年度报告︱2022 41

作者

Jonathan Norris
硅谷银行
医疗健康行业董事总经理
jnorris@svb.com
@jonnysvb

Raysa Bousleiman
硅谷银行
医疗健康行业洞察高级研究员
rbousleiman@svb.com

Beatriz Atsavapranee
硅谷银行
医疗健康行业顾问
beatriza@stanford.edu

Jonathan Norris先生致力于与医疗健康行业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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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B Capital建立部分合作关系，并就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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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说明
全额交易 指交易完成是全额支付交易款的收购。
A轮投资 指所有第一轮机构或企业风险投资，以及所有不低于200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不论何种
投资者）。
首付款 指结构化交易完成时支付的首笔收购价款，不包括里程碑付款。
待付里程碑付款 指达到预定的里程碑时支付的收购价款。
总交易额 指收购的总金额，包括待付里程碑付款。
退出时间 指从一家公司完成第一轮机构融资到退出的时间。
估值增长 指从上一轮融资投资后估值到下一轮融资投资前估值的估值变化。
企业创投机构 指投资于有风投支持公司的企业风投及其母公司。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指没有商业运营的公司，成立SPAC完全是为了收购现有公司而通过
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资金。
“去壳”指私有公司和公开交易的SPAC间完成合并的交易。

计算生物学：通过查阅各家公司网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符合本分析中计算生物学公司的资
格：（1）专门从事药物发现或开发（生物制药/研发工具），（2）应用新计算工具获得生物化学
研究成果，（3）有创建平台的能力或潜力，（4）有一个具有计算经验的团队。
欧洲数据：所有欧洲数据和统计数据包括来自欧盟和英国的数据。

医疗器械领域监管定义
未获批 指未获得监管许可或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

CE标志 指通过CE认证单尚未取得FDA批文的医疗器械公司。CE标志是欧盟标志，通过CE认证通
常比取得FDA批文的难度要小，通过CE认证的过程通常较快。

在美国投入商用 指取得FDA批文或许可的医疗器械公司，通常处于商用阶段。

适应症定义
神经学适应症公司 指中枢神经系统、疼痛和心理学公司以及神经植入物科技公
司。
无创监测 指通过传感器和体外穿戴的其他技术收集医疗数据。
诊断测试 指专有的是/否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指帮助确定治疗方法的可执行数据分析。
研发工具 指生物制药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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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为提高医疗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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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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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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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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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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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将健康生活方式和医疗最佳实践告知用户的公司。

生物制药领域前15大跨界投资者
生物制药领域前15大跨界投资者 指以上市为目的对私有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投
资者。前15名跨界投资者包括RA Capital、Perceptive Advisors、Deerfield 
Management、Redmile Group、Cormorant Asset Management、The Invus
Group、Fidelity (et al.)、EcoR1、Casdin Capital、Janus、Logos、Viking、
Citadel、Rock Springs Capital和Wellingt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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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资料中的统计信息都仅供参考。部分资料基于我们认为可靠的第三方来源，但是我们并未对这些来源进行独立验证。因此，我们不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资料信息不应该作为
税务、投资、法律或其他咨询参考，而且也不应该作为投资或其他决策的依据。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你应获取相关和具体的专业咨询。与本资料相关的任何信息都不可以理解为招徕、提供或建议获得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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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硅谷银行
硅谷银行（SVB）致力于服务创新企业及其投资人近40年，帮助他们快速推
进大胆创想。硅谷银行通过其全球创新中心的团队为客户提供客制化的金
融服务和专业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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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服务全球创新者的独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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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浦发硅谷银行

浦发硅谷银行成立于2012年，是美国硅谷银行和上海浦发银行合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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