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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Map 中国版第 2 弹 回答医生数扩大至 12,000 人 
 

 “PatientsMap 2019 中国版”医药销售代表访问 TOP10 公布 

TOP3 为辉瑞、阿斯利康、拜尔 

正大天晴升至第五位，中国药企四家上榜 

日企首位卫材，整体排名第 25 位 

 

 北京医脉互通科技有限公司与艾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SSRI-CHINA）及其总社（M3 与 SSRI）

联合发表了 PatientsMap 2019CN（2019 年中国版）。这是继 2018 年之后第二次在中国实施此

调研。 

PatientsMap 是在来自日本、美国、英国，中国 4 个国家约 3 万 6000 人以上的医生的协助下

完成的针对 400 种疾病的诊疗患者数量、是否有新药需求等进行在线调研的数据库产品，。 

 

 

＜概要及医药销售代表访问率的摘录＞ 

 2019CN 使用北京医脉互通科技运营的面向医疗从业者的门户网站“medlive.cn”来收集样本。

样本数从 2018 年的 10285 人扩大到 2019 年的 12108 人，增加 20%。同时此次样本设计充分

考虑了各科室以及不同城市等级的配比（1 级城市、1.5&2 级城市、3 级城市以下）。 

PatientsMap 2019 中国版向医生询问了目前有医药销售代表访问的药企。64 家药企过去一个月

医药销售代表访问前 10 名的公司如下：排名前 4 位的是欧美巨头，此次排在第 5、第 8、第 9 和

第 10 位的是中国药企。(表 1) 

表 1.PatientsMap2019 中国版 医药销售代表访问 TOP10 药企（n=12,108） 

整体排名 药企 回答数 ％ 

1 辉瑞 4,061 33.5 

2 阿斯利康 3,948 32.6 

3 拜耳 3,199 26.4 

4 默沙东 2,715 22.4 

5 正大天晴 2,332 19.3 

6 诺华 2,300 19.0 

7 赛诺菲 2,223 18.4 

8 扬子江药业 2,202 18.2 

9 齐鲁制药 1,948 16.1 

10 江苏恒瑞 1,772 14.6 

 



日本药企排名首位的是卫材，整体排名第 25 位，访问率 7.2%。武田紧随其后排名第 27 位，第一

三共第 30 位，大冢制药第 32 位。其他日本药企排名顺序如下：住友制药，安斯泰来，参天，协

和发酵，田边三菱。 

表 2.PatientsMap2019 中国版 日本药企 MR 拜访情况 

日本药企拜访情况 

25 卫材 

27 武田 

29 第一三共 

35 大塚制药 

40 住友制药 

42 安斯泰来 

56 参天 

61 协和发酵 

64 田边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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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Map 2019 中国版」简介 

 本调查在 M3 的中国法人运营的面向医疗从业者的门户网站“medlive.cn”(医脉通)的 285 万

名会员中，通过对每个科室进行随机抽样来收集数据。 

 

对象疾病  ：386 种疾病 

调查对象  ：「medlive.cn（医脉通）」会员医生 

对象条件  ：医院及诊所全科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 

调查方法  ：在线调研 

样本医生数  ：12,108 人 

调查时间  ：2019 年 9 月 6 日～2019 年 12 月 5 日 

调查内容  ： 是否诊疗疾病 

     诊疗患者数 / 药物处方患者数（最近一个月） 

    希望有新药出现的疾病领域 

    最近一个月销售代表访问情况（对面及非对面形式）） 

    年龄 

    行医地点 

    职务 

    医院级别・床位数 

    科室   

在日本国内，关于PatientsMap由SSRI和M3共同提供此服务。 

 

■联系方式  SSRI-CHINA 张俊 0411-8817 6603 (zhangjun@ssrichina.com) 

      医脉通 艾洁 ＋8613811500936  (aijie@kingy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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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脉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4 月 

资金:   200 万元 

总经理:   田立平 

员工数量:  277 名(2020 年 1 月末至今)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白家楼甲 1 号 红庄国际文化保税创新园 E1 座 

公司网站:  http://www.medlive.cn/ 

 

■SSRI CHINA 

成立时间: 2013年6月 

资金:  500万日元 

总经理:  传农 寿 

员工数量:  6名 

公司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数码广场1号8号楼218室 

公司网站:    https://www.ssri.com/china/cn/ 

 

■ Social Survey Research Information Co., Ltd. 

成立时间: 1982年4月 

资金:  2700万日元 

代表董事: 牧田 孝 

员工数量:  110名 

公司地址: 东京都新宿区富久町10-5  NMF新宿EAST大厦 

公司网站:    http://www.ssri.com/ 

 

■M3 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9 月 

资金:   288 亿 1047 万日元 

代表董事: 谷村格 

员工数量:  6,024 名(2019 年 3 月末至今) 

公司地址:  东京都港区赤坂 1-11-44  赤坂 Inter City 10 楼 

公司网站:  http://corporate.m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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