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Cerecin 公司在治疗偏头痛和婴儿痉挛方面的

进展和扩张 
 

2021 年 5 月 27 日 
PharmaBoardroom 和 Cereci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Charles Stacey 专访 
 

Cerecin 的 Charles Stacey 阐述了公司将主导资产扩张进入偏头痛和婴儿痉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融资战略演变情

况、为何新加坡仍是其合理的基地，以及中枢神经系统 (CNS) 领域更广泛的发展将如何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获益等。 
 

您好！Charles，上次我们谈话还是在 2018 年。当时 Cerecin 刚重新塑造了品牌，从美国搬到了新加坡，也正好

有新的投资者加入。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Cerecin 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Cerecin 成立于 2000 年，2018 年，总部从美国搬到了新加坡。促成总部搬迁的原因有三个： 
 

1 .  当时我们的临床研究数量不断增长，相当一部分是在亚洲进行的，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这里建一个临床基

地。 

2 .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建立我们的生产和供应链，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所用的一种关键原材料就来自于东

南亚。 

3 .  同时，我们意识到新加坡的生物科技活动日益增多，这里有良好的资本和人才渠道。 
 

三年过去了，这些基本原因依旧让我们坚持这么做。事情的发展正如我们对这座“狮城”的预期一样好。 
 

现在，我们的大部分执行和运营团队都扎根于新加坡，这里分布着我们的研发和临床运营核心职能部门。此外，

协助执行团队工作的全部后勤人员都在这里和美国。将该团队设立在新加坡是我们的核心动作也即推出以亚洲

为重点的项目的关键。 
 

2018 年时，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我们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方面所作的工作，目前，该工作进展顺利。我们为此开

展了多项研究，为一项原定于 2020 年启动的全球 III 期研究做准备，但就像许多其他临床试验一样，因 COVID-19 

疫情只好暂时搁置。 
 

一旦重启运行，这将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全球将有 100 多家研究中心参与，但患者人群非常脆弱。考虑到参与

研究的复杂性和物流问题，推迟研究，保护老年患者免受病毒侵扰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同时，我们还启动了其他适应症研究，主要是两个项目，一是预防偏头痛，已经重启运行，另一个是婴儿痉挛，

这是一种孤儿型小儿癫痫。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 FDA 批准了 Cerecin 将主导资产用于治疗罕见小儿疾病和婴儿痉挛指定孤儿药。您能否给我

们介绍一下公司在阿尔茨海默病以外的其他治疗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我们的领先化合药物 tricaprilin 是一种生酮药物，一种结构化的脂，提供外源性酮。这些酮可以为大脑提供额外

的能量来源，同时，也是重要的信号分子。 
 

公司成立后的前 10 年左右，我们的药物开发重点在于阿尔茨海默病。但是，我们一直认为酮类药物的潜在疗效

不只是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只是我们是一家小公司，不得不把最初的重点放在研发概念验证和项目推进上。 
 

我们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是将 tricaprilin 扩展应用于其他适应症。原因有很多，阿尔茨海默病虽然是一个有

待破解的大适应症，但也极具挑战。因此，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投资管道和组合中纳入其他适应症，以扩大市场

潜力，提供多样化应用。 
 

2019 年，我们对所有神经学适应症进行了全面回顾，其中有证据表明我们的生酮机制，即通过使用生酮剂或生

酮饮食，可以有效地治疗该疾病。我们还考虑了其他一些因素，包括如何在管道投资中组合这些适应症。 
 

通过该过程，我们将适应症缩小到了偏头痛预防和小儿痉挛。 



 

像阿尔茨海默病一样，偏头痛是另一种大适应症，全世界有数百万患者受累。但是，不像阿尔茨海默病，最近

针对偏头痛批准了一类新药 CGRP 受体拮抗剂，它对控制偏头痛有重大影响。 
 

确定了这两个大适应症后，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孤儿型适应症，可能会加快监管审批进度。在生酮饮食的作用

得到充分证实的孤儿型适应症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几种罕见的癫痫疾病。因此，我们锁定了孤儿型癫痫适应症。

生酮饮食一般是作为二线或三线治疗。因此，我们早在 2018 至 2019 年就进行了动物实验，通过一些临床前研究

确立了其疗效，并在此基础上，就使用 tricaprilin 作为指定孤儿药和指定小儿罕见病用药治疗婴儿痉挛向 FDA 递

交了申请。 
 

生酮饮食除了是一种流行的减肥方法外，选择其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是否可行呢？ 
 

5 到 10 年前，我们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前半个小时就是在解释什么是生酮饮食。但现在，这种情况变了，

我们再提到酮时，对方的回答常常是“酮啊，我就是生酮饮食人士啊！” 
 

这种饮食会导致人产生内源性生酮状态，提高酮水平，导致体重减轻。青睐这种饮食的人还会对大脑产生其他

有益影响。 
 

这种饮食最初是由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发出来的，用于治疗耐药性癫痫。研究人员发现，

这种饮食对一些对药物无反应的患者亚组有效。这种饮食严格得令人难以置信：摄入量的  70%-80% 是脂肪，

10%-20% 是碳水化合物，这就会导致酮增加。有大量证据支持这种饮食对治疗癫痫有效，而且现在大多数领先

的癫痫中心都有专门从事生酮饮食的营养建立和维护部门。 
 

将酮应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正逐渐被人们认识。2020 年的一篇综述论文研究了这种饮食在治疗阿尔茨海默氏

病中的作用，回顾了 11 项动物研究和 11 项人类研究。目前有文献表明，如果患者坚持这种饮食，会有一定程度

的疗效和认知症状的改善。表现出血浆酮水平升高，通常认为与认知方面的获益相关。 
 

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转为生酮饮食，最大的挑战就是依从性。不像儿童，给什么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

般都是老年人，已出现意识模糊，还特别爱吃甜食。这时候，Cerecin 药剂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因为患者不需

要有任何形式的饮食限制，正常饮食就可以获得相同的作用机制，并取得相同的结果。 
 

我们上次谈话时，您还提到了公司已经在一些特定市场上有了成熟的医疗食品。现在还有吗？全范围覆盖阿尔

茨海默病护理的想法是否仍然是一个重点领域？ 
 

我 2015 年进入公司，当时公司的业务更多集中在医疗食品上。我的主要目标是将 Cerecin 转变为传统制药公司，

专注于药品 tricaprilin。 
 

我们的医疗食品商业战略以亚洲为中心，并完全通过合作伙伴进行推广。市场对了，医疗食品就能够取得很大

成功，但是，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文化、医疗保健实践和监管机制等等。我们依靠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来

了解市场并决定如何定位产品，而我们就专注于药物开发。 
 

药物开发依靠的是我们 Cerecin 背后强大的研发团队。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建立临床可信度和有效性的唯一途径

是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标准路径。它赋予了医生开药的信心，患者吃药的信心和付款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

够将药物送到千万人手中。 
 

在我们最近与 Idorsia 的 Jean-Paul Clozel 的谈话中，他谈到了在一个看似由大分子药物掌控的世界里，专注于小

分子药物的开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技术更成熟，更便宜，有更好的机会进入市场。这在 Cerecin 也适用吗？

你们的策略有什么不同呢？ 
 

绝对适用。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药物的开发都均告失败，特别是在

后期阶段。因为大家都过度关注于一个目标和作用机制，就是淀粉样蛋白。任何适应症药物的成功开发都需要

机制的多样性，其中需要解决多个靶点问题。 
 

在 Cerecin，我们用的方法与其他大多数项目不同，我们相信，风险也大大降低了。开发药品时，必须想着两件

事。一件是安全性，尤其是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们都是老年人，有合并症，需服用多种药物，另外，这

是一种进展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我们的 API 是一种结构化脂质，所以，我们利用的是我们体内自发的生理路



径。晚上睡觉后，不吃不喝 8 至 10 个小时，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酮。我们利用相同路径，而不是引入具有潜在

毒性的化学物质，然后作用于非典型路径。 
 

另一件是关注疗效。我们对生酮饮食进行的类似研究和 II 期综合项目意味着这个过程是没有风险的。此外，围绕

生酮饮食的支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被临床界认可，这为该机制提供了信心。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Cerecin 不得不暂停阿尔茨海默病 III 期试验。那么，您对于这项大型试验何时能正

式启动有何希望和期待？ 
 

2020 年，我们正加紧开展 III 期研究，设立 CRO，确定研究者和研究材料供应链。一开始，大家都觉得 COVID-19 

疫情只会持续 3 个月，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重拾信心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项

价值 1 亿美元的大规模研究项目了。这类研究不能轻易暂停，尤其是考虑到可能发生第二波疫情和出现变异毒

株。 
 

管理得好就能很快适应，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此外，我们搬到新加坡的另一个原因是将重心放在澳大利亚。澳

大利亚是个讲英语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临床试验地点，拥有世界级的医疗保健体系和杰出的研究人

员，并且政府非常支持研发计划。而且现在，相对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受疫情影响非常小。这种情况就允许

我们从一项研究发展到两项，并计划在 2021 年晚些时候开展更多的研究，围绕配方和供应链进行大量的研发工

作。 
 

首个执行团队成员招募工作已完成，为此，目前正抓紧建设我们的澳大利亚办事处。澳大利亚政府为我们提供

了很好的服务，而且，与我们在新加坡的总部处于相似时区，很方便。 
 

正如您提到的，III 期试验可能需要大量资本。那么，您的融资策略是什么？Cerecin 会不会进行 IPO？ 
 

我们一直在寻求所有可行的办法。Cerecin 有幸通过私募走到了今天，非常不容易。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一家公

司不是通过公开募股或与大型制药厂合作才能开展阿尔茨海默病 III 期试验。 
 

进入这一阶段，要想获得必要的资金，通常意味着需要与其他公司合伙或上市。Cerecin 背后有很多投资者愿意

提供投资支持，公司也不需要 IPO，但引入新投资者总是有价值的。我们在各个国家都会定期进行交流；作为一

家在美国成立的公司，我们已经与纳斯达克和纽交所进行了洽谈，目前，我们立足于亚洲，同时也与港交所和

韩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洽谈。 
 

目前，我们尚能够通过私募开展偏头痛和婴儿痉挛 II 期研究项目。但是，如果这些项目开始转向更大的关键项

目，我们的阿尔茨海默病 III 期试验启动，并在偏头痛和婴儿痉挛方面开展更大的后续研究，那么我们可能会寻

求新的私人投资者或公开市场投资者来扩充我们的投资者基础。 
 

为什么新加坡仍然是续写这一增长神话的最佳地点呢？这个程度是怎么界定的？ 
 

公司搬迁到新加坡是很不错的决定，非常适合公司发展。每个公司都不同，但从人才、资本和原材料方面来讲，

搬到这里对 Cerecin 很有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招募组建强大团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的生物技术生态系统相对较小。虽然这里

在临床操作、制造和供应链方面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但有些职位在波士顿或湾区这样的生物技术中心更容易招

聘到人才。 
 

Cerecin 在资本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根据我们的项目，我们在该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待定资金，并进一步筹

集资金。在制造方面，我们目前在亚洲有合作伙伴，并建立了有效的供应链。 
 

新加坡政府继续给予支持，加大对高科技创新产业的投资。虽然为时过早，但显然有新的风险资本来源支持。

我们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政府进行合作，以反馈和帮助新加坡发展这一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 
 

更广泛地说，自我们上次谈话以来，中枢神经系统领域也取得了进展，阿杜卡努单抗也逐渐接近美国  FDA 监管

批准要求，它可能是自 2003 年以来首个新获批准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这对您来讲是威胁还是机遇呢？在这场

逐鹿中，Cerecin 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我认为这是一场机遇。在我为 PharmaBoardroom 撰写的上一篇文章中，我写道中枢神经系统 (CNS) 可能成为下一

个肿瘤学，随着人们对 CNS 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兴趣日益浓厚，我对这一说法的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备受讨论的“Biogen 或阿杜卡努单抗效应”表明，这是一种棘手的适应症，我们需要在阿尔茨海默病和整个 CNS 

领域看到新药获批。这表明，试验终点是可以实现的，研究终将取得成功，监管机构也会参与其中。 
 

无论对于临床还是投资而言都是如此，这是这个行业的驱动力，因为投资者需要赚钱。投资者在 CNS 上损失惨

重，尤其是在阿尔茨海默病上，现在需要挽回损失。研究成功并获批都会产生全面的积极影响；其他上市的 

CNS/阿尔茨海默氏病药物研究公司也随着研究兴趣的激增而获益不少，去年有一些完成了 IPO，并成功进行了一

些融资活动。比如，处于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开发相对早期阶段的 Athira 公司，在令人信服的 I-II 期数据基础上筹

集了近 1 亿美元，然后在 2020 年下半年，甚至在 COVID-19 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 IPO。 
 

鉴于公司在过去三年的快速发展和 2020 年所面临的困难，您对 2021 年和发展中期的 Cerecin 有何期望？ 
 

对于我们的两个 II 期项目来说，2021 年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我们整个团队都在埋头苦干，专注于研究活动，

研究结果将于 2022 年初揭晓。 
 

希望在 2022 年，我们可以展开更大规模的 II 期、III 期，甚至可能是关键的偏头痛治疗药物研究，而这种药物将

为患者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治疗选择。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CGRP) 抑制剂对偏头痛患者的治疗进展令人振奋。但

与此同时，仍有一个庞大的患者亚群 (30%-40%) 未能充分享受这种治疗服务。因此，找到替代品势在必行，而 

tricaprilin 将会成为这种替代品，与这些补充机制齐头并进。 
 

由于婴儿痉挛属于孤儿型疾病，我们有望在获得概念验证后快速进入决定性关键研究。也就是说，到 2022 年，

Cerecin 将展开研究，推进公司获得审批。这将是我们第一次将这种药物提供给患者，将对我们的团队产生巨大

的影响，并带来巨大的回报。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在癫痫治疗中实现概念验证，使我们能够深入其他孤儿型发

作性疾病，甚至更广泛的全身性癫痫，而研究已证明，生酮饮食对治疗这些疾病有积极作用。 
 

只要有挑战，就会有 Cerecin 的高光时刻。 
 

是什么让您对目前的制药行业充满热情？ 
 

去年虽是艰难的一年，但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制药行业首次被认为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不幸的是，制药行业长期以来声誉不佳，我们的高管往往在民意排名中垫底。这非常令人失望，因为我在这个

领域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很聪明，他们的动机充满善意，就是要去影响和帮助他人。现在，看到该行业的公众舆

论变得积极向上，也是鼓舞人心的。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理智，那么，该行业也会理性发展。 
 

希望在这种积极的公众情绪带动下，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更多的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这也意味着更多

改变生活的药物将获得批准，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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