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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医疗赋能的疼痛管理平台



市场概况 疼痛市场庞大

国际疼痛市场 西方国家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疼痛的发病率占总人群的30%左右。据英国咨询机构Brisk Insights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疼痛管理药物和医疗器械

市场达到378亿美元，预计2015～2022年年复合增长率为4.3%，2022年将达到508亿美元。

中国疼痛市场 3亿疼痛潜在人群 5000亿市场规模 《中国疼痛防控与健康促进战略蓝皮书：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指出，“我国

慢性疼痛患者超过3亿人，且每年以1000万~2000万的速度在快速增长，治疗上整体花费约5000亿元。政策支持：2007年，原卫生部227号文件要求二级以上医院设立“疼痛科”。

ICD-11明确将“慢性疼痛”“慢性癌痛”列入了疾病分类。

全世界患骨质疏松症的总人数超过2亿人；美国每年骨质疏松症患者1500-

2000万，造成骨折者有130-150万例。

目前我国骨质疏松症患者约有8400万。每年因骨质疏松症而并发骨折的发病

率约为9.6％，超过800万人，并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欧美当前疼痛管理领域呈现出白热化的竞争局面，代表性的企业如Hinge Health、

Kaia Health、N1-Headache等脱颖而出。主要针对肌肉骨骼疼痛，如腰背痛、膝关

节痛等。多数数字疗法疼痛管理企业都相对更为聚焦于慢痛细分疾病领域。

https://mp.weixin.qq.com/s/dS4-r0FbU6KONh1qqJqKEg


中国癌症发病率持续增长 癌痛是常见症状并且十分重要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15年中国恶性

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平均每

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世界卫生

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近日

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

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万例，占

全球23.7%。

十多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

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

％的增幅，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整体上呈

现增长趋势。

2015-2019年，我国肿瘤医疗服务市场

规模从2314亿元增至3710亿元，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12.53%。据弗若斯特沙

利文预测，2020-2025年，中国肿瘤医

疗服务市场规模有望以11.54%的年复

合增长率增至7003亿元。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

根治性治疗后患者：疼痛发生率33%

接受抗癌治疗的患者：疼痛发生率59%

所有癌症类型的疼痛总患病率>60%

癌痛治疗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癌痛】与【癌痛】市场的行业痛点

◼ 诊疗要求高：癌痛诊断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能力体现；

要求医生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

◼ 跨学科：涉及疼痛和癌症的治疗，肿瘤科通常只用药物治疗癌痛，

对难治性癌痛缺乏诊疗能力；疼痛科由于不熟悉癌症治疗，不愿

意接收癌痛患者。

癌 痛

◼ 有90% 的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疼痛诊疗在中国有极大的需求没有满足；

◼ 约有70％第一线临床医护人员对疼痛

的诊疗不了解或了解很少；

◼ 我国人数基础大，人口老龄化加速，中

国的发病率远高于国际的平均值，其中

老年疼痛患者是主力病源，老年人慢性

疼痛发病率高达65%。

疼痛市场
非癌痛

◼ 绝大多数医院的疼痛科及疼痛科医生得不到重视；

◼ 绝大多数的疼痛科在人员、病床配置上严重不足；

◼ 普遍存在设备陈旧、短缺，无专属团队。

◼ 理念陈旧，模式简单，多镇痛，少治痛；

◼ 增加医疗资源、费用负担；降低患者生活质量；

◼ 慢性疼痛需要在规范化、多学科模式下，进行全面的管理。



疼痛领域领先的 数字医疗赋能的 服务管理平台

循证医学基础 智能科技驱动 数据交互平台

铂桐医疗是中国首家以“癌痛治疗”为切入点的疼痛管理综合服务机构；以智能科技为驱动、数据交互平台为基础，

医疗服务为支撑，是国内疼痛领域领先的数字医疗赋能的服务管理平台；

◼ 由对医学有丰富知识和资源的业内专家与对数字医疗及医疗市场丰富经验的人士共同创业；

◼ 与国内外各大医疗及科研机构、药企、专家教授、协会建立了紧密合作；

◼ 已创建了多款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疼痛管理的数字医疗产品；

◼ 聚焦疼痛，做到了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创新。



铂桐独有的哑铃模式 数字医疗及科研平台赋能疼痛管理

疼痛数据

交互平台

CPAIN 

癌痛综合管理监测网

(由国家卫健委疼痛诊疗质控中心、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CSCO 、CACA 共同支持)

培训教育

真实世界研究

培训、研究

服务中台

线下诊疗

BTC

BTX

BTS

BTB

筛查评估
初诊

咨询分流

维持
长期管理

应用



铂桐数字医疗产品管线 BTS BTC BTX

BTX系列



铂桐数字医疗产品管线 BTB

BTB -骨折预测

◼ 乳腺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骨转移发生率最高，大概有60-75%；

◼ 肺癌、肾癌、肝癌、恶性黑色素瘤次之，大概有20-45%；

◼ 消化道肿瘤比如胃癌、结直肠癌以及妇科肿瘤也可能发生骨转移，发

生率一般在10%以内。



铂桐数字疗法产品 覆盖多种应用场景



数字医疗赋能的整体疼痛解决方案

评估

预测

轻度疼痛

（1-3）

中度疼痛

（4-6）

重度疼痛

（7-10）
BTS

BTB

BTC

BTX
PAINICU



癌痛规范化管理能力提升医联体



癌痛规范化诊疗中心医联体

上医服字【2022】第23号文件

关于开展“癌痛规范化诊疗中心”项目的通知

项目支持单位：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



完整体系赋能医疗机构

系统 制度 质控 标准 培训 考核

癌痛规范化管理能力提升 医联体体系赋能医疗机构

评估 院内外管理 管理系统 数字疗法 PAINICU



PAINICU®

BTS

BTB

BTC

BTX

镇痛体征监测设备

疼痛评估机器人

患者管理系统

PAINICU监测系统

药物、微创、PCA

智能微创治疗机器人

规范化治疗方案

数据收集



疼痛数据交互平台

您好，欢迎登陆疼痛数据交互平台



数字医疗管线 临床研究进展

BTS研究启动会-北部战区总院
郑振东＆黄明教授



铂桐盈利模式

2019年-2021年收入

医疗服务 其他

20%

医疗机构

医疗设备企业

药企

80%

2022年收入

医疗服务 数字医疗

药企

医疗设备企业

商业保险机构

医疗机构

27%

73%



铂桐的数字疗法生产平台不断丰富产品管线

⚫ 标准产品

⚫ 统一的数据平台

⚫ 严谨的治疗方案

⚫ 核心图谱数据驱动

BTS疼痛评估及综合决策系统 BTB预测评估及诊疗决策系统 BTC多学科咨询系统

BTX基于生物反馈的CBT疼痛数字疗法 居家远程疼痛综合系统…

CPAIN 癌痛综合管理监测网

疼痛数据交互平台 PAINICU监测系统

骨转移疼痛 腹膜后疼痛 手术导致的刀口痛 盆腔痛…

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医联体核心单位及成员单位数据收集

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 癌性爆发痛专家共识 肿瘤相关疲乏 肺癌患者咳嗽管理共识

肿瘤相关贫血诊疗指南 中国癌痛治疗合理用药指南 癌痛诊疗规范 …

数字疗法
产品管线

数字疗法
生产平台

BTS\BTB\BTX产品专利申报中



数字医疗管线进展



竞品分析

2016年获得第一张FDA认证的数字疗法reSET，截至2020年3月，总共有三个FDA认证的数字疗法。14个产品在认证中。2021年12月，
Pear与SPAC公司Thimble Point完成合并，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软银、淡马锡等顶级投资机构加持，研发出全球首个获FDA审批的数字疗
法产品，数字疗法领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2021年，公司的处方数字疗法（PDT）产品销售收入增长24倍，主要来自reSET和reSET-O两
个产品的批量销售增加。

Hinge Health为各大公司的医疗保健计划提供数字MSK解决方案，是MSK市场的领导者。在拥有数字MSK解决方案的5个企业雇主中，
有4个选择与Hinge Health合作。它与波音、Salesforce、美国食品以及多家健康计划、公共部门客户等财富500 强公司合作。截至目前，
公司共完成5轮4.36亿美元的融资。

复动肌骨成立于2018年，是专注于肌骨康复和骨与运动医学领域的创新型医疗研发企业，通过肌骨治疗数字疗法产品、PhysioCloud云
服务平台和线下肌骨康复医疗中心三大产品线，提供一体化肌骨治疗综合解决方案。公司深度融合临床医疗、软硬件开发、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处理等多学科的科研与临床应用。



团队介绍 创始人

王杰军 创始人、董事长、CEO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

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在全国推动了超1000家癌痛规范化诊疗示范病房建设；完成近100

家难治性癌痛规范化管理示范基地项目 ；在国内完成了《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癌性爆发痛专家共识》、

《肿瘤相关疲乏》、《肺癌患者咳嗽管理共识》、《肿瘤相关贫血诊疗指南》、《中国癌痛治疗合理用药指南》

、国家卫健委《癌痛诊疗规范》等。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成果一等奖一项；国家科技发明二

等奖一项，第一负责人承担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一项，参与973、863项目各一项。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常委，发起人之一

◼ 国家卫生计生委肿瘤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SCRC）主任委员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营养治疗专家委员会 候任主任委员

◼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RPC）荣誉主任委员

◼ 中国人民解放军肿瘤专业委员会顾问

◼ 国家药物食品监督管理局药物审评专家委员会委员



团队介绍 创始人 参与标准制定

2016

成立CRPC难治
性癌痛学组

2017-2021

启动难治性疼痛规范化诊疗示
范基地项目，示范基地及联合
体授牌暨多学科会诊在全国相
继开展；优秀示范基地及基层
医院评选已开展4期；难治性癌
痛规范化诊疗-观摩培训班已开
展2期

2015

CRPC成立CPAI疼
痛管理学院，旨在
培养中国姑息治疗
未来学术领袖

2018-2020

第一、第二、第三
届难治性癌痛高峰
论坛；孙燕院士致
辞“为民止痛乃高
尚的事业”

2019-2021

启动治痛道合-难治
性癌痛规范化管理
（MICP）项目；开
启难治性癌痛临床
案例MDT研讨和技
能比拼

2020-2022

启动“攀登计划”之

癌痛综合评估体系

制定行业标准《蓝皮

书》

启动支持治疗能力提

升项目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学会及队伍：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RPC) 于1994年8月正式成立

专家学者用智慧与信念，励志为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开辟前路 抗击癌痛，我们在行动.....



团队介绍 核心团队

王昌恩 医学负责人

硕士，毕业于台湾阳明大学生物药学所药学系。拥有超过15年肿瘤医学领域经验, 先后任职台湾东洋药品医学事务部、东曜药业产品经理、北京健达康总经理助理、三生国健市场部副总监

和微试云数字化服务部高级总监。在肿瘤领域具丰富研发、临床试验与医学上市前后产品策略经验。曾带领与参与多个药品的上市前后的临床试验执行与医学策略规划,以及上市后的品牌

策略执行工作。

范赟佳 产品负责人

本科，学士学位，毕业于上海电力大学软件工程系，拥有7年医疗信息化建设经验。先后任职于上海长征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具备全院医疗系统整体化设计、上线集成能力。曾带领团

队完成电子病历4级、6级的评级要求。负责电子病历、移动医疗、统⼀WEBSERVICE平台、各类CDSS、样本资源库等信息化建设⼯作。主导项目曾在2016年荣获首届“上海市医改十大

创新举措”，在医院信息化、智能医疗、CDSS邻域拥有丰富经验。

叶 蕾 运营负责人

本科，毕业于新加坡拉萨尔国际学院。拥有10年大健康领域经验，2年创业经验。先后任职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区域医疗协作体执行秘书、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萨美细胞副总裁/运营总监。在

高端健康管理、互联网医疗、生物医药、医疗服务平台领域有市场营销、品牌推广、项目执行的实操经验。曾带领团队签署近300家医疗机构，配合完成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区域医疗协作体

成立及运行，成功举办多次大型的医疗协作会议。

高 茜 医务负责人

毕业于蚌埠医学院本科学士学位，内科中级职称，有12年临床工作经验、4年医务管理经验。2006年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在二级综合医院内科病房工作，后至医务科从事管理工作，擅长医

政制度制定及配套考核，科室的筹建、运营情况分析、人员设置调整及考核，协调内外部医疗工作，质控检查，医生培训，申报新技术准入等医疗工作。



团队介绍 核心技术顾问团队

王臣汉先生

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曾受雇于投中信息、华特迪士尼、Youtube、LeanCloud。是中文语言理解领域基准 CLUE Benchmarks 的基金会秘书长。

2017年创立的OpenBayes贝式计算获得联想控股与招商局集团注资。主导了超算集群操作系统 OpenBayes 的定义与研发。该系统服务于中科院

卫星资源中心、招商局港口集团、东方明珠电视台、宁德新能源、优刻得、北京大学医学部、清华大学类脑研究中心等机构。

张树魁先生

曾任【易联众民生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负责医疗板块C端产品线的开发和运营工作，基于公司战略要求，建设C端第一个产品“家+社保”，

负责开发和运营团队的构建和能力培训、公司内部各分子公司的合作交流和资源洽谈、外部合作厂家的合作模式设计、市场恰谈和运作。熟悉医疗

行业产品运营，具有丰富的数据挖掘模型开发与应用经验。

王泰峰先生

慧济智能联合创始人、杭州认知联合创始人。率先将IBM Watson Health 肿瘤业务引入中国，带领团队签署近百三甲医院，公司居Watson 

Health全球第一业务伙伴（截至2018年底）。卓越的产品落地和医学拓展能力。



团队介绍 核心医疗顾问团队

王昆教授，天津市肿瘤医院疼痛科主任、首席医学顾问

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中青年委员、麻醉与镇痛学组秘书，天津麻醉学分会疼痛学组秘书，《中国疼痛医学杂志》编委。从事癌痛工作10余年，对癌痛病人的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在

镇痛药物的管理和应用有丰富的经验。倡导和建立了天津市肿瘤医院的癌痛庭家治疗模式，积极开展难治性癌痛诊治工作，擅长骨性和神经性癌痛的治疗，晚期癌痛PCA（病人自控镇痛

）治疗等技术。出版了《临床癌症疼痛治疗学》，参加编写专著8部，发表论文10余篇，参加课题3项，其中一项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樊碧发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主任、医学顾问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社会任职：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疼

痛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疼痛疾病研究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全国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实用疼痛学杂志》主编、《中国新药杂志》编委、《中华全科医学杂志》审稿专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客座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罗素霞教授，河南省肿瘤医院业务副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医学顾问

河南省恶性肿瘤(食管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肿瘤医院机构主任，河南省肿瘤医院I期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之名医优秀风范奖”获得者，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省卫生厅中青年科技创新型人才，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杰出人才基金获得者，河南省优秀医师，河南省知名专家。先后主持省级以上课题

10余项，发表论文120余篇，SCI 3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奖5项，主编、副主编专著6部。现担任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支

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伦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肿瘤分会理事，河南省抗癌协会康复与姑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药学会GC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肿瘤分会副会

长，河南省抗癌协会康复与姑息专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院品管圈药学药事专业主任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化疗、乳腺癌、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担任《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慢性疾病与转化医学(英文)》、《中国肿瘤杂志》、《实用癌症杂志》等杂志编委。



发展历程

◼ 成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SCRC】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RPC】战略合作伙伴

◼ 开发疼痛数据交互平台

◼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能力提升专项基金】负责人

◼ 建设CPAIN，卫健委疼痛质控中心合作

◼ 数字疗法产品研发并上线

• 6D疼痛评估系统、BTC咨询系统、BTB 评估

2021年

2022年



发展历程 已合作机构

医疗服务合作机构 战略合作企业专家支持体系



数字医疗产品管线规划

2022

启动【BTS-6D】- 真研

启动【BTS综合决策系统】-分类界定

启动【BTB-M评估系统】-分类界定

启动【BTB-OP评估系统】-分类界定

启动【BTX】设计（消费级），年底上线

启动【疼痛患者】营养管理数字疗法产品（消费级）

2023

启动【BTS综合决策系统】-临床研究

启动【BTB-M评估系统】-临床研究

启动【BTB-OP评估系统】-临床研究

启动【BTX】-分类界定

启动【疼痛患者】营养管理数字疗法产品-分类界定

启动【居家远程疼痛综合系统】-设计&分类界定

2024

【BTS综合决策系统】-临床研究

【BTB-M评估系统】-临床研究

【BTB-OP评估系统】-临床研究

启动【BTX】-临床研究

启动【疼痛患者】营养管理数字疗法产品-临床研究

启动【居家远程疼痛综合系统】-临床研究



融资需求

资 金 用 途

本轮融资金额 ◼ 3000万人民币

◼ 释放10%-15%股权

资 本 退 出 ◼ 首个产品完成二类医疗器械申报后（预计2023年2-3季度）启动下一轮融资，未

来可在沪深股、港股、科创版单独上市，或被上市/相关业务公司并购。

◼ 数字医疗产品开发、报证

◼ 医联体拓展

◼ 团队建设

◼ 公司运营



铂桐医疗

企业使命：不痛生活，让生命更有尊严

远景目标：成为疼痛管理领域的数字医疗服务第一品牌

企业精神：至善诚信精进合作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