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医学院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CHINESE PLA 

2017年12月 

寇 炜 



ADR监测现状 1 

2 

康莱特皮肤ADR的自动监测研究 3 

小结 4 

3 

多西他赛ADR的自动监测研究 



     

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现状 

  药品不良反应（ADR）监测是保障公众安全用药的重要

手段，是药品上市后安全再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

早期检出药物的安全问题，鉴定和量化风险因素，采取必要

措施防止患者受到不必要的影响。 

     

 

WHO.Safety of medicines:a guide to detecting and reporting adverse drug reactions[S].Geneva: WHO，2002. 



     

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现状 

目前，ADR监测方法主要有自发报告监测、主动监测（集

中监测）和自动监测（信息化集中监测）等。 

 



     

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现状 

王啸宇,郭代红.基于电子医疗档案的药品不良反应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及应用[J].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2016,13(1):1-6. 



     

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现状 

  我院自主研发了“军队医疗

机构ADE主动监测与智能评估

警示系统”。该系统利用计算机

技术，能够按照人工设定的条件

对医院HIS数据库中庞大复杂信

息进行提取并智能筛选，获取目

标药品、目标人群的信息，实现

信息化集中监测——自动监测。 

陈超,郭代红,薛万国,等.住院患者药品不良事件主动监测与评估警示系统的研发[J].中国药物警戒,2013,10（7）:411-414,418. 



     

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现状 

  目前，本系统已开发10个监测模块，其中“白细胞”“血

红蛋白”“血小板”“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胰酶”

模块利用触发器原理，对数据库中各检验指标进行智能分析筛

选，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日常ADR监测工作； 

寇炜,郭代红,王伟兰,等.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相关药品不良反应的自动监测研究[J].药物流行病学杂志，2017，26（2）

：111-114. 



     

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现状 

  “皮肤损害”“过敏性休克”“心律失常”模块利用

文本分类方法，依据已建立的文本特征词集，对病历描述

中的关键词进行识别判断，现在不断开发完善中。 

王啸宇,郭代红.基于电子医疗档案的药品不良反应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及应用[J].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2016,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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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多西他赛（docetaxel）是第二代紫杉烷类抗肿瘤药物，

与紫杉醇（paclitaxel）相比，因其更高的细胞摄取率与微管

蛋白结合效力，对破坏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抑制肿瘤生长有

更好的优越性。 

  目前，多西他赛广泛用于临床，主要治疗乳腺癌、非小

细胞肺癌、卵巢癌、胃癌等。          

          

Lavelle F, Bissery MC, Combeau C, et al. Preclinical evaluation of docetaxel (Taxotere)[J]. Semin Oncol,1995, 

22: 3-16.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多西他赛ADR主要有骨髓抑制、神经毒性、胃肠道反应、

肝功能异常、皮肤反应和过敏反应等。有研究表明，多西他赛

ADR自发报告数量在抗肿瘤ADR报告研究中位列第二位，在

老年人严重ADR报告中位列首位。          

          

1.王伟兰,赵粟裕,郭代红,等.91家医院抗肿瘤药致不良反应7417例报告分析[J].中国药房,2015,26(20):2784-2787.  

2.贾王平,郭代红等. 114家医院5411例老年人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J].药物流行病学杂志,2017,26(3):187-190.  



   1 研究对象 

           监测药品：多西他赛注射液（商品名：泰素帝，

Aventis Pharma S.A.，规格：0.5ml：20mg） 

           监测时间：2015.01.01~2016.12.31 

           监测模块：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肝功能、肾

功能、皮肤损害 

（一）多西他赛相关ADR的自动监测研究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2 系统事件配置器设置：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排除算法 
排除病区 禁用 

排除诊断 禁用 

排除并用药品 禁用 

排除基值异常 用药前检验指标异常 

排除临时医嘱 禁用 

排除指标缺失 启用 

检验指标取值 用药前后各15天 

检验基值取值 用药后24小时 

两个医嘱间隔 小于48小时属于连续用药 

基
于
触
发
器
原
理
模
块 

肾功能不设条件 



   2 系统事件配置器设置：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排除算法 
排除病区 皮肤科 

排除诊断 过敏性疾病或者易出现皮肤损害的疾病 

排除并用药品 禁用 

排除临时医嘱 禁用 

算法 贝叶斯网络 

基
于
文
本
分
类
技
术
模
块 



   2 系统事件配置器设置：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报警规则 

触发器原理模块 
用药后检验指标异常（肾：血肌酐较基值增加大
于26.5μmol/L或升高大于基值50%） 

文本分类技术模块 
依据已建立的文本特征词集，对病历描述中的关
键词进行识别判断 



   3 数据分析 

             由2名药师分别对各监测模块报警的疑似阳性病

例进行人工评价，关联性评价结果是“肯定”“很可

能”“可能”的病例确定为阳性病例； 

             利用各模块监测结果分别计算多西他赛相关ADR

发生率，依据NCI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 4.03版）

对其严重程度分级（1-5级，3级及以上为严重ADR），

并分析多西他赛致血液系统ADR发生的相关因素。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3对导出数据进行整理，

应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血液系统ADR发生相关因

素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数据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t检验（参数），不符合正态分布数据用中

位数（25%，75%）表示，Mann-Whitney U 检验（非

参数）；计数资料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

系ADR发生的危险因素，检验水准α= 0.05。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 结果 

  5.1系统自动监测及人工再评价结果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2用药人群概况 

    使用多西他赛化疗住院患者984人，共计2831个

化疗周期，最长19个周期，最短1个周期，中位2

（ 1,4）个周期。男性患者 396人，中位年龄 61

（54,67）岁，女性患者588人，中位年龄52（45,61）

岁。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3多西他赛相关ADR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分级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ADR 
纳入

病人 

阳性

病人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3级ADR

发生率 
ADR发生率 

白细胞减

少 
856   211 103 64 31 13 5.14%   24.65% 

中性粒细

胞减少 
856  117 45 32 17 23 4.67% 13.67% 

血小板减

少 
948  39 28 8 2 1 0.32% 4.11% 

贫血 677 103 96 7 0 0 0 15.21% 



5.3多西他赛相关ADR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分级 

              肝功能监测模块共纳入患者897，其中多西他赛

致肝功能异常共160人，其发生率为17.84人%；其中1

例患者发生ALT、AST增高，为3级ADR，未见4级以

上ADR。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3多西他赛相关ADR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分级 

           肾功能监测模块纳入患者973人，急性肾功能损伤3

例，均为1级ADR，发生率为0.31%； 

           皮肤损害监测模块纳入研究共纳入患者984人，经

人工评价后阳性3例，发生率0.30%；其中1例为1级

ADR，2例为2级ADR。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4多西他赛致血液系统ADR相关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多西他赛致血液系统ADR发生相

关因素，将血液系统各监测模块中纳入病例及阳性病

例数据进行合并，删除重复项，最终纳入研究患者

955人，其中发生ADR患者299人（ADR组），未发

生ADR患者656人（未致ADR组）。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4多西他赛致血液系统ADR相关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肺转移、胸腹膜转移与用

药前肾功能异常均是多西他赛致血液系统ADR发生的

影响因素；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多因素分析，胸腹膜转移与用药前肾功能异常是血

系AD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1.637，95%CI：

1.113-2.407；OR=5.502，95%CI：1.046-28.932）。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2016年3月5日 2017年10月8日 



  1 研究对象 

        监测药品：进口多西他赛注射液（商品名：泰素帝，

Aventis Pharma S.A.，规格：0.5ml：20mg）；国产

多西他赛注射液（商品名：多帕菲，齐鲁制药，规格：

0.5ml：20mg）    

         监测时间：2015.01.01~2016.12.31 

         监测模块：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 

（二）国产与进口多西他赛致乳腺癌患者血系不良

反应的自动监测研究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2 系统事件配置器的设置 

          

     血液系统研究模块均基于触发器原理，设置同前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3 数据分析 

     针对系统自动监测结果，筛选使用多帕菲、泰素

帝化疗的乳腺癌患者，并由2名药师分别对报警的乳

腺癌病例进行人工评价，确定阳性病例；提取用药前

三系均正常的病例，比较多帕菲、泰素帝化疗致血液

系统ADR发生率并对ADR严重程度分级，分析多西他

赛血液系统ADR发生的影响因素。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t检验（参数）和Mann-Whitney U 检验（非参数）

，计数资料χ2检验，血液系统ADR发生的影响因素采

用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 0.05。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 结果 

   5.1自动监测结果 

             系统共监测使用多帕菲治疗的乳腺癌住院患者

1262例次（1例次相当于1个化疗周期），泰素帝1003

例次。（D药：多帕菲；T药：泰素帝）。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2患者基本情况 

           提取用药前血细胞三系指标均正常的病例，做进

一步研究。多帕菲组共计155例，泰素帝组共计177例

（D药：多帕菲；T药：泰素帝）。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2两药血液系统ADR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分级比较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5.3多西他赛血液系统ADR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使用多西他赛化疗发生血液系统ADR的患者168人

（ADR组），未发生ADR患者164人（未致ADR组）。 



       单因素分析，多西他赛血液系统ADR的发生与BMI

和肺转移有关。 

       多因素分析，BMI（OR：0.940,95% CI：0.885-

0.999，P=0.047）与肺转移（OR：2.005,95% CI：

1.022-3.933，P=0.043）均是其血液系统ADR发生的

独立影响因素。 

5.3多西他赛血液系统ADR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 

            

二、多西他赛ADR自动监测研究 



     

       国务院于2016年2月22日印发了《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未来十

五年中医药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完善中医药科

研评价体系。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基本技术要求》

中，药品说明书中应说明产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

中涉及关联性评价为“可能”、“很可能”、“

肯定”的全部不良反应，并注明十分常见、常见

、偶见、罕见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不良反应类型

，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和转归。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中药ADR/ADE报告占所

有报告的16.9%，主要给药途

径为注射给药，其注射剂累及

系统排名前三位的是皮肤及其

附件损害、全身性损害和胃肠

系统损害。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康莱特注射液为输液型抗癌乳剂，其有效成分薏苡仁甘

油三酯具有抑制炎性因子分泌，阻止癌性恶液质发生发展，

诱发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对化疗药物有增效减毒等作用。 

       其主要不良反应为静脉炎与静脉血管硬化，也可导致皮

炎、血清胆红素升高、渗漏致皮肤肿胀、药疹等。 

 



  1 研究对象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监测药品：康莱特注射液（商品名：康莱特注射液，浙江       

                             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规格：10%/100mL）            

            监测时间：2016.01.01~2017.5.31 

            监测模式：回顾性 

            监测模块：皮肤损害 

 



  2 系统事件配置器的设置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皮肤不良反应的自动监测研究基于文本分类技术，设   

       置同前。 



  3 数据处理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3.1评价方法 

          依据《药品不良反应术语使用指南》中“ADR/ADE关联

性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为“可能”“很可

能”“肯定”的病例为阳性病例； 

         依据新制定的药品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分级标准对其严重

程度进行评价（1-6级，1级为轻度，2级为中度，3-6级为重

度）。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3.2研究设计          

             采用巢式病例对照（1:4）的研究方法，探讨康莱特注射

液致皮肤ADR/ADE的相关影响因素。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3.3统计方法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3对导出数据进行整理，计算系

统阳性报警率及康莱特注射液致皮肤ADR发生率； 

         利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χ2检验

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单因素筛选；进一步将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皮肤ADR/ADE发生相关危

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4.1自动监测结果     

            共监测使用康莱特注射液治疗住院患者3257人，共计

5969个住院例次，最多监测14次住院，最少1次住院，中位1

（1,2）次住院。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4.2患者基本情况 

            纳入研究患者共计3246人，康莱特注射液使用中位时长

为4（2,6）天；其中男性患者2154人，中位年龄61（54,68）

岁；女性患者1092人，中位年龄59（51,67）岁。 

 

 

 

年龄 男 女 合计 构成比，% 

<45 144 128 272 8.38 

45~59 812 436 1248 38.45 

60~74 1005 433 1438 44.30 

≥ 75 193 95 288 8.87 

合计 2154 1092 3246 100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4.3康莱特注射液致皮肤不良反应/事件发生情况 

             共纳入患者3246人，评价为阳性病例共计7人，2例表现

为斑疹，3例表现为丘疹伴瘙痒，1例表现为斑丘疹、水泡伴

瘙痒，1例表现为瘙痒；其中正常用法用量患者3191例，阳性

5例，其ADR发生率为0.16% 。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4.4康莱特注射液致皮肤不良反应影响因素分析 

             将发生皮肤不良反应的7例患者作为病例组，以1:4进行

配对，按照性别相同、年龄相差±5岁以内、病例来自相同或

相近科室的原则，随机抽取使用该药治疗后未出现皮肤

ADR/ADE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用药时长、用药前肝功能、

合并化疗、合并手术、过敏史、用药前输血、首次用药及远

处转移等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4.4康莱特注射液致皮肤不良反应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结果显示，用药时长是皮肤ADR发生的影响因素

（P=0.019）； 

             对皮肤ADR发生相关影响因素进一步做条件Logistic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用药时长是其独立危险因素。 

 

 



三、康莱特皮肤ADR自动监测研究 

        4.5报警病例中发生皮肤不良反应的其他药品分析 

             报警病例中评价为ADR的，但与康莱特注射液缺乏明显

时间关联性与因果关系的，经分析与并用药品具备关联性的

共计15例，主要怀疑药品为抗肿瘤药。 

 



1、多西他赛作为化疗常用抗肿瘤药，其不良反应多，危害严重， 

临床需对重点人群进行重点监测，尽量减少严重ADR发生，提高治 

疗效率和患者生存质量； 

2、康莱特注射液为抗肿瘤中药制剂，其皮肤相关ADR发生率在少 

见范围，其皮肤不良反应/事件转归均较好，临床用药过程中应严格 

按照说明书用药，尽可能减少其ADE发生； 

3、系统各监测模块运行时间短、阳性报警率高，节省了人工成本； 

利用系统提取数据能够准确测算ADR发生率并对ADR发生相关影响 

因素进行初步探索； 

 

四、小结 



4、针对国产与进口多西他赛血液系统安全性研究显示了本系统在 

不同注射剂安全性一致性评价过程中的优势；针对中药注射剂的研 

究，能够为药品说明书补充药品不良反应方面相关数据； 

5、抗肿瘤药品种多，临床应用广泛，利用本系统能够开展真实世 

界大样本用药风险安全性研究，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肿瘤药提供参考 

依据。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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