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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药学会药物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

安全评价·广东共识 (⒛ 16)

(广 东省药学会⒛16年 8月 ” 日印发 )

起草说明

药物临床试验的安全性评价是全面、客观评价一个试验药物不可或缺

的内容。安全信 `息 的收集、评价和记录主要由研究者团队完成,但 申办者

所撰写的研究方案和制定的实施细则是确保高质量信息收集和整理等工作

的关键性因素。

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安全性评价环节一直是研究各方存在争议的部

分。但迄今,在信虑、发现、收集和评价过程中尚缺乏共识、指南或标准供

研究者借鉴与遵循,因 此,在研究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各 申办方常采用

各自不同的操作方法和评价标准。为了明确临床试验过程中药物安全性评

价相关概念、原则和方法,增加研究的可操作性,以期提高药物临床试验

安全信
`宅
、质量并规范评价方法,本专委会特组织专家、同道共同讨论、撰

写,形成此共识以供借鉴。作为一次初步尝试,本共识仍存在不足之处,

望与业内专家及同道一起,结合具体实践不断修订与完善。

本共识撰写工作由曹烨、万邦喜共同发起、组织和撰写。来自跨国制

药企业的 7位同行(李艳等)和 医疗机构的 3位研究者 (中 山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徐立医生、陈功医生、张阳医生)参与审阅。在专委会广泛征求意见期

间,得到专委会主任委员洪明晃教授的悉心指导,收到
“
月中瘤医院联盟”、“药

物警戒在中国群
”
以及很多专家同行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在此向各位专家的

无私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

共识撰写小组

2016∠F6/目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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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临床试验中的安全信 `恝 收集与评价首先应遵循 GCP等 法规,同 时也要

遵循研究方案,参照研究所在机构 SOP的 要求执行。在部分问题上,不 同

的中办者可能观点各异,因 此体现在方案中也要求不一样。如遇到此类情

况,可 以在审阅方案时与中办方沟通,但 一旦方案定稿并经伦理委员会审

批通过,则 需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二、定义

在临床试验中进行安全信息的收集首先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定义,其

中最为重要和基础的就是不良事件 (adverse wellt,AE)的 定义。当然安全

信
`患
、不仅仅包括不良事件,其 它涉及受试者安全和健康的事件也属于安全

信息的范围。

1.不 良事件的定义与类别[l^3]

不良事件是指病人或临床试验受试者接受一种药物后出现的不良医学

事件,但并不一定与治疗有因果关系。不良事件定义有 3个关键点:

。 不良事件是不良的医学事件,即 需要判定为
“不良的

”
,而 且是

“医学事件
”

;

· 不良事件一定发生在临床试验开始后,通常指签署知情同意书后,不管

受试者是否已经接受试验药物;

· 不良事件不一定与试验药物有关系,即 不良事件与药物的不良反应 (ad

-verse d1ˉ ug reacuola,ADR)在 概念上有区别。

因此,不 良事件可以是原有症状、体征、实验室异常的加重或新诊断

的疾病、实验室异常值等。

2.严 重不良事件卩割

当不良事件符合以下标准中的任意一项或者多项时,判 断为严重不良

事件 (se。 oL】 s耐verse四ellt,SAE)∶

· 导致死亡:当 一个事件的结果为
“死亡”,则 可明确地作为严重不良事件

进行记录和报告。如果试验方案明确规定,由研究之疾病所导致的死亡

(如 肿瘤进展 )可不作为严重不良事件,则 可不予加速报告。

· 危及生命:在此是指在发生不良事件时患者已经处于死亡的危险中,并

不是指假设该不良事件如果更严重可能导致死亡。

。 导致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需 明确导致该状况的原因是由于不良事件所

致,而 非因择期手术、非医疗原因等导致入院。例如,一名受试者去医

院进行门诊治疗,但纯粹是为了某种便利而被安排入院,这个事件不构

成一个严重不良事件。



。 导致永久或显著的残疾或功能障碍。

· 后代先天异常或致畸:受试者的后代存在先天异常和畸形等。
· 其他重要的医学事件:这些不良事件可能没有立刻威胁生命或者导致死

亡,但可能危害患者或者可能导致需要干预性措施来预防上述结果的发

生,需要基于医学的科学判断来决定 (例 如,在急救室或在家进行过敏

性支气管痉挛的监护治疗;血液学异常或惊厥抽搐,但没有导致住院;

导致药物依赖、药物滥用 )。

当不能明确判断是否为严重不良事件时,建议研究者与申办者和伦理

委员会进行商讨。

3,重度不良事件与严重不良事件[l,3刊

应注意到重度不 良事件的重度 (severe)与 严重不 良事件中的严重
(seoous)的 区别。

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属于医学严重程度的范畴,需 要医学判断,如 轻

度、中度或重度的心肌梗死。“
swcre”用于定义一个重度的事件,但事件本

身导致的后果可能并不严重 (如 重度脱发 )。

然而飞eHous”贝刂不同,是法规的定义,需 要满足上述 6个条件之一。达

到
“
严重的

”
标准即必须履行向伦理委员会和监管部门等报告的义务。

4.可疑的、非预期的严重不良反应阝·6¨刊

可疑的、非预期的严重不良反应 (Suspected UncxpectOd Seoous Adverse

Rea"on,SUSAR)是指同时满足相关、严重和非预期的不良事件。

其中的非预期,对于试验药物而言,是指事件并未在研究者手册上列

出,或其性质、严重程度与研究者手册中描述的情况不一致。在没有研究

者手册时,事件与研究方案或申请资料中描述的风险信 `急 不一致的。对于

用药后,受试者疾病状况或转归与预期不一致的,也应考虑。

三、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的收集、记录、描述

在不良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收集与评价过程中,需 要明确不良事件

的名称、对事件进行描述、确定事件的起止时间,判 断事件的严重程度以

及进行评价等。

l,不 良事件名称的确定丨2^:^叨

不良事件的名称应该是医学术语。应优先使用医学诊断。即,如果多

项症状或体征可称为或归属于一种疾病或者损害的表现,则 将此作为一个

不良事件。如无法明确诊断,则使用症状/体征。当后期诊断明确时,对记

录进行更新,以诊断取代之前的症状/体征。



在确定不良事件名称时,应确保每个不良事件名称由单一的事件组成 ,

一个诊断、体征/症状就是一个不良事件。因此,当 受试者出现
“上吐下泻

”

的症状,记录其不良事件名称时,应记录为两个不良事件,如 (l)腹泻和

(2)呕吐,不应将两个症状记录为一个
“
腹泻和呕吐”。

住院、手术、死亡等术语本身并非不良事件,而 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

需要被记录为不良事件。当尚不确定上述状况的原因时,可 以先将已知的

信息,如住院、死亡等作为不良事件的名称,并在后续的随访中更新,细

化上述信 `急
。

2.不 良事件的开始时间|24’ 6,刨

不同研究方案对不良事件发生时间的界定可能不同。在研究开始前 ,

与申办方沟通,确保了解申办方的判断标准。有的研究以不良事件的
“
疾病

诊断时间
”
为准,但以

“出现症状的时间
”
作为不良事件开始时间更多见。从

安全性评价的保守原则出发,以
“出现症状的时间

”
作为开始时间更不易遗漏

安全信 `憝
或低估安全隐患。

根据以上原理,由不良事件进展为严重不良事件者,其严重不良事件

的发生时间可以从不良事件发生时间开始计算,也有研究以不良事件判断

升级为严重不良事件的日期开始计算严重不良事件发生时间,时间判断的

标准应当在方案中记录清楚。

3。不良事件的随访【′°̂、 、
)

应依据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诊疗常规和试验方案要求来确定随访频

次。如果本次访视未结束的不良事件,应在下次访视时再次询问及记录;

如有合并用药,应 收集并记录;如在当地医院进行诊治者,应尽量收集当

地医院处理记录和用药信息。具体要求应符合所在医疗机构的相关 SOP规

定。

4,不 良事件的结束时间⒓·刨

应以不良事件痊愈、状态稳定、得到合理解释、受试者失访或死亡作

为不良事件的结束时间。时间应尽量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如信息收集不

全,也应具体到某年某月。

5.不 良事件的转归⒓’l纠

事件的结呆可有如下状态:已恢复/痊愈;持续;未恢复/未痊愈;恢复

/痊愈有后遗症;死亡;未知。

(1)如事件的结果为受试者死亡,不 良事件转归填写原则如下:

在临床试验中,可能会发生受试者死亡事件。根据 CDISC(the Cl而 cal

Data Illterchange Standards ConsOr⒒ um,临 床数据交换标准协会 )或 者



CDASH(Clinicd D狨 a AcclLlis⒒ ioll Stan浼r“ Harmoll汔 a⒒ oll临床数据获取标

准协调)标准,当 出现可能与不良事件有关的
“死亡”

结局时,“死亡”
将被记

录为不良事件的结果。

在实际工作中,同 一报告可能涉及多个不良事件,患者最终死亡。记

录此类报告,一种方法是记录多个严重不良事件,将这些事件的结局记录

为
“死亡”。此方法的缺点是,多 个严重不良事件的结果均为死亡,但实际上

受试者只能死亡一次。另一种方法是确定一个严重不良事件为死亡的主要

原因。仅将一个严重不良事件的结果记录为
“死亡”

,对于报告中的其他事件 ,

如果在不良事件结果的选项中有
“
持续

”
的选项,可 以选择该选项,以表明该

严重不良事件在死亡之时仍存在;如果在不良事件结果中无“
持续

”
选项,那

么选择
“
未恢复/未好转

”,以表明该严重不良事件在死亡之时仍然存在。

对于不良事件的结束时间,结果为死亡的不良事件,其不良事件的结

束时间为受试者死亡时间。对于其他可能引发死亡的严重不良事件,以“
持

续
”
代替死亡时间。

(2)对于不可逆的先天畸形的情况,选择
“
未恢复/未痊愈

”
作为事件结果。

6,不 良事件的合并用药卩·l刭

用于治疗不良事件的合并用药应在原始病历中体现,药 品的名称和使

用情况需记录清楚 (如起止时间、剂量、给药途径、用药频次),应 注明该

合并用药是用于治疗某个特定的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女口其他情况的合

并用药,如临床常规诊疗辅助需要的,则用途记为
“临床常规使用

”,以 明确

和区别。

7,不 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的记录与描述P’ 14ˉ 15丨

记录和描述不良事件信 `憝 至少应包括的 6要素:名 称、起始时间、终

止时间或结局、严重程度、相关性、合并用药。

记录和描述严重不良事件应遵循的原则 :

· 与医疗记录书写原则相同,应尽量完整、清晰地记录严重不良事件的发

生过程、处理及结果 ;

· 在原始病历描述中,应包括但不限于试验和患者的基本信 `急
、试验药物

使用情况、不良事件发生情况,针对不良事件采取的治疗措施,对试验

药物采取的措施,不 良事件的结局,因 果关系判断及依据、合并用药等;

· 在 《严重不良事件报告表》中,除按表格要求填写外,鉴于隐私保护 ,

不可出现受试者身份识别信息,其余内容应与原始病历记录相一致;

· 对于医学术语等应尽量避免使用缩写,减少歧义。

8,反 复发生的不良事件⒓’l刨



对于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的不良事件,应考虑是否需要作为新的事件

进行记录。

如果前后是有关联的 (属 于之前不良事件的进展或者复发 ),建议作为

同一不良事件进行记录,并结合之前的记录对严重程度进行说明 (如 药物

导致的手足皮肤反应,可持续存在,但时轻时重 )。

如果前后并无关联的 (如研究不同阶段出现的两次肺部感染 ),则 分别

作为单独的不良事件进行记录,并且尽可能在原始记录中提示患者近期内

曾出现过相似不良事件,以便申办方在处理报告时判断是否需要对报告进

行合并。

9.不 良事件的严重程度卩9l刊

不良事件的分级标准应依据试验方案所附的标准,常 见的有 wHO,NCI

cTC AE或 专业特定标准等。一般分为:轻、中、重或 NCI CTC l~5级 。

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对原始记录信息进行更新。

实际的操作中,有的中办者要求把一个严重程度有变化的不良事件,从最

开始到完全结束以最严重级别来记录,比如头痛,H级 ,3月 5日 ~3月 10

日;而有的中办者却要求按级别分段记录,比如头痛,I级 ,3月 5日 -3月

6日 ,头痛,H级 ,3月 7日 ~3月 8日 ,头痛 I级 ,3月 9日 ~3月 10日 。

同一试验或类似试验中应使用相同的标准。

四、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的相关性判断12^3911,1Bl纠

相关性判断应由授权的临床医生完成,除做出是否与研究药物相关的

判断外,还需尽量说明判断的依据。当事件程度严重或构成严重不良事件

时,主要研究者或协助研究者应承担相关性判断的主要职责,并在医疗记

录中体现其工作,必要时组织相关专业医护人员会诊、判断。

1.判 断不良事件是否与药物有相关性,可从以下几点考虑 :

· 与用药是否有先后关系?

· 所出现的症状、体征是否可由此药物所含成分推理得出?

· 减量或停药后,症状/体征是否减轻、好转?

。 再次用药后,症状/体征是否复现或加重?

· 类似情况是否已有国内外文献报道?

· 能否用其他原因解释?

2,对 于相关性判断的标准,有多种可用的方法,比如:Karch和 Lasagna法 ,

Nara殉o法 ,但并没有一个金标准。CFDA推荐的
“不良反应分析方法”

体现

了上述考虑要
`权
,建议参考表 ⒈



表 ⒈ CFDA药 品不良反应分析方法

指标 肯定

相关

很可能

才目
ˉ
之

叮筒邕

才目关
可疑 不相关

与用药有合理的时间顺序 + + + +

已知的药物反应类型 + + + +

停药后反应减轻或消失 + + 土 士

再次给药后反应反复出现 + 9 9 9

无法用疾病、合用药等解释 + + +
_

注: +表示肯定; 一表示否定; ±表示难以肯定或否定;?表示不明。

3,如果对照表中的 5条标准,不 能完全对应某条可能性时,建议采用保守原

则或称之为不利于新药原则,即 如果判断结果介于
“
很可能相关

”
与
“
可能相

关
”之间,应该判

“
很可能相关

”或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评估为
“
可能相关

”。

4,当 相关性选项中有
“无法判断

”
时,仅在因客观原因无法获得进一步信 `息

,

不足以判断相关性时,才可选择这一选项。

5,相 关性判断的结果

七分法:肯定相关、很可能相关、可能相关、可疑、不相关、待评价、

无法判断

五分法:肯定相关、很可能相关、可能相关、可疑、不相关

二分法:相 关、不相关

为保证判断结果的客观性,建议方案中尽量采用七分法和五分法。

五、严重不良事件处理原则与报告时限11:I

l,当 一个严重不良事件发生时,通常的处理原则如下:

· 首先应保证受试者得到及时、适当的临床诊治;

· 其次积极收集相关资料,例 如医疗记录和检查结果,以便精确和及时填

写 《严重不良事件报告》,并 向相关部门上报。

· 确保报告与原始记录、CRF以及其他试验记录一致。确保严重不良事件

的起止日期和主要的事件描述与CRF和其他试验文件一致。合并用药的

记录,如药品名称和使用 (起止日期、剂量、途径、频次 )的描述,也

应是一致的。

。 即使信息可能不完整或者不确定也不要延迟提交报告,当 获得更多信息

时,可 以随访报告的方式进行补充或修订,应持续收集和记录相关信息

直到报告期结束。

· 不良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报告表、报告程序等可能在不同方案、研究



机构中有不同要求,这些要求应在研究开始前明确写入试验方案或SOP

并充分培训,使研究者可遵照执行。

2.根据我国 GCP法 规,要求研究者在获知严重不良事件 γ 小时内完成报

告⒓q。

· 这一时间自获知事件发生开始计时。为清楚表明是否存在延迟报告,应

在严重不良事件表格上填写获知严重不良事件的时间。

· 研究者应按照方案或 SOP中 规定的报告方式,及 时将报告递交所在医疗

机构的伦理委员会、申办者以及 GCP法规所要求的相关监管部门;申

办者还应及时或定期通知项目的组长单位和各参加单位主要研究者。

· 国际多中心研究中,中 英文报告应该在同一时限内完成,并且中英文报

告内容应一致,对于无法完全匹配的内容,应在事件描述中进行说明。

3.对 于某些作为疗效终点的
“
严重事件

”或者死亡 (例 如抗肿瘤药物试验中,

受试者出现肿瘤进展,特别是盲法设计的),将被当作疾病相关事件处理而

不需要进行加速报告。此类情况需事先在方案中明确并确保方案获得批准

方可实施凹。

六、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的随访时限

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收集和随访应首先遵循研究方案要求,申 办者

需要依照法规要求制定其随访的具体时间及内容要求。申办者是不良事件/

严重不良事件收集随访的主要责任者。而对于研究者,应 随访至事件结束、

状态稳定、得到合理解释、失访、死亡;应依据申办方的要求及时提供随

访信 `息
。

1,不 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收集起点Il,l lj

如方案无特别要求,不 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的收集通常始于受试者签

署知情同意书后,研 究期间每个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均要进行跟踪随访。

这一建议的依据是一项由21家跨国企业参加调研给出的结果。在这些企业

中,有 14家选择将签署知情同意作为不良事件收集的时间起点。另有几家

企业将此时间定义为开始用药或概括性地表述为遵循方案约定。

严格意义而言,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至使用试验药物之前发生的不

良医学事件,并不符合不良事件的定义,严谨地说法是,“在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开始收集安全信息”。安全信息涉及的方面显然多于不良事件,需要收

集的安全信 `急
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特别关注的不良事件以及特

殊状况 (如妊娠 )。 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至开始用药前的安全信息对于评判研

究药物的安全性是有益的 (比 如获知患者在使用试验药物前出现呕吐的症



状 )。 同时也需要评估所获得的安全信息是否与试验流程及操作 (洗脱、组

织活检 )有关。

2.不 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随访终点[12910l

在研究结束阶段,受试者完成末次用药后出现的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

件收集与随访原则,可参考表 ⒉

表 ⒉ 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收集与随访原则

七、常见问题与其他需要收集的安全信息

l。 实验室检查或医学检测报告异常值的判断⒓卜丬

方案的安全性评价章节通常会包括异常的实验室检查值判断标准。某

些方案会对判断实验室异常检查结果的方法进行说明,某些方案还会进一

步指导
“
何为有临床意义的实验室异常值

”以及
“
何时需要作为不良事件进行

记录
”。

符合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实验室异常值将被认为
“具有临床意义

”
,提示

新的疾病过程、健康状况的转变或恶化,或者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此异常提示一种疾病和/或 新的,或者是比基线恶化的器官毒性 ;

· 此异常需要调整试验用药物的剂量或用法,例 如药物剂量的改变、停药

等;

。 此异常需要额外的主动干预,例 如增加或改变合并用药、密切观察、更

加频繁地随访评估以及进一步的诊断等。

对于实验室检查或医学检测报告的异常值,研究者应做出是否有临床

意义的判断,此判断可在审阅验单或报告时直接标注体现,例 如 CS(cl而 C耐

signiflcallce)表 示“
有临床意义

”,NCS(non-Clhic引 蚯g“scancΘ表示“
没有临

床意义
”;研究者也可在医疗记录中进行逐一说明。具体方式可根据研究者

的习惯或申办者的要求而定。

2.不 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的漏报丨4丨

漏报的主要原因包括未能及时、准确识别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因

分类 收集、记录 随访

无相关性的不良事件 结束治疗后 28天 结束治疗 28天

有相关性的不良事件 结束治疗后 6个月 直到事件解决,或恢复

到基线时状况或稳定

无相关性的严重不良事件 结束治疗后 28天 结束治疗 28天

有相关性的严重不 良事

件

无限期 直到事件解决,恢复到

基线时状况或稳定



此需要了解防范收集遗漏 (包 括提问的方式)和减少漏报的方式。

(1)收集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的推荐做法:

· 有计划、并制定一些措施进行不良事件信息的收集;

· 入组前,书 写详细的病史,并获得体征和症状的基线数据,以利于随后

对不良事件的评价 ;

· 使用受试者日志收集不良事件和其他研究信息,如果没有正式的日志,

应教会受试者对异常的健康状况进行记录,以便能在下一次访视或者联

系中提供信 `急 ;

· 告知受试者在整个研究期间与其健康相关的数据将会被收集,并 向其解

释安全信息报告程序和重要性。

(2)可参照以下问题获得不良事件相关信 `憝
:

。 你之前的不适或异常情况 (如果有 )是否有改变、严重了还是已经解决

了?

· 从上一次研究访视至今,你是否服用了新的治疗药物?

· 在上次研究访视后,你是否停用或者改变任何你正在使用的药物治疗的

剂量或者频次? (任何一个这样的改变可能会对应一个新的不良事件或

者一个正在发生的不良事件 )

· 最后一次研究访视至今,你 的健康状况是否有好转或者变坏?

(3)避免诱导受试者虚构不良事件或忽略不良事件信 `憝 的提问。当询问不

良事件时,问题应该是中立的,不要提示因为药物是试验性的,它们将有

预期的副反应;另 外,也不要通过列出不良事件列表给受试者,供其从中

选择,以免干扰受试者的主观感受。

(4)针对收集到的信 `息 与前期随访时和研究开始时的基线体征、病史进行

比较。

(5)记 录任何新的健康状况、之前已经好转的状况重复出现或者不良事件   ˉ

状况恶化。

(6)收集关于事件的详细信患、以使研究者可以对受试者进行评估和管理。

(7)应 告知受试者,出 现不良事件/严 重不良事件后应如何处理,提供联系

人信息。如为紧急情况,应就近救治,并 随后告知主管的研究者,如为一

般状况,可记录并在下一次访视时反馈信 `急
。

(8)建议遵循以下4个步骤减少安全信 `息 报告的漏报:

· 第一步:熟悉适用的法律、法规、指南以及指导原则;

· 第二步:熟悉研究方案中关于不良事件部分的内容 ;

· 第三步:熟悉关于研究主管部门对于报告的要求。按照IRB要求对报告



复印件进行保存,并且置于所有成员均易于获得之处;

· 第四步:获得全面的基线时的病史资料以及对每位受试者进行一次综合

的体检。

3.妊娠报告的收集与处理[吲

(1)按 lCH及相关法规要求,除不良事件外,申 办方尚需收集妊娠报告。

因此一般会在研究方案中要求报告受试者或其配偶是否有妊娠情况发生,

报告的时限要求同严重不良事件报告,并且需要随访至妊娠结局 (如 :妊

娠终止、分娩 );

(2)报告时限:研究者获知妊娠事件的γ 小时内进行报告;

(3)报告方式:根据申办者要求,可使用严重不良事件报告表或专门的妊

娠报告表。我国法规目前对此暂无明确要求。若研究过程中有此情况发生,

必须报告的部门或单位包括:申 办方和伦理委员会;对于国际多中心研究,

需要向申办方提供英文的报告。

八、安全信息的收集、评价、记录、审核权限

表⒊ 安全信 `急 的收集、评价、记录、审核权限

范畴 项 目 操作权限建议

信 `急 收集 安全信 `恝
、不良事件 研究团队成员

信息评价

预期的不良反应 中级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轻~中度不良事件 中级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重度及以上不良事件 副高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可疑的、非预期的不良反应 副高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严重不良事件 副高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信 `急
记录

原始病历 中级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CRF 研究团队成员

其他 研究团队成员

信
`急
审核

预期的不良反应 中级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轻~中度不良事件 中级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重度及以上不良事件 副高职称及以上临床医生

可疑的、非预期的不良反应 主要研究者或副高职称及以上

临床医生

严重不良事件 主要研究者或副高职称及以上

临床医生

注:以上权限仅适用于被授权的研究团队成员

(执笔人:曹烨、万邦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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