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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品风险管理贯穿于药品整个生命周期，药品风险效益评估是药品上市前审评与上市后评价的核心内容，积极深入地
开展药物警戒活动是提高药品监管水平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环节。国际药物警戒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ＩＳｏＰ）是权威、独立、非营利性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是国际范围内公开、中立分享经验和知识的专业学术平台，旨在提
升全球药物警戒的科学性，促进药物警戒和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本文介绍了其组建发展、任务和学术交流方式等内容，提出

ＩＳｏＰ为中国药品评价及药物警戒专业人员开启了一扇了解国际药物警戒技术和风险管理策略发展前沿的窗口，值得中国药品评
价、药物警戒和药品安全领域科研、学术及医疗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政府监管人员的充分关注与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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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ＩＳｏＰ）；Ｄｒｕ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ｓａｆｅｔｙ；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国际药物警戒学会［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ＩＳｏＰ）作为专业性强、独立的非营
利性学术组织与医药学领域国际组织保持紧密的联

系，它是欧洲临床药理和治疗学会［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ＡＣＰＴ）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３］（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
ＯＭＳ）的成员之一。本文通过研究ＩＳｏＰ的发展历程、
工作机制与模式，从中获得体会与启示，为国内开展

药物警戒研究，完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技术体系提供

思路。

１　学会的发展与组织构架
ＩＳｏＰ是以欧洲药物警戒学会（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

ｅｔｙ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ＥＳｏＰ）为基础成立的。ＥＳｏＰ
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在法国成立，其组建者和主席由法国
南希临床药学教授、欧洲药品管理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ｓＡｇｅｎｃｙ）人用药品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Ｈｕｍ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ＨＭＰ）药物警戒专家 ＲｅｎéＪｅａｎ
Ｒｏｙｅｒ教授担任，自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 ＥＳｏＰ在欧洲共召
开了８次会议。为进一步推进药物警戒科学与监管
技术传播的全球化，２０００年Ｒｏｙｅｒ教授主持筹建全球
性的学会并更名为ＩＳｏＰ，Ｒｏｙｅｒ教授成为ＩＳｏＰ首任主
席，２００１年突尼斯举办首次 ＩＳｏＰ年会，之后至２００３
年，时任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物监测合作中心［４］

（ＷＨＯ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Ｕｐｐｓａｌａ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ＷＨＯＵＭＣ）主任
ＲａｌｐｈＥｄｗａｒｄｓ教授担任主席，德国Ｊｕｅｒｇｅｎ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担任副主席。学会主席实行任期制，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届
学会主席由加纳临床药理学家 ＡｌｅｘＤｏｄｏｏ教授担
任，副主席由ＷＨＯＵＭＣ现任主任Ｍａｒｉｅ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担
任；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由法国临床药学专家 ＨｅｒｖéＬｅ
Ｌｏｕｅｔ教授担任主席，加拿大药物流行病学及治疗药
物风险管理专家ＹｏｌａＭｏｒｉｄｅ教授担任副主席。

自ＩＳｏＰ诞生起即推行国际会员制，学会由执行
委员会、理事会和会员组成。ＩＳｏＰ鼓励来自全球医
药健康领域、药政监管部门、科研和学术机构等关心

药品安全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截至目前，加入

ＩＳｏＰ的近５００多名会员分别来自５大洲６１个国家及
地区。执委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财务主管各１
名组成，负责重大问题的决策；理事会共同商讨学会

工作计划和发展，并全面推动学会相关业务工作。现

任（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ＩＳｏＰ执行委员会包括４位专家：
来自ＵＭＣ的资深专家 ＳｔｅｎＯｌｓｓｏｎ先生任本届主席，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ＵＣＬ）
药学实践与政策研究系主任 ＩａｎＣＫＷｏｎｇ教授担
任副主席，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ｇｅｎｃｙ，ＭＨＲＡ）高级评
审专家Ｍｉｒａ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Ｗｏｏｌｒｙｃｈ任秘书长，拜耳公司亚
太地区药物警戒总监 Ｊｅ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Ｄｅｌｕｍｅａｕ博士
任财务主管。除上述现任执委会４位成员外，现任理
事会７位成员还包括来自加纳的 ＨｉｌｄａＡｍｐａｄｕ博
士、法国的 ＨéｒｖｅＬｅＬｏｕｅｔ教授、英国的 ＢｒｉａｎＥｄ
ｗａｒｄｓ和ＰｈｉｌＴｒｅｇｕｎｎｏ、爱尔兰的Ｄｅｉｒｄｒ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捷
克共和国的ＪａｎＰｅｔｒａｃｅｋ博士和意大利的ＭａｒｃｏＴｕｃ
ｃｏｒｉ博士，理事会秘书处设在英国伦敦，负责学会日
常工作，ＳｏｐｈｉｅＳｐｅｎｃｅ担任秘书。
２　工作目标、任务和研究内容

ＩＳｏＰ旨在为药物安全相关临床、科研及政府监
管人员提供国际论坛，共同探讨全球药物警戒学术及

法规政策最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通过药

物警戒相关专业知识的推广，提升各国药物警戒活动

的科学性以推动全球药物警戒技术的发展，提高公众

用药安全合理。ＩＳｏＰ通过提供以下机会与平台推进
此项工作：（１）提供药物警戒工作网络和机会；（２）提
供药物警戒专业人士之间学术交流与技术支持；（３）
提供公开、中立的分享专业技术经验和知识的论坛；

（４）讨论建立创新理念和研究的平台；（５）通过承办
会议培训、开展宣教活动、搭建科研平台等方式，促进

药物警戒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并针对性地为某些

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支持。以英语作为官方工作

语言。

近年来，随着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断变迁，全球

药物警戒格局也迅速变化和不断发展，ＩＳｏＰ十分重
视拓展学术活动的宗旨应反映社会大环境的时代特

点，认为药物警戒的范围涵盖药品上市前后的整个生

命周期，方可深入认识和了解涉及药品安全、有效的

各个领域，药物警戒的范畴与研究包括并不局限于以

下内容：（１）与药品活性成分和原料相关的问题；（２）
药品使用的相关的问题，包括：①处方、分发、给药错
误；②治疗的依从性；③误用、滥用、娱乐性使用而导
致的药物成瘾；④ 中毒和意外过量等；（３）假劣药，包
括劣质／假造／虚假标签／伪造／假冒的药品；（４）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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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规模人群接受药物治疗的相关安全性问题；（５）
抗菌素耐药性和其他治疗失败；（６）利益风险评估和
风险管理；（７）生产、运输、存储相关的质量问题；（８）
环境影响；（９）影响以上情况的相关监管因素等。
３　工作模式

为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动药物警戒发展，促进药

物警戒教育和科研，ＩＳｏＰ采用灵活多样的工作模式
以适应各国、各区域的药物警戒发展特色，鼓励、支持

各级药物警戒教育培训及药物警戒实践经验的定期

交流，主要学术交流形式和信息公开方式如下：

３１　学术交流形式
３１１　ＩＳｏＰ年会　自２００１年于突尼斯举办第一届
年会，此后每年于欧洲及以外国家交替举办会议，每

届年会结合当年国际药物警戒发展前沿、背景和特

点，确定各具特色且实用性强的会议主题、研讨内容

和培训课程，通过促进国际间的技术和监管法规的交

流，提升各国药品安全监测、评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提

高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水平。为加强监管者、学术界及

业界相关人员的充分交流与沟通，共同探讨各国药物

警戒政策及学术相关问题，全方位推动全球药物警戒

工作的发展，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物监测合

作计划成员国年会（ＷＨＯＵＭＣ主办）与“国际药物
警戒学会年会”（ＩＳｏＰ主办）常选择近似时间、并在同
一国家或地区举办，两者为药物警戒专业领域密切相

关的会议，前者属于药物警戒管理层面的交流，后者

属于学术层面的交流。继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３７
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物监测合作计划成员国年会

在中国天津召开之后［５］，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２日第
１４届ＩＳｏＰ年会在天津成功举办，来自世界各国２００
余位代表参会。该届 ＩＳｏＰ年会是 ＩＳｏＰ组建以来在
东亚地区举办的首次年会，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

心派人员参会并在此次会议上做了多个学术报告，此

次会议为扩大药物警戒研究领域，分享各国药物警戒

研究方法、实践经验、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

共同讨论目前存在的挑战和对策提供了学术交流的

平台；通过各国管理者、学术界及业界会员的彼此交

流与沟通，有效推动了亚洲及中国的药物警戒学术发

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药物警戒领域的学术交

流。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６～１９日于印度阿格拉举办以
“药物警戒，为了更安全的明天”为主题的第１６届年
会，探讨用药安全的重要性、推进风险管理及风险沟

通的基本要素和措施；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５～１８日将于
英国利物浦举办以“２１世纪药物警戒—创新保障患
者安全的有效方式”为主题的第１７届年会，拟确立

议题包括社交媒体在药物警戒中的运用、风险信号挖

掘策略、患者在药物警戒中的角色、从卫生信息学和

基因科学角度谈药物警戒、基于大数据开展的药品安

全提升策略、药物警戒教育和培训等。

３１２　教育和培训　ＩＳｏＰ于２００３年设立了教育和
计划培训委员会（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ＥＴＰ）专门负责培训活动，旨在通过不断的
药物警戒教育和培训，促进世界范围内药物的安全使

用。自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上届 ＩＳｏＰ执行委员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ａｔｅ博士担任ＥＴＰ的主席，其培训形式主要包括：①
年中培训：年中开展，通常课程为期两天，初学（基本

概念）和高级课程同时进行以满足不同培训人群；②
年会前及年会期间的课程：每年年会前一天进行多个

课程的平行培训，培训主题由 ＥＴＰ委员会与年会组
织者商定；③药物警戒课程：由 ＷＨＯ、ＩＳｏＰ和相关机
构的药物警戒领域专家制作，课程包括综合模块的理

论、实践任务和关键参考文献。除上述培训之外，根

据具体情况还可申请进行额外的培训。

除此之外，ＩＳｏＰ教育和培训方式灵活多样，内容
丰富实用，并得到 ＷＨＯＵＭＣ及其他行业学会的技
术支持。自２０１４年，ＩＳｏＰ与ＵＭＣ已在亚洲和拉丁美
洲举办 ＩＳｏＰＵＭＣ联合培训，旨在通过推进药物警戒
科学研究和良好实践，提升患者的用药安全［６］。例

如，２０１４年１月，ＩＳｏＰ与ＵＭＣ就“促进不良事件和风
险信号沟通，推进科学研究与实践”这一共同关注的

专题，双方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ＯＵ）建立了培训合作策略的框架，开始
主要针对占６０％人口的亚洲，认为协调药品安全报
告要求和药物警戒体系将有利于全球和本区域公众

的利益，２０１４年 ６月于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第一次
ＩＳｏＰＵＭＣ联合培训；２０１５年１月又在印度迈索尔举
办第二次ＩＳｏＰＵＭＣ联合培训，并于２０１６年１月，双
方正式签署修订版ＭＯＵ。鉴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的国家药物警戒水平不均衡，ＵＭＣ和 ＩＳｏＰ将加强
拉丁美洲区域药物警戒技术监管能力和体系建设作

为重点，并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７９日在秘鲁利马举办以
“从个案报告到风险效益评估和风险沟通”为主题的

第三次ＩＳｏＰＵＭＣ联合培训。２０１７年确定和计划开
展的培训主要包括：①年中培训课程（２０１７５２５２６，
泰国曼谷）：主题为 “充分分享全球药物警戒经验，构

建风险管理能力”，本期培训旨在使学员深入了解目

前本地及国际相关法规框架、来年发展趋势；面对不

断增多的 ＡＤＲ报告制定解决策略时应考虑的内容；
基于不同信号管理系统如何利用这些信息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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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将通过 “药品风险管理和风险最小化方式”模块

的学习，学会如何开展分析风险效益分析，制定风险

管理计划；②ＩＳｏＰＵＭＣ联合培训：继利马培训之后，
计划再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目前双方就拉丁美洲、加

勒比海区域组织联合培训事宜起草合作框架并和新

的ＭＯＵ，针对本区域药物警戒技术发展水平制定培
训课程或专题演讲内容，以期建立和提升拉丁美洲及

亚洲区域相关国家的药物警戒体系和技术能力；③年
会培训：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５～１８日英国利物浦年会期
间的培训，２０１７年１月之后参会者即可进行会议注
册、提交口头或墙报摘要等。

３１３　区域组织工作模式　ＩＳｏＰ区域组织是一个独
立的、在当地成立的组织，旨在积极解决各自国家和

地区范围内的药物警戒活动的需要，通过会议、培训

或与ＩＳｏＰ使命相关的活动，制定落实本国家或本区
域内方案并且推动全球药物警戒策略。目前已经成

立１１个区域组织，分别为：意大利（２００６）、西太平洋
地区（２００６）、墨西哥（２００８）、拉丁美洲（２００９）、瑞士
奥地利（２００９）、非洲（２０１０）、欧洲东南部（２０１２）、北
美（２０１３）、以色列（２０１４）、中东（２０１５）和中国
（２０１６）。继２０１４年第１４届ＩＳｏＰ年会在中国天津成
功举办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药物警戒国际交流与合

作，经过总部一年余的酝酿、协调与沟通，２０１６年底
ＩＳｏＰ执委会正式授权筹建 ＩＳｏＰ中国分会，并委任辉
瑞公司唐雪总监、赛诺菲周凌芸总监和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方医院张力教授共同承担筹备成立ＩＳｏＰ中国分
会的相关工作，旨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结合中国药

物警戒现状，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监管经验，通过组

织会议、专题论坛、科学研究及其他与ＩＳｏＰ使命相关
活动的实施，制定适宜中国的学术活动方案，促进中

国药物警戒和风险管理技术水准，保障公众用药

安全。

３１４　 特别兴趣小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Ｇｒｏｕｐｓ，
ＳＩＧｓ）　“ＡＳＩＧ”由 ＩＳｏＰ成员志愿成立兴趣小组就
ＩＳｏＰ领域相关特殊问题开展工作。目前已经设立
“女性药物”、“风险沟通”、“亚洲风险最小化措施”

三个ＳＩＧｓ，学会计划在２０１７年成立更多的 ＳＩＧｓ，旨
在进一步搭建药物警戒相关专业技术和研究平台。

“女性药物”ＳＩＧ针对女性用药尤其是避孕药、妊娠及
绝经后的妇女用药的开展研究；“风险沟通”ＳＩＧ旨在
将“风险沟通”作为药品安全性监测和风险最小化的

子课题，提供多学科交流、学习和实践发展，促进相关

研究；“亚洲的风险最小化措施”ＳＩＧ是一个包括多数
亚洲国家卫生监管部门专业人员的网络，旨在建立符

合多数亚洲国家医疗体系的药品风险最小化的方法。

就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１）制定本区域及世界范
围的经济实用的药物警戒和风险最小化措施，提供风

险最小化方法、工具和实践经验的交流平台；（２）结
合科技发展，寻找经济、有效、新颖的风险最小化措

施，例如重视移动设备技术在药品安全数据收集中应

用，使用应用软件对患者进行安全用药教育等；（３）
以上方法和措施虽基于亚洲国家开发，希望将来在其

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人用药物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

调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
ｃａｌ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Ｕｓｅ，ＩＣＨ）未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进一
步推广和使用。

３２　学术信息公开方式
３２１　 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ｉｓｏｐｏｎ
ｌｉｎｅｏｒｇ／）包括主页、培训、会员登录区、年会等模块，
通过发布培训研讨信息、会议相关安排及学会最新动

态等内容促进ＩＳｏＰ学术交流。
３２２　官方学术出版物　《ＤｒｕｇＳａｆｅｔｙ》（《药品安
全》）是ＩＳｏＰ官方学术期刊（月刊），业界享有盛誉，
由国际著名出版集团———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发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以出版发行学术性刊物和书籍而闻名于世［７］。该杂

志为首个涵盖药物警戒、药物流行病学、风险效益评

估和风险管理栏目的期刊。采用同行评审的结构化

程序确保审核覆盖所有要素，该杂志着重收载运用流

行病学方法的权威评价、某药物和某类药物不良反应

临床表现预防和管理、基于对某特定治疗领域药物安

全性和有效性数据深入审核的获益风险评估等学术

论文；同时发表针对临床药物治疗安全性相关的高质

量原始研究论文。

３２３　ＩＳｏＰＳｔａｒ通讯　ＩＳｏＰＳｔａｒ通讯于２０００年１２
月创刊，由ＩＳｏＰ学会编辑发布并免费邮寄 ＩＳｏＰ的会
员，目前会员可在官方网站下载 ＰＤＦ电子版。其主
要内容涉及ＩＳｏＰ新闻、学术动态及重要事件报导等，
由此可以了解ＩＳｏＰ近期的工作情况以及即将开展的
事务。例如，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最新发布的第３３期通讯
内容包括：（１）回顾了第１６届印度阿格拉 ＩＳｏＰ年会
日程简介、相关决议，公布了会议报告、会议墙报获奖

人员情况；（２）回顾了年会期间ＩＳｏＰ会员联合会议主
要内容，上届主席ＨｅｒｖéＬｅＬｏｕｅｔ教授汇报ＩＳｏＰ２０１６
年工作总结，宣布 ＩＳｏＰ理事会及新任主席 ＳｔｅｎＯｌｓ
ｓｏｎ，宣布中国分会成立事宜并公布３位协调人名单
等；（３）公布了２０１７年已确定和计划开展的培训会
议；（４）公布了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届理事会投票经过、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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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当选的执委会、理事会成员；（５）公布了 ＩＳｏＰ
上任主席 ＨｅｒｖéＬｅＬｏｕｅｔ教授荣任 ＣＩＯＭＳ现任主席
的消息；（６）发布ＩＳｏＰ２０１７年会的相关信息。
４　体会与启示
４１　ＩＳｏＰ是全球药物警戒领域专业性强而权威的
学会

ＩＳｏＰ与 ＵＭＣ、ＣＩＯＭ等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历届ＩＳｏＰ执委会委员和会员吸纳了ＵＭＣ、ＣＩＯＭ、
欧盟药监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ｇｅｎｃｙ，ＥＭＡ）、
ＭＨＲＡ、ＩＣＨ及各大跨国企业等药物警戒领域高级技
术或监管人员，掌握药物警戒政策、法规和技术的发

展前沿和最新动态，对推动全球药物警戒和风险管理

技术层面的交流、推进药物合理使用、保障公众用药

安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学术活动适应国际药

物警戒现状和最新发展趋势的需求，并紧密结合药物

警戒实践的区域性特点开展；工作和学术活动的组织

以授课专家力量雄厚、内容针对性和实用性强、方式

灵活多样为主要特点；尤其是 ＩＳｏＰＵＭＣ联合培训是
ＵＭＣ中心对全球药物警戒技术培训的重要方式之
一［６］，是药品评价和药物警戒技术人员掌握国际技

术发展和最新研究动态、扩充药物警戒专业知识的有

效方式。

４２　ＩＳｏＰ为全球志同道合的学会成员搭建了学术
平台

ＩＳｏＰ通过组织、确立有意义的药物警戒相关研
究方向，成立不同的“特别兴趣小组”、“区域组织工

作模式”，为全球志同道合的学会成员搭建了良好的

学术平台，学会成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借鉴全球

药物警戒技术新成果，就特定领域及本地特点开展深

入探讨与研究，对从国际层面推动某领域研究并结合

国情推动本地药物警戒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ＤｒｕｇＳａｆｅｔｙ》刊载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代表着国
际药物警戒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前沿，为全球参与药物

警戒活动的人员搭建了分享日常实践经验、共同开展

科学研究的良好平台；为各国医务人员和监管人员提

供了与全球同行分享药物安全合理使用及药物警戒

体系建设最新实践经验的平台。

４３　ＩＳｏＰ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技术体
系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

药品风险管理是药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方式，它贯

穿于药品整个生命周期，药物警戒活动涉及到药品全

程监管的各个环节。近年来，随着中国药品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药物非

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稳步实施，药品审评和再评价的技术支撑能力也不断

提高，从实验室到医院的全过程监管制度基本形成覆

盖全品种、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正在建立［８］。药

品上市前审评与药品再评价是药品上市前后两个阶

段相对应的评估行为，药品上市后研究与上市前研究

是药品上市前后两个阶段相对应的科学研究技术手

段和科学研究过程，其研究结果是药品审评和再评价

的重要内容［９，１０］。药品风险效益评估是药品上市前

审评与上市后评价等科学监管活动的核心内容，如何

提升药品风险效益评估能力日益受到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Ｃｈｉｎａ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ＦＤＡ）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为进一步完善药品研发与审评技术指南标准

体系，ＣＦＤＡ将借鉴和转化国际先进技术作为推进此
项工作的有效途径［１１］，近年发布的新药上市研发和

审评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有关风险效益评估方法、原

则等更为明确、细化［１２１５］；随着中国药品上市后药物

警戒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与风险控制能力的不断提

升［１６］，为弥补自发报告系统的不足，创新监测评价手

段与监管模式，研究利用医疗电子数据库开展主动监

测与评价，通过建设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联盟

推进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的建设［１７］；同时，积极推

行上市后评价并强调药物警戒和上市后研究的企业

主体责任，指导规范企业定期汇总报告［１８］并实施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企业检查等［１９］。随着全球经

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借鉴国

外成熟经验和先进技术，进一步完善药品全生命周期

的风险管理体系，是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和监管

机构共同面对的挑战。从学会会员专家团队到形式

多样内容新颖的学术活动及网上资源，ＩＳｏＰ为中国
药品评价专业人员开启了一扇了解国际药物警戒技

术和风险管理策略发展前沿的窗口，如涉及的欧洲药

物流行病学与药物警戒中心网络［２０］、英国 ＭＨＲＡ特
定研究计划［２１］、美国 ＦＤＡ药物警戒相关声明［２２］、

ＥＭＡ良好药物警戒实践（ｇｏｏ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ＧＶＰ）指南［２３］等，这些内容都值得深入研究

与共同探讨，同时，开展监管与学术层面的沟通交流，

也是 “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关于“推进政

府间监管交流，加强多边合作，积极加入相关国际组

织；开展国际项目合作，搭建民间国际交流平台；加大

培训和国外智力引进力度；推动我国监管理念、方法、

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协调”［８］等深化国际合作保

障措施的体现。此外，ＩＳｏＰ学术资源各模块分类方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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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何在医学院校开展药物警戒相关知识教育等相

关课件内容，可供中国医学院校搭建药物警戒学科参

考与借鉴。

总之，ＩＳｏＰ是药物警戒与药品安全领域权威的、
非营利性的国际性学术团体，通过会员制度加强学术

组织建设、通过专业培训扩大学术影响力、通过学术

会议和权威学术期刊促进学术交流与实践经验的分

享。ＩＳｏＰ网站是全球会员沟通、交流、联系的桥梁和
纽带。该学会已得到中国医药学临床和科研人员，尤

其是药物警戒与药品安全领域科研、学术、各级监测

机构技术人员、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政府监管部门的

充分关注与参与，从中借鉴国际药物警戒发展趋势和

成熟的经验，为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药物警戒体系，

实现药品全程监管，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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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０８４４／１２４２２１．ｈｔｍｌ

［２０］　ＥＮＣｅＰＰ．ＬｉｎｋｓＬｅａｒｎ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０３）［２０１７０３

１６］．ｈｔｔ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ｃｅｐｐ．ｅｕ／ｌｉｎｋｓ．ｓｈｔｍｌ．

［２１］　ＭＨＲＡ．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ｂｅｉｎｇ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ＨＲＡ［ＥＢ／

ＯＬ］．（２０１００７２２）［２０１７０３１６］．ｈｔｔｐ：／／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ｕｋ／２０１４１２０５１５０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ｈｒａ． ｇｏｖ． ｕｋ／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ｒｅ／

ＣＯＮ０５７３６６．

［２２］　ＦＤＡ．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１１）［２０１７０３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ｄａ．ｇｏｖ／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

［２３］　ＥＭＡ．Ｇｏｏ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ＧＶＰＭｏｄｕｌｅｓＩｔｏＸＶＩ）［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３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ｍ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ｍａ／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ｃｕｒｌ＝ｐａｇ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ｓｔ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ｓｔｉｎｇ＿０００３４５．

ｊｓｐ＆ｍｉｄ＝ＷＣ０ｂ０１ａｃ０５８０５８ｆ３２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０）

·６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