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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格雷群体药动学−药效学结合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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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建立氯吡格雷的群体药动学−药效学模型。通过前瞻性收集 59 例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分别以氯吡格雷活性硫醇代谢产物和血小板 VASP 磷酸化水平作为其药动学和药效学指
标, 同时考察人口学指标、实验室指标、合并用药、临床合并症和相关代谢酶的遗传变异等因素, 运用 NONMEM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药动学模型选择一般线性模型作为基础模型拟合数据, 药效学模型选择间接效应模型−
Turnover 模型作为基础模型拟合数据。结果表明, 氯吡格雷原药到活性硫醇代谢产物前体转化参数 K12、活性硫
醇代谢产物表观清除率 (CL/F) 和表观分布容积 (V/F) 的群体典型值分别为 0.259 h −1、179 L·h−1 和 632 L, 达最
大药效一半时药效学参数 EC50、药效生成参数 Kin 和最大药效参数 Emax 的群体典型值分别为 1.57 ng·mL−1、4.29
和 0.664。最终模型显示,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对药动学模型中原药到活性硫醇代谢产物前体转化参数 K12 有影
响, 对临床合理使用氯吡格雷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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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pharmacodynamics model of clopidogrel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Fifty-nin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clopidogrel active metabolite and vasodilator stimulated phosphoprotein platelet reactivity index (VASP-PRI) were
selected as the pharmacokinetics index and the pharmacodynamics index, respectively. The covariates includ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laboratory indexes, combined medication, complications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related enzymes were screened for their influence on the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dynamics parameters.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dynamics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NONMEM software.
The general linear model and the indirectly effect model-turnover model for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dynamic
analysis were selected as the basic model, respectively. The population typical values of K12, CL/F, V/F, EC50,
Kin and Emax were 0.259 h −1, 179 L·h−1, 632 L, 1.57 ng·mL−1, 4.29 and 0.664, respectively. CYP2C19 was the
covariate in the final pharmacokinetic model, and the model was to design a prior dosage reg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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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高密度脂蛋白 (HDL-C)、血肌酐 (Cr-S)、超敏 C 反

是一组由急性心肌缺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 血小板

应蛋白 (HSCRP) 和血糖 (GLU); ⑤ 血凝指标, 包

的激活在 ACS 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氯吡格雷为血

括凝血酶原时间 (PT) 和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 ⑥

小板二磷酸腺苷 (ADP) 受体拮抗剂, 本身没有活性,

心超, 包括左室射血分数 (EF); ⑦ 冠脉病变情况,

是一前体药物, 85% 在肝脏中经羧酸酯酶 1 (CES1)

包括病变部位及狭窄程度; ⑧ 合并用药, 包括抗血

代谢生成无活性的羧酸代谢产物, 其余的 15% 先经

小板药、β 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CYP1A2、CYP2B6 和 CYP2C19 代谢成 2-氧−氯吡格

(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ARB)、醛固酮受

雷, 再经 CYP2A6、CYP2C9、CYP2C19、CYP3A4、

体拮抗剂、他汀类、硝酸酯类、质子泵抑制剂 (PPI)、

CYP3A5 和 PON1 转化为有活性的硫醇代谢产物

H2 受体阻滞剂和口服降糖药。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

[1]

(MP-AM) 。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是指南

[2−5]

中抗

血小板治疗的金标准, 但部分患者尽管长期服用常

理委员会批准并经患者知情同意。59 例患者的基本
情况见表 1。

规剂量的氯吡格雷, 其血小板聚集能力仍不能被有
效地抑制。对氯吡格雷疗效个体差异机制的研究以及
对氯吡格雷进行个体化治疗的需求是目前的研究热
点。影响氯吡格雷药动学和药效学的因素包括人口学
特征、病生理状态、合并用药和遗传因素等。群体药

Table 1

Features of the study patients.
Characteristics

n = 59, x ± s
Value

Age

66 ± 12

Numbers of male

47

Weight /kg

66 ± 14

动学−药效学能定量考察上述协变量对氯吡格雷在

Height /cm

166 ± 8

ACS 患者体内药动学和药效学的影响。最新文献 [6]

BSA /m2

1.82 ± 0.2

报道了氯吡格雷的群体药动学−药效学模型, 该研究
的目标人群为韩国健康人群和卒中患者, 研究者选

Smoker (n)

32

Laboratory parameter
PLT /×109 L−1

173 ± 41

PCT /L·L−1

0.18 ± 0.04

为其药动学指标, 以比浊法检测的 ADP 诱导的血小

MPV /fl

10.5 ± 1.4

板聚集率为其药效学指标, 但是羧酸代谢产物的血

PDW /%

15.6 ± 1.7

择了体内大量存在的氯吡格雷无活性羧酸代谢产物

药浓度与血小板聚集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
该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鉴于此, 本研究尝试以

ALT /U·L−1

60 ± 70

−1

AST /U·L

222 ± 176

HDL-C /mmol·L−1

1.12 ± 0.21

MP-AM 和血小板 VASP 磷酸化水平作为其药动学和

LDL-C /mmol·L−1

2.91 ± 0.84

药效学指标, 建立 ACS 患者氯吡格雷群体药动学−药

TG /mmol·L−1

1.25 ± 1.12

效学模型, 为临床实现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

TC /mmol·L−1

4.55 ± 1.06

−1

Cr-S /μmol·L

材料与方法
病例资料

89.6 ± 35.6

HSCRP /mg·L−1

9.5 ± 5.4

PT /s

收集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7 月入

住我院心血管内科行急诊 PCI 或择期 PCI 的 ACS 患

12.4 ± 0.92

INR

1.03 ± 0.08

EF

0.48 ± 0.09

者 59 例。排除标准为: ① 入院前 2 周内服用华法林
者; ② 近 3 个月内发生过脑血管意外者; ③ 酗酒或

给药与采样

药动学部分血样本在急性冠脉综

药物滥用者; ④ 合并严重感染、血液学疾病、自身免

合征患者服用氯吡格雷负荷剂量 300 mg 或 600 mg

疫性疾病、肿瘤、心脏瓣膜病者。查阅患者病史, 收

后 4 h 内和维持剂量 75 mg 后 2 h 内任意时间采集,

集以下信息: ① 氯吡格雷的给药时间、给药剂量和采

血样采集后立即加入衍生化试剂 (3'-甲氧苯丙甲胺

血时间; ② 人口学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体重、身

溴化物, 500 mmol·L−1) 25 μL, 颠倒混匀, 分离血浆,

高和吸烟史; ③ 血常规指标, 包括白细胞计数

−70 ℃保存备用, 共 81 个样本; 药效学部分血样本在

(WBC)、红细胞计数 (RBC)、血红蛋白含量 (HGB)、

患者服用氯吡格雷负荷剂量 300 mg 或 600 mg 和维

血小板计数 (PLT)、血小板比积 (PCT)、平均血小板

持剂量 75 mg 5 天后任意时间采集, 枸橼酸抗凝, 室

体积 (MPV) 和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 ④ 生化指

温放置, 4 h 内检测血小板功能, 进行 VASP 磷酸化水

标, 包括谷丙转氨酶 (ALT)、谷草转氨酶 (AST)、胆

平检测, 共 83 个样本。

固醇 (TC)、甘油三酯 (TG)、低密度脂蛋白 (LDL-C)、

血药浓度测定

取血浆 200 μL～2 mL 于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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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 加入内标液 (氯雷他定 200 ng·mL−1) 10 μL,

体内的药动学变化原理如图 1 所示, 基础药动学模型

加入乙醚 1.2 mL, 涡旋振荡 1 min, 在 4 ℃ 条件下

以此为基础, 调用 NONMEM 软件中的 ADVAN 5 子

6 000 r·min−1 离心 3 min, 取上清液 1～1.5 mL 离心管

程序估算氯吡格雷药动学参数。

中, 吹干乙醚, 流动相 200 μL 复溶, 涡旋振荡 1 min,
在 4 ℃条件下 14 000 r·min−1 离心 3 min, 转移上清液
100 μL 至进样瓶中, 7.5 μL 进样。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Acquity BEH C8 柱 (50 mm ×
2.1 mm, 1.7 μm, 美国 Waters 公司), 流动相由乙腈−
甲酸铵溶液 (10 mmol·L−1, 0.1% 甲酸) = 7 ∶3 组成,
流速为 0.2 mL·min−1, 柱温为 40 ℃, 自动进样器温度
4 ℃。
质谱条件 检测方法: 正离子模式; MP-AM 扫描
方法: 多反应监测 (MRM); 离子选择通道: MP-AM,
[M+H]+, m/z 503.6 → 353.8; 内标, [M+H]+, m/z 382.8 →
336.9; 毛细管电压: 3.5 kV; 锥孔电压: 35 V; 去溶剂
气: N2; 去溶剂气温度: 350 ℃; 离子源温度: 120 ℃;
−1

−1

去溶剂气流速: 650 L·h ; 锥孔气流速: 50 L·h ; 碰
撞室气: Ar; 碰撞诱导解离电压: 25 eV。
标准曲线、精密度、准确度与绝对回收率

本法

血浆 MP-AM 的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Y = 12.591X −
19.365 (R2 = 0.997 7), 线性范围为 1～200 ng·mL−1。
MP-AM 的精密度、准确度和绝对回收率结果见表 2。
Table 2

Results of assay technology of MP-AM (%).

C/ng·mL−1

RSD/%
Intra-day

Inter-day

n=5

Accuracy/%

Absolute
recovery/%

Figure 1 Pharmacokinetic structural model for clopidogrel.
K12: Rate of clopidogrel to its inactive precursor; K23: Rate
of clopidogrel inactive precursor distribution to peripheral
compartment; K32: Rate of clopidogrel inactive precursor return
from the peripheral compartment; K24: Rate of clopidogrel
inactive precursor to its active metabolite; K40: Elimination
rate of clopidogrel active metabolite

药效学基础模型

根据氯吡格雷在体内发挥抗

凝作用机制, 药效学模型选择间接效应模型:
æ
Emax ´ Cactive-clop
dE
= K in ´ ç 1 ç
dt
è EC 50 + Cactive-clop

ö
÷÷ - K out ´ E
ø

(1)

2

7.74

1.02

98.00

69.37

式 1 中, Kin 为药效参数的零级速率常数, Kout 为

25

3.52

3.05

103.76

65.31

100

1.94

6.53

99.04

64.92

药效消除的一级常数, Emax 为药效的最大效应常数,

药 效 学 检测

药 效指 标 血小 板 功 能采 用 PLT

VASP/P2Y12 试 剂 盒 (BioCytex, Marseille, France)
检测, 按照说明书操作, 计算血小板活性指数 (PRI,
%)[7]。
基因型检测

患者外周静脉血经 EDTA-Na2 抗凝

后提取 DNA, 采用 PCR-RFLP 法测定 CYP2C19 *2/*3,

EC50 为达到最大效应一半时 MP-AM 浓度, Cactive-clop
为 MP-AM 浓度。
统计学模型

统计学模型包括个体间变异和个

体内变异的统计学模型。药动学−药效学的个体间变
异统计学模型均选择指数模型表示, 即 Pij = TVPj ×
exp (ηij)。其中, P 为第 i 个体第 j 个参数, TVP j 为该参
数的群体典型值, ηij 为个体间变异参数, 服从均值为

PON1 Q192R, ABCB1 C3435T 基因型, 采用突变敏感

0、方差为 ω2 的正态分布。药动学−药效学的个体内变

性分子开关法测定 CES1A2 A(-816)C 基因型[8]。

异统计学模型均选择比例模型表示, 即 Y = IPRED ×

用 NONMEM 软 件 (Version7.2.0,

(1 + ε)。其中, Y 为药动学或药效学观测值, IPRED 为

double precision; ICON development solutions) 对数

药动学或药效学模型个体预测值, ε 为个体内变异参

据进行分析, 采用序贯法 (sequential analysis) 拟合

数,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

数据分析

药动学−药效学模型, 药动学模型调用 ADVAN 5 子
程序, 药效学调用 ADVAN 13 子程序。

协变量模型通过 NONMEM 软件

进行分析。首先将协变量逐一引入基础模型中, 通过
比较引入协变量模型后目标函数与基础模型目标函

药动学与药效学模型建立
药动学基础模型

协变量模型

[9]

参考文献 报道, 氯吡格雷在

数差值 (ΔOFV), ΔOFV 服从 F 分布, 近似 χ2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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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ΔOFV 绝对值大于 3.84,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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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动学最终模型

P < 0.05, 初步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协变量。然后通

在确定了基础药动学模型和统计学模型之后,

过有序递加法 (stepwise) 将初步筛选出的协变量按

对协变量进行考察和筛选, 用有序递加法和向后剔

照 ΔOFV 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引入到基础模型, 定

除法确定最终模型。最终模型中仅有 CYP2C19 基因

显著性水平为 α = 0.05, 自由度 df = 1, 若 ΔOFV > 3.84,

多态性对药动学模型中原药到 MP-AM 前体转化参

则引入该协变量, 建立全量回归模型。最后通过向后

数 K12 有影响, 即 K12 = 0.259 × (1 − 0.656×CYP)。当

剔除法 (backward elimination) 逐一剔除全量回归模

CYP2C19 为 EM 时, CYP = 0; 当 CYP2C19 为 IM 或

型中的协变量, 定显著性水平为 α = 0.01, 自由度 df =

PM 时, CYP = 1。

1, 若剔除协变量后模型目标函数与全量回归模型目

3

药效学最终模型

标函数差值绝对值大于 6.64, 则保留该协变量在模

根据氯吡格雷在体内作用机制, 药动学−药效学

型中, 否则, 从模型中剔除该协变量, 建立最终回归

模型链接是通过 MP-AM 浓度, 在药动学最终模型建

模型。

立后, 将药动学模型中拟合预测的 MP-AM 个体预测

协变量包括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 连续变量包

浓度 (Cactive-clop) 值引入药效学建模的数据文件中。

括年龄、身高、体重、体表面积、生化血液指标等, 分

药效学模型建立过程同上述药动学模型建立, 最终

类变量包括性别、基因型等, 在协变量分析过程中,

未发现影响药效参数的协变量。

一些连续变量可根据生理意义作为分类变量考虑,
如肝肾功能将实验室检查结果分为正常和不正常两
类。在连续变量分析过程中, 将连续变量按如下等式
引入模型中:
æ
Covariate_ j ö
÷
qi = q1 ´ çç1 + q 2 ´
Covariate_ mean ÷ø
è

Table 3

q2

(4)

n (%)

CES1A2 A(-816)C
23 (39.0)

AA

37 (62.7)

*1/*2

35 (59.3)

AC

19 (32.2)

*2/*2

1 (1.7)

CC

3 (5.1)

PON1 Q192R

*1/*1

53 (89.8)

QQ

2 (3.4)

*1/*3

6 (10.2)

RQ

38 (64.4)

RR

19 (32.2)

CYP2C19 LOF

分类变量按如下等式引入模型中:

Genetype

*1/*1

CYP2C19*3

(3)

θi = θ1 × (1 + θ2 × Covariate_j)

n (%)

CYP2C19*2

(2)

θi = θ1 × (1 + θ2 × (Covariate_j − Covariate_mean))
æ Covariate_ j ö
÷÷
qi = q1 ´ çç
è Covariate_ meanø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study patients

Genetype

EM

18 (30.5)

IM

39 (66.1)

CC

22 (37.3)

PM

2 (3.4)

CT

29 (49.2)

TT

8 (13.4)

(5)

ABCB1 C3435T

其中, Covariate_j 为第 j 个协变量, Covariate_mean
为协变量平均值。θi 为药动学参数, 式 2～4 中 θ1 为

4

药动学或药效学参数群体典型值, 式 5 中 θ1 为协变量

4.1

Covariate_j = 0 时的药动学或药效学参数, 式 2, 3 和 5

(observed concentration) 与模 型 群 体预 测 值 (pred)

中 θ2 为协变量系数, 式 4 中 θ2 为协变量指数。

相关性见图 2a, 浓度观测值 (observed concentration)

模型评价

在群体药动学−药效学研究过程中,

有必要对所建立模型进行评价, 模型评价的方法有
内部数据评价和外部数据评价

[10−12]

模型评价
药动学模型

MP-AM 药 动 学 浓 度 观 测 值

与模型个体预测值 (IPRED) 相关性见图 2b。
4.2

药效学模型

氯吡格雷药效学效应观测值

。在研究样本量

(observed value) 与模型群体预测值 (PRED) 相关性

较小时, 模型评价采用内部评价法较好, 本研究为评

见图 3a, 效应观测值 (observed value) 与模型个体预

价所建立模型的稳定性和可信度, 采用 Bootstrap 对

测值 (IPRED) 相关性见图 3b。

模型进行验证评价。本研究中 Bootstrap 法是利用

5

Wings for NONMEM 软件完成的 (n = 1 000)。

结果
1

基因型分布
59 例患者基因型分布情况见表 3。

模型参数
最终模型参数用 Bootstrap 评价结果见表 4。

讨论
本研究前瞻性入组 59 例 ACS 患者, 通过测定
MP-AM 和血小板 VASP 磷酸化水平并收集相关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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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catterplot of pharmacokinetics observed
concentration and prediction concentration of clopidogrel active
metabolite. a: Observed concentration vs population prediction
concentration; b: Observed concentration vs individual prediction
concentration

Figure 3 The scatterplot of pharmacodynamics observed value
and prediction value. a: Observed value vs population prediction
value; b: Observed value vs individual prediction value

运用 NONMEM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初步建立了 ACS
患者氯吡格雷的群体药动学−药效学模型。在药动学

Table 4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 estimates in the final
pharmacokinetic model. ALAG1: The absorption lag time of
clopidogrel
Parameter
PK

K12/h

−1

K23/h−1
K32/h−1
K24/h−1

0.259
12.1
0.001 39
19.1

Bootstrap
Median
0.374
12.1
0.018 4

(0.171, 3.02)

学模型所估算的 MP-AM 表观清除率 (CL/F) 和表观

−

分布容积 (V/F) 的群体典型值分别为 179 L·h−1 和

(0.000 89, 0.135)

632 L, 比文献 [9] 报道低,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文献报

(96.4, 766.7)

287.5

V/F /L

632

815

MP-AM 清除率 CL 和分布容积 V 的个体间变异参数,
其余参数假设不存在个体间变异。结果显示, 该药动

(1.43, 203.6)

179

氯吡格雷原药代谢到 MP-AM 前体过程参数 K12 及

2.5−97.5 percentiles

12.5

CL/F /L·h−1

道的研究人群体重明显高于本研究, 另一方面可能

(79.2, 3 555.3)

是由于氯吡格雷原药及其代谢产物的蛋白结合率均

0.569

0.574

(0.003, 0.961)

很高, 而不同种族人群对蛋白结合率高的药物存在

−0.656

−0.497

(−0.977, −0.064)

明显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差异。目前尚无中国汉族人群

IIV for K12

0.754

0.57

(0.000 51, 4.81)

IIV for CL/F

0.001 55

0.001 02

(0.000 32, 0.658)

IIV for V/F

0.884

0.23

ALAG1/h
θCYP

PD

Value

模型拟合过程中, 为使模型便于拟合, 本研究估算了

氯吡格雷活性代谢产物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0.001, 3.96)

Lee 等 [6] 以卒中患者和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

σ

0.64

0.5

(0.25, 0.77)

分别以氯吡格雷非活性羧酸代谢产物和 ADP 诱导血

EC50/ng·mL−1

1.57

1.47

(0.015, 14.1)

小板聚集率作为药动学和药效学指标建立群体药动

Kin

4.29

4.05

(1.72, 213.4)

Emax

0.664

0.671 5

(0.36, 2.24)

学−药效学模型, 结果发现卒中患者与健康受试者氯

IIV for EC50

0.377

0.536 656

(0.001, 52.6)

IIV for Kin

0.002 85

0.000 554

(0.000 316, 0.542)

时肌酐清除率对氯吡格雷非活性羧酸代谢产物的清

IIV for Emax

0.263

0.197 99

(0.001, 0.372)

除有影响。Ernest 等[9]以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 选

σ

0.388

0.368 103

(0.272, 0.458)

择 MP-AM 为药动学指标, 药效学指标同文献[6], 最

吡格雷非活性羧酸代谢产物的清除率存在差异, 同

谢

诚等: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格雷群体药动学-药效学结合模型研究

终未发现影响 MP-AM 药动学−药效学参数的协变
量。上述两项研究

[6, 9]

persistent ST-segment elevation [J].

均未考察 CYP2C19 基因多态性

的影响, 且都是以比浊法检测 ADP 诱导的血小板聚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Chin J Cardiol ( 中

Steg PG, James SK, Atar D, et al.

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ST-segment elevation [J].

究选择了直接发挥药效的 MP-AM 作为药动学指标,

Eur Heart J, 2012,

33: 2569−2619.
[5]

O’Gara PT, Kushner FG, Ascheim DD, et al.

2013

ACCF/AHA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T-elevation

本研究最终药动学−药效学模型结果显示

myocardial infarction [J].

CYP2C19 基因型为中代谢型 (IM) 或慢代谢型 (PM)
患者氯吡格雷原药到 MP-AM 前体转化参数 K12 比快

Chinese Society of Cardiology.

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2, 40: 271−278.
[4]

的活性, 排除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作用。因此, 本研

效学指标, 同时考虑了基因多态性的影响。

Chin J Cardiol ( 中华心

of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J].

重复性和特异性较差。本研究采用的血小板 VASP 磷

选择特异性较强的血小板 VASP 磷酸化水平作为药

1431 ·

血管病杂志), 2012, 40: 353 −367.
[3]

集率为药效学指标, 而比浊法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酸化检测可以特异性反映 MP-AM 阻断 P2Y12 受体

·

J Am Coll Cardiol, 2013, 61:

78−140.
[6]

Lee J, Hwang YH, Kang WK, et al.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代谢型 (EM) 患者约低 65.6%, 这与携带 CYP2C19

pharmacodynamic modeling of clopidogrel in Korean healthy

突变基因患者其 MP-AM 量明显减少有关。虽本研究

volunteers and stroke patients [J].

结果未发现影响药效学参数的协变量, 但该研究药

52: 985−995.

动 学 − 药 效 学 模 型 链 接 是 通 过 MP-AM 浓 度 , 故

[7]

J Clin Pharmacol, 2012,

Aleil B, Ravanat C, Cazenave JP, et al.

Flow cytometric

CYP2C19 基因型可间接的影响氯吡格雷的药效。

analysis of intraplatelet VASP phosphorylation for the

CYP2C19 突变可导致氯吡格雷低抵抗血小板活性和

detection of clopidogrel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J].

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及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增
加, 是氯吡格雷抵抗的独 立预测因子 [13−16] 。因此,
FDA 于 2010 年 3 月发出警告[17], 称抗凝血药波立维

[8]

Ding XL, Deng YL, Zhang J, et al.

Mutation-sensitive

molecular switch method to detect CES1A2 mutation in

(氯吡格雷) 对代谢不佳人群效果有限, 必须在药品

the Chinese Han and Yao populations [J].

标签上添加黑框警告, 着重强调 CYP2C19 基因型对
氯吡格雷药动学和药效学以及临床反应的影响。

J Thromb Haemost, 2005, 3:

85−92.

Genet Test Mol

Biomarkers, 2011, 15: 659 −662.
[9]

Ernest II CS, Small DS, Rohatagi S, et al.

Population

《2013 年 ACCF/AHA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指南》[5]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prasugrel and

指出, 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效应与 CYP2C19 多态性

clopidogrel in aspirin-treated patients with stable coronary

有关, 大约有 25%～30% 的患者可能因 CYP2C19 等

artery disease [J].

位基因突变而表现出抗血小板活性降低。而中国汉

593−618.

族人群 CYP2C19*2/*3 突变频率远高于欧美人群, 因

J Pharmacokinet Pharmacodyn, 2008, 35:

[10] Ette EI, Williams PJ, Lane JR.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III:

此中国人群氯吡格雷的个体化抗血小板治疗应更加

desig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受到重视。

studies [J].

本研究初步建立了 ACS 患者氯吡格雷群体药动
学−药效学模型, 发现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可影响
氯吡格雷的药动学过程和药效学结果, 对临床合理
使用氯吡格雷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本研究仍存在
一些不足, 如入组患者数及采血点数相对较少等, 因
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Ann Pharmacother, 2004, 38: 2136 −2144.

[11] Brendel K, Dartois C, Comets E, et al.

Ar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d/or pharmacodynamic models adequately
evaluated?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from 2002 to 2004 [J].
Clin Pharmacokinet, 2007, 46: 221 −234.
[12] Xue L, Rui JZ, Zhang Y, et al.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study of tacrolimus in patients with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J].

Acta Pharm Sin (药学学报), 2009, 44: 1145−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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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药业集团创新发展纪实
创建于 1971 年的扬子江药业集团，秉承“求索进取，护佑众生”的理念，历经 40 多年艰苦奋斗，逐
步发展成为一家跨地区、产学研相结合、科工贸一体化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
“要把研发搞上去，走出自己的路子来！”这是 2008 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扬子江药业集团
的殷殷嘱托，它激励着扬子江人时刻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产业报国为己任，为振兴民族医药勇于担当争
作贡献。多年来，公司一直遵循“高质、创新、惠民、奋进”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开发有效性好、
安全性高、质量稳定的新药、好药。
为加快集聚创新资源、面向全球引进高层次人才，扬子江药业在美国设立了子公司，专门负责国外生
物医药研发信息以及人才信息的收集。2011 年，公司从美国成功引进具有 30 年工作经验的某跨国公司全
球研发副总裁担任研究院院长，领衔创新药物研发。随着 30 多名高层次科研人才的相继加盟，15 名国内
外专家学者应邀担任研究院高级顾问，为企业在短时间内突破创新瓶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了有利条
件。
目前公司研发人员总数近 500 人，其中博士以上学历 60 余人，硕士 200 余人。2001 年公司药物研究
院被原国家经贸委等部门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006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企业创新研发中心。
近年来公司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四川等地设立研发基地，并先后组建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药
制药工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药物制剂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控制重点研究室等多个国家
和省级研发平台，拥有了一支以海归高层次人才领衔的专业化创新团队，自主创新体系日益完善。
优秀的产品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关键。经过 30 余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创新，通过产学研合作与自主研
发相结合，公司逐渐建立了大而优的“产品群”，并成为“扬子江”抢占市场制高点的制胜法宝。
自主创新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出路。为此，公司确立了由“扬子江制造”向“扬子江创造”
转变的目标，调整研发创新战略，加快推进由过去“仿制为主”逐步向“仿创结合、创新为主”过渡。“十
一五”以来，累计获取新产品生产批件 40 多项，累计申请发明专利约 100 件（含 PCT 国际专利 4 件）。
公司目前在研一类新药超过 10 个，这些专利药将在未来 5~10 年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作为药品生产企业，公司为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不断学习应用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和经验，完善
质量管理体系，加快与 FDA、欧盟国际标准对接，并引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推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在
国际认证实施过程中，公司还引入先进质量管理工具，如质量风险管理（QRM）、6 西格玛管理、纠正与
预防措施（CAPA）等，为质量管理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万里风鹏正举。在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扬子江药业集团正高举“高质 创新 惠民
奋进”的旗帜，以跻身国际一流制药企业为目标，阔步迈向“扬子江创造”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