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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CDISC 标准与中医临床试验数据交换标准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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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医临床试验研究中，临床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交换越来越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
部分，其流程与数据的标准化为提升中医临床试验水准的重要保障。本文探讨了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会
（CDISC）标准在中医临床试验研究中的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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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ction, storage, analysis, and exchange of clinical data are becoming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ible part of TCM clinical trials. The process and data standardization become the key factor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CM clinical trial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Data
Inter-change Standards Consortium (CDISC) in TCM clinical trials.
Key words: TCM clinic; CDISC; information data; infrastructure
在中医临床试验研究中，临床数据的采集、存储、

范围内数据管理的行业标准，为医学和生物制药产品

分析、交换越来越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其流

的开发提供临床试验数据和元数据的收集、交换、提

程与数据的标准化为提升中医临床试验水准的关键

交以及存档的电子手段。CDISC 标准已广泛应用于临

因素。临床医学研究数据的标准化，是当今医药领域

床研究中，它能够优化临床研究数据采集、传递、储

内的重要科研需求之一，它要求临床各类使用数据在

存，并简化申办者/研究者向管理部门递交数据的程

不同的研究环境中应得以无障碍地交换，以利于在临

序，从而提高临床研究效率。

床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会

目前，一些临床数据管理软件和电子数据采集系

（CDISC）致力于提高医学研究及医疗保健相关领域的

统大多开始遵循 CDISC 标准。如数据管理系统 Oracle

效率，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作为行业生产

Clinical 可以采用 CDISC 标准的变量名，导出的数

协作的催化剂，CDISC 将会与中医临床试验研究各相

据格式一般都符合 CDISC 标准，无需进行转化。统计

关领域进行有机结合，并发展成全球性、开放、公认

软件 SAS 也在其 9.1 版本以后加入了 CDISC 数据标准

的中医药临床试验研究的数据标准。

软件包以支持 CDISC 标准的实施。为此，临床研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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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议

着 CDISC 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是毋庸置疑的。CDISC 标

1.1 临床数据交换标准简介

准在整个临床研究过程中，将会占据重要的位置和产

CDISC 是一个开放的、包括各种学科的非盈利性
机构。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CDISC 致力于开发全球

生重大的影响。
1.2 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议框架结构
为了建立全球性的数据标准平台，使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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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数据的收集、分析、交换和提交等各环节的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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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标准，目前分析和数据交换部分受到重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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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SC 标准元。如 CDISC 的基本标准（foundational

借鉴 CDISC 成熟的应用经验，中医药临床研究应

standard）包含 4 个方面。⑴研究设计方面：包括方

用 CDISC 数据标准是促进中医药临床研究规范化的

案表述标准（protocol representation model）和

一项重要工作，对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国内外医药

研究设计标准（study design model）。⑵数据采集

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和

方面：包括临床数据获取的标准协调（clinical data

生产技术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acquisition standards harmonization）和实验室

3.1 中医临床试验数据模型开发

[5]

数据标准（LAB）
。⑶数据格式方面：包括研究数据制

CDISC 标准的核心在于以临床试验流程为核心的

表标准（study data tabulation model）和非临床

数据模型构建，本质上中医临床试验流程与 CDISC 一

数 据 交 换 标 准 （ standard for exchange of

致，模型基本结构可保持一致，但由于与西医理论体

nonclinical data）
。⑷统计分析方面：包括分析数

系不同，需要建立不同的描述中医临床内容的新域。

据标准（analysis dataset model）
。其中 CDISC 每

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⑴中医四诊信息：中医四

一个基本标准模块都有着不同的目的和针对不同类

诊包含望闻问切，与中医理论息息相关，如：症状、

别的数据，并且每一个标准都是由大量的文件组成，

部位、循经、性质、诱发因素、缓解因素、发生季节、

这些文件的背后还有更大量的用以指导具体操作的

发生气候、发生日期、发生时辰、持续时间、发作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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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指南 。

率等。⑵中医证候：中医证候是基于中医理论对患者

1.3 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议的临床应用价值

状态的特殊识别方法，是反映中医临床特色的一个重

CDISC 通过建立统一化的临床试验元数据与表达

要体现。如：证候、病机、证候分类、证候积分、病

模型，使不同的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名称、变量名、属

位证素、病性证素等。⑶物理疗法：物理疗法在中医

性、长度以及 SAS 标签等都可以重复利用，极大限度

临床实践中是常用的治疗方法，有非常好的疗效。并

地缩短了病例报告表（CRF）设计和数据库构建所需

且 CDISC 中明确提出，可以增加按摩、针灸等内容。

要的时间，减少成本，提高临床试验研究效率。数据

如：设定日期、开始与结束时间、物理疗法术语、实

的标准化使不同研究中的数据很容易被整合，方便了

施部位、实施目的、有无效果等 。

统计分析过程。数据分析模块与数据提交模块的标准

3.2 中医临床试验术语体系构建

[6]

化，则缩短了监管机构对提交申请的研究数据审阅的

术语使用是整个中医临床试验数据交换标准化

时间，加快了临床研究药物上市的速度，有利于临床

过程的基石，CDISC 也专门为其建立了术语模块，并

研究系统和软件的开发。CDISC 标准化在临床试验中

可以直接参照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如 SNOMED-CT 和

的应用，可大大加强临床使用的数据管理规范，方便

MedDRA 等）
。为了满足中医临床试验的信息采集标准

了研究者之间的协作、沟通与交流，改善了业务流程，

化，需要构建中医临床试验术语体系，同时补充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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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

术语的不足，如在不良反应（adverse event, AE）
、

2 中医临床试验数据流程标准化

其他伴随用药（prior and concomitant medications,

中医临床试验是对中药治疗或其他一些干预措

CM）
、嗜用品使用（drug accountability, DA）
、暴露

施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价的根本性方法，因此临床数据

情况（exposure, EX）
、病史（medical history, MH）

的安全、规范对保证临床研究的质量及结果至关重

等域内，根据中医临床科研需求，均可补充部分中医

要，应用国际临床试验数据标准（即 CDISC 标准）
，对

术语。对于 CDISC 中没有涉及到的中医药领域内的数

提高中医临床研究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需建立专门术语分类，如中医病名、病因、病机、

目前，中医药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包

[7]

脏腑、证候、中药、方剂、治法等诸多领域 ，以满

括：CRF 的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规范化方法；无整

足中医临床试验数据交换的基本需求。

体数据建模与元数据设计，数据库构建异常混乱；无

4

小结

统一中医临床试验术语体系支撑，数据内容的繁杂无

临床研究数据的标准化过程是临床研究成果的

序，增加了后期数据处理的复杂性和降低了数据的质

转化和其信息化的中心任务，已成为与临床研究相关

量等。以上问题阻碍了数据管理的规范化工作，影响

各个部门的挑战。目前备受关注的数据交换标准和分

[4]

了数据管理质量的提高 。

析标准——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议标准，在国际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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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已被广泛运用，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临床
试验将会采用 CDISC 标准。
但中医药临床试验研究要想全面应用 CDISC 标
准需要解决“水土不服”的关键性问题，将 CDISC 规
范化流程方法引入的同时增加中医特色性元素，即构
建中医特征域与术语体系，以满足中医药临床试验研
究的数据交换需求。补充 CDISC 标准的中医药特色内
容，将对中医药临床研究的数据交换和分析起着非常
重要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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