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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drugmornitoring,TDM)
是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血液或其他体液中的药物及其代谢

物浓度进行检测,并根据药动学和药效学理论,进行数据分

析,制定最佳给药方案,从而提高药物疗效,避免或减少毒副

作用,达到安全合理应用药物的目的[1~3]。其核心是以血药

浓度为指标,通过个体化地调整用药方案,实现临床治疗目

标。本文就国内TDM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我国TDM现状

1.1 卫生部门的政策指导

  我国TDM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发展已

取得长远进步。鉴于TDM 在个体化用药、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卫生部门将TDM 列入有关评

价或准入制度中。2010年12月3日,卫生部印发的《二、三
级综合医院药学部门基本标准(试行)》,要求二、三级综合医

院药剂科(或药学部)应配备血药浓度监测设备;《三级综合

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1年版)》和《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规定》中均规定,医疗机构应开展个体化给药方案的研究与

监测,而TDM是开展药物个体化治疗的基础;卫生部印发的

《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中要求,移植准

入单位能够开展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检测;在《儿童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路径(2010年版)》要求开展甲氨喋 呤

(MTX)血药浓度监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
年版)》中要求能开展有关抗菌药物品种和特殊患者的血药

浓度监测,调整给药方案,实现个体化给药。由此可见,医疗

机构有必要结合自身实际开展TDM相关研究工作。

1.2 监测品种

  国内目前常进行TDM 的药物种类有:(1)免疫抑制剂:
包括环孢素、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等。这类药物是高效免疫

抑制剂,临床主要用于肝、肾、胰、心、肺、皮肤、角膜及骨髓移

植,以减轻或防止排斥反应,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移植物的

存活率,但存在肝、肾损害、震颤、高血压等毒性作用。浓度

过高易导致免疫抑制而诱发感染,浓度过低会导致器官排

异,故需监测血药浓度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4]。(2)抗癫痫

药:卡马西平、丙戊酸为一线抗癫痫药,其服用周期长,安全

范围小。当二者血浆药物浓度处于一定范围内时,通常可以

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高于该范围常出现毒性反应(引起抽

搐)。二者血浆药物浓度测定可用于评估患者的依从性,或
解释变化是来自发作控制还是药物毒性。苯妥英是治疗癫

痫大发作和局限性发作的首选药物,苯巴比妥主要用于癫痫

大发作及癫痫持续状态,但均存在治疗指数低、安全范围窄、
个体差异大等特点,为提高疗效、减少毒副反应,用药过程中

需要监测其血药浓度[5]。(3)抗菌药:万古霉素(VAN)属糖

肽类抗生素,用于治疗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等革兰阳

性菌引起的重症感染性疾病。为确保药物有效性,避免副作

用的产生,对长期使用VAN的患者(老年人、低出生体重儿、
新生儿和幼儿,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等可引起肾、听力损害

的药物 联 用 的 患 者 等)最 好 能 够 监 测 其 血 药 浓 度。检 测

VAN谷浓度是反映其用药有效性最准确和最实用的方法。

VAN应在给药后3~4个维持剂量时监测血药浓度,在下一

次给药前30min采集血药谷浓度血样。阿米卡星为半合成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对大部分氨基糖苷类钝化酶稳定,适合

于治疗革兰阴性杆菌中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或妥布霉素耐药

菌株所致感染。对铜绿假单胞菌具有高效作用,而且与其它

抗生素无交叉耐药性,抗菌作用比卡那霉素强[6]。但是阿米

卡星有耳毒性、肾毒性和神经肌肉阻滞等毒副作用,在临床

使用时,最好根据其血药浓度数据个体化给药[7]。(4)抗肿

瘤药:高剂量甲氨喋呤(MTX)是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和成人骨肉瘤的主要措施。因为 MTX的细胞毒作用是非

选择性的,增加给药剂量就意味着增加毒性。为减少 MTX
对正常细胞的毒性,需要在使用 MTX后给予甲酰四氢叶酸

钙(CF)进行解救。CF解救 MTX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MTX抗白血病细胞的作用,因此适

时、适量地给予CF至关重要,其依据就是 MTX血药浓度。
紫杉醇和5-氟尿嘧啶的毒副作用也与血药浓度和药物暴露

时间有密切关系,临床应用时最好能监测其血药浓度[8~11]。
(5)其他:因有效浓度范围小、易过量造成中毒而需监测的品

种还有茶碱、地高辛等。近年来,需要进行TDM的品种还扩

大到抗真菌药、抗逆转录病毒药、抗精神病药和中药等。

1.3 TDM常用技术方法

  国内目前常用的检测方法主要有:(1)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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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HPLC法是目前常用的血药浓度监测方法,具有分

离效能高、重现性好、分析速度快、适用面广等优点。HPLC
法的色谱柱固定相种类较多,通过改变流动相的种类及配

比,可大大改变组分的分离效果,实现对绝大多数有机化合

物药物的分离测定。由于血液成分复杂,HPLC测定时需要

对血样进行预处理,常用的处理方法有蛋白质沉淀法、液液

萃取、固相萃取和柱切换法。近年来,二维液相色谱的出现,
大大提高了分离效率,为复杂基质生物样品中药物、毒物和

内源性物质的分离测定提供了有力工具[12]。(2)荧光偏振免

疫法(FPIA):FPIA是一种均相免疫检测方法,采用抗原抗体

竞争结合的免疫反应原理,通过测定荧光偏振度的变化来反

映待测物浓度。标本中的待测物与带有荧光标记的药物(小
分子)共同竞争抗体(大分子),若标本中的待测物浓度高,荧
光标记的药物多呈游离状态,因分子量小失去偏振性,所以

它的偏振光强度较低;另一方面,若标本中的待测物浓度低,
荧光标记的药物多数和抗体结合,因分子量大旋转受到抑

制,所测得的偏振光强度高。随着雅培TDX/FLX检测试剂

的停产,国内TDM 领域应用较多的是雅培 AxSYM 全自动

免疫分析仪。(3)放大酶免疫法(EMIT):标本中的待测物与

经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标记的药物竞争抗体结合位

点,与抗体结合后酶活性降低,而游离的酶标记的待测物具

有酶活力,可以将氧化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转
化成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H),引起吸光度的

改变。因此,在反应后酶活力大小与标本中的待测物含量呈

正相关关系,从酶活力的测定结果就可间接推算出标本中待

测物的量。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是西门子公司Syva药物浓

度分析系统。FPIA法和EMIT法操作简便、快速、自动化程

度高,但试剂盒昂贵、有效期较短、测定成本较高,且测定结

果可能受代谢物及样本中内源性物质的干扰。HPLC法具

有准确性高、专属性强、重现性好的优点,不必依赖商品化试

剂盒,但现有方法需要复杂的样品预处理,操作时程长,对操

作者要求较高。当同一份样品采用不同的方法检测时,其测

定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异,在实际TDM 工作中应予以关注

并作相应调整[13]。

1.4 存在问题

1.4.1 TDM仍需深入开展:总的来看国内TDM 发展不均

衡:开展TDM项目的主要为大城市中部分大型医院,而对于

全国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医院来说,要深入开展TDM 依然任

重道远,如全国121所三甲医院中,经常开展 TDM 的只占

21.95%,能监测5种药物的只占5%[14];即使开展了TDM,
多数机构也只能提供监测值,还做不到合理解释和指导临床

个体化治疗。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4]:①由于开展

TDM工作需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

不够明显,没有引起医院领导的足够重视;②临床宣传不够,
临床医生对TDM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主动参与者有限;③
临床药师药动学基础不扎实,尚不能根据测定结果制订和调

整个体化给药方案;④患者及其家属对TDM知识缺乏;⑤检

测费用偏高,患者难以接受;⑥监测的品种数量往往受到测

试仪器和试剂盒的限制。

1.4.2 TDM 应 加 强 规 范 化 管 理:目 前 国 内 还 普 遍 缺 乏

TDM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使得TDM 的适用人群、监测时

机、参考范围、用药方案调整等在不同医院间参差不齐,也造

成了医院间的检测报告存在一定差异。以 VAN为例,一项

对国内VANTDM现状的调查表明,81.3%的文献中采用5
~10ng/L为推荐治疗谷浓度,有18.7%的文献则推荐了10
~20ng/L;监测时机方面,依然有较高比例(36.1%)监测了

峰浓度,现有证据不支持通过监测 VAN峰浓度来降低肾毒

性发生率,而VAN谷浓度是反映其用药有效性最准确和最

实用的方法,说明监测时机仍存在诸多的不合理[15]。近年来

中国药理学会TDM研究专业委员会通过遵循严格的循证方

法学过程,制定了《中国万古霉素治疗药物监测指南》[16]。该

指南首次对中国人群 VANTDM 的重点监测人群、监测指

标、目标稳态谷浓度、首次监测时机、VAN初始给药和调整

给药方法以及是否给予负荷剂量等提供了推荐意见,开启了

有组织、规范化研究制订国内TDM 行业的先河。而对于其

它需进行TDM的绝大多数药物来说,仍缺乏适合中国人群

的相应监测指南。

1.4.3 开展适用于基层医院的TDM方法:国家大力推广分

级诊疗为基层医院提供了制度支持,但医院自身也需要努力

发展,引入适合基层医疗特殊情况的新技术,才能赢得患者

的肯定。基层医院开展简易、价廉、易普及的TDM技术可最

大程度地消除药物使用的安全隐患,保证患者用药的安全

性。监测品种可首先在本医院使用量较大、安全性较差的品

种中开展(如抗癫痫药),有条件的基层医院还应开展毒物

(如百草枯)的检测。由于百草枯中毒在农村地区高发,中毒

后死亡率较高,基层医院开展百草枯血药浓度监测对中毒患

者早期干预治疗和判断预后具有重要意义[17,18]。

2 TDM的发展方向

2.1 群体药动学(PPK)

  PPK是TDM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是获得个体药动学

(PK)参数的新方法。它应用专用软件,对临床TDM 获得的

零散血药浓度数值进行处理,拟合成最佳群体PK模型,再结

合个体生理和病理参数,即可获得个体最佳PK模型和参数,
依此制订或调整个体化给药方案,还可对未来的血药浓度进

行预测。此法简单易行,患者不用频频采血,仅用 TDM常规

监测数据即可。既充分利用了以往废弃的TDM 资源,又不

增加患者负担,却能快速获得个体PK参数,在儿童患者的个

体化治疗中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建立的PPK模型有抗癫

痫药、免疫抑制剂、抗菌药、抗肿瘤药、茶碱等[19,20]。常用的

软件有NONMEM、USC·PACK等。需注意文献中建模数

据来源不同可能导致建立的PPK模型不一定符合实际情

况,应结合本机构的用药情况建立PPK模型,这样更适应自

身需求。

2.2 与药物基因组学相结合

  除了传统的TDM监测药物浓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患

者的基因型调整给药方案,对患者合理用药“量体裁衣”,以
提高药物的疗效和降低药物的毒副反应。药物基因组学研

究基因因素在药物反应个体变异中的作用。机体内药物代

谢酶、转运体和受体是在一定基因指导下合成的,这些基因

的多态性导致了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多样性,从而影响药

物的作用效果[21]。2015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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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计划”,其主旨在于考虑患者个体差异,并制定疾

病诊治与预防措施。促进精准医学的发展,对我国具有很大

的现实意义。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本质上属于精准医学范畴,
为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则可避免卡马西平、华法林、氯吡格雷、

MTX等药物所致的死亡等严重不良事件,减少这些药物的

无效使用,指导临床医生及时调整剂量或者换用其他的药

物。TDM与药物基因组学相结合,可进一步提高疗效、降低

药物不良反应、减少因此而引发的额外医疗费用支出,促进

中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2.3 游离药物浓度的监测

  血液中的药物有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结合型药物(与
血浆蛋白结合),一种是游离型药物。由于只有游离型的药

物才能通过细胞膜到达作用部位,发挥药物疗效,因此监测

血中游离药物浓度用于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更具有实际意

义。例如对某些特定药物或在特殊病理生理状况时,药物浓

度超过血浆蛋白结合能力可能引起毒副作用,此时若仅测定

总浓度,可能对治疗产生误导[22,23]。当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时

蛋白结合能力较强的药物分子占领结合部位,使其他药物不

能得到充分的结合,以致后者的游离部分增多,药效增强。
在这些情况下,对游离药物浓度的监测具有重要意义。建立

准确、可靠的游离药物浓度分析方法,深入探明游离药物浓

度与临床疗效和毒副反应关系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4 TDM检测新技术

  近年来,国内对 TDM 的方法学研究逐渐增多,液相色

谱-质谱联用技术(LC-MS)为 TDM 提供了更加灵敏、特异、
高效的分析方法。该方法以液相色谱为分离手段,质谱为检

测系统,是将样品经液相色谱分离,再离子化后,经质谱的质

量分析器将离子碎片按质荷比(m/z)分开,然后测量各种离

子信号的强度而实现分析目的的一种分析方法。该方法专

属性强、灵敏度高、分析时间短。与普通 HPLC法相比,LC-
MS检测对色谱分离的选择性要求不高,不同分子量的待测

物处于不同的检测通道,不需要色谱完全分离,因而大大缩

短分析所需的时间,可满足TDM 方法的专属性、操作简便、
监测周期短等要求,有可能成为未来进行TDM的主流技术。
任秀华等[24]建立LC-MS法测定人血浆中 MTX的血药浓度

并用于临床血药浓度检测,表明该方法快速简便、灵敏准确,
可用于 MTX血药浓度监测和药动学研究。曲彩红等[25]建

立人血浆中伏立康唑浓度的LC-MS法,表明该方法专属性

好、简单快速、灵敏度高,可用于伏立康唑体内血药浓度检

测。

3 结 语

  总之,开展TDM工作是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高疗效、
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重要途径。今后一段时期,国内 TDM
至少应在以下方面继续做出努力:(1)大力培养训练有素的

专业人才,如TDM 技术专家和具有PK扎实基础的临床药

师;(2)实现规范化管理,提高监测质量,尽早出台统一的行

业标准;(3)利用PPK、药物基因组学、PK/药效学(PD)方法

学进行研究,并开展活性代谢物、游离药物浓度的检测将是

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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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沙利铂(oxaliplatin,OXA)为第三代铂类抗肿瘤药物,
以其高效、低毒的特性广泛用于结直肠癌、胃癌、肝癌以及胰

腺癌等消化道肿瘤的治疗,也是目前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

(NCCN)指南推荐用于胃癌及结直肠癌的一线基础化疗药

物。随着OXA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其引起的肝脏毒性也

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OXA的肝毒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其化疗疗效和临床应用。为了进一步指导消化道肿瘤治

疗的合理用药,本文就 OXA用于消化道肿瘤治疗的肝毒性

及其发生机制综述如下。

1 OXA用于消化道肿瘤治疗的肝脏毒性作

用及相关病理学改变

  肝功能异常是 OXA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主要表现为

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升高,发生

率在10%~60%[1~5]。Vincenzi等[5]研究发现,在接受OXA
+希罗达+贝伐珠单抗化疗的患者中,未使用护肝药物组肝

功能异常发生率较高,肝功能异常分级1~2级占58.7%
(27/46),较护肝组33.3%(7/21)明显升高。同时,该研究结

果表明,与未使用护肝药物相比,化疗同时进行护肝治疗可

以显著降低因肝功能异常导致的化疗疗程延迟(43% vs
19%,P=0.042)及剂量减量(44%vs12.5%,P =0.051)

的发生率。而肝功能异常引起的化疗疗程延迟、剂量减量等

后果,都将有可能影响化疗疗效,从而导致患者预后不良。

  肝窦损伤是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患者接受以OXA为基础

的新辅助化疗后常见的肝毒性 反 应,其 发 生 率 在48%~
79%[6~8]。OXA引起肝组织损伤的典型病理学改变是肝窦

阻塞综合征(sinusoidalobstructionsyndrome,SOS),其镜下

的典型病理学改变为显著的肝窦纤维化、中央小叶周围的肝

细胞坏死以及中央静脉最终由于纤维化而变窄。由于这些

血管改变导致出现典型的肝脏变色,因此也被称为“蓝肝综

合征”。

  2004年,Rubbia-Brandt等[6]首先报道了在术前接受多

个周期以OXA为基础化疗方案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
术后肝脏病理切片提示79%(34/43)的患者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肝窦损伤。随后其另外一篇研究[9]也发现,在274位结直

肠癌肝转移患者中,术前行多个周期以 OXA为基础的化疗

方案,肝转移瘤切除术后病理结果提示54%的患者出现了

中、重度的SOS。同时,该研究结果发现:OXA相关性肝组

织损伤还表现为紫癜、中央小叶/肝窦周围静脉纤维化、结节

性再生性增生,其发生率分别为10.6%、47.0%和24.5%。

Vreuls等[8]在对50例接受以 OXA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的

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术后肝脏病理标本的研究中,发现50
例患者中32例(64%)出现了不同程度的SOS,其中1级占

26%,2级或3级占38%。Nakano等[10]研究表明,结直肠癌

肝转移患者接受以 OXA 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后,51.6%
(32/62)的患者观察到了肝窦损伤,不含 OXA组肝窦损伤发

生率为21.4%(6/28),两 组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计勇等[11]研究新辅助化疗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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