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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监测是及时发现风险信号以确保疫苗安全的必要措施，包括被动监
测与主动监测。其中，主动监测能够全面、持续的收集免疫接种后不良事件，及时发现并验证疫苗安
全性信号，已经成为未来上市后安全性监测的主要发展趋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主动监测可通过
纵向链接多源电子医疗数据库开展分析，数据的快速传输与定期更新，使得接近实时的发现疫苗安全
性信号成为可能，这种主动、及时、快速识别免疫接种后不良事件的准实时主动监测方法逐渐在国际
上兴起。本文通过梳理既往文献，对目前疫苗准实时主动监测的发展现状与方法学原理进行综述，以
期为我国开展疫苗安全性的准实时主动监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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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marketing vaccine safety surveillance, including both passive and active
surveillances, aims to detect and alert to signals of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AEFI),
and to further ensure public safety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vaccination. Active surveillance could
proactively seek information of AEFI and timely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safety signals,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the main development trend of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worldwide. Nowadays,
there is an ongoing interest in developing active surveillance systems that can incorporate and use
existing electronic data such as administrative claims and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Researchers
have also began exploring ways of accruing data closer to "real-time" in order to speed the
recognition of potential safety problems.This near real-time vaccine safety surveillance is gradually
emerging worldwide. This stud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methodology of near real-time
surveillance and aims to acceler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active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vaccine
safety in China.
【Key words】 Vaccine; Safety; Active surveillance; Near real-time; Sequential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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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疫苗安全问题引发公众关注。疫苗作为一种
特殊的药品，安全性监测应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尽管上市

长期的不良反应［1］，因此，疫苗上市后在大规模人群中开展
安全性监测就显得尤为重要。

前临床试验中已经对疫苗安全性进行了评估，但由于临床
试验的样本量较小，人群代表性有限，很难监测到罕见的、

疫 苗 上 市 后 安 全 性 监 测（post-marketing vaccine safety

surveillance）包括被动监测与主动监测等模式［2-3］。被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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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passive surveillance）依靠于接种者、医务人员、疫苗生产

企 业 等 自 发 报 告 来 收 集 免 疫 接 种 后 不 良 事 件（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是目前全球各国广泛

开展的一类上市后安全性监测模式［4-5］。然而，被动监测具

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存在漏报、迟报与潜在的报告偏倚，无
［6］

法计算发病率，无法开展因果关联推断等 。为弥补上述
缺陷，部分发达国家的监测机构开始采用多种方法主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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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VSD 已经将 RCA 方法用于包括 H1 N1 流感与季节性流感

疫苗、轮状病毒疫苗、4 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4）等在内

的 8 种新上市疫苗的常规监测中［16-23］，也发现了一些安全信

号，例如发现了麻风腮-水痘四联疫苗（MMRV）可能增加惊
厥的发生风险，经过进一步信号验证后［24］，美国 CDC 修改了
MMRV 疫苗的接种建议。

除了 VSD，其他监测机构也进行了准实时主动监测的

集 AEFI，从而及时、快速发现并验证疫苗安全性信号，称为

探索。美国 FDA 于 2008 年启动了哨点计划（FDA’
s Sentinel

（FDA）对主动监测的定义是“从医疗健康系统中常规的定

产品上市后安全性进行评估。其中上市后免疫安全快速监

期的收集不良事件的病例报告”，强调了发现病例与信息收

测 系 统（Post-licensure Rapid Immunization Safety Monitoring

［7］
主动监测（active surveillance）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8］

集的持续性和主动性 。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主动监测可通过纵向链接医疗

Initiative），利用常规收集的多源电子医疗保健数据，对医疗

Systems，PRISM）是用于开展疫苗安全性主动监测的哨点项
目，该项目基于哨点系统中多家合作单位的数据资源，以流

保险数据、电子医疗健康记录等多种数据源开展分析，极大

感疫苗为例探究了开展准实时主动监测的可行性［25］。英国

提高了上市后安全性监测的效果与效率［9］。电子医疗数据

药品与健康产品管理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的 实 时 更 新 与 海 量 积 累 ，也 促 使 了 一 种 及 时 、快 速 识 别

Regulatory Agency，MHRA）使 用 临 床 实 践 研 究 数 据 库

AEFI 的主动监测方法——疫苗安全性的准实时监测（near

（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link，CPRD）对 2 价人乳头瘤

展。本文通过梳理既往文献，介绍目前疫苗准实时主动监

准实时主动监测［27-28］，还有研究者在 CPRD 中探究了数据更

real-time vaccine safety surveillance，NRTVSS）的 产 生 与 发
测的发展现状，阐述其方法学原理，以期为我国开展疫苗上

［26］
病毒疫苗（HPV2）
、H1N1 流感与季节性流感疫苗开展了

新延迟、诊断数据完整性等因素对准实时主动监测结果的
影响［29-30］。一项系统综述表明，2005-2015 年全球共开展了

市后安全性监测提供借鉴。
一、疫苗准实时主动监测的定义与发展
在开展疫苗安全性监测时，理想情况是医疗数据产生

31 项疫苗准实时主动监测研究，其中美国 23 项、英国 6 项、
中国台湾与新西兰各 1 项［10］，发达国家的探索与实践充分

的同时就可被用于风险信号分析，从而及时发现疫苗安全

体现了准实时主动监测在疫苗安全性领域的优势与作用，

性问题，即开展“实时监测”。但在现实世界里实时分析很

而中国大陆目前无相关研究。

难实现，数据往往会间隔一段时间才被传输，这种按照一定

二、准实时主动监测在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监测的作用

的频率定期更新数据与分析信号的方式为“准实时监测”。

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监测可分为 3 个阶段：信号发现、信

目前，准实时监测的概念仍然较新，其定义也尚未明确。在

号确认与信号验证［31］。信号发现过程往往依赖于人口覆盖

一篇关于疫苗准实时监测的系统综述中，研究者总结“准实

面广泛的被动监测系统，通过自发呈报会发现大量潜在且

时监测为定期分析常规收集的电子医疗数据，接近实时的

未知的不良反应信号，但对检测的信号未产生任何假设。

发现疫苗接种后发生某种预先设定的不良事件的风险信

信号确认阶段是对上述潜在信号的进一步提炼，通过假设

［10］
号，以实现疫苗上市后的快速、早期安全性评估”
。通过

检验等方法，对多个可疑“疫苗-不良事件对”的预假设进行

准实时主动监测，决策者能够获得及时的信息，从而针对疫

信号判断。在信号确认的基础上，信号验证阶段对某个“疫

苗可能存在的新的或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尽早提出切实可行

苗-不良事件对”进行更深入且细致的评估，通过传统流行

的指导建议。

病学方法进行关联研究与因果推断。

疫苗安全性的准实时主动监测是 21 世纪初由美国疫

苗安全数据链接系统（Vaccine Safety Datalink，VSD）首次提

出的。VSD 是美国 CDC 在 1990 年设计和创建的疫苗安全
性主动监测系统，该系统通过链接多个大型医疗保健机构

（Managed Care Organizations，MCOs）的数据，致力于监测疫

准实时主动监测就属于信号确认这个中间环节，依据
于既往文献与被动监测系统中报告的 AEFI，为每种疫苗预

先 设 定 了 需 要 监 测 的 不 良 结 局 事 件 ，从 而 针 对 每 组“ 疫
苗-不良事件对”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对定期更新数据的连
续分析，能够从第一阶段发现的大量潜在信号中，及时提炼

苗上市后安全和开展免疫接种引起严重不良事件的研

出少数重要信号，为下一步开展验证研究提供了依据，极大

究［11］。该系统已经纳入 9 个 MCOs 的免疫接种记录与电子

提高了安全性监测的效率。

医疗数据，覆盖约 920 万的全年龄组人群（约占美国总人口

［12-13］
的 3%）
。自 2005 年以来，VSD 的数据更新频率变更为

每周一次，数据更新频率的提高和对新疫苗上市后迅速及

时识别信号的需求，促使 VSD 开发了一套新的数据分析方

法：快速循环分析（rapid cycle analysis，RCA），使得疫苗安
［14-15］

全性信号的发现接近实时，即为准实时主动监测

。目

三、准实时主动监测的组织与实施
目前，准实时监测的理论和方法尚处于初步发展中，其
中 VSD 对该方法的探索时间最长且研究较多，因此以该系

统为例介绍准实时监测的组织与实施（图 1）。

1. 数据来源与更新：在美国 CDC 的管理下，VSD 的数

据来源于 9 家合作的 MCOs。基于 VSD 开发的分布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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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D 开展准实时主动监测的过程

模 型（distributed data model，DDM）与 动 态 数 据 文 件

（dynamic data files，DDFs），各个 MCOs 的健康医疗数据每周

率明显高于预期率，则提示存在“信号”，此时需要核对信号
的真实性，即确认信号的存在是否由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

更新并传输到 CDC 开展分析，即实现了数据的及时传输与

风险增高所引起。VSD 设定了一系列步骤来核对信号，包

。每周更新的数据包括疫苗接种记录、医疗就

括核查数据与分析程序、回顾病历以验证不良事件结局、修

诊信息与某些人口学特征信息，采用统一的数据字典以保

改疫苗接种窗口期、调整其余混杂因素、选取其他对照组

证变量的标准化。

等［13］。当确认“真实信号”存在后，可进一步开展传统流行

［15］

定期更新

2. 快 速 循 环 分 析（rapid cycle analysis，RCA）：是 美 国

CDC 针对某种疫苗与几种预先设定的不良事件的潜在关联
进行准实时监测的过程。基于每周更新的数据，研究者将

实际观察到的不良事件数与预期的不良事件数进行对比，
计算疫苗接种后窗口期内发生不良事件的信号强度，进行
每周一次的信号监测和分析。由于数据是不断累积且连续
监 测 的 ，RCA 使 用 序 贯 分 析 方 法（sequential analysis

methods）调整多重检验的问题，避免增大Ⅰ型错误而产生
［13，15］

的过多错误信号

。

当开展 RCA 时，如果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的实际发生
表1
方法

病学研究进行关联研究与因果推断。
四、准实时主动监测的统计学方法
目前大多数准实时主动监测研究使用的是连续序贯分
［32］
析方法（continuous sequential methods）
，包括经典序贯概

率比检验（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SPRT）、最大化序

贯 概 率 比 检 验（maximized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

MaxSPRT）及 其 衍 生 方 法 、条 件 最 大 化 序 贯 概 率 比 检 验

（conditional maximized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
CMaxSPRT）等 ，其 中 MaxSPRT 方 法 已 经 成 为 VSD 系 统 常
规、准实时监测新上市疫苗的标准分析方法［14］。见表 1。

用于疫苗安全性准实时主动监测的连续序贯分析方法

基本原理

适用条件与对照选择

优势

局限

Wald’s SPRT H0：RR=1，H1：RR=r
根据事先设定的检验水准 α 和检验效能 1-β 可
以计算出检验的上下限。
1）统计量在检验上下限范围内，继续监测；
2）统计量>检验上限，拒绝 H0 并停止监测，说明
接种疫苗会增加某种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
3）统计量<检验下限，拒绝 H1 并停止监测，说明
接种疫苗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没有达到 r。

可用于多种不同概率分布的数 1）调整了多重检
据资料，在疫苗安全性领域多使 验问题；
2）模型简单，方法
用泊松分布模型。
容易实现。

备择假设中需要预先
设定 r 值，如果设定不
当就可能得到错误结
果 ，导 致 信 号 检 出 延
迟，甚至无法检出。

PMaxSPRT

H0：RR=1，H1：RR>1
根据事先设定的单侧/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监
测时间上限（T）计算出信号识别的临界值（CV）
1）统计量 LLR<CV 且监测时间未达到 T，继续监
测；
2）统计量 LLR≥CV，拒绝 H0 并停止监测，说明接
种疫苗会增加某种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
3）统计量 LLR<CV 且若监测时间达到 T，不拒绝
H0 并停止监测，说明接种疫苗不会增加某种不
良事件的发生风险。

适用于泊松分布资料，对罕见事 1）模型简单，方法
容易实现；
件的监测。
以历史资料作为对照，对比实际 2）检验效能高。
观察到的不良事件数与预期的
不良事件数。

依赖于对预期事件数
的 准 确 估 计 ：如 果 不
良事件的发病存在变
化 ，基 于 小 样 本 历 史
资料的背景发生率估
算出预期事件数可能
是 不 准 确 的 ，就 会 导
致信号检出错误。

BMaxSPRT

H0：RR=1，H1：RR>1
根据事先设定的单侧/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监
测时间上限 T、暴露组和非暴露组的匹配比例计
算出信号识别的 CV
信号监测过程与 PMaxSPRT 类似。

CMaxSPRT

适用于泊松分布资料，对罕见事
H0：λv=λh，H1：λv>λh
根据事先设定的单侧/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不 件的监测。
良事件数上限 K 等因素计算出信号识别的 CV。 以历史资料作为对照。
信号监测过程与 PMaxSPRT 类似。

适用于二项分布资料，较常见事
件的监测。
以匹配的同期非暴露人群作为
对照或自身对照，对比暴露人群
（或风险期）与非暴露人群（或对
照期）的不良事件发生数。

1）可用于历史资
料空缺时；
2）使用匹配的对
照或者自身对照，
能够更好的控制
偏倚。

1）选择与匹配恰当的
对照较为困难；
2）对 于 罕 见 事 件 ，可
能导致信号检出延
迟。

解决使用历史数
据的背景发生率
估算预期事件数
不准确的问题。

存在历史数据与实际
监测数据中的不良事
件率恒定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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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ld’s SPRT：VSD 最初开展的准实时主动监测使用

的是统计学家 Wald 在 1947 年提出的经典序贯概率比检验

（Wald’s SPRT）

［33-34］

。作为一种基于似然比的假设检验方

法，SPRT 适用于多种不同概率分布的数据资料。该方法设

Chin J Epidemiol, February 2021, Vol. 42, No. 2

发生数可能是不准确的，从而导致结果存在偏差。为解决
这一问题，2010 年 Li 等［37］又提出了 CMaxSPRT 方法。

CMaxSPRT 方法通过限定拟监测到的不良事件数（例如

k），将发生 k 个不良事件所需观察的累积人时（或累积疫苗

定零假设（H0）为疫苗接种后风险期内发生不良事件的相对

接种人数）作为随机变量，从而直观的比较实际监测数据与

危险度 RR=1，备择假设（H1）为相对危险度 RR=r（r 为预估的

历史数据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如果与历史资料相比，在

相对危险度，例如 r=2）。根据事先设定的检验水准 α 和检

监测人群中更快的发生了 k 个不良事件，也就是说观察更少

验效能 1-β 可以计算出检验的上下限。

的人时（或疫苗接种人数）即可发生 k 个不良事件，则说明疫

计算一次检验统计量，即为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 ratio，

监测数据与历史数据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等 λv=λh，备择

计量超过检验上限，则拒绝 H0 并停止监测，说明接种疫苗会

不同，CMaxSPRT 设定的是拟监测到的不良事件数量上限

SPRT 方法可以持续的进行检验，每周数据更新后就可

LLR）。若统计量在检验上下限范围内，则继续监测；若统

增加某种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若统计量超过检验下限，则
拒绝 H1 并停止监测，说明接种疫苗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没
有达到 r。
经典 SPRT 方法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备择假设中需要预

先设定一个 r 值，如果 r 的设定不当就可能得到错误结果，从

苗接种存在风险。因此，CMaxSPRT 设定零假设（H0）为实际

假设（H1）为 λv>λh。与 MaxSPRT 方法中设定监测时间上限 T

K，并根据事先设定的单侧/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不良事件

数上限 K 等因素计算出信号识别的临界值。信号监测过程

与 PMaxSPRT 方法类似，检验统计量依然采用对数似然比
LLR。

4. 其他方法：除了上述连续序贯分析方法以外，有少数

而 高 估 风 险 或 者 导 致 信 号 检 出 延 迟 ，甚 至 无 法 检 出［14］。

准 实 时 主 动 监 测 研 究 使 用 了 成 组 序 贯 分 析（group

VSD 在实际监测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 2007 年统

［23］
sequential method）
，以 及 例 如 累 积 和（cumulative sum，

计学家 Kulldorff 等在 SPRT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提出了
MaxSPRT 方法

［35］

。

2. MaxSPRT：与经典 SPRT 相比，MaxSPRT 方法最大的

［38］
CUSUM）
等基于统计控制过程（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的方法。

成组序贯分析是根据一组受试者进入研究的顺序，按

不同在于设定零假设（H0）为疫苗接种后风险期内发生不良

照一定时间间隔重复（定期）分析数据直至得出接受或者拒

事件的相对危险度 RR=1，备择假设（H1）为相对危险度 RR>

绝零假设的结论，即终止研究。该方法过去多用于临床试

1（而非某个特定数值）。根据事先设定的单侧/双侧检验、

验，近年来在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监测中开始受到关注［39］。

检验水准 α、监测时间上限 T 等因素计算出信号识别的临界

在药品安全性领域应该采用连续还是成组序贯分析是学界

值（Critical Value，CV）。Kulldorff 等

讨论的热点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当数据更新不是严格连续

［36］

已经通过数据模拟给

出了各种条件组合下的 CV 值，因此 CV 值不需要研究者自
己计算，查表即可获得。

每周数据更新后就可计算一次检验统计量，依然采用

时（例如每周 1 次），使用成组序贯分析更为恰当；但也有研

究者通过模拟研究，发现连续序贯分析的性能总是优于成

组序贯分析［31，39］。目前，该方法在疫苗准实时主动监测的

对数似然比 LLR。若统计量 LLR<CV 且监测时间未达到 T，

应用仍然较少，有关监测频率、统计量计算、界值分布以及

止监测，说明接种疫苗会增加某种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若

要目的是监测已经存在的安全问题而非发现新问题，用于

则继续监测；当统计量 LLR 首次超过 CV 时，则拒绝 H0 并停

混杂控制等方面都需进一步探索。而 CUSUM 等方法的主

监测直至 T 时间，统计量仍未超过临界值，则不拒绝 H0 并停

监测新上市疫苗的安全信号可能不太恰当，因此在疫苗安

止监测，说明接种疫苗不会增加某种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

全性领域应用也较少［10］。

根据适用条件的不同，MaxSPRT 方法可分为适用于泊

松分布资料的 PMaxSPRT（Poisson-based MaxSPRT）和适用

五、展望
实时监测已经成为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监测的发展趋

于二项分布资料的 BMaxSPRT（Binomial-based MaxSPRT） 。

势。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将准实时主动监测方法用

资料作为对照，基于背景发生率估算出预期的不良事件发

风险信号，保障人群健康与疫苗安全。但我国现有的疫苗

生数，与实际观察到的不良事件数进行对比。BMaxSPRT 用

安全监测系统仍以被动监测为主，即中国 CDC 在 2005 年建

［36］

PMaxSPRT 多用于罕见事件（发生数<50）的监测，使用历史

于新上市疫苗的常规监测中，以确保及时迅速的发现安全

于背景发生率无法获得的情况下，使用匹配的同期非暴露
人群作为对照或自身对照，通过比较暴露人群（或暴露时间
窗）的不良事件的发生数与非暴露人群（或对照时间窗）的
不良事件发生数，来监测疫苗安全性信号。
3. CMaxSPRT：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有研究者发现，如

立 的 全 国 AEFI 信 息 管 理 系 统（China National AEFI
［5］
Information System，CNAEFIS）
，尚未建立覆盖全国的有效

主动监测机制，更缺乏对准实时主动监测先进方法和技术
的研究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我国卫生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普遍应

果某种不良事件的发生随时间或地点的不同存在变化，基

用，医疗健康大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多种来源的医疗健康

于小样本历史资料中的背景发生率估算出的预期不良事件

数据为开展疫苗安全性主动监测提供了可能性。根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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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监测的需求，我国可用的现有数据资源包括全国儿

[12]

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各级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以及
部分地市的区域医疗信息平台。今后研究可通过链接现有
资源，探索基于我国多源电子医疗数据库开展准实时主动

[13]

监测方法的可行性，建立更为及时可靠的疫苗安全性主动
监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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