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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伦理审查是国际通行的研究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医学伦理学在世界各个国家的起步时间不

同、发展水平和程度不均，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伦理审查建设都在朝着建设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方向发展。
我国在建设区域伦理委员会的过程中，面临着探索伦理互认机制、监管伦理持续审查、保护受试者的权益等
挑战。本文分享了依托于中医医联体模式建设北京市属中医院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探索与实践。在建设市
属中医院区域伦理委员会的过程中，通过搭建工作交流平台，达到协作课题伦理审查以及跟踪监管，接受托
管医院委托代为伦理审查，逐步扶助托管医院建立伦理审查的目的。本文提出在中国区域伦理委员会建设
过程中，需要统一伦理审查标准、形成合理工作程序、提高伦理审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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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审查是现在各国通行的针对研究风险进行
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对项目研究方案设计的科学性
审查，对研究项目的风险受益比评估，对受试者的招

体系。在最新修订版本的 Common Rule 中，美国规定

其国内开展的多中心研究必须采用单一伦理委员会
审查的形式[3]。

募材料、知情同意书、知情过程、医疗和赔偿、隐私和

在欧洲，欧盟国家已较早将伦理审查纳入临床研

保密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等的全面审查，以更

究环节，其在伦理审查委员会管理、项目审查等方面

加全面地给予受试者保护。
1

区域伦理委员会建设情况

1.1

的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借鉴和学习。欧洲专门成立了
欧洲研究伦理委员会网络，用以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伦理审查机制和伦理委员会运行。

世界各大洲
在北美洲伦理发展已较为完善的美国，不同规模

的区域伦理委员会已逐步建立[1]。美国人体研究保护

在亚洲，2018 年初，菲律宾由其卫生部牵头，组建

了区域伦理委员会，并规定如临床研究项目的三个及

项目认证协会（AAHRPP）针对参加医学研究的受试者

以上临床试验中心是其下属的医疗机构，则该项目的

的保护标准进行评估，该标准是美国乃至国际医学界

伦理审查必须由该区域伦理委员会负责。

公认的受试者保护体系的评估规范[2]。AAHRPP 通过

在非洲，各国对伦理审查以及受试者保护的意识

第三方评估，涉及人的临床试验研究中各方的标准，

逐渐加强，初步构建了本国的伦理委员会，建设伦理

以建立并逐步完成研究项目所在机构的受试者保护

审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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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各省市

建立协作审查机制，形成合理有效的伦理审查工作程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药监局于

序，建立各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沟通交流机制，有助于

2017 年 10 月 8 日和 10 月 24 日分别出台了《关于深化

提高伦理审查的整体效率，更加全面地保护参加临床

审查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和

试验研究受试者的安全。在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的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稿)》。这两个文件都明确提

协作伦理审查中，需要有可执行的协作审查标准操作

到了建立区域伦理委员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

规程（SOP）及细化的具体可操作内容。在伦理协作审

其功能和定位。区域伦理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解决多

查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书面方式明确各中心伦理

中心临床研究中伦理审查标准互认的问题，同时避免

委员会审查的职责，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
“ 主审

重复审查，提高审查的效率。其次，对于研究者直接
发起的项目，其所在机构不具备伦理审查的条件或能

伦理委员会 + 副审伦理委员会”协作审查模式的提
出，明确了在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项目中，各参加机

力，可以委托其所在的相关区域伦理委员会代为审

构伦理委员会所需要承担的职责，以及该机构承担项

查。同时，区域伦理委员会也对各机构的伦理审查工

目的可行性[8]。

作起到了指导和监督作用。
[4]

中国各省市一直关注区域伦理委员会的建设 。

2.3

提高机构伦理的日常审查效率
两办意见提出，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参加单位应该

2012 年 4 月，在成都成立的四川中医药区域伦理审查

认可组长单位的伦理审查结论，不再重复审查。参加

会。2017 年 11 月，山东省区域医药伦理审查委员会在

审查效率的前提，只有高质量的伦理审查，才能准确

[5]

委员会 ，是中医药领域内建立的首个区域伦理委员
济南成立，这是中国首个区域医药伦理审查委员会。
广东省药学会区域伦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10 月成立。
2017 年 12 月，上海市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筹）成立。
2018 年 7 月北京市中医药研究伦理委员会成立。但

是，区域伦理委员会在审查范围、功能定位、结果互认
等方面还存在提升和改进的空间[6]。
2
2.1

区域伦理委员会建设的意义

单位不再重复审查[9]。高质量的伦理审查是提高伦理
评估受试者参加该临床试验的风险受益比。遵守受
试者参加研究的自愿原则、知情同意原则、隐私保护
原则、免费和补偿原则，使得受试者的安全得到保护，
权益得到保证。
3
3.1

市属中医院区域伦理的探索
中医医联体新模式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构建相对统一的伦理审查标准

改革的意见》文件精神，以及北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

建设区域伦理委员会，需要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各

制改革的总体要求，通过创新市、区、镇、村城乡一体

参加单位接受担任中心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化（简称“四级一体化”
）中医医联体建设模式，首都医

结论，因此要求构建相对统一的伦理审查标准，提升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先后托管并建立了总院与

伦理审查质量，才能促进伦理审查的效率，进一步保

顺义医院、延庆医院、平谷医院、怀柔医院的中医医联

证参加临床研究受试者的安全与权益。

体模式。这种模式利于中医在基层医联体机构中更

在构建相对统一的伦理审查标准方面，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开展的 CAP 认证，对于统一各临床试验

有效地开展并体现其独特优势，提高基层服务能力，
推进分级诊疗，合理调配中医药资源，引导优质的医

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查标准，建立受试者保护体系，起

疗资源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实现医联体内医、教、研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项目通过认证的方式，对各

一体化建设。各托管医院通过引入总院的管理理念、

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内部质量及外部质量进行全面监

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科学的管理举措，提升了其中医药

督。同时，通过评价伦理审查体系的建设情况，达到

服务能力、科研及教学水平。

持续促进伦理审查质量和提高受试者保护水平的
[7]

目的 。
2.2
2

中医医联体内的各医疗机构是协作关系，在科研
帮扶的同时，各托管医院逐渐加强了科学研究，承担

形成合理高效的审查工作程序

临床试验项目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建立伦理

在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的协作伦理审查过程中，

审查机制、完善伦理审查流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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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所遵守的《赫尔辛基宣言》和 CIOMS 的《人体生

请“2018 年度北京市属医院科研培育计划”时，即委托

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指南》，以及我国的《药物临床试

总院对其进行伦理审查，并顺利中标，增强了被托管

验质量管理规范》，均制定和确立了涉及人的生物医

医院的科研力量。本研究希望细化委托审查的流程，

学研究伦理审查标准，通过对研究项目的科学审查和

做到伦理初始审查与受试者保护的后期监管协同

伦理审查，达到控制研究风险、保护参加研究受试者

一致。

安全的目的。伦理审查制度和伦理委员会建设，可以

3.2.3

有效地保证医学临床研究的科学性和伦理性，也是保
护参加临床试验受试者利益的关键。
3.2

3.2.1

搭建工作交流平台
协作课题伦理审查及跟踪监管
2018 年，北京中医医院总院和四家托管医院共同

逐步扶助托管医院建立伦理审查
在中医院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构建下，通过技术支

持和信息共享，逐步扶助中医医联体内被托管医院的

伦理建设。总院于 2016 年帮助延庆医院建立伦理。
在中医医联体的框架下，总院计划对平谷医院、怀柔
医院等被托管医院的伦理审查制度、办公室设置、伦

承担的“痰热清胶囊治疗流行性感冒的双盲、双模拟、

理审查流程等进行帮扶建设，以尽快完善各托管医院

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经过修改，已顺利通过北京中

的伦理审查能力。

医医院总院伦理审查。在总院及托管医院共同研究
该课题的过程中还涉及伦理跟踪审查、后期监管，以

3.3

提升人员伦理素养

3.3.1

提升委员审查能力

及中医医联体各机构间的伦理交流合作。通过今后

中医医联体区域伦理委员会的委员专业背景应

越来越多类似课题的伦理审理、统筹管理及跟踪监

适合中医院区域伦理审查项目的范围。中医院进行

管，可以有效提升中医医联体内被托管医院的科研能

的临床科研项目，大部分项目涉及中医药研究，因此，

力，达到科研帮扶的目的。本研究逐步建立了总院与

伦理委员会应吸纳更多具有中医临床科研背景或中

各托管医院伦理办公室、机构办公室、科研处的沟通

西医结合背景的委员进行伦理审查。中医药临床科

交流机制，简化流程，共享信息，及时沟通临床试验中

研的主要干预手段是中草药或中药复方制剂，中医院

出现的各类情况及相关问题处理方案。

区域伦理委员会的委员构成中应包括临床药师，以审

3.2.2

查试验设计中治疗方案的合理性、经济性，以及受试

接受托管医院委托代为伦理审查
多中心临床试验采取主审伦理审查方式后，会大

者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依从性。

[10]

大缩短伦理审查的时限 ，有利于临床试验在各中心

在委员审查能力的提升方面，应针对委员不同的

的尽快开展。2017 年两办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伦

专业背景，制定相应的伦理内部及外部培训，提供更

理委员会机制、提高伦理审查效率，在我国境内开展

多的与其他伦理委员会交流及观摩的机会。通过年

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经临床试验组长单位伦理审查

初委员制定的自我学习计划及年终的相关考核，持续

后，其他成员单位应认可组长单位的审查结论，不再

提高所有委员的伦理审查能力，真正体现伦理审查的

[9]

重复审查 。

意义。

为提高多中心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效率，同时以
伦理审查的一致性为基本原则，逐步完善协作伦理审

3.3.2

提高主要研究者的伦理意识
承担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及其研究团队成员，

查机制，推进各机构间伦理审查结论的互认。各参加

需要参加伦理的相关培训，了解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单位伦理委员会接受主审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的程

和本机构伦理审查的相关规定，增强研究团队接受伦

序以及与主审伦理委员会和申请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理审查的意识，积极配合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工作。在

机制，可以保证伦理审查的效率提升。

临床试验进行过程中，研究者需按期主动向伦理委员

中医医联体内近期托管的中医院，伦理方面的建
设还比较薄弱，伦理委员会尚缺失或缺乏伦理审查的

会提交详细的研究进展报告，以便伦理委员会对该临
床试验项目进行持续的审查与监管。

能力，总院在帮助被托管医院建设伦理的同时，首先

伦理委员会办公室需要对新担任研究项目的主

接受被托管医院的委托，代其对该院所承担的研究项

要研究者和课题组成员，在其开始研究前，进行伦理

目进行伦理审查。例如，2017 年，平谷中医院医师申

及受试者保护的相关培训。伦理委员会开展的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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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查应该针对新承担研究项目的科室、本中心内发生

公室工作量的培训，实际是对后续伦理跟踪审查质量

的非预期与试验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开展过多数目

提升的保证，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主要研究者的伦理

研究的科室、多次出现违背研究方案的行为等情况。

意识，充分做到了对受试者的保护。具体的培训内

通过各类型跟踪审查，伦理委员会可以了解并掌握研

容、流程、评价体系是本研究的一个方面。
⑶ 加强伦理跟踪审查力度

究项目进行过程中，研究者对伦理审查要求和受试者

区域伦理委员会的筹备与建立，对临床试验伦理

保护的遵从情况。
3.3.3

提高伦理办公能力
⑴ 接待托管医院伦理进修

北京中医医院总院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分别于

审查的科学性、公正性，特别是伦理审查的独立性提
供了保证，同时，解决了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伦理审
查过程中各中心伦理委员会重复审查、审查时限偏

2016 年、2017 年接受了延庆医院、顺义医院伦理办公

长、审查效率偏低等问题。伦理委员会在对已获得伦

室人员的进修培训。通过长期的系统化培训，被托管

理审批项目的跟踪审查过程中，除各机构伦理委员会

医院的伦理工作人员了解并掌握了伦理工作的重要

普遍采取的书面报告形式外，应考虑通过听取研究团

性，熟悉了伦理审查的流程，增加了伦理实际工作能

队的项目进展报告、实地访查、探访参加研究受试者

力。进修人员在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传承了总院

等多方面和多样化的沟通交流方式，全面了解临床试

的伦理管理流程和经验，规范了各自医院的伦理审查

验中发生的问题，以加强伦理跟踪审查的监督和管理

制度，提高了其伦理审查能力。

力度。

在例如国家自然基金、局基金、院级课题等科研
项目中中标，科研项目成批立项后，协调科研处相关

4

结语

负责人员，尽快确定对中标立项课题项目负责人的统

保护受试者的权益是临床研究机构的责任[11]。通

一、有针对性的伦理审查培训，并存档培训材料和签

过建立区域伦理会，可以加快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伦理

到表。培训内容涉及伦理材料提交及伦理审查流程

审查效率。现阶段，在国家或省市层面建设区域伦理

概述，使新主持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明确如何填写

委员会，统一进行审查，结果互认的工作正在有序的

伦理材料，提交及审查的大致流程、时限，取得批件后

进行中。

的跟踪审查及报告提交，结题后及时提交总结报告。
⑵ 提高伦理初始审查质量

本研究考虑中医药审查的特殊性以及中医医联
体模式的特点，建设北京中医医院总院及顺义医院、

在国家级、省部级、局级、校级、院级项目的资助

延庆医院、平谷医院、怀柔医院的中医医联体中医院

下，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承担了科研课题。伦理委员

区域伦理委员会，共享区域内伦理审查的制度、申请

会办公室遇到的挑战是新承担科研课题的项目主要

指南和伦理审查标准操作规程，并在区域伦理建设的

研究者通常为首次独立接触临床研究项目，尤其是涉

实践中不断完善。在总院及各托管医院的共同努力

及人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是其在进行科研过程中的

下，落实伦理审查以及受试者保护体系的完整组织架

第一步，往往在伦理申请及材料递交过程中出现很多

构，通过日程规范化的伦理审查工作，传播科研伦理

困惑。通过伦理办公室对主要研究者有针对性的培

审查的观念，提高科研设计水平，全面切实保护受试

训，可以从源头减少伦理提交材料的后续修改工作，

者参加临床试验的权益。

增强主要研究者的伦理审查意识，重视伦理初始审查

区域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和运行在世界多个国家

后的跟踪审查，积极主动提交复审、伦理年度/定期跟

已初具规模，我国的区域伦理委员会建设需要借鉴各

踪审查报告。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严重不良

国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区域伦理委员会的

事件、不依从/违背方案、修正方案、提前终止试验，应

建立，可以避免各机构伦理委员会的重复审查，降低

随时向伦理委员会报告。这些看似是增加了伦理办

伦理审查的管理和运行成本，提高伦理审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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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Regional Ethics Committee of Municip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s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Partnership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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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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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100, China；4.Pinggu Hospital of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1200, China)
Abstract: Ethical review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isk control of clinical researches internationally. The starting time of

medical ethic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s different, and the level and degree of development is uneven,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s review in the world today is moving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thics committee (EC).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EC in China, we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of exploring the mutual ethics recognition

mechanism, continuing examination of supervision ethics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esearch subjects.
This paper share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gional EC of Beijing municipal hospital based on the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medical association mode.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regional EC of municipal TCM
hospital, a working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as built to achieve the ethical review and supervise the follow-up

collaborative subjects, and to accept the ethical review entrustment of trusteeship hospitals, finally to gradually help the
trusteeship hospital to improve their own ethical review system and level.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regional EC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unify the ethical review standards, to form a reasonable working
procedure and to improve the ethical review efficiency.

Keywords: Ethical review, regional ethics committee, ethical supervision, clinical research, medical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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