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济神州

廖珊妹



Source: Adapted from McKinsey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RWD



支持注册后确证性试验



真实世界数据临床应用

注册试验/注册后确
证性试验

以生存变量
为主要终点



药物使用时
间变短

肿瘤评价间
隔变宽

非随机对照
试验的基线

不均

疗效下降/
脱落率变高

疗效对间隔
的敏感度

样本量折损
程度

终点在真实
世界内是否

可测

替代终点？



实际临床操作中

采集主要终点么？

•（非生存终点
特有）有效性

biomarker指

标，不一定属

于常规采集

实际临床事件报

告会否有滞后？

•预防性治疗，
依赖病人主动
汇报事件，事
件第一次汇报
时比临床试验

中相比更严重

真实世界中疾病

进展时刻清晰？

•医疗记录可能
会反复，特别
以实验室指标
为共同参照标

准时

所用数据源是否

支持终点生成？

•若只有医保数
据，医疗经费
可能不能真实
反映医疗事件

严重程度



中位：7个月vs. 10个月；脱落每年10% 中位：7个月vs. 10个月；脱落每年30% 中位：7个月vs. 10个月；脱落每年50%

单边0.025，把握度
90%，入组12个月，随
访至少12个月，无中
期分析，样本量为：

331个事件，约460人 331个事件，约526人 331个事件，约618人

药物类型 治疗进展快速肿瘤治疗药物 治疗惰性肿瘤治疗药物 肿瘤相关预防药物

用药时间受真实世
界因素影响

（依从性，规范性，
经济条件）

弱 – 中 中 – 强 中 – 强



• 生存终点会受到肿瘤评价频率的影响。

• 如下所示，同样的治疗方案和人群，真实世界里8周进行一次肿瘤评估，临床试验里6周一

次

• 若PD时间约17-25周，则真实世界中位数会约在24周，临床试验中位数会约在18周。

• 因此真实世界研究设计前，可以从临床试验数据里模拟，掩盖掉一些评估，再估计真实世界

状态下面有可能的

第6周 第12周 第18周 第24周

第8周 第16周 第24周

PD可能时间

真实世界

临床试验



 一些经基线调整后样本量折损的例子：

• 非常少量的不均衡，例如10 个基线变量中有1-2 个不均衡，可能损失 5%~15% 左右的样本量

• 少量的不均衡，例如10个基线变量中有 3-4 个不均衡，可能损失 ~25% 左右的样本量

• 中量的不均衡，如下，16个基线变量中有8个不均衡，可能损失 50~75% 左右的样本量

• 更多量的不均衡，不建议调整。

Matching-adjusted indirect comparison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calabrutinib versus ibru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relapsed/refractory mantle cell lymphoma，

Presented at ISPOR 2019, May 18–22, 2019, New 

Orleans, LA, USA



• CDE《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的基本考虑》附件提到了两种主要的基线调整方法

• 传统多变量回归 (参数g-formula)

• 倾向性评分 (逆概率加权)

• 并提出了切实的适用场景

• 在结局事件相对较罕见情况下（如少于协变量个数的 8倍或 10倍），倾向性评分方法优于传

统logistic回归方法；但对于罕见处理（或暴露）和常见结局的情况，传统logistic回归方法通

常优于倾向性评分方法。

• 也强调了各自的使用假设

• 传统多变量回归：终点 ~ 混杂因素 + 治疗 统计模型提供无偏估计

• 倾向性评分：治疗 ~ 混杂因素 的统计模型提供无偏估计



◦ 对于加强逆概率加权，需假设 终点 ~ 混杂因素 + 治疗 或 治疗 ~ 混杂因素 的统计模型提供

无偏估计

◦ 加强逆概率加权之所以可以在任意模型合理下保持偏差最小，在于如下偏差定义：

 π(L) 是模型治疗 ~ 混杂因素内的参数

 b(L)是模型 终点 ~ 混杂因素 + 治疗内的参数

 为使下面的整体偏差趋于0，只需要π(L)趋于π*(L) 或 b(L)趋于b*(L)

◦ 模拟证明*，

 相比于参数g-formula，逆概率加权, 匹配等其他方法

 无论在混杂因素和终点相关性高低，样本量大小，或是混杂因素/治疗与终点间关系为线性或非线性的情况下

 加强逆概率加权都能给出较好的估计，无偏，且变异度小。

0

0 0

*Adam N. Glynn and Kevin M. Quin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ugmented Inverse Propensity Weighted Estimator, Political Analysis (2010) 18:36–56, doi:10.1093/pan/mpp036



• 以上基线调整方法都可以看成是从已知样本到分层随机试验的“调整”。

• 而分层随机试验是我们能基于观察性数据做到的最接近整体真实人群的近似。

分层随机试验

假设无未观测混杂因素

被观察数据

多元回归/逆概率加权调整

真实疗效
无限接近

若有未测到混杂因素，敏感性
分析



• VanderWeele和Ding1, “P值给出的是相关性的而证据，而E值给出的是因果性的证据”.

• 由前可知，在存在未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时，我们基于观测到的混杂因素所估计的疗效是会有偏的。

• 那如何基于我们所估计的疗效来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

• VanderWeele和Ding指出，若未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对终点及对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的影响大于E值时，因果关系就

不成立了。例如：

 在研究吸烟与肺癌的发病率中，Hammond和Horn2估算基于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调整后的两组相对风险为10.73

 但Fisher3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没有被观测到的重要混杂因素

 因此VanderWeele和Ding计算了对于该相对风险的E值为20.9

 如果真有一个未被观察到的混杂因素存在，那么它对于终点的影响要达到吸烟的两倍，才有可能把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抹去

 VanderWeele和Ding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件，因此分析所观察到的因果关系是可信的。

◦ 计算E值: R package EValue 1. VanderWeele T, Ding P. Sensitivity analysis in observational research: introducing the E-value. Ann Intern Med. 2017;167(4):268–74.

2. Hammond EC, Horn D. Smoking and death rates—report on 44 months of follow-up of 187,783 men: 2. Death rates by cause. Am Med Assoc. 
1958;166(11):1294–308.
3. Fisher RA. Cancer and smoking. Nature. 1958;182:596.



第0阶段 （探索性，

样本量依可行性/时

间要求而定）

衡量主要疗效终点在所
用真实世界数据源内的

可复制性

•文献汇总，回溯性分析，保证主要
终点可复制，检测原始数据完整性，

可靠性（专家审核一致性）

•若不可复制，是否可以找到合适的
替代终点，衡量替代终点相对于原始

终点的 “替代性”

第1阶段 （探索性，

样本量依可行性/时

间要求而定）

促进理解试验药物在中

国大陆患者中的获益/

风险特征，例

•描述试验药物和对照药物在目标患

者中的使用情况

•评估使用试验药物和对照药物的患
者之间预后因素（例，基线特征）

的可比性

•描述使用试验药物患者中需特别关

注的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第2阶段 （含有有

效性相关的样本量

估算）

评价试验药物和对照药
物在目标患者中的有效

性/效力



为注册试验提供关键证据













• Selinexor，口服XPO1抑制剂，与dexamethasone联合用于已经接受了至少三线治疗的复发

性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RRMM） 的患者。

• Karyopharm Therapeutics 递交的NDA报告主要基于Phase 2b 试验 KCP-330-012 

(STORM) 的第 2 部分。

◦ STORM 是一个多中心，开放标签，单臂试验评估 selinexor 与 dexamethasone 联合治疗复发/复方

骨髓瘤 （RRMM） 患者。

◦ 第 2 部分共登记了 123 名 RRMM 患者。

◦ 主要终点是总体响应率（ORR）。

◦ 关键的次要终点包括响应持续时间 （DOR）、无进展生存 （PFS） 和总体生存 （OS）。



• 疗效分析基于在 STORM 第 2 部分注册的 122 名患者（mITT） 人群。

• 有效性结果（ STORM第 2 部分）

◦ ORR 为 25.4%（95% CI, 18.0% - 34.1%）。

◦ DOR 中位数 （N = 31） 为 4.4 个月（范围, 0.8 - 9.0）。

• STORM 是评估 selinexor 和 dexamethasone 组合的单臂试验。

• 鉴于历史研究表明，高剂量dexamethasone在RRMM病人的ORR为10%-27%；且在1期试

验KCP-330-001中，未证明RRMM的单一剂活性，很难分离出selinexor的治疗效果。

• 真实数据（RWD）的分析作为辅助材料。



• Karyopharm Therapeutics 尝试用基于电子健康记录 (EHR) 的真实世界研究 KS-50039作为

历史对照衡量OS。

◦ 研究 KS-50039 是的回顾性观察研究，基于 Flatiron 的健康分析数据库（FHAD）

◦ 其目标是选取与 STORM 第 2 部分人群类似的人群，比较两者的 OS 结果。

• 材料递交审查后，FDA认为：

◦ 由于在进行研究之前， Karyopharm Therapeutics 没有向FDA提交用于 selinexor RWD 分析的方

案或 SAP。因此 FDA 无法确定方案和 SAP 在数据选择和分析过程中是否预先指定的且未更改。

◦ RWS 有重大的方法问题：包括选择偏差、分类错误、混淆，缺失的数据

◦ RWS 的OS估计方法与STORM第 2 部分中的OS估计方法不对等。

◦ 因此基于上述两个单臂 (来自于STORM第二部分和RWS)的差异，所得到的OS估计不可比。



• STORM： Penta-exposed 且 triple -

class refractory 

• FHAD： Penta-exposed only

• 基本概念：

◦ Penta-exposed：至少五种不同的治疗方式，

包括 PI、IMiD 和其他治疗方式（例如，

anti-CD38，CAR-T, 化疗, 移植）

◦ Triple-class refractory：对三类药物（PI, 

IMiD 和 anti-CD38）耐药



• 预期寿命少于4个月的患者被排除

在STORM试验之外。而FHAD人

群没有该排除标准。

• 这一差异使得 STORM 数据相对于

FHAD 队列具有更长的预期 OS。



• Index Date （OS 计算的起点）定义方法的系统差异可能导致结果偏差

• RCT中对已知和未知混淆因素的随机，弱化了index date 定义给疗效结果解读带来的偏差。

• 但在不同试验的单臂比较时，该定义会直接影响OS的解读。

• Index date 原始的定义：

◦ STORM：在 selinexor 治疗之前的最后一线治疗的疾病进展日期。

◦ FHAD：被定义为 Penta-exposed 后进行的治疗方案的结束日期。



• 申请材料中没有具体显示这个时间偏差有多少，但是通过 STORM原始的OS图可见大约为1.2个月（红色框内）。

• 此时，大约22%的FHAD患者有死亡时间发生或者被删失。



虽然STORM队列比FHAD队列有更严重预先治疗： 初始诊断中位数：78个月 vs. 42个月

可能得出STORM队列有更差的预后
也可能STORM队列已经耗尽了易患早期死亡的患者，存活时间较长的患者在治

疗期间也可能存活更长时间。

ECOG：虽然申请人排除了患有ECOG的FHAD患者>2，但31%的ECOG分数缺失的患者与ECOG = 0的患者合并。

与 STORM 队列相比，FHAD 队列可能包括更多 ECOG 评分更差的患者，偏向较短的生存。

身体状况：STORM 中健康到足以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 vs. 可能不能接受额外治疗的 FHAD 患者 （ 27/64 FHAD患者没有后续治疗）

未能通过当前治疗但又没有得到其他治疗的患者对总体存活率的期望可能较低。
而可能更类似于STORM队列的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是被明确排除在FHAD队列以

外的。



• 申请人使用了倾向性评分 (propensity score, PS) 来调整各个病人的权重。

• 但是该方法所需的统计假设并未被满足。

◦ 充分的预测因素：例如从诊断到索引日期的时间，index date 之前的干细胞移植没有被包含在PS模

型中

◦ 治疗可及性 (Positivity): 在真实世界中，对于所研究的疾病人群中的任一病人，接受两种治疗的概

率均大于0. 若数据中有一个亚组病人根本不可能接受A或B的治疗，则应该剔除。

 STORM 中健康到足以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 vs. 可能不能接受额外治疗的 FHAD 患者

• 同时结果显示，一些协变量在PS方法之后仍然不平衡的。

◦ 例，先前方案的数量，从诊断到index date的时间，以及干细胞移植的比例。



• STORM患者：selinexor 启动的开始日期，或

• FHAD 患者：病人成为 Penta-exposed 且 triple-

class refractory 后的下一个治疗的开始日期

重新定义index date

• 在提交给FDA的原始数据集中，27名FHAD患者没有接受随后

的抗骨髓瘤治疗。

FHAD人群应局限于能够

接受积极抗骨髓瘤治疗的

人群内





• 申请人使用剩下的 37 个 FHAD 和 64 个 STORM 

患者的更新数据集进行敏感性分析

• 根据多个标准调整患者集计算HR。但每次分析调

整一个因子。

• FDA要求

◦ 几个或所有因素应该一起调整。

◦ 此外，灵敏度分析中使用的几个因素是 STORM 

的入排标准。要使 STORM 和 FHAD 数据集兼

容，应修改 FHAD 数据集以遵循这些标准。

• FHAD 数据 (N=37) 构造中仍未纳入的入排标准：

◦ 实验室相关指标

◦ 患者必须事先使用过生物烷化剂 （alkylating

agent）



• 当修改数据集以满足上述条件时，FHAD符合条件的患者人数N=13。

• 由于数据集太小，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且不会具备足够的把握度去检测治疗之

间的区别。



预先递交的

方案和SAP
病人的入排

如何处理实验室

相关入排

如何界定前线药

物

数据完整度

ECOG缺失

死亡信息缺失

Biomarker信息

缺失

疗效数据的

index date 定

义

统计方法

充分的混杂因素

纳入PS模型中

缺失数据的机制

判断， MAR？

PS模型的基础

•两组间的重叠性

•治疗可及性

E值方法的试用

结果的衡量

筛选病人的代表

性

与已有文献或试

验结果的一致性





终点

Robert J. LoCasale, et al.,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RCTs and RWE Through 

Endpoint Selection, 

Therapeutic Innovation & 

Regulatory Science, 

Published online: 06 July 

2020.

对照

Mercedeh Ghadessi, et al., A 

roadmap to using historical 

controls in clinical trials – by 

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Adaptive Design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DIA-ADSWG), Orphanet

Journal of Rare Diseases 

(2020) 15:69

试验设计

Margarita Moreno-Betancur, 

The Target Trial: A Powerful 

Device Beyond Well-defined 

Interventions, Epidemiology,  

Volume 32, Number 2, 

March 2021



• 研究终点选择的基础是什么？

• 对于不同的受众，例如监管、卫生技术评估（HTA）/保险公司，政府，医生或患者也许有不同的答案。

◦ 对于患者：实际的获益，寿命更长和/或感觉更好（PRO）

◦ 对于保险公司：药物的成本效率比（QALY）

◦ 对于监管机构：疗效安全性和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的权衡 (totality of evidence)

◦ 。。。

• 随着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发展，被RWE补充或拓展的RCT有潜力为上述更大的受众生成证据。

◦ 药物研发加速/竞争激烈，病人需求强烈，更多的试验在以替代指标作为临床试验的最终指标获批上市。

◦ 在临床试验中获取主要终点的方式在临床实践中不适用



• 许多治疗领域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终点

本身直接反映患者获益和常规临床实践。

◦ 例如，心血管领域内心肌梗塞，心脏失败和死亡率

• 事实上，大部分已经被证明的RWD价值就体现

在这些方面。

• 而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那些还没有达成高度一

致的领域：

◦ 癌症领域的试验中的ORR，PFS和真实世界中的OS。

◦ 进一步去探索其他替代指标，比如TTD或TTNT，

◦ 拓展PRO的使用，更多的从以患者为中心出发。





选择历史对照->匹配->目前设计的临床试验

开始选择一个高品质的历史对照指示和设计当前研究尽可

能接近所选历史对照*

•入排标准

•研究设计类型

•已知的预测因素

•研究质量

•选择最近被使用过的对照治疗

•使用同期历史对照或在分析中调整偏差

*Pocock SJ. The combination of randomized and historical controls in clinical trials. J Chronic Dis [Internet]. 1976[cited 2018 Apr 9];29(3):175–188.





Definition

Target trial 
framework

Identification

Directed Acyclic 
Graphs (DAG)

Estimation

G-methods

因果分析的三驾马车





让我们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