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奖推荐号：115-426 

项目名称 精准药物治疗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提名单位（专家）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简介 

根据治疗药物监测（TDM）结果及肝微粒体 450 酶（CYP450 酶）基因型实施个体化精准药物治疗，是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减少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的重要手段。由于色谱分析技术所限，多种药物尚无可靠的 TDM 方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复杂多样，联合用药导致疗效

降低或诱发不良反应时有发生，严重影响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此，在河北省自然基金等支持下，历时 15 年技术攻关，取得主

要创新成果如下： 

1. 发明了中空纤维离心超滤（HFCF-UF）样本处理技术，用于精准药物治疗。建立了抗菌药物、抗癫痫药物、抗肿瘤药物、免疫调

节药物等 62 种药物的 UPLC、LC-MS/MS 分析方法，用于药物总浓度和游离浓度 TDM 和个体化用药。 

2. 揭示了 CYP450 酶介导的药物相互作用规律。明确了丁苯酞、艾瑞西布等 47 种药物代谢相关 CYP450 同工酶亚型，阐明了药物对

CYP450 酶活性及其 mRNA 和蛋白表达的调控机制，构建了基于 CYP450 酶调控的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平台。 

3. 建立了基于 CYP450 基因多态性的精准药物治疗新方法。发现 CYP2C9*3*3 基因携带者药物代谢减慢，CYP2C19*2 和 CYP2C19*3

基因携带者发生栓塞和心梗的危险增加，制定了根据基因型调整丙戊酸钠、氯吡格雷给药剂量的方案；开发了“精准医疗药物筛选系统”

软件，提供 275 种药物相互作用查询并推荐精准药物治疗方案。 

4. 创建了将细胞药代动力学用于精准药物治疗的方法。建立了表柔比星、万古霉素等药物的细胞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证实小檗碱可

增加表柔比星在 MCF-7 细胞内的聚集，抗肿瘤细作用增强；万古霉素在 HK-2 细胞内聚积可引起肾损伤，奥美拉唑通过抑制 OCT-2 和增

强 P-gp 的活性，降低 HK-2 细胞内万古霉素浓度从而减轻肾毒性。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

新推广贡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为项目研发提供场地和设施，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协调解决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河北医科大学，为项

目提供设施、设备和技术支持。 

推广应用及经济社

会效益情况 

项目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应用，得到普遍推广，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研究成果为药物监测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策略，实现了药物治疗精准化、病患获益最大化、医源性损害最小化，推动了临床

药学、临床医学科技进步。 



主要论文 

序号 题目 杂志名称 年 卷 期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e and total methotrexate plasma concentration in children and application 
to predict the toxicity of HD-MTX. 

Front Pharmacol. 2021 29 12 

2 
Accuracy assessment on the analysis of unbound drug in plasma by comparing traditional centrifugal 
ultrafiltration with hollow fiber centrifugal ultrafiltr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pharmacokinetic study.  

J Chromatogr A. 2013 1318 29 

3 
The influence of volume ratio of ultrafiltrate to sample on the analysis of non-protein binding drugs 
in human plasma. 

Analyst 2013 138 24 

4 
Effect of volume ratio of ultrafiltrate to sample solution on the analysis of free drug and measurement 
of free carbamazepine in clinical drug monitoring. 

Eur J Pharm Sci. 2013 48 1-2 

5 
A simple and accurate HFCF-UF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homocysteine, cysteine, 
cysteinyl-glycine, and glutathione in human blood. 

Anal Bioanal Chem 2021 413 25 

6 
Deter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berberine on epirubicin concentration in MCF-7 cells by LC-MS/MS: 
the mechanism of synergism explained by intracellular pharmacokinetics. 2022, 214: 114692 

J Pharmaceut Biomed. 2022 214 3 

7 
CYP2C9*3/*3 gene expression affects the total and free concentrations of valproic acid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epilepsy.  

Pharmcoge Pers Med 2021 14 9 

8 
Determination of free valproic acid concentration in 569 clinical samples by LC-MS/MS after hollow 
fiber centrifugal ultrafiltration treatment.  

Ther Drug Monit 2021 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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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微量

样品前处理的离

心超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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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利 

收集与处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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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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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晔，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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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排

名 姓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曾获奖情况 

1 张志清 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与实施 省卫健委一等奖 

2 董维冲 主管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药物体内分析技术尤其是 HFCF-UF 样本处理技术 省卫健委一等奖 

3 刘秀菊 副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药物分析方法建立及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省卫健委一等奖 

4 王淑梅 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负责药物相互作用实验设计与实施 省卫健委一等奖 

5 武玺坤 主管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负责药代动力学及细胞药代动力学研究 省卫健委一等奖 

6 张亚坤 副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主持部分药物体内代谢研究 省卫健委一等奖 

7 何文娟  主管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参与药物 TDM 方法建立 省卫健委一等奖 

8 杨秀岭 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负责部分药物相互作用实验设计、指导 省卫健委一等奖 

9 蒋晔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 设计研发 HFCF-UF 样本处理技术  

10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工作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完成，主要完成人为：张志清/1、董维冲/2、刘秀菊/3、王淑梅/4、武玺坤/5、张亚坤/6、何文娟/7、杨秀岭/8、蒋晔/9。张

志清负责全面工作，主持该项目所包括的 3 个课题的科研立项，负责项目总体设计、研究方案制定、研究技术指导、数据统计、结果分析、论文书写与报告，参

与了整个研究过程；刘秀菊、武玺坤、张亚坤、何文娟负责项目具体实施、结果汇总及推广应用；董维冲、蒋晔主要负责相关药物的体内分析技术，尤其是 HFCF-UF

样本处理技术的设计与应用；王淑梅、杨秀岭参与实验设计、项目推广、技术指导工作。项目组人员在本项目立项与实施过程中分工合作，在技术创新和应用领



域既有共同课题申报，又有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章，共同推动了项目实施与推广，共同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现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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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同立项 张志清/1，张亚坤/6 2017.01-2019.12 
政府资助省级临床医学优秀人才项目立项：基于 CYP450 酶

调控的代谢基因多态性及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平台建设 
 

2 共同立项 张志清/1，刘秀菊/3，王淑梅/4  2011.01-2013.12 
省自然基金项目立项 C2011206186：奥拉西坦药代动力学及

对肝微粒体酶 CYP3A4、CPY2C19、CYP2C9 的影响 
 

3 共同立项 张志清/1，张亚坤/6 2016.01-2018.12 
省自然基金面上项目立项 H2015206426：艾瑞昔布代谢基因

型的确定及对肝微粒体 P450 酶的影响 
 

4 论文合著 董维冲/2，张志清/1，蒋晔/9 2013 年 

Dong WC, Zhang ZQ, Jiang XH, Sun YG, Jiang Y*. Effect of 

volume ratio of ultrafiltrate to sample solution on the analysis of 

free drug and measurement of free carbamazepine in clinical 

drug monito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2013,48(1-2):332-338. 

 

5 论文合著 
张志清/1，董维冲/2、蒋晔/9、杨

秀岭/8 
2014 年 

Zhang JF, Yang XL, Zhang ZQ, Dong WC, Jiang Y*. Accuracy 

of the analysis of free vancomycin concentration by 

ultrafiltration in various disease states. RSC Advances. 2014, 4: 

40214-40222.  

 

6 论文合著 张志清/1，董维冲/2、蒋晔/9 2013 年 

Zhang L, Zhang ZQ, Dong WC, Jing SJ, Zhang JF, Jiang Y*. 

Accuracy assessment on the analysis of unbound drug in plasma 

by comparing traditional centrifugal ultrafiltration with hollow 

fiber centrifugal ultrafiltr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pharmacokinetic study. J Chromatogram A. 2013, 29;1318: 

 



265-269. 

7 论文合著 
杨秀岭/8、张志清/1，董维冲/2，

蒋晔/9 
2014 年 

Zhang JF, Yang XL, Zhang ZQ, Dong WC, Jiang Y*. Accuracy 

of the analysis of free vancomycin concentration by 

ultrafiltration in various disease states. RSC Advances. 2014, 4: 

40214-40222.  

 

8 论文合著 
武玺坤/5，董维冲/2，杨秀岭/8，

张志清/1，刘秀菊/3 
2021 年 

Xikun Wu, Haoran Li, Weichong Dong, Xiuling Yang, Yiran Jin, 

Ying Gong, Zhiqing Zhang*, and Xiujv Liu*. Determination of 

free valproic acid concentration in 569 clinical samples by 

LC-MS/MS after hollow fiber centrifugal ultrafiltration 

treatment. Ther Drug Monit.  2021, 43(6)：789-796 

 

9 论文合著 
武玺坤/5，董维冲/2，杨秀岭/8，

张志清/1，蒋晔/9 
2021 年 

Xikun Wu, Weichong Dong, Haoran Li, Xiuling Yang, Yiran Jin, 

Zhiqing Zhang*, Ye Jiang*. CYP2C9*3/*3 gene expression 

affects the total and free concentrations of valproic acid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epilepsy. Pharmcoge Pers Med. 2021, 

14(9):417-430. 

 

10 论文合著 
张亚坤/6, 何文娟/7，董维冲/2，

张志清/1 
2016 年 

张亚坤，王伟美，何文娟，董维冲，张志清*.盐酸沙格雷酯

对酒石酸美托洛尔片药动学的影响.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2016，47（1）: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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