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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多中心、随机、结局盲法临床试验（中国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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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由 ASPIRING 试验指导委员会制定，其内容属于该团体的知识产权。未经 ASPIRING 试验项

目办事处的事先批准，任何复制本方案信息和数据用于除 ASPIRING试验以外任何目的的行为均属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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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案概要 

标题 一项由研究者发起并实施的对脑出血（ICH）后患者进行抗血小板单药治疗的前瞻

性、多中心、随机、结局盲法的临床试验（中国预试验） 

简称 脑出血后抗血小板治疗二级预防的随机试验（中国预试验） 

缩写 ASPIRING（中国预试验） 

临床阶段 III 期 

假设 自发性（非创伤性）ICH 患者合并的血管性疾病使他们有发生血管闭塞性、缺血性血

管事件的风险。预防性使用抗血小板治疗可以减少这些事件，而不会增加复发性 ICH

的风险。 

目标 预试验阶段：120 名受试者（每组约 60 名） 

方法  

设计 研究者发起，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开放标签，结局盲法（PROBE），平行对照临

床试验 

背景 将从中国的医院、卒中单元、康复病房和门诊招募受试者。 

还将筛选和入组来自卒中登记和社区的受试者。 

受试者 入选标准 

 男性或女性，年龄≥18岁 

 自发性（非创伤性）脑出血导致的症状性卒中，具有以下所有特征： 

 患者/见证人主诉自发症状且否认头部外伤史（允许 ICH 症状发作后出

现继发头部外伤） 

 与自发性 ICH 一致的头颅影像学（CT 或 MRI）表现（可能伴有继发的

脑/骨/软组织创伤表现） 

 认为是原发性脑出血（研究者不考虑继发性或进一步影像学评估未发

现潜在的结构性原因） 

 ICH 症状出现的时间超过 24 小时 

 医生不确定是否应该开始或避免抗血小板单药治疗 

 获得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研究者认为是头部外伤导致的 ICH 

 继发于结构性原因的 ICH，如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海绵状血管畸形和肿

瘤；或其他继发性原因，如脑静脉血栓形成和动脉炎 

 研究者认为，ICH 是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出血转化 

 ICH 症状发作不足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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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 后患者正在服用抗栓药物（包括制动患者为预防静脉血栓栓塞而使用的抗

凝药）或含有抗血小板或抗凝成分的传统中药（TCM）、草药或阿育吠陀药

物（包括：银杏、亚洲人参/红参、丹参、红花、姜黄、姜黄素、四川、夜来

香和中国益母草），除非患者、医生和开具处方医生（如果可能）认为可以停

用以上药物。 

 在未来 1~3 年内无法进行随访（例如没有固定的家庭地址） 

 患者有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例如晚期癌症）导致预期生存期不超过一年 

 怀孕、哺乳或者育龄期女性未使用避孕措施 

 被招募进另一项涉及另一种研究产品（药物）或医疗器械的干预性临床试验，

该试验的指导委员会不允许正在参与试验的患者同时参加另一项试验（例如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如果另一项试验允许同时参加，那么也可以将患者

招募进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 

筛选 筛选的目的是确定符合标准的患者中进行知情、获得知情和进行随机的比例。 

基线评估 随机前需要记录以下内容： 

 患者的出生日期、性别、种族、婚姻状况、教育、就业状况、居住情况、独立

生活情况（在符合条件的 ICH 发病前和随机分组（即发生 ICH 后）时的简易

mRS 评分 [smRSq]）、ICH 症状发生日期、ICH 发病前后的合并疾病、生活方

式、妊娠状况、ICH 前使用包括抗血小板/抗凝剂的合并用药情况、血压、身

高和体重、5 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5-min）和健康相关生活

（HRQoL）质量评估。 

 ICH 后首个头颅 CT 上出血的半球和位置（脑叶、非脑叶）；有无指状突起、

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萎缩、陈旧性血管病变（腔隙灶）和脑室周围低密度（脑

白质疏松症）。 

 MRI脑部扫描（如有，在 ICH后和随机分组之前），有无脑微出血，数量和位

置，以及脑表面铁质沉着症。 

知情同意书 每个参与中心的研究者主要责任是使用方案中提供的任一途径获得受试者参加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的知情同意书。 

随机分组 本研究的随机是基于计算机，通过密码保护，全天 24小时提供的中央随机化服务，使

用最小化算法来实现两组（进行或不进行抗血小板单药治疗）之间关键预后因素的最

佳平衡。 

干预措施 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以下两组： 

 开始抗血小板单药治疗（研究者只能选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西洛他唑[仅

限亚洲]）中的一种）。 



9 
 

版本：V2.0，日期：2021 年 3 月 30 日               

 

注：如果选择西洛他唑（仅限亚洲），必须在 ICH 发病至少 6 个月后进行随

机。 

 避免抗血小板治疗（无安慰剂）。 

随访 参研中心随访：出院时或随机分组后一个月（±7 天），以较早发生的。 

中心随访：随机分组后 3、6、12 个月（±14 天）通过电话、信件或面对面进行访视。

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依从性 要求受试者记录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情况，并鼓励他们坚持所分配的治疗。 

不良反应 本试验中使用的抗血小板药物的潜在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已有详细记录。本试验

将采用常规的临床管理方法。 

结局 主要结局 

o 所有严重血管事件（非致命性卒中[包括 ICH]、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或血管性死亡） 

次要结局 

o 出血事件 

 脑出血 

 颅内（脑外）出血 

 颅外出血 

o 血管闭塞事件 

o 动脉性 

 缺血性卒中 

 视网膜缺血事件 

 心肌梗死 

 周围血管缺血事件 

 肠系膜缺血事件 

o 静脉性 

 深静脉血栓 

 肺栓塞 

o 不确定病理类型的事件 

 病理类型不明的卒中 

o 死亡 

 全因死亡 

 血管性死亡 

 非血管性死亡 

o 抗血小板单药治疗的依从性 

o 心房颤动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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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5 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o 简化版 mRS 量表(smRSq) 

o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 

o 简化版老年认知能力减退知情者问卷（简化版 IQCODE） 

样本量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 20-30 个参研中心，并在 9 个月内按照每年每中心入组 4 名

患者的预估速度，共招募 120 人参加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每名患者至少随机 6 个

月。我们估计，在所有有效的随访期内，第一个 6 个月时主要结局事件的发生率约为

6%，因此在 120例患者的样本量中，这一发生率的 95%可信区间为 3.0%至 12.2%。我

们将比较进行随机的和未进行随机的合格患者的基线人口学和临床特征分布情况，以

便评估参与试验的受试者的普适性。分析将侧重于描述性统计，避免不适当的假设检

验，并遵循完整的统计分析计划。 

设盲/裁定 

结局事件裁定者将不知道（设盲）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哪个试验组（使用抗血小板单

药治疗或避免抗血小板治疗）。 

统计分析 Cox 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将用于计算主要结局的风险比（HR）及其相应的 95% 可信区

间，包括未经调整的模型，和调整最小化算法中包含的所有协变量的模型。 

主要分析是主要研究终点调整后的 Cox回归分析。 

研究时长 预试验阶段：202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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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患者入组和评估的流程图 
 

 

 

 

 

 

 

 

  

120 名受试者 

基线评估和知情同意书 

ICH 后＞24 小时进行随机分组 

开始抗血小板单药治疗（n=60） 避免抗血小板治疗（n=60） 

3、6、12 个月进行中心随访评估 
（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预试验随访结束 

 

出院或随机后 1 个月，以较早者为准，研究中心进行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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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缩略词表 

AE 不良事件 

AF 心房颤动 

AR 不良反应 

ASPIRING 脑出血后抗血小板治疗的二级预防随机试验 

APT 抗血小板治疗 

BP 血压 

CAA 脑淀粉样血管病 

CCC 中央协调中心 

CI 置信区间 

CRF 病例报告表 

eCRF 电子病例报告表 

CTRA 临床试验研究协议 

CTIMP 临床试验研究用药 

DMC 数据监察委员会 

EQ-5D-5L 关于 5个维度和 5个层次的欧洲生活质量调查（EuroQol）问卷 

GCP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HGRAC 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 

HR 风险比 

HRQoL 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 

ICC 国际协调中心 

ICF 知情同意书 

ICH 脑出血 

ICH GCP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ICMJE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IMP 研究用药 

IRB 机构审查委员会 

ISF 研究中心文件夹 

ISRCTN 国际标准化随机对照试验号 

LMICs 中低收入国家 

MRI 磁共振成像 

MoCA 5-min 5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NHMRC 国家健康医学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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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SP 牛津郡社区卒中项目 

PI 主要研究者 

PIS 患者须知 

PISCF 患者知情同意书 

PROBE 前瞻性、随机、开放、终点盲法 

RCC 区域协调中心 

RCT 随机对照试验 

REC 研究伦理委员会 

RESTART REstart和 STop抗血栓随机试验 

RR 风险比 

SAE 严重不良事件 

SAR 严重不良反应 

SC 指导委员会 

Short IQCODE 简化的老人认知减退知情者问卷 

smRSq 简易改良的 Rankin 评分量表 

SPC 产品特性摘要 

STEMI ST段抬高心肌梗死 

SUSAR 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 

TCM 中药 

TGI 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 

TMF 试验主文件 

UK 英国 

WMA 世界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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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景 

3.1. 流行病学 

由自发性（非创伤性）ICH 引起的卒中是最严重和最缺乏有效治疗方式的卒中类型，

每年影响着全球数百万人 1-3。ICH 在高收入国家中占所有卒中类型的 19%，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占 28%4。在全球范围内，与缺血性卒中相比 ICH 导致的伤

残调整生命年（DALY；丧失的生产性生命年）比例更高（2017 年 49% vs. 42%）2,4。

ICH 幸存者每年发生重大血管事件（非致命性心肌梗死、非致命性卒中或血管性死亡）

的风险为 7~19% 5,6。 

3.2. ICH 和主要血管事件 

3.2.1. 自发性 ICH 患者有发生血管闭塞性疾病的风险 

自发性 ICH 患者通常伴有高血压（47-66%）、吸烟（41%）和糖尿病（11-14%）病史，

这些病史不仅可能导致 ICH 的发生，还可能在 ICH 发病前引起合并的其他疾病，如缺

血性卒中（14-23%）、缺血性心脏病（8-21%）和心房颤动（11-14%）7-9。这些危险

因素和疾病还可能导致 ICH10-12 后的血管闭塞性事件，这些缺血性事件的发生率似乎至

少与 ICH 的复发率（表 1）相似。这些事件的发生率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

ICH的位置（脑叶 ICH相比于非脑叶 ICH有更高的 ICH复发风险）13-16，合并房颤与更

高的系统性栓塞风险相关，尤其是在存在其他闭塞性血管疾病的情况下（表 1）。 

3.2.2. ICH 后发生主要血管事件的风险 

在一项对 ICH 远期预后的系统综述中发现 5，暂无对复发性 ICH、缺血性卒中、心肌梗

死、血管性死亡和所有主要血管事件发病风险的队列研究证据 17。三项对中国有 ICH病

史的患者的队列研究描述了复发性 ICH（2.9-9.2%）和缺血性卒中（2.0-3.6%）的年发

病风险，但没有提供其他血管事件的相关数据 18-20。最近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大型队列研

究发现，发生 ICH 后主要血管事件的 5 年累积风险为 48%（95%CI 46-60%）6。在英国

正在进行的两项基于人群的 ICH 队列研究中发现（洛锡安区[n=419]和牛津[n=255]），

两个人群中 ICH 的年复发风险（3.3%）低于缺血性卒中（1.7%）和血管性死亡（4.4%）

的年度风险之和；所有主要血管事件的年发病风险为 8.4%21，22。在表 1 中，对患者进

行分层，不仅证明了发生 ICH前有闭塞性血管疾病或 AF病史的患者发生主要血管事件

的风险较高，而且证明了发生 ICH前无闭塞性血管疾病或 AF病史的患者发生主要血管

事件的风险也显著增高。以上数据为亚洲和澳大利亚的脑出血后抗血小板治疗二级预

防的随机试验设计提供了相关证据支持。 

脑出血后再出血及主要血管事件的时间相关复发风险暂无定论。来自两项英国的社区

研究（牛津血管研究 OXVASC 和洛锡安区脑出血治疗审查 LATCH）数据提示与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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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后较长时间相比，脑出血后早期的出血复发及主要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均较高。并

且早期主要血管事件的绝对风险似乎高于所有时间段的出血复发风险。在 RESTART研

究中，有 21 名患者的随机时间在脑出血后 7 天以内，其出血复发风险与 515 名在脑出

血超过 30 天之后随机的患者无显著差异（HR 1.54， 95% CI 0.36-6.58）。 

3.3. ICH 后的抗血小板治疗 

3.3.1. 抗血小板治疗对血管闭塞性疾病二级预防有效 

在Antithrombotic Trialists' Collaboration对因既往有血管闭塞事件的高风险患者进行随机

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中发现，阿司匹林使所有严重血管事件发生率绝对值在临床和统

计学上均显著减少，从每年 8.2%降至 6.7%，所有卒中事件从每年 2.5%降至 2.1%，冠

状动脉事件从每年 5.3%降至 4.3%；颅内出血的风险没有显著增加（RR 1.67, 95% CI 

0.97–2.90），且主要血管事件总体减少（RR 0.81, 95% CI 0.75–0.87）17。然而，这些

研究并未纳入有自发性 ICH 病史的患者 23,24。 

表 1：两项英国的 ICH 患者队列研究中重大血管事件的风险，按患者 ICH 发病前的病

史分层 

人群 年均结局事件风险，%/年（95% CI） 

 
复发性 ICH 缺血性卒中 血管性死亡 

所有主要血管事件
17 

ICH 合并闭塞性血管疾病病史，有 AF 

英国牛津（2002-2018）22 1.7 (0.0-9.5) 6.8 (1.9-17.5) 6.4 (1.8-16.4) 12.5 (5.0-25.8) 

英国洛锡安区（2010-2013）21 5.9 (1.2-17.3) 13.8 (5.5-28.4) 18.1 (8.7-33.2) 27.6 (15.1-46.3) 

英国（RESTART 2013-2018*）25 9.0 (4.1-19.1) 15.1 (8.4-26.4) 11.7 (6.0-22.1) 25.9 (17.1-38.1) 

ICH 合并闭塞性血管疾病病史，无 AF 

英国牛津（2002-2018） 6.0 (2.2-13.0) 0 4.0 (1.3-9.3) 9.1 (4.1-17.2) 

英国洛锡安区（2010-2013） 2.1 (0.4-6.2) 1.3 (0.2-4.8) 5.3 (2.3-10.5) 11.0 (6.2-18.2) 

英国（RESTART 2013-2018*） 6.9 (4.0-12.0) 3.5 (1.6-7.6) 5.2 (2.7-9.7) 13.8 (9.5-20.0) 

ICH 不伴闭塞性血管疾病病史，有 AF 

英国牛津（2002-2018） 0 8.9 (1.1-32.0) 2.9 (0.1-16.3) 8.9 (1.1-32.0) 

英国洛锡安区（2010-2013） 4.0 (0.8-11.6) 6.6 (2.2-15.5) 4.6 (1.2-11.6) 12.0 (5.5-22.7) 

ICH 不伴闭塞性血管疾病病史，无 AF 

英国牛津（2002-2018） 1.8 (0.8-3.5) 0.2 (0.0-1.2) 2.8 (1.5-4.8) 3.9 (2.3-6.2) 

英国洛锡安区（2010-2013） 4.2 (2.7-6.4) 1.7 (0.8-3.3) 4.2 (2.7-6.2) 8.6 (6.3-11.5) 

*数据来自 RESTART 试验的“避免抗血小板治疗”组。 

 

3.4. 抗血小板治疗对 ICH 后主要血管事件的预防作用 

对任何类型颅内出血（即脑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或硬脑膜下出血）的观察性研究

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显示，与不进行抗血小板治疗相比，抗血小板治疗组血管闭塞

性疾病事件的风险较低，出血风险无显著差异 26， 与其他 ICH 患者的观察性研究结果

相似 27-29。然而，在随机对照试验中，ICH 后抗血小板单药治疗对这些结局的影响直到

最近才有所发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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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 RESTART（重启或停止抗栓药物的随机试验）安全性试验（ISRCTN71907627）

在英国招募了 537名既往患有血管闭塞性疾病、并在脑出血后停止了抗栓治疗的成年患

者（≥18岁）。结果提示 ICH后开始口服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似乎是安全的（事实上，抗

血小板治疗后复发性 ICH有所减少，调整后的风险比[HR]为 0.51，95%CI 0.25-1.03），

并且与两年内不进行抗血小板治疗相比，主要血管事件也有所减少（非致命性卒中、

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或血管性死亡；调整后的 HR 0.65, 95%CI 0.44-0.95）23，没有证据

表明抗血小板治疗的效果因临床或影像学特征而异 25,31。 

在 RESTART 研究中，抗血小板药物对脑出血复发的作用在脑出血后 76 天内（n=269, 

调整的 HR 0·51, 95% CI 0·21–1·27）和 76 天以上（n=267, 调整的 HR 0·52 [95% CI 0·17–

1·54]; p interaction > 0·99）随机的患者中无明显异质性。 

3.5. 理论依据 

尽管 RESTART研究发现，对于有血管闭塞性疾病病史的成人患者，开始进行抗血小板

治疗似乎是安全的，并且与避免抗血小板治疗相比，减少了主要血管事件 25， 但仍存

在一些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可以通过 ASPIRING 试验来解决。 

首先，RESTART 研究中，抗血小板治疗减少主要血管事件的预期发现以及降低 ICH 复

发风险的非预期发现需要进一步验证。 

第二，RESTART 研究是在一个高收入国家进行的，ICH 后抗血小板治疗的效果需要在

其他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检验。由于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 ICH 疾病负担

中占据主要地位，抗血小板治疗这一低成本、易获得的干预措施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产

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在其他人群中调查 RESTART 结果的普适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不仅仅是那些既往患有血管疾病的人，所有 ICH 幸存者都有发生主要血管事件

的风险，因此应该对所有 ICH 幸存者进行抗血小板治疗效果的研究。 

4. 目标 

在中国上海建立一个试验管理小组，负责协调和监督中国的研究开展。 

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拟定参与中心合同、制定单一试验数据库、培训材料、监查计

划和委员会监督制度；并在的参与中心开始随机化。 

对 120名受试者进行随机分组，确定可行性、临床均势、招募病人的障碍、对方案的依

从性情况、对分配的干预措施遵守情况、随访的完成情况以及相关的文件和数据输入。 

5. 方法 

5.1. 设计 

研究者发起，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开放标签，盲法结局（PROBE），平行对照临

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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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背景 

首先从中国的医院、卒中病房和康复病房招募受试者。此外，还将从卒中登记和社区

筛选有 ICH 病史的受试者。我们旨在纳入不同的人群（种族、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

地位），联系和招募大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从而使研究结果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5.3. 受试者 

5.3.1. 入选标准 

 男性或女性（年龄≥18岁） 

 自发性（非创伤性）ICH 导致的症状性卒中，具有以下所有特征： 

o 患者/见证人自述的自发性 ICH症状，发病前无头部外伤史（允许有 ICH

症状发作后继发出现的头部外伤） 

o 与自发性 ICH 症状一致的头颅影像学（CT 或 MRI）表现（可能伴有随

后发生的脑/骨/软组织创伤表现） 

o 认为是原发性（即与脑小血管病如高血压性动脉病或淀粉样血管病变相

关；研究者不考虑或进一步影像学评估未发现潜在的结构性原因） 

o ICH 症状出现的时间超过 24 小时 

 脑出血后重启或避免抗血小板治疗的时间不确定。 

 我们相信临床医生有自己的判断并且只会随机他们认为重启或避

免抗血小板治疗的潜在获益和风险较为均等的患者。 

 对于一些临床医生和患者，可能要到脑出血数周之后重启或避免

抗血小板治疗的获益及风险才会达到平衡（例如原因未明的大量

脑叶出血），而对于其他临床医生及患者脑出血后短时间就能获

得平衡（例如高血压性血管病导致的少量壳核出血[CTA 未见异

常]并且有缺血性血管事件风险同时血压控制良好的患者）。 

 我们选择了较宽的脑出血后入组时间窗是为了在 ASPIRING中随

机更多的脑出血患者（来自脑出血后不同的时间点），由此我们

可以进一步判断脑出血后随机时间是否是会明显影响重启或避免

抗血小板治疗效果的因素。 

 治疗医师不确定是否进行或避免抗血小板治疗 

 获得知情同意书 

5.3.2. 排除标准 

符合以下任意一项的患者： 

 研究者认为是头部外伤导致的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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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发于结构异常的 ICH（如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海绵状血管畸形和肿瘤；

或其他次要原因[如脑静脉血栓形成和动脉炎]） 

 研究者认为，ICH 是由于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出血转化所致 

 ICH 症状发生的 24 小时之内 

 ICH 后，患者正在服用抗血栓药物（包括为预防静脉血栓栓塞而使用抗凝剂）

或具有抗血小板或者抗凝成分的传统中药（TCM）、草药或阿育吠陀药物（包

括：银杏、亚洲人参/红参、丹参、红花、姜黄素、姜黄、四川、夜来香和中国

益母草），除非患者和医生认为可以停药 

 在未来 1~3 年内无法进行随访（例如没有固定的家庭住址） 

 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例如癌症），预期存活时间不超过一年 

 怀孕、哺乳或有生育潜力且未使用避孕措施 

 被招募进另一项涉及另一种研究产品（药物）或医疗器械的干预性临床试验，

另一项试验的指导委员会不允许其正在参与试验的患者共同入组进入其他试验

（例如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如果另一项试验允许共同入组，那么也可以

将患者招募进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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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受试者和评估的流程图 

 

筛查：识别有自发性 ICH 病史的患者 

 
 
 

资格判定：根据方案纳入/排除标准进行评估 

 
 
 

方法：提供口头和书面信息，邀请参与试验 

 
 
 
 

 
 
 

基线数据记录 

 
 
 
 

随

机 

 
 开始抗血小板单药治疗 

 

避免抗血小板治疗 

 

 告 知 全 科 

医生（不适

用中国） 

 

出院时或随机后一个月（以较早发生的为准）接受研究中心的随访 

 
生存、生活安排、ICH 确诊细节、当前药物治疗、试验药物治疗依从性、主要结局

事件、严重不良事件、 

妊娠（育龄女性）、smRSq、EQ-5D-3L 和当前血压 

 

移交中心

随访 

 
 

随访中心通过电话/邮件/访视跟进评估（3、6、12 个月，如进入主研究

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生存、生活安排、当前药物治疗、试验药物治疗依从性、主要结局事件、严重不良事件、妊娠

（育龄女性）、smRSq、EQ-5D-5L、MoCA 5-min（12 个月）、IQCODE 和当前血压 

 
 

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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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共同入组 

如果另一项药物或手术干预性临床试验的指导委员会也允许受试者共同入组其他试验

（如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则允许受试者共同入组。必须在获得另一项试验的指

导委员会或主要研究者的批准后，受试者才能被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招募。可以接

受受试者共同入组观察性研究。 

5.3.4. 筛查 

招募进入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阶段是一个从评估确定潜在合格患者到获得知情同意

书的过程。在预试验阶段，我们将采用SEAR框架（见下文）收集信息，以确定招募过

程中的障碍并促进改善招募流程 39。 

•筛查：确定潜在的合格受试者； 

•资格：根据试验方案纳入/排除标准进行评估； 

•知情：提供口头和书面信息并邀请参与试验； 

•是否随机分组 

在 ASPIRING 的中国预试验阶段进行筛查的目的是确定合格患者中同意参与并被随机

分组的比例。潜在受试者的筛查日志将匿名，仅记录年龄、性别、既往血管闭塞性病

史、血管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吸烟）和未随机分组的原因

（不合格、确定开始抗血小板治疗、确定开始抗凝治疗、确定避免抗血小板/抗凝治疗

等）。 

5.4. 基线评估 

在随机分组前，记录以下内容：出生日期、性别、种族、婚姻状况、教育、就业状况、

生活安排、ICH 发病前日常生活活动独立性[smRSq]、ICH 症状开始的日期、出血部位、

ICH 发生前后的共患疾病（一些受试者可能在 ICH 发病后到随机分组前发生过血管闭

塞事件）、血压（BP）、生活方式、妊娠状况、合并用药（包括发生 ICH 前使用抗血

小板/抗凝剂）；测量身高和体重，5 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5-min）40，

随机时的活动状态[smRSq]（即发生 ICH后）和 EQ-5D-5L（在获得使用 EQ-5D-5L的注

册之后）。 

5.4.1. 基线和随访期间的血压 

在基线时测量和记录血压，测量血压应该在静息状态下测量 3次，每次间隔 5分钟（在

出院时或一个月随访时（以较早发生者为准，由研究中心决定）也要测量血压；在 3、

6、12 个月的评估时，通过中心随访调查受试者的血压，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

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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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血压升高会增加 ICH 复发的风险，而血压降低与颅内出血风险降低相关，因此在

发生 ICH 后以及整个研究期间，将鼓励控制目标血压低于美国卒中协会目前推荐的血

压目标值 130/80 mmHg。 

5.4.2. 基线影像和实验室检查 

记录合格 ICH 的头颅 CT 扫描报告的以下内容： 

 脑出血半球（如果有多处，报告最大的一处 ICH） 

o 左，右，中线 

 脑出血位置（如果有多处，报告最大的一处 ICH），基于轴位上最大出血直径

的中心位置 43 

o 脑叶：幕上 

o 非脑叶：深部，幕上 

o 非脑叶：幕下 

o 不确定 

 ICH 的指状突起 44 

o 无/有 

 ICH 蛛网膜下腔出血延伸 44 

o 无/有 

 腔隙灶 

o 无/有 

 脑室周围低密度（脑白质疏松） 

o 无低信号 

o 低密度局限于脑室周围区域 

o 低密度从侧脑室周围延伸至皮层 

 脑（中央和/或皮质）萎缩 

o 无 

o 中度 

o 严重 

记录合格 ICH 的头颅 MRI 扫描报告（如有）的以下内容： 

 脑微出血的存在和数量 31 

o 无 

o 1 

o 2 - 4 

o 5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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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微出血部位 31 

o 脑叶（严格局限于脑叶） 

o 其他 

 表面铁质沉着症 

o 无 

o 局灶 

o 弥漫 

将对绝经前妇女进行妊娠测试，以确认其是否有资格参加试验。怀孕受试者除外。 

5.5. 知情同意书（参见“伦理规范”第 7 节） 

每个参研中心研究者的主要责任是通过方案提供的任一途径，获得受试者参与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的知情同意书。 

5.6. 随机 

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并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的的受试者，将通过计算机化中心随机

服务（全天 24 小时提供）进行随机分组，以决定开始抗血小板单药治疗或避免抗血小

板治疗。 

5.6.1. 最小化算法 

为了避免可预测的治疗分组（及其带来的潜在影响），本试验的随机采用最小化算法，

以 0.5 的概率将首个受试者随机分配到该试验的某一组中。对每个后续受试者应用的随

机化算法还涉及适应性分层（即最小化法），以 0.8 的概率将这些受试者分配给某一组

中，尽可能地减小以下五个变量（研究人员在基线时收集）在两个组之间的差异： 

1) 随机分组时的受试者年龄（＜65 岁 vs. ≥65 岁） 

2) ICH 症状出现到随机的时间（1-6、7-30 和＞30 天） 

3) 受试者的症状性血管闭塞性（缺血）疾病史（有或无） 

4) 脑出血位置（脑叶型与非脑叶型），基于当地研究者对扫描结果的解读 

5) 如果受试者被随机到试验组，主治医生将使用的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或其

他抗血小板药物：氯吡格雷或西洛他唑（亚洲）） 

最小化算法进行随机的目的是确保两个治疗组之间影响主要预后因素的比例相同或平

衡。 

5.6.2. 设盲（遮蔽） 

治疗分配是开放标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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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随访评估时，随访者将会记录患者当时的任何抗血小板治疗，但是，随访评估

者不询问，也不会被告知患者被随机到哪一研究组，结局事件裁定者也不知道（遮挡/

设盲）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试验的哪一组中（开始抗血小板单药治疗组还是避免抗血

小板治疗组）。 

5.7. 干预措施 

5.7.1. 干预组（开始抗血小板单药治疗） 

治疗医生将在随机分组后 24小时内（以及 ICH发病 24小时之后）开具抗血小板药物处

方。 

研究用药（IMP）仅限于使用以下一种： 

a) 阿司匹林 

b) 氯吡格雷-对于此药物，仅有“活动性病理性出血” [在出现 ICH 症状的 24 小时内

发生 35] 为禁忌症 

c) 西洛他唑 - 只有亚洲中心才能选择西洛他唑（西洛他唑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

被批准用于间歇性跛行以外的任何适应症）。如果使用西洛他唑，患者需在脑

出血发生 6 个月以后进行入组和随机，因为“近期（6 个月内）发生的出血性卒

中”36是西洛他唑的禁忌症。 

具体的抗血小板药物及其剂量将由负责受试者的医生自行决定，记录在病例报告表中。

医生应在随机分组后的 24 小时内开具处方。由于被分配到开始抗血小板治疗组的受试

者将接受已上市的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因此将适用于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标签

要求的豁免声明。 

对于分配到启动抗血小板治疗组的患者，抗血小板药物的推荐剂量时依据预防闭塞性

血管事件的标准剂量： 

 阿司匹林 75-325mg 每天一次 

 氯吡格雷 75mg每天一次 

 西洛他唑 100mg每天两次或 200mg每天一次 

不推荐低剂量（例如西洛他唑 50mg 每天 2 次）用药，除外患者同时使用其他抑制

CYP3A4 或 CYP2C19 的药物。 

5.7.2. 对照组（避免抗血小板治疗） 

对照组应避免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并且不使用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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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所有受试者的合并药物 

所有受试者均应避免服用任何其他的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包括具有抗血小板或抗凝

作用的中药、草药或阿育吠陀药物）。 

5.7.4. 随机后流程 

在获得知情同意并进行随机分组后， 

 填写受试者联系表并存档入 ASPIRING（中国预试验）受试者文件夹，内容包

含了受试者和医生的详细联系信息，以便未来进行中心随访。 

 受试者需要保留试验随访期间的任何住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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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试验评估计划表 

 

评估类型 

访视类型 

基线 随访（预试验随访期为随机分组后 3、6、12 个月如进入主研究

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时间表（月） 0 出院或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18 个月 24 个月 30 个月 36 个月 42 个月 

访视窗口期  ±7 天 ±14 天 ±14 天 ±14 天 ±14 天 ±14 天 ±14 天 ±14 天 ±14 天 

知情同意书 

纳入/排除标准 

人口学资料 

病史（共患病） 

确诊的 ICH 的卒中特征（CT、MRI） 

  确诊 ICH 前后日常生活活动的独立性 

生活方式：目前吸烟、饮酒习惯 

  联系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随机分组 

研究编号和分组情况 

 

● 

         

药品 

试验药物（抗血小板单药治疗）依从性 

当前/合并用药 

 

 

● 

 

● 

● 

 

● 

● 

 

● 

● 

 

● 

● 

 

● 

● 

 

● 

● 

 

● 

● 

 

● 

● 

 

● 

● 

临床检测 

妊娠试验（针对绝经前妇女） 

体重和身高 

血压 

 

● 

● 

● 

 

 

 

● 

 

 

 

● 

 

 

 

● 

 

 

 

● 

 

 

 

● 

 

 

 

● 

 

 

 

● 

 

 

 

● 

 

 

 

● 

结局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 

主要血管事件 a 

主要出血事件  

全因死亡  

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严重不良事件  

住院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次要结局 

5 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EQ-5D-5L 量表  

评估时的独立性（smRSq）  

简化 IQ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缩略语：V，访视；D，出院；M，月；smRSq，简化版改良 Rankin 评分量表问卷； 

a 主要血管事件：非致死性卒中、非致死性心肌梗死、血管性死亡（即猝死、肺栓塞、出血和不明原因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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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随访 

出院时或随机入组后一个月（±7 天）（以较早者为准）由参研中心进行随访。 

出院时或随机后 1 个月（以较早者为准），受试者将接受参研中心研究人员的访谈，

以评估生存情况、生活安排、最终诊断及卒中原因（仅出院或 1 个月随访）、当前药

物治疗、抗血栓治疗情况、近期血压、主要结局、严重不良事件、妊娠（育龄女性受

试者）、smRS 和 EQ-5D-5L。 

中心随访交接 

受试者出院或参研中心完成随机 1 个月随访后，应将受试者联系表发送到试验协调中

心，以便后期进行中心随访。随访医生应告知受试者如果他们对参与本研究有任何担

忧，可随时联系研究医院或者试验协调中心；建议受试者如暂时或长期开始/中断使用

任何类型抗血栓治疗，应及时向研究医院或者试验协调中心报告，同时告知受试者即

将在第 3、6、12 个月进行的中心随访评估。每名患者将至少接受 6 个月的随访。如进

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随机分组后 3、6、12 个月（±14 天），由试验协调办公室的随访员或者研究中心的研

究者进行随访。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在随机分组后的第 3、6、12 个月，受试者将通过电话或视频访谈形式接受研究人员的

集中随访，以评估生存情况、生活安排、当前药物治疗、抗血栓治疗的使用情况、近

期血压、主要结局、严重不良事件、妊娠（育龄女性受试者）、5 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

估量表（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smRS 和 EQ-5D-5L。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

续进行每 6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首选面对面随访。 

在随访结束时，需要受试者的一名密切知情者填写“简化版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知情者

调查问卷（IQCODE）”。45 

5.8.1. 遵守与依从 

5.8.1.1  受试者依从性 

要求受试者记录他们对试验药物和其他药物的使用情况（例如合并用药/其他药物）。 

鼓励受试者继续坚持已分配的治疗方法，并要求其记录任何暂时或永久停药（或交叉

治疗-见下文）的日期和原因。 

衡量依从性： 

 客观：需要记录抗血小板治疗的开始及结束日期（如适用），以及任何暂时或长期

开始/停止的治疗，以及停药的日期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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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回答问题“自从上次随访以来，平均每周服用试验药物几次？”- 每周“0”、

“1-2”、“3-4”、“5-6”或“7”次（注意：因部分受试者可能未意识到遗忘的

情况，需注意可能会低估无意的不依从）。 

5.8.1.2  提前停用试验药物 

如果随访时发生相关的临床事件允许受试者开始或不继续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

无论他们被随机分配到哪一组。 

例如，如果随访中受试者发生肺栓塞，临床医生可能会： 

a) 开始口服抗凝治疗，如果患者是避免抗血小板治疗组 

b) 开始抗凝治疗代替单药抗血小板治疗，如果患者是启动抗血小板治疗组 

对于选择停止接受已分配治疗方法的受试者，如果他们同意并被纳入主要意向性治疗

分析，则仍将根据研究方案对研究结局进行随访。 

将提前停止试验治疗的原因记录在受试者病例报告表（CRF）中。 

如果停药是由严重不良事件（SAE）、严重不良反应（SAR）或疑似非预期严重不良

反应（SUSAR）引起的，则应按照方案报告这些事件（请参见方案第 9 节的严重不良

事件、严重不良反应和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相关信息）。 

受试者也可以选择完全退出该试验，对此，我们不再进一步收集该受试者的数据。如

果受试者同意，我们将在“退出同意”表上记录任何此类退出的原因。 

5.8.1.3 交叉 

如果受试者在随访结束前从分配的治疗组（干预组[进行抗血小板单药治疗]或对照组

[避免抗血小板治疗]）偏离到另一个治疗组中，该患者将继续按照方案进行随访，其数

据将纳入分析。在主要意向治疗分析中，我们将根据他们所分配到的治疗组（而不是

他们实际服用的药物）进行分析，但在任何安全性或治疗分析中，将根据他们实际服

用的药物进行分析。 

偏离分配治疗的日期和原因需记录在受试者的病例报告表（CRF）中。如果因严重不

良事件而停止治疗，将按照方案报告该事件，对于此类情况，不视为提前退出。 

5.8.1.4 随访期结束时停止抗血小板治疗 

该研究完成后，受试者将被转回其社区/治疗医生那里进行持续的临床管理。 

5.8.2. 不良反应 

本试验中使用的抗血小板药物的副作用及药物相互作用已有详细记载。在本试验将采

用常规的临床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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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1 用药过量 

受试者或其密切接触者有意或无意地服用过量的抗血小板药物的风险很小，且由于

ASPIRING（中国预试验）是一项公开性试验，摄入过量的抗血小板药物时，可被识别

并通过常规方法进行治疗。 

5.8.2.2 紧急揭盲 

紧急揭盲法不适用于本试验，因为受试者和医护人员均知道其分配的治疗方法。 

5.8.2.3 严重不良事件/反应 

脑出血患者因其自然病史或预期并发症而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包括： 

 脑出血特异性并发症（例如血肿扩大或扩散至脑室，或血肿周围水肿伴随症状

恶化；脑积水或癫痫发作） 

 其他非特异性并发症，如发烧、高血糖、血压升高、胸部感染、尿路感染、其

他感染（包括软组织感染）、肾功能障碍、肩关节疼痛综合征、压疮、痉挛或

挛缩、抑郁/情绪障碍、卒中的其他可预期并发症 

如果一个事件被判定为不良反应（AR）/严重不良反应（SAR），应基于对该反应的了

解和相关的药物信息进行预期性评估。 

该事件可分为以下两类： 

预期事件：不良反应符合已知的抗血小板药物毒性反应； 

意外事件：不良反应不符合已知的抗血小板药物毒性反应。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和西洛他唑的预期不良反应。 

这些已知不良反应来自抗血小板药物的 SPC（见 SmPC 手册），并按器官分类和已知

频率进行排列。但需注意，有些不良反应是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的结局事件，对此

需进行记录和报告。 

5.8.2.4 定义和报告 

不良事件（AE） 

不良事件（AE）是指临床试验受试者身上出现的任何不良医疗事件，与研究用药

（IMP）无必然因果关系。因此，无论是否被认为与医药（临床试用）产品相关，AE

可以是与使用医药（临床试用）产品暂时相关的任何不良和非预期的体征（包括一项

异常的实验室发现）、症状或疾病。 

不良反应（AR）是指受试者服用的任何剂量的研究用药（IMP）产生的任何不良反应

或非预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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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预期不良反应（UAR）是指其性质或严重程度与适用的产品信息不一致的不良反应

（例如，未经批准的研究产品的研究者手册或经批准产品的包装说明书/产品特性总

结）。 

所提供的产品信息可用于确定该事件为预期事件或意外事件的。 

严重不良事件（SAE）、严重不良反应（SAR）或疑似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SUSAR）

是指在任何剂量下，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的任何不良事件、不良反应或非预期不良反

应： 

 导致死亡； 

 危及生命（即在受试者在事件发生时有死亡风险；它不包括假设事件更严重则

可能导致死亡的事件）； 

 需要住院治疗或延长现有住院时间。 

 造成永久或严重残疾或丧失工作能力。 

 导致先天性异常或先天缺陷；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的主要结局事件-次要结局。 

为了确保对“重度”和“严重”这两个术语进行区分，以免产生混淆或误解，我们提

供了以下解释说明： 

术语“重度”通常用于描述特定事件的严重程度（如轻度、中度或重度心肌梗死），

然而，该事件本身可能具有相对较小的医学意义（例如剧烈头痛）。这与“严重”不

同，后者基于患者/事件结果或行动标准，通常与对受试者的生命或功能构成威胁的事

件相关，如上面的要点所示。严重性（而非严重程度）可作为定义监管报告义务的标

准。 

只有在正式住院的情况下，住院才可视为是严重不良事件。此外，在研究开始前计划

住院以治疗尚未恶化的既往疾病，不构成严重不良事件。 

在严重不良事件或严重不良反应的定义中，危及生命是指受试者在事件发生时有死亡

风险。但不包括假设事件更严重，可能会导致死亡的事件。 

5.8.2.5 不良事件的记录和报告 

从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时开始记录所有的严重不良事件、严重不良反应和非预期严重

不良反应，直到随访结束。并且，在出院或随机 1 个月以及 3、6、12 个月随访时（如

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6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对这些严重不良事件、

严重不良反应和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进行评估。如果该事件为严重事件和/或与试验药

物有关，参与中心的研究者在发现该事件后必须立即（24 小时内）向试验协调中心报

告。可先填写严重不良事件表格（打印版），随后完成线上的病例报告表的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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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无法访问线上系统；研究者必须将完整的打印件传真至试验协调

中心。 

参研中心的研究者发现事件后，还应根据当地伦理报告要求向其责任的人类研究伦理

委员会 (HREC)报告其受试者可能遇到的任何严重不良事件、严重不良反应和可疑非预

期严重不良反应。 

DMC 的常规会议会审查所有严重不良事件，严重不良反应及可疑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

并且如有必要 DMC 主席会发起临时会议。 

数据监测委员会(DMC)将密切监测治疗组和对照组出现严重不良事件的相对频率，并

将任何问题告知指导委员会。 

试验协调中心将核实试验中出现的所有严重不良事件、严重不良反应和非预期严重不

良反应，并根据伦理委员会要求定期向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提交报告。此外，参与中

心研究者将收到这些报告的副本，并负责根据当地指南将它们提交至当地研究管理办

公室。 

如果通过中心随访发现不良事件，试验协调中心将联系参与中心，寻求当地研究者的

帮助以获取相关的临床和影像信息。 

5.8.3. 结局 

5.8.3.1 主要结局 

主要结局包括所有严重血管事件（非致命性卒中[包括脑出血]、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或血

管疾病导致的死亡），衡量依据是出院时或随机后 1 个月（以较早者为准）和中心随

访时记录的结局或严重不良事件表。 

5.8.3.2 次要结局 

出院时或随机后 1 个月（以较早者为准）随访评估时，以及在随机分组后的 3、6、12

个月中心随访时（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记录的次要结局，包括： 

 症状性出血事件 

o 脑出血 

复发性症状性脑出血定义为突然发作的头痛、意识水平改变或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

解剖学上指主要位于脑实质内的局灶性血液聚积（通过脑成像或尸检诊断），与既往

的创伤史或缺血性卒中的出血转化无关。 

这一定义也适用于确诊的 ICH 事件（因血肿扩大或再出血）发生后早期出现神经功能

恶化且影像学或病理学证实出血量增加的情况。 

o 颅内（脑外）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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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性自发性或创伤性硬膜外出血、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或脑室出血（不伴

有自发性（非创伤性）脑出血） 

o 颅外出血 

症状性严重颅外出血（需要输血或内窥镜治疗或手术，或在 30 天内致死，即出血学术

研究联合会所定义的出血类型 3–5） 

 症状性血管闭塞性缺血事件 

o 动脉 

 缺血性卒中 

 视网膜缺血 

 心肌梗死（ST 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和非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non-

STEMI）） 

 周围血管缺血事件 

 肠系膜缺血事件 

o 静脉 

 深静脉血栓 

 肺栓塞 

 不确定病理类型的卒中 

o 非致命卒中（过晚进行头颅影像学检查，无法区分 ICH 和梗死） 

o 快速致命卒中，但没有影像学或病理学证据 

 致命事件（死亡） 

o 全因死亡 

 研究中心将记录患者出院时或随机 1 个月（较早者为准）的生存情况，中心随

访在随机后的 3、6、12 个月时进行评估（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 

 如果受试者已死亡，则将死亡日期和死亡原因作为结局事件记录在严重不良

事件表上。 

o 血管性死亡 

 如果受试者在出现症状性出血或血管闭塞性缺血事件后的 30 天内死亡，则

此类事件视为致命血管事件 

 心脏性猝死，症状提示心肌缺血（3 型）或心律失常（即心源性猝死） 

 其他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例如因心力衰竭、心血管手术）和不明原因的

死亡 

o 非血管原因死亡 

 并非由上述重大致命血管性事件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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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血小板单药治疗的依从性 

 偶发心房颤动 

心房颤动是主要结局指标（卒中和其他重大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的重要预测因素。46 

 5 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5-min） 

在基线和每年随访期间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访谈的方式用 5 分钟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

表（MoCA 5-min）进行评估。40 

 日常生活活动的独立性（smRSq） 

研究中心在患者出院时或随机1个月（较早者为准），以及中心随访时均要进行评估，

以确定受试者 ICH 发病后的康复情况。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 

患者出院时或随机 1 个月（较早者为准）由研究中心，随机后的 3、6、12 月时（如进

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由随访中心或研究中心

通过完成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5L）对 HRQoL 进行评估，该量表是一种标准化

工具，可针对健康状况提供简单的描述性说明和单项指标分数。 

 简化版老年认知功能减退知情者问卷（简化版 IQCODE） 

在 12 个月中心随访时用简化版 IQCODE 进行评估。 

5.9. 样本量 

5.9.1. 样本量计算方法 

5.9.1.1 可行性和预试验阶段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 20-30 个参研中心，并在 9 个月内按照每年每中心入组 4 名患

者的速度，共招募 120 人参加 ASPIRING 中国预试验。 

我们将通过量化记录经过筛查的患者中合格、进行知情、签署知情、随机、按分配组

开始治疗和完成随访程序的比例来评估研究者对试验程序的实施情况（见试验流程图）

39。 

我们将量化： 

 受试者在首次出现结局事件或 6 个月随访（随访前未出现结局事件）之前，对

其分配治疗的依从性和合并用药（例如降压、中药、草药或阿育吠陀药物）的

情况； 

 随机分组后 6 个月内退出或失访的受试者比例；和 

 受试者或其护理人员完整完成随访的比例，并探索使用地方/区域/国家医疗网

络定期收集的数据进行随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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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估计，在所有有效的随访期内，第一个 6 个月时主要结局事件的发生率约为 6%，

因此在 120例患者的样本量中，这一发生率的 95%可信区间为 3.0%至 12.2%。 

我们将比较进行随机的和未进行随机的合格患者的基线人口学和临床特征分布情况，

以便评估参与试验的受试者的普适性。 

分析将侧重于描述性统计，避免不适当的假设检验，并遵循完整的统计分析计划。 

5.10. 统计分析 

5.10.1. 拟议分析 

我们暂定的分析计划如下所述，但我们打算在锁定数据库进行分析并获得结果前，发

表最终的统计分析计划。 

为了充分保留随机分组的巨大益处，我们将在分析中纳入所有随机受试者（无论其是

否坚持分配的治疗），所有受试者均保留在他们所分配到的组别中（即“随机”组

别）。将对随机后出现首次结局事件的时间进行生存分析。将死亡（不归因于结局事

件）、最后一次有效随访或自愿退出试验作为删失数据。 

我们将使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校正最小化算法中纳入的所有协变量）比较两组

的生存情况，结果呈现为校正后的 HR估计值及 95%可信区间。此外我们还将计算未校

正的 HR 估计值，95%可信区间及对数秩检验结果。 

5.10.2. 主要分析 

在以图表形式评估比例风险假设并通过对数（时间）交互作用的处理后，我们将构建

未经调整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对最小化算法（分析的主要方法）中所有协变

量进行调整后的第二个模型，以计算 HR及其相应的 95%CI。这一模型只适用于主要结

局- 即所有重大血管事件的分析： 

 非致命卒中 

 非致命心肌梗死 

 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定义见 5.8.3.2节） 

主要分析是主要结局调整后的 Cox 回归分析。 

5.10.3. 次要分析 

我们将使用类似的分析方法来评估抗血小板单药治疗对主要结局中主要组成事件的作

用，以及对 ICH 的作用。 

我们将对主要和次要结局进行预先设定的探索性亚组分析，通过分析交互效应以评估

抗血小板单药治疗效果的异质性，这将在数据锁定前的统计分析计划中作出说明。 

我们将对最小化算法中的基线协变量进行亚组分析： 

 随机分组时受试者的年龄（＜65 岁与≥65 岁）； 

 距离 ICH 症状发生的时间（1-6 天、7-30 天与＞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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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试者是否有症状性闭塞性血管（缺血）病的病史（有与无）； 

 确定的脑出血位置（脑叶与非脑叶，根据当地研究者对影像结果的解释）； 

 如被随机到试验组，患者的医生将开始使用的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与其他

抗血小板药物）。 

6. 管理和组织 

ASPIRING中国预试验是一项由研究者发起并实施的试验，由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管理。

该研究将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和临床试验领域

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进行监督。 

6.1. 指导委员会(SC) 

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设计、方案、数据收集和分析计划以及发表。指导委员会有权任

命新成员和指派其他成员，以加强研究和分析的完整性。指导委员会还包括课题经费

持有人，但其成员尚待确定。指导委员会按照指导委员会章程定期召开会议。 

6.2. 数据监察委员会 

数据监察委员会（DMC）将审查该研究的安全性、伦理、执行和结局。 

职责：通过对盲态的反应变量和安全性结局的审查，判断是否出现早期显著获益或存

在潜在有害影响，并指导委员会提供报告给出继续或暂时停止研究招募的建议。将通

过章程对 DMC 进行管理，该章程将概述其责任、程序和保密性。他们将定期审查两组

间在随访中出现的血管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以及脱落等非盲数据。第一次会议将在研

究招募开始后的 3-6个月内举行。将计划进行两次正式的中期分析，以审查与治疗效果、

受试者安全性和试验质量相关的数据。将应用 Habittle-Peto 终止法则。 

我们将制定详细的统计分析计划，旨在： 

i. 说明统计分析中使用的方法。 

ii. 详述分析进行过程中数据处理的惯用规则。  

iii. 描述对缺失数据的说明流程。 

iv. 概述任何中期分析，并详述如何应用 Haybitle-Peto 法则来确定提前终止是否可

取。 

6.3. 统计学家为数据监控委员会提供支持 

6.3.1. 非盲态统计师 

澳大利亚悉尼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统计部高级生物统计学家 Qiang Li；  

6.3.2. 盲态统计师 

澳大利亚悉尼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统计部主任 Laurent Billot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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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终点事件裁定委员会 

在预试验阶段，所有主要和次要结局事件（终点事件）将由两名独立临床医生裁定，

他们将审查常规收集的数据、脑成像报告和医院出院小结等原始文件，但他们对随机

治疗分配和任何当前的抗血小板治疗并不知情（中央协调办公室将在转发至裁定委员

会成员前，遮盖原始文件中的这些内容）。 

预试验阶段结束后，将研究者和中心协调办公室在预试验阶段报告的结局事件，与终

点事件裁定委员会裁定的结局事件进行比较和关联，以确定在研究主要阶段对研究者

和中心协调办公室报告的结局事件，需要任何、全部还是抽样 10%给与裁定。预计需

要通过独立的终点裁定委员会对从中国报告的所有结局事件进行裁定。 

6.5. 试验管理小组 

下列试验管理小组将通过视频会议定期开会（每 2-4 周一次）讨论和计划试验进展。 

 Craig S. Anderson 教授（澳大利亚悉尼） 

 宋莉莉博士（中国上海） 

 陈晨博士（中国上海） 

 程忻副主任医师（中国上海） 

 万英峰博士（中国上海） 

7.  伦理 

7.1. 监管及伦理合规 

本研究方案的设计、实施和报告应符合 ICH GCP、NHMRC 国家人类研究伦理行为声

明、适用当地法规（包括欧洲指令、《美国联邦法规》第 21 篇、TGA 法规）以及世界

医学协会(WMA)赫尔辛基宣言中规定的伦理原则。 

7.2. 伦理审查和批准 

招募任何受试者之前，方案和拟订的受试者知情同意书(PISCF)以及任何后续修改将由

负责研究监督的伦理委员会(EC)或机构审查委员会(IRB)进行审批。开始研究前，研究

者需签署方案签名页，确认其同意根据这些文件和本方案的所有说明和程序进行研究，

并根据需要向 TGI 的监查员、稽查员、机构审查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和监管机构提供所

有相关数据和记录。如果监管机构要求对临床参与中心进行检查，研究者必须立即通

知 TGI。 

7.3. 方案修正 

修订是指对可能影响临床研究开展、临床研究的潜在获益或可能影响受试者安全的研

究方案的变更或正式说明的书面描述，包括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受试者群体、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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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研究流程或重要管理方面的变更。研究方案的行政变更是指不会对临床研究开展

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受试者安全的细微变更（例如电话号码、后期变更等）。方

案修订必须得到 TGI、监管机构（如需要）和机构审查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如

果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安全而修改方案，则可以在得到机构审查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之前进行修改。尽管方案修订需要得到正式批准，但是研究者仍应立即采取任何必

要的措施来保证本研究中任何受试者的安全，即使该措施属于方案偏离。在这种情况

下，研究者应将此措施告知 TGI，并在 72 小时内通知参与中心的机构审查委员会/伦理

委员会。 

7.4. 知情同意书 

受试者仅在提供知情同意书后才能被纳入研究。 

只有本研究的研究者或研究者授权的人员才能执行知情同意过程。 

必须告知受试者试验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向受试者提供已被机构审查委员会（IRB）

和/或伦理委员会（EC）批准的患者信息表和同意书，以及受试者要求的与研究相关的

其他材料。受试者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询问研究的任何细节，并与能够帮助他们决定是

否参与本研究的人讨论。 

如果受试者决定参与研究，他们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 

如果受试者不能阅读和书写，在知情同意讨论期间和签署知情同意书时，必须有一名

见证人在场。 

执行知情同意过程的人员还必须在受试者签字的同时签署并注明日期。 

已签署的同意书原件应与参与中心的研究文件一起保存。 

必须向受试者提供一份已签署的同意书副本，并把一份副本归档于受试者病历中，以

便其他医疗人员知道他们参与了本试验。 

应告知有生育潜力的妇女，如果在研究期间怀孕，服用研究药物可能会给胎儿带来未

知的风险，且同意为了参加研究，必须在研究期间遵守方案中规定的避孕要求。如果

研究小组怀疑受试者不能够遵守这些要求，则应将这些受试者排除在外。 

7.5. 撤回同意书 

受试者可以随时退出试验，其应享有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这个过程需清晰地记录在

PISC 表中。所有受试者退出试验的决定都需要记录在受试者的病历和撤回同意书上，

并录入线上系统。 

7.6. 近亲/负责人/法定代理人 

关于近亲/负责人/法定代理人的规则和制度将受当地道德法规和准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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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数据保护和保留 

根据法规和伦理要求，所有试验文件试验结束后删除所有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在安全

的环境中至少保存 15 年。 

7.8. 保密 

在开展研究期间，将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尊重受试者的隐私。仅将去除识别信息的数据

输入数据库，以保证受试者的隐私。所有患者联系信息将存储在独立存储于研究数据

库的加安全锁文件中。在监测数据质量和研究方案遵守情况的过程中，监查员将查阅

初级保健诊所的病历。PISCF 中应包含这一信息。在报告数据和结果时将删除所有个

人和参与中心信息，以保护受试者隐私。 

8. 管理 

8.1. 保险与赔偿 

 根据各个临床中心赔偿保险条例，为研究受试者提供过失伤害保险，并为研究

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参与初级护理实践的保险和赔偿。 

 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和华山医院对与方案相关的非过失伤害提供额外保险。 

9. 质量保证 

9.1. 源文件 

源文件的目的是记录受试者的存在，并证实所收集的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参与中心研

究者必须保存每位受试者的源文件。源文档包括与试验、治疗和受试者病史相关的原

始文件。可以是医院或诊所的病历、实验室数据和任何其他检查或评估的结果。 

原始 PISC 表和出院或入组 1 个月（以较早者为准）随访病例报告表将保存在各个医院。

同意书原件必须归档至 ISF。3、6、12个月随访评估（如进入主研究阶段，则继续进行

每 6 个月一次随访直至研究结束）的病例报告表原件将保存在中国的各个医院。 

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在研究启动时接受关于完成、收集和保留充足和准确的源文件

的培训。源文件证实记录在病例报告表上的数据的真实性，以及试验是按照方案进行

的。在进行现场监查访视或监管机构审核时，研究中心必须出示这些文件以供审查。 

试验完成后，试验协调中心将与研究中心确认及制定长期（至少 15 年）储存所有相关

数据和原始文件的计划。 

9.2. 选择和监查参与中心 

由试验协调中心评估潜在的中心，以确认它们有足够的设施和医疗资源来进行试验。

在选定参与中心开展试验之前，所有指定的研究人员（包括研究者、协助研究者和研

究护士）都要在研究启动时接受通过电话会议进行试验方法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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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启动之前，得到所有必要的伦理和监管批准，相关文件的副本将由试验协调中

心保存，并在参与中心归档至参与中心档案。参与中心研究者、协助研究者、研究护

士将签署最新的简历（简称 CV，最多两页），并连同已签署的职责授权表副本一起提

交给试验协调中心。 

将使用基于风险的模型监查参与中心，包括试验协调中心对 eCRF的集中监查和统计数

据监查，如下所示： 

9.2.1. 集中监控 eCRF 

 必须在源基线评估表上记录参与中心确认已根据方案获得每位受试者（近亲、

负责人或法定代理人，如果适用）的书面知情同意（或放弃同意），然后在

eCRF 上提交。 

 筛查 eCRF 上提交的受试者信息，找出缺失及不一致的数据，通过线上质询报

告系统、电子邮件或电话直接向参与中心提出问题并解答。 

 在规定的时间内持续监查受试者随访，以及时提交，如果未收到，将直接联系

研究中心。 

 将集中管理所有报告的结局或严重不良事件、方案偏离、妊娠通知和撤回知情

同意，达到 100%标准的监测/裁定。 

9.2.2. 监测统计数据 

将监测参与中心的以下事件数量：严重不良事件、方案偏离、随访失败、受试者退出

研究，以确定各参与中心报告的事件数量过高或过低。 

个别参与中心迟交表单的数量过高。 

个别参与中心缺失数据的数量高高。 

注：异常的结果可能表明需要由试验协调中心进行特定的现场监查访视。 

9.3. 方案偏离 

方案偏离是指意外或无意偏离已批准试验的预期程序，即与当前方案或同意书不一致。

方案偏离可能是方案中所述的任何程序的遗漏、添加或更改。除了为消除对受试者的

直接危害而进行的变更外，均应按照规定执行已批准的方案。将方案偏离记录在方案

偏离表中，并输入 eCRF系统，提交方案偏离表后，会向试验协调中心发送电子邮件。

复印件存储在受试者的研究中心文件夹中。 

9.4. 各参与中心的研究者的责任 

每个参与中心的研究者负责： 

 在开始开展试验前，获得相关伦理委员会和监管机构的书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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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在执行任何方案特定程序之前，获得受试者（或近亲、负责人或法定代理

人）的知情同意（或放弃同意）； 

 确保按照 ICH-GCP 指南管理受试者； 

 立即向当地医院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协调中心报告任何方案偏离和严重不良事件； 

 向当地医院伦理/监管机构报告任何方案修订、安全性和 DMC 报告。 

9.5. 监管机构稽查 

试验可由政府监管机构任命的稽查员进行稽查。在试验过程中以及试验完成后，所有

研究中心都能出示病例报告表、病历、源文件和其他试验相关文件以备稽查。 

9.6. 试验终止 

9.6.1. 指导委员会提出终止 

出于以下任一个原因，试验管理人员或指导委员会可随时终止整个试验或终止特定中

心的试验： 

 未能入组受试者 

 方案违背 

 数据不准确或不完整 

 不安全或不符合伦理规范 

 质疑治疗的安全性 

 怀疑治疗缺乏效果 

 缺乏治疗的安全性 

 管理决定 

9.6.2. 研究中心研究者要求退出试验 

如果研究中心的研究者提前退出试验，则他们需要： 

 向当地伦理委员会、监管机构和试验协调中心提供一份书面声明，说明他们退

出试验的原因。（将书面声明和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出具的确认函的副本归档

至 ISF，并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将副本发送给试验协调中心）。 

 在研究中心寻找另一位研究者，以继续管理和随访已经随机分组的受试者。 

 如果这种做法不可行，并且研究中心必须关闭，则研究中心的研究者需要： 

 将决定和理由以及持续管理和随访受试者的计划通知指导委员会、试验协调中

心、当地伦理委员会及监管机构。 

 将关闭中心的决定、管理及随访计划通知受试者。  

如有必要，试验协调中心将对受试者进行集中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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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试验时间表 

10.1. 启动阶段/预试验阶段 

启动阶段/预试验阶段的目标是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 9个月（从 2021年 6月至 2022

年 3月）期间对 120名患者进行随机分组，以确定该方案是否可行。这将使我们能够建

立：核心试验管理团队，信息技术（IT）系统，用于管理基于网络的随机分组、药物

分配、随访、数据收集和验证，以及可行性的重要方面，包括招募、药物依从性、调

查问卷应答率和随访率。 

具体而言，启动阶段/预试验阶段将提供以下各项的实际评估结果： 

1) 每所医院的招募率范围，以及研究中心的预期数量和主要阶段的持续时间。这

也将有助于确定招募的难点，能够提高招募率。 

2) 依从性，及不依从的原因，将影响我们预测的效应量和把握度计算。 

3) 随访完成率。 

表 4：时间表和里程碑 
 

日期 里程碑 

2020 年 12 月 向上海市华山医院伦理委员会递交伦理申请，随后向中

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提交数据采集和国际合作的

申请 

2021 年 2 月 启动研究中心/可行性研究（研究者和管理） 

2021 年 6 月 预试验阶段的首例受试者入组 

2022 年 6 月 第一位试验受试者的 12 个月评估 

2022 年 3 月 完成 120 名受试者的招募 

2022 年 4 月 评估是否开展主要阶段 

2023 年 3 月 完成最后 12 个月的评估 

2023 年 7 月 最终确定数据库和数据锁定 

2023 年 8 月 发布和发表主要结局 
 
 

11. 参与中心支付 

中国地区的研究中心费用依据具体签署协议进行分配及支付。 

12. 出版、报告和数据共享 

该研究的主要报告将以 ASPRING 研究者的名义发布。完全的编辑控制权归属于经指导

委员会批准的编辑委员会。 

研究者有权发表或发布研究结果。但是，由于这是一项多中心的学术研究，未经指导

委员会事先书面同意，研究者不应发表或发布任何研究的中期结果。研究者在投稿或

发布和审查任何研究结果的摘要或复印手稿（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和 PPT 演示文稿以及

任何其他传输或媒体演示文稿）前至少 30 天提供给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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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有权审查和评论拟发表的内容、摘要、幻灯片、手稿，以及数据分析和报

告的信息准确性，保护个人权利并确保报告相当平衡并符合相关法规。 

如果双方对数据分析和表示的适当性和/或保密性有异议，特定研究者将同意，投稿前

在临床场所或约定的其他地点与指导委员会成员会面，以便真诚地努力讨论和解决任

何分歧。 

编辑委员会将由各委员会成员、统计学家、研究者和研究人员组成。他们将编辑研究

的主要报告，并以“ASPRING 研究者”的名义发表报告，把荣誉分配给合作的研究者和

其他研究者。研究结果将在与卒中、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管理相关的国内和国际会议

上发布。 

出版物的作者必须符合以下所示的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关于作者署名

的推荐规范： 

1) 作者必须为试验的构思和设计、数据采集或数据分析和结果分析作出重大贡献； 

2) 作者必须起草出版物，或在审查草稿期间，提供支持（数据分析、解释或其他

重要的知识内容），以在得到其他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对手稿进行重大修改； 

3) 作者必须在将最终手稿提交给期刊出版之前提交审核。 

如果期刊允许，按照 ICMJE 关于致谢的推荐规范，在出版物的致谢部分列出所有不符

合 3 项署名标准的贡献者。 

在研究完成时，将根据经验研究小组制定的方案和与指导委员会商定的分析计划提出

进行二次分析的请求。此外，根据严格的数据共享协议，将与本研究的其他研究者以

及世界各地其他机构的研究者共享数据。 

将在主要结局发布后的 12 个月内共享数据。知情同意书将包括有关此活动目的的信息，

研究者将通过 TGI研究办公室提出数据共享的正式请求，并获得指导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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