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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药理学计算软件 DAS 的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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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一种大型药理学计算软件 DAS 的

功能。该软件最大限度地覆盖了基础药理学、临床

药理学、医学统计学所涉及的各种计算。如药代动

力学 ,药效动力学 ,药物相互作用动力学 ,时间药理

学 ,动物剂量换算 ,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试验 ,生物

利用度分析等专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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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研究涉及大量计算问题 ,如药代动力学 ,

药效动力学 ,药物相互作用动力学 ,时间药理学 ,动

物剂量换算 ,急性毒性与长期毒性试验 , 生物利用

度分析等。但目前国内外针对药理研究的计算机分

析软件只有单项专用软件 ,尚未见系统化、功能齐全

的大型计算软件。有鉴于此 ,我们编制了大型药理

学计算软件 DAS(Drug and statistics) 。整个软件功能

分三个部分 ,本文就此作一简介。

1 　定量药理学部分

1. 1 　半数致死量 　(1) Bliss 正规法计算法 :各组例

数不相等及剂量分组不呈等比数列时也能计算。计

算包括权重校正 ,逐步逼近 ,本底死亡率校正 ,以及

数据异常时的 Feiller 校正 ,异质性校正。可以计算

任何死亡率的剂量及其 95 %置信区间。(2) 不同效

量比较 :LDk 两两对比 ,以及 LD50 曲线斜率两两对

比。(3)半数抑菌浓度 :MIC50 ,MIC 90 ,半数抑病毒

浓度 IC50 的计算。(4) LD50 设计方案 :从预试的最

大、最小量给出分组组数及各组剂量。

1. 2 　长期毒性试验 　(1) 体重增长曲线分析 ,体重

与摄食量的相关分析。(2) 各项检测指标的历时性

分析 ,多组组间的均数和异常率的对比。(3)计算结

果以符合药理学习惯的图表给出。

1. 3 　药代动力学 　(1) 智能化分析 :自动判别房室

模型 ,同时也给出各模型的计算数据 ,并可改变内设

的权重、精度、步长等专业数据。有曲线图及半对数

图 ,拟合的一级和二级参数 ,统计距参数和实测的

AUC , Tmax , Cmax等新药报审需用的数据。(2) 各种指

定的房室模型的计算 ,成批数据分析 ,及非线性药代

动力学的计算。

1. 4 　药效动力学 　计算完全激动药 pD2 ,部分激动

药 pP2 ,竞争性拮抗药 pA2 ,非竞争性拮拮药 pN2 ,抑

制药 pI2。用各家计算方法 ,及曲线拟合法计算 K,

Emax ,Hill 系数等参数。

1. 5 　药物相互作用动力学 　包括多药物联合应用

时优选最佳组份、剂量和比例的权重配方法 ;分析药

物相互作用动态规律的参数法和映射法 ,以及多指

标综合分析法 ;列出了系统研究药物相互作用动力

学的完整方案。另外还有等效线法 ,合并指数法 ,正

态 T值法 ,倍量分析法等。用于复方新药的组方筛

选与优化、临床联合用药方案的制定与评价 ,以及中

药方剂配伍规律的定量研究。

1. 6 　实验设计 　(1) 筛选实验 :有安全系数法 ,阳性

判别法 ,阴性判别法。(2)预试实验 :有剂量安排 ,动

物剂量估算 ,预试最低动物数 ,优选法及数据转换方

案的选择。将不符合正态的数据通过各种转换并检

查转换后是否达到正态要求。

1. 7 　测量资料 　(1) 智能化两组均数分析 :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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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描述 ,正态性检验 ,根据有无离群值 ,有无方差

不齐 ,自动选用合适方法 ;在给出等效范围时进行等

效性检验 ;在结论无统计意义时提示估计多少例才

有 80 %、90 %、95 %把握度可取得有统计意义的结

果。(2)多组均数对比 ,及多批、多组均数对比 ,配对

(差值)均数分析。

1. 8 　计数资料 　(1) 智能化分析 :主要用 Fisher 精

确概率法 ,同时列出 7 种其他方法的结果。在给出

等效范围时进行等效性检验。在结论无统计意义时

提示估计多少例才有 80 %、90 %、95 %把握度可取得

有统计意义的结果。(2) 多组资料 ,多批多组资料 ,

配对资料 ,及卡方 R ×C法。

1. 9 　等级资料 　包括两组分析 ,多组分析 ,多批多

组分析 ,等级相关 ,等级回归。

1. 10 　量效关系 　包括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 ( X , Y

均有多种转换) ,曲线拟合 ,及经验方程式的求得。

1. 11 　时效关系 　(1) 时序性资料分析 :用药前后变

化值 ,变化率及实测值的各点分析和 AUC 分析。

(2)周期性资料分析 :用园形分布法进行两组间方

位、心电轴、时间、季节资料的分析。(3)时间药理学

分析 :用余弦法分析 ,并作多峰图、单峰图、时间药理

置信度椭园图。

1. 12 　资料审核 　基于报表数据的快速审核 ,计量

资料 ,计数资料 ,等级资料及数据特征审核。

2 　临床药理学部分

2. 1 　研究设计 　包括例数估算 ,设计方案选择 ,随

机分组表 ,及分层分段随机分组 (有种子数 ,可重

现) 。

2. 2 　测量资料 　(1) 智能化两组均数分析 :与基础

药理部分相似 ,在大样本上进行分析。(2)多中心资

料分析及时序性资料分析。

2. 3 　计数资料 　(1) 智能化分析 :与基础药理部分

相似 , 在大样本上进行分析。(2) 多中心资料分析 ,

三维卡方分析及比数比分析。

2. 4 　等级资料 　包括多组等级和多中心等级分析。

2. 5 　生物等效性分析 　包括双交叉、三交叉、四交

叉 ,由原始生物利用度数据进行分析。

2. 6 　Meta 分析 　通过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给

出数据及荟萃分析图。

2. 7 　Bayes 分析 　用 Bayes 方法进行大样本分析。

2. 8 　Cox 分析 　用 Cox 方法进行风险性分析。

2. 9 　其他 　寿命表分析。

3 　医学统计学部分

3. 1 　实验设计 　(1) 抽样方案 ,样本例数估算 ,随机

分组表 ,及分层分段随机分组 (有种子数 ,可重现) 。

(2)各种设计方法 :完全随机 ,区组随机 ,交叉设计 ,

析因设计 ,拉丁方设计 ,序贯设计及各种正交设计 ,

(L4 (2 ,3) ,L8 (2 ,7) ,L9 (3 ,4) ,L16 (2 ,15) ,L27 (3 ,13) 。

3. 2 　计量资料 　(1) 计量资料描述 :正态性检验 ,区

间估计。(2)假设检验 :样本与总体 ,两样本均数比

较 ,多样本均数比较 ,各样本与某一组比较。配对资

料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 ,多因素方差分析。(3) 特

殊设计分析 :交叉设计 ,析因设计 ,重复测量设计 ,拉

丁方设计 ,分割 (裂区)设计 ,协方差分析。

3. 3 　计数资料 　(1) 计数资料描述 :率的置信区间 ,

率的标准化 ,二项分布的应用。(2) 假设检验 :样本

率与总体率比较 ,两样本率比较 ,多样本率比较 ,样

本构成比的比较 ,配对计数资料分析 ,计数资料相关

分析 ,R ×C表线性趋势分析 ,四格表的合并 ,泊松分

布检验 ,泊松分布的应用。(3) 等级资料 : Ridit 分

析 ,多组等级资料分析 ,多中心等级资料分析。

3. 4 　非参数检验 　(1) 秩和检验 :Wilcoxon 秩和检

验 , Kruskal2Wallis 法 ,随机区组秩和检验 ,配对秩和

检验。(2)中位数分析 ,游程检验 ,升降趋势检验 ,等

级相关分析 ,非参数序贯检验。

3. 5 　回归与相关 　包括直线回归 ,直线相关 ,曲线

拟合。

4 　讨论

本软件大幅度包容药理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种

计算问题。计算结果有图有表 ,可以保存、另存、预

览、打印 ;图表尽量符合药理学的传统习惯 ;所引用

的实例为药理学的实际数据。为帮助研究生导师 ,

杂志编委 ,以及审评专家能根据研究总结资料、快速

进行审阅 ,还专门设置了相应的审核功能。这一软

件不是纯商业性软件 ,而是学术性软件。所应用的

计算方法都是经典可靠的方法 ,各法均列出文献 ,以

便查考 ,甚至列出计算公式。

本软件在分类编排具有以下特点 : (1)对定量药

理学[1 ] (基础药理研究) ,采用以数据性质为主导进

行分类编排 ,同一数据可以用几种方法计算。根据

数据性质指出该资料应当采用哪一种方法 ,以此作

为主要结果 ,说明其统计结论和专业结论。同时也

列出该资料可能应用的所有方法及其结果 ,备作参

考。(2)对于临床药理学 ,只收载计算方法 ,下一步

·365·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2002 Dec ; 7(6)



将收载临床设计方案 ,病例报告表 ,及 I 期 , II 期 , III

期新药研究的统计分析报表等内容。(3) 对于医学

统计学内容 ,本软件主要根据 5 本国内医学统计专

著[2～6 ]中有关药理研究的内容进行编制 ,以便于读

者查对。

由于软件内容的涵盖面大 ,读者可全部选购 ,或

只选购某一部分 ,甚至某单一模块。其中部分模块 ,

如 Meta 分析 ,群体药物动力学分析等 ,将逐步升级

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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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f the DAS software for pharmacological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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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the DAS software for

pharmacological calculation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Beside general medical statistics , the software includes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calculations , such as pharmacoki2
netics , pharmacodynamics , the dynamics of drug interac2
tion , time pharmacology , dose conversion between differ2

ent animals , acute and long2term toxicological experi2
ments , and bio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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