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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结果 摘要

一项旨在评估 在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是否有效及

其安全性的研究

关于本摘要

本临床试验（在本文中简称为“研究”

）结果摘要面向以下人群： 

▪ 民众，以及

▪ 本研究的参与者。

本研究于 2016 年 3 月启动，于 2019 

年 5 月完成。本摘要撰写于研究结束后

，代表全面分析后的最终研究结果。 

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能够完全呈现某试验

性治疗（也称为研究药物）的风险和获

益。需要在多项研究中纳入大量患者才

能得到所需的全部信息。某项研究的结

果可能不同于其他研究的结果。

• 这意味着您不应仅根据本摘要作出

任何决策 作出任何治疗决策之前

始终先咨询您的医生。

本摘要的内容 

1. 有关本研究的基本信息

2. CREAD 研究纳入了哪些人群？

3. CREAD 研究期间发生什么事情？

4. CREAD 研究的结果如何？

5. CREAD 研究有什么副作用？

6. CREAD 研究有哪些贡献？

7. 是否有其他关于 Crenezumab 的研究计划？

8. 如何获取更多信息？?

术语表 

• ARIA = 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异常；患者在接受类

似于 Crenezumab 的研究药物期间有时出现的一

类副作用，在脑部扫描中可见

• CDR-SB = 临床痴呆评分总和量表；一项用户了

解患者的痴呆症状严重程度的检查

感谢参与本研究的人群 

本研究参与人员、其家庭以及研究合作伙伴极大地帮助了研究医生解答有关阿尔茨海默病和

的重要问题，例如 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否有效且耐受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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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研究的关键信息 

● 本研究（称为 CREAD 研究）旨在比较研究药物 Crenezumab 与安慰剂（外观与

Crenezumab 一样、但不含任何药物的模拟治疗）在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从前驱期阿

尔茨海默病到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方面的作用。

● CREAD 研究旨在评估称为 Crenezumab 的研究药物是否有效且耐受良好。研究医生在早

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比较研究药物与安慰剂的作用。

● CREAD 研究共计纳入了 813 例年龄为 50-85 岁、来自 30 个国家/地区的早期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

● CREAD 研究的 813 例参与者中，409 例参与者随机入组安慰剂治疗，404 例参与者随机

入组 Crenezumab 治疗。

● 在研究完成之前，对 CREAD 研究的数据进行了部分分析，结果表明，Crenezumab 安全

（接受 Crenezumab 的人所经历的副作用与接受安慰剂的人相似）但无效（不太可能帮助

前驱期或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 出于这一原因，CREAD 研究提前终止（以及 Crenezumab 的其他几个研究）。

o 一项名为 CREAD2 的类似设计的研究也被停止。

o 一小部分人完成了 CREAD 研究，并加入了另一项名为 CREAD 开放标签扩展

(OLE) 的研究，在该研究中，每个人都被给予 Crenezumab 治疗。CREAD OLE

与 CREAD 研究同时停止。由于只有少数人（149 人）参加了 CREAD OLE，

CREAD OLE 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 在 CREAD 研究停止时，173 人完成了这项研究。

o 409 名安慰剂组患者中的 88 人 (22%) 和 404 名 Crenezumab 组患者中的 85 人

(21%) 完成了这项研究。

● 接受安慰剂的 405 个人中，总共有 5 人 (1.2%) 发生被认为与此研究相关的严重副作用，在接

受 Crenezumab 的 404 人中，共有 3 人 (1%) 发生这种严重副作用。大多数副作用均耐受良

好（意味着严重程度为轻度到中度），且与先前 Crenezumab 研究中观察到的副作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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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本研究的基本信息

为什么开展 CREAD 研究？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异常的淀粉样蛋白水平，这些淀粉样蛋白聚集在一起

就会在脑部形成小团簇（低聚物）和团块（淀粉样蛋白斑）。 

CREAD 研究旨在测试研究药物 Crenezumab 在减缓淀粉样蛋白在脑部积聚和疾病进展方面是

否有效且耐受良好。 

研究药物是什么？ 

在 CREAD 中对称为 Crenezumab 的研究药物进行试验。 

将 Crenezumab 与安慰剂进行比较： 

● 安慰剂的外观与 Crenezumab 完全一样，但安慰剂不含任何活性药物成分。

● 接受安慰剂的参与者被视为“对照组”，以更好地辨别在 Crenezumab 组参与者中观察到

的作用应归因于 Crenezumab，而不大可能是偶然所致。

研究医生想要通过 CREAD 获取什么信息？ 

先前研究已经表明，Crenezumab 在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从前驱期阿尔茨海默病到轻度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方面的作用优于晚期疾病患者。 

研究医生希望解答的主要问题包括： 

1. 每月给药、持续给药 2 年时，Crenezumab 如何影响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症状？

2. 向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每月给药、持续给药 2 年时，Crenezumab 的副作用有哪些？

本研究是什么类型的研究？ 

本研究是一项“III 期”研究。这意味着在本研究之前，Crenezumab 已在小数量的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中进行试验。在本研究中，更多数量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接受安慰剂或 Crenezumab 治疗 - 这是

为了理解 Crenezumab 如何影响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症状，以及 Crenezumab 的副作用。本

研究旨在帮助研判 Crenezumab 是否应获批，以供医生用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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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随机化”设计。这意味着通过随机方式决定参与者是接受安慰剂或 Crenezumab 治疗 

- 就像掷硬币一样。随机选择患者接受的研究药物，更有可能确保每个组中的患者类型（例如年龄

、种族）分布均匀。除了每组中进行试验的确切药物，两个组之间的所有其他护理方面完全一样。 

本研究着眼于安慰剂组参与者的结果，并将这些结果与 Crenezumab 组的结果进行比较。 

本研究还采用“双盲”设计。这意味着参与者或研究医生均不知道参与者接受的是安慰剂或 

Crenezumab 治疗。这是为了确保研究结果不受任何因素影响。 

CREAD 研究何时以及在何地开展？ 

CREAD 于 2016 年 3 月启动，于 2019 年 5 月完成。本研究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 30 个国家/

地区的 260 个研究中心进行。以下地图显示了纳入的国家/地区。  

2. CREAD 研究纳入了哪些人群？

共计 813 例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成人患者参加了 CREAD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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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患者可能具备参与本研究的资格： 

● 开始时年龄在 50 岁至 85 岁范围内

● 健忘，且被诊断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也称为前驱期或轻度阿尔茨海默病）

● 以下检查之一证实脑部淀粉样蛋白水平较高：

o 分析经下背两节椎骨之间穿刺采集的脊髓液

o 脑部扫描

● 与可提供其进展信息的专业研究合作伙伴联系

以下患者不具备参与本研究的资格： 

● 其他由于脑部、脊柱或神经功能异常导致的疾病

● 其他疾病，例如癌症以及心脏、肝脏、免疫系统和代谢疾病

3. CREAD 研究期间发生什么事情？

CREAD 研究 

在 CREAD 研究期间，参与者被随机分成 2 个治疗组，分别接受安慰剂或 Crenezumab 治疗。

本研究的参与者或研究医生均不知道哪个组接受安慰剂治疗、哪个组接受 Crenezumab 治疗

。 

年龄范围 岁

本研究的 例参与

者中有 例是男性 

本研究的 例参与

者中有 例是女性 



机密 

非专业人员摘要日期： 年 月 第 页，共 页

这是为了确保研究参与者和研究医生无法左右研究结果。. 

CREAD OLE 研究  

完成 CREAD 研究的人受邀参加 CREAD OLE 研究，参加 CREAD OLE 研究的每个人都被给予 

crenezumab。这项研究是为了观察 Crenezumab 的长期安全性，以及 Crenezumab 如何影

响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程。CREAD OLE 研究的参与者和所涉及的研究医生均知晓在这部分研究

中，所有参与者都接受 Crenezumab。由于 CREAD OLE 研究提前终止，参与者数量又太少，

故未发布 CREAD OLE 研究的数据。 

CREAD 研究于 2019 年 1 月提前停止，当时参与研究的每个人都未达到 2 年的治疗时间。这

是在对已经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称为中期分析）后完成的，该分析表明 Crenezumab 不

太可能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供任何益处，即使每个人都完成了 2 年的治疗。 

4. CREAD 研究的结果如何？

问题：给药直至 2 年时，Crenezumab 如何影响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症状？ 

研究医生使用一项称为“临床痴呆评分总和量表”(CDR-SB) 的检查来衡量参与者在 2 年内的症

状变化。  

CDR 是一份调查表问卷，从六个维度（记忆；定向；判断和解决问题；社会事务；家务与业务爱

好；个人护理）评估症状。每个维度采用 0（无症状）到 3（重度症状）的分制。将得分相加得

到不超过 18 分的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下图显示了安慰剂组或 Crenezumab 组参与者接受治疗 2 年即本研究于 2019 年 1 月停止期间的 

CDR-SB 评分变化。 

CREAD 研究 CREAD OLE 研究 

筛选 治疗 结果指标 筛选 治疗 结果指标 

分析 Crenezumab 的长

期安全性及其对病程

的影响 

分析以评估 

Crenezumab 治疗组参

与者的记忆力和功能

是否优于安慰剂组参

与者 

选择参与者参与 

CREAD 研究 

选择参加 CREAD 和 

CREAD2 研究的参与者

参加 CREAD OLE 研究 

全部 149 名参与者都

被给予 Crenezumab 治

疗 

404 例参与者被给予 

Crenezumab 治疗 

409 例参与者被给予

安慰剂治疗 

2 年治疗时间 1 年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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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治疗的 2 年期间，安慰剂组与 Crenezumab 组之间的 CDR-SB 评分变化无差异。本研究

的所有参与者均出现相似的症状恶化。 

在研究中，研究医生还使用一系列其他检查手段结合护理人员提供的参与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信息来评估参与者的症状。这些检查手段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量表和日常活动量表。研究医

生还观察了较小的特定人群，以了解是否有任何差异。 

即使采用其他检查手段或在这些亚组分析中，随着时间推移，安慰剂组与 Crenezumab 组之间

并无差异。例如，研究开始时无论参与者是处于前驱期或轻度阿尔茨海默病状态，结果均一样

。   

 0

 1

 2

 3

 4

研究开始 个月 年 年

个月

评
分
升
高
（
症
状
恶
化
加
重
）

参与者接受治疗的时长

安慰剂



机密 

非专业人员摘要日期： 年 月 第 页，共 页

5. CREAD 研究有什么副作用？

CREAD 研究通过记录研究期间参与者出现的副作用（或“不良事件”）数量来研究 

Crenezumab 的安全性，特别是严重副作用的数量。 

与研究治疗相关的严重副作用 

如果某种副作用是危及生命、需要住院治疗或导致持久问题的，则认为该副作用是“严重”副

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所有接受了至少 1 剂安慰剂或 Crenezumab 的参与者中，安慰剂组中 5 名 

(1.2%) 参与者经历了严重的副作用，而 Crenezumab 组中有 6 名 (1.2%) 参与者经历了严重的

副作用。 

下表列出了安慰剂组和 Crenezumab 组中经研究医生判定与研究治疗相关的所有严重副作用

。部分参与者出现不只一例副作用 - 这意味着这些参与者被计入此表中的多行。 

副作用或“不良事件”是指参与者接受研究药物或安慰剂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医

疗问题（例如头痛）。在本摘要中对这些副作用进行了说明，因为研究医生认为这些副

作用与本研究中的研究治疗（研究治疗是指安慰剂或 Crenezumab 治疗）相关。 

并非本研究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出现所有这些副作用。 

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可能从轻度到非常严重不等，并且可能因人而异。严重副作用是指危

及生命或需要及时治疗或住院治疗的副作用。 

副作用和严重副作用不一定与使用特定治疗相关。 

在某些情况下，副作用可能与研究治疗相关。这些包括在研究期间出现并且研究医生认

为可能与所接受治疗相关的事件。 

必须认识到，本文所报告的副作用仅来自本项研究。因此，本文所列的副作用可能不同

于其他研究观察到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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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治疗相关的严重副作用 

本研究报告的严重副作用 安慰剂组参与者 

（共计 405 例） 

Crenezumab 组参与者 

（共计 404 例） 

肺炎 不到 1% 

（出现在此治疗组 405 例参与者

中的 1 例） 

不到 1% 

（出现在此治疗组 404 例参与者中

的 2 例） 

严重过敏反应 不到 1% 

 (1/405) 

0% 

 (0/404) 

大脑表层出血 不到 1% 

 (1/405) 

0% 

 (0/404) 

脑供血不足 0% 

 (0/405) 

不到 1% 

 (1/404) 

脑内积液 0% 

 (0/405) 

不到 1% 

 (1/404) 

低血压 0% 

 (0/405) 

不到 1% 

 (1/404) 

丧失意识 不到 1% 

 (1/405) 

0% 

 (0/404) 

癫痫 0% 

 (0/405) 

不到 1% 

 (1/404) 

在颅骨和大脑表层之间采集血

液 

不到 1% 

 (1/405) 

0% 

 (0/404) 

本研究期间共有 13 例参与者死亡。研究医生认为，发生的所有死亡事件均由药物治疗以外的

原因造成。 

与研究治疗相关的最常见副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所有接受了至少 1 剂安慰剂或 Crenezumab 的参与者中，安慰剂组中 72 名 

(17.8%) 参与者经历了被认为与研究治疗相关的副作用，而 Crenezumab 组中有 78 名 

(19.3%) 参与者经历了副作用。 

下图显示了经研究医生判定与研究治疗相关的最常见副作用 - 安慰剂组和 Crenezumab 组各有 

4 种最常见副作用，报告于 5 例或以上参与者中。部分参与者出现不只一例副作用 - 这意味着

这些参与者被计入此图中的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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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副作用 

本本研究表明，在研究的剂量下 Crenezumab 耐受良好。本研究期间报告的所有类型的副作

用与其他 Crenezumab 研究中报告的副作用相似（例如头痛和跌倒）。 

大多数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均是轻度或中度（例如头痛或普通感冒），意味着很容易治愈（如需

要治疗），并且参与者很快恢复。 

安慰剂组与 Crenezumab 组之间出现一例或多例副作用的参与者数量相当。  

总体而言，接受安慰剂的 405 例患者中，有 337 例 (83%) 至少发生 1 例副作用，接受 

Crenezumab 的 404 例患者中，347 例 (86%) 至少发生 1 例副作用（请参阅下面的表和图了

解本研究中的副作用数量、类型以及最常见的副作用）。安慰剂组共计报告了 1656 例副作用

，Crenezumab 组共计报告了 1892 例副作用。 

本研究中出现副作用的参与者数量  

 

 

 

 

 

安慰剂组 

Crenezumab 组 

2.2% (9/405) 

2.0% (8/404) 

1.0% (4/405) 

1.5% (6/404) 

不到 1% (3/405) 

1.7% (7/404) 

1.2% (5/405) 

不到 1% (3/404) 

不到 1% (2/405) 

1.5% (6/404) 

头痛 

疲倦 

输注相关反应 

背痛 

静脉发炎 

与研究治疗相关的最常见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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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组 Crenezumab 组 

至少 1 例副作用 
83.2% 

 (337/405) 

85.9% 

 (347/404) 

严重副作用 
15.6% 

 (63/405) 

16.6% 

 (67/404) 

被认为与研究治疗相关的副作用 
17.8% 

 (72/405) 

19.3% 

 (78/404) 

Най-чести нежелани реакции в рамките на това проучване

安慰剂组共 17 例参与者、Crenezumab 组共 15 例参与者出现导致治疗停止的副作用。导致人们停

止治疗的最常见副作用是激越和失去意识。接受安慰剂治疗的 1 人和接受 Crenezumab 的 2 人出

现激越。接受安慰剂治疗的 2 人出现意识丧失，接受 Crenezumab 的参与者未出现此副作用。出现

其他副作用的不超过一人。 

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异常 (ARIA) 接受类似 Crenezumab 的药物的人有时会经历的一类副作用，在

大脑 MRI 扫描中可以看到。有两种类型的 ARIA，一种称为 ARIA-E，是指脑部积液；另一种称为 

ARIA-H，是指脑部微出血。Crenezumab 组有 1 例参与者出现轻度 ARIA-E，在 1 个月内痊愈；安

慰剂组未报告此事件。安慰剂组有 31 例参与者出现 ARIA-H，Crenezumab 组有 39 例参与者出现

此事件。 

您可以访问本摘要末尾所列的网址了解有关其他副作用（上文各节未列出）的信息 - 第 8 节。 

安慰剂组

组

鼻子、鼻窦、喉咙和 或声带感染

普通感冒

跌倒

头痛

本研究中的最常见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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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READ 研究有哪些贡献？

每月给药、持续给药最长 2 年 时，Crenezumab 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从前驱期阿尔茨海默

病到轻度阿尔茨海默病）参与者无获益。尽管 Crenezumab 治疗无获益，但此信息对研究界

很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阿尔茨海默病以及诸如 Crenezumab 等研究药物的作用。 

7. 是否有其他关于 Crenezumab 的研究计划？

有一项研究继续在有基因突变、早于其他形式阿尔茨海默病之前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中进

行试验，以评估 Crenezumab 在此类人群中是否起作用及其安全性。此试验中的参与者在任

何症状开始出现之前开始试验。有关此研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inicalTrials.gov 网站 

(ClinicalTrials.gov 标识符：NCT01998841).  但是，此研究目前正在进行，因此尚无有关研究

实施情况的信息可用。 

此时未计划开展其他 Crenezumab 研究。 

8. 如何获取更多信息？

有关本研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下列网站： 

•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670083

• https://www.clinicaltrialsregister.eu/ctr-search/trial/2015-003034-27/results

•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cread-study--a-

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21662.html

有关相同 CREAD2 研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处提供的 CREAD2 摘要: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a-study-of-

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aluate-the-efficacy-an.html 

后续将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完整的科学论文，阐述有关 CREAD 和 CREAD2 研究的更详细结果。 

有关本研究的问题应向谁咨询？

如果您对本摘要有任何其他疑问： 

• 请访问 ForPatients 平台并填写联系表 -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cread-study--a-

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21662.html

• 请联系您当地的罗氏办事处代表。

如果您参加了 CREAD 研究并对结果有任何问题: 请咨询研究医生或研究医院或门诊的工作人员。 

如果您对您自己的治疗有任何疑问: 请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998841
https://www.clinicaltrialsregister.eu/ctr-search/trial/2015-003034-27/results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cread-study--a-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21662.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cread-study--a-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21662.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a-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aluate-the-efficacy-an.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a-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aluate-the-efficacy-an.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cread-study--a-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21662.html
https://forpatients.roche.com/en/trials/neurodegenerative-disorder/ad/cread-study--a-study-of-crenezumab-versus-placebo-to-ev-21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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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组织方和投资方是谁？ 

本研究的组织方和投资方是 F. Hoffmann-La Roche Ltd，其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 

本研究的完整标题和其他识别信息 

本研究的完整标题为：“一项在前驱期至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评估 Crenezumab 疗效和

安全性的 III 期、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组研究。”  

本研究被称为“CREAD”。 

• 本研究的方案编号为：BN29552。

• 本研究的 ClinicalTrials.gov 标识符为：NCT02670083。

• 本研究的 EudraCT 编号为：2015-00303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