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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著
医师-药师联合管理 PCI 术后患者的效果评价：一项回顾性
队列研究
苏昊凡

1,2

，李晓玲

1,3

，张青霞

1,3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2.首

都医科大学药学院，北京 100069；3.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摘要】 目的：评价医师-药师联合管理模式在 PCI 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在我院心脏内科
病区住院行 PCI 术且术后到我院心脏内科门诊定期随诊的患者，按是否就诊于“冠脉介入+
药物治疗管理联合门诊”分为医师-药师联合管理组（PPCM 组）与常规治疗组（UC 组）。采
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控制组间的混杂偏倚，主要结局指标为 LDL-C 达标率，次要结局指标包
括血压、心率、FPG 达标率，LDL-C 达标时间，二级预防用药使用率，药物不良事件发生情
况以及药师建议的接受度。结果：符合纳排标准的患者有 727 例，PPCM 组 67 例，UC 组 660
例。采用 1:2 最近邻居匹配法，以 PPCM 组为基准组进行匹配，两组共 61 对匹配成功，PPCM
组 61 例，
UC 组 122 例。
PPCM 组与 UC 组患者的 LDL-C 达标率分别为 73.8%与 41.0%
（P<0.001）
，
血压达标率分别为 78.7%与 67.2%（P=0.059），心率达标率分别为 14.8%与 4.1%（P=0.007），
FPG 达标率分别为 82.0%与 78.7%（P=0.597），中位 LDL-C 达标时间分别为 31 天与 126 天
（P=0.001）
。
PPCM 组和 UC 组患者的双联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
β受体阻滞剂与 ACEI/ARB

类药物的使用率分别为 100.0% vs 95.9%（P>0.05）、98.4% vs 93.4%（P=0.109）、73.8%

vs 56.6%（P=0.005）与 72.1% vs 56.6%（P=0.018）。两组患者的药物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无明显差异（P>0.05）。药师为医师和患者提供 116 个干预措施，接受 111 个，接受度为
95.7%。结论：与 UC 相比，PPCM 模式下 PCI 术后患者的血脂达标率更高、达标时间更快，
血压、心率、血糖达标率及二级预防用药使用率更高，同时不增加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促进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有效、安全。

药师干预不合理处方与临床合理用药
潘霞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摘要】目的：分析药师审核处方对合理用药的意义。方法：根据《处方管理方法》第三十
五条对本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门诊西药房《不规范处方、用药不适宜处方干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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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错误处方进行分析统计。结果：药师干预错误处方 911 份，主要错误为适应症不适宜，
抗生素开具不合理，用药剂量不合理，药物剂型不合理，重复给药，给药频次错误，配伍溶
媒错误，治疗疗程错误，药物的选择欠妥，对有禁忌者用药等。结论：通过对门诊药师干预
错误处方的统计分析，有助于促使药师形成统一的工作模式，分析结果的处理，可有效减少
和防范用药错误的发生，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合理。

A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Liver Metastasi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Yu Xiong1,2, Xia Shi
1

1,2

, Qi Hu

1,2

, Xingwei Wu 2, Enwu Long 2*, Yuan Bian2*

School of Medicine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Chengdu,

Sichuan, 610054,China;2Personalized Drug Therapy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Department of Pharmacyof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Sichuan,61007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liver
metastasis (BCLM)was poor. We aimed at constructing a nomogram to predict
overall survival (OS) for BCLM patients by SEER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thus choosing an optimized therapeutic regimen to treat. METHODS:
We identified 1173 patients with BCLM from the

SEER database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aining (n=824) and testing (n=349) cohorts.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BCLM,
based on which a nomogram was constructed to predict 1-, 2- and 3-year OS. Its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were evaluated by the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and calibration plots, while

the accuracy and benefits were assessed by

comparing it to AJCC-TNM staging system using the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test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system. RESULTS: Grade, marital status, surgery,
radiation therapy, chemotherapy, CS tumor size, tumor subtypes, bone metastatic,
brain metastatic and lung metastatic were identified to b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of OS. In comparison with AJCC-TNM staging system, improved
C-index was obtained (training group: 0.701 vs. 0.557, validation group: 0.634
vs. 0.557). The calibration curves were consistent between nomogram-predicted
2

survival probability and actual survival probability. Additionally, the DCA
curves yielded larger net benefits than the AJCC-TNM staging system. Finally,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distinguish the ones with
different survival risk based on the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CONCLUSION:
We have successfully built an effective nomogram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system
to predict OS in BCLM patients, which can assist clinicians in 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individual BCLMpatients.

口服青藤碱在大鼠体内药动学研究
*

王邢琦，王婷，许金红，陆杨，李永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药剂科，安徽安庆 246000）
*通讯作者：李永霞
基金项目: 安庆市 2018 年第二批自筹经费科技计划项目（2018Z2025）

【摘要】：研究青藤碱口服给药后的药动学以及在体内各器官（心、肝、脾、肺、肾）的分
布情况。方法：大鼠灌胃青藤碱（1.5g/kg×M）后，分别于 10min、30min、1h、2h、4h、
6h 在大鼠眼眶取血，处死后，取心、肝、脾、肺、肾，然后进行定量称重，血浆和各组织
中的药物浓度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测定，绘制血药浓度-时间曲线，药动学参数用 DAS
Ver2．0 药动学软件进行计算。结果：青藤碱灌胃后 AUC(0-t)为 1017.11µg/L×h、Cmax 为
369.00µg/L、tmax 为 1.00h，药时曲线呈现单峰的现象，青藤碱的最大血浆浓度在给药后约 1
小时达峰值，随后血药浓度迅速降低。给药 1~2h 后青藤碱在肝、肾的浓度较高，说明青藤
碱有效输送到大鼠内脏。且在肝、肾的浓度明显高于其它器官。结论：青藤碱灌胃后，半衰
期短，消除快。在大鼠体内分布较广泛，在肝、肾中的分布明显高，表明青藤碱可能在这两
个器官中被代谢消除。

伊沙佐米致不良反应文献分析
周冉 方玉婷 李民 沈爱宗
安徽省立医院

【摘要】目的：探究伊沙佐米所致不良反应（ADRs）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点，为临床合理用
药提供参考。方法：检索伊沙佐米 2015 年 11 月上市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Pubmed、Medline、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载的不良
反应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伊沙佐米致 ADRs 的个案报道共 10 例次；其年龄分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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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 岁年龄段较多（7 例，70%）；多发生用药后 6 周内（8 例，80%）；以皮肤及附件损
害（50%）、血液系统损害（20%）多见，且出现了新的严重不良反应如血栓性微血管病（TMA）、
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PML）、急性胰腺炎（AP）和心脏毒性。结论：临床医师和药师需
加强对伊沙佐米致 ADRs 的认识和监测，尤其是新的严重 ADRs，谨慎评估再次给药的治疗风
险，保证临床用安全、有效。

医护人员对临床药师工作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蒲强红，朱璀钇，蒋兴
乐山市人民医院药学部，614000 四川乐山

【摘要】 目的：评估医护人员对临床药师工作认知情况，探寻有效开展临床药师工作的有
效路径。方法：设计临床药师工作调查问卷，向全院医护人员发放，选用 GraphPad 8.3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医护人员对临床药师工作满意度超过 90%，主动咨询临床药师、接
受临床药师建议与采纳临床药师用药方案比例超过 90%。但医师对临床药师的医学知识熟悉
程度、科室临床药师能否胜任工作与科室需要临床药师比例显著低于护士（P<0.05），且比
例低于 90%。医护人员对临床药师开展的用药咨询，处方审核/点评、用药监测等传统工作
内容认知度超过 90%。医护人员对临床药师具备扎实的药学知识、良好的医学知识等工作能
力需求较高（>90%）。护士对临床药师的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药品正确储存与使用、药品不
良反应跟踪处理等护理工作相关临床药学需求显著高于医师（P<0.05）。医护人员对临床药
师降低用药差错、降低医疗风险等工作成效认知度超过>90%，且无统计学差异。但医师对临
床药师减少医患纠纷、提高医疗水平、减少临床工作量等工作成效认知度明显低于护士
（P<0.05）。结论：医护人员虽对临床药师工作认知度较高，但护士普遍高于医师，且医护
人员对临床药师药学需求与工作成效认知有所不同。

医院皮肤科门诊口服 H1 受体拮抗剂调查与分析
逯星竹，郑棋文，赵宇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陕西西安 710004

【摘要】目的：了解皮肤科门诊口服组胺 H1 受体拮抗剂使用情况并加以分析，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方法：统计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皮肤科门诊口服组胺 H1 受体
拮抗剂销售量、销售金额、用药频度和日均费用。以限定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DDD）
为标准计算用药频度（defined daily dose system, DDDs）、日均费用（defined daily cost,
DDC），DDD 计算根据 WHO 推荐的日用剂量及《新编药物学》（18 版）和药品说明书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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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药物的限定日剂量。结果：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左西替利嗪销售金额
最高，其次为依巴斯汀和非索非那定；DDDs 排名前 3 位分别为左西替利嗪、非索非那定和
依巴斯汀，即用药频率高，临床对该药的选择倾向性大。DDC 中奥洛他定最贵，左西替利嗪
最便宜，左西替利嗪及非索非那定的 DDC 均在 3.00 元以内，价格低廉，疗效确切，患者易
于接受。结论：医院皮肤科门诊口服组胺 H1 受体拮抗剂的使用和药物遴选基本合理。

中国人群药物导致急性肾损伤的系统评价
潘坤明，陈灿，江莹，吴薇，许青，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200032）
通信作者：吕迁洲，lv.qianzhou@zs-hospital.sh.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8200399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年基金
（NO.2018ZSQN30）

【摘要】目的：系统评价中国人群药物导致急性肾损伤（DIAKI）的药物构成、预后及其影
响因素。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
普网，检索DIAKI 相关的临床研究，检索时限均为从建库至2020 年4 月16 日。由两名研究者独立
筛选文献、提取资料，采用RevMan 5.3 软件进行Meta 分析。结果：共纳入29 项横断面研究，总计
1870 例患者。结果显示：DIAKI 占同期发生 AKI 总例数的32.2% (877/2721)。导致AKI 的药物
以抗菌药物为主，占比47.5% (773/1629)。数量排名前五的药物分类分别为：氨基糖苷类抗生
素，利尿剂或脱水剂，头孢菌素类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和中药。DIAKI 损伤病理类型以急性间
质性肾炎为主，占51.9% (70/135) 。DIAKI 患者病死率为14.4% (240/1677) 。共 有70.4%
(1176/1670)的患者肾功能痊愈。随机效应模型Meta 分析显示：相比于发生AKI 后接受保守治疗，
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病死率显著更低，[OR=0.30,95%CI(0.10,0.91),P=0.003]。固定效应模型
Meta 分析显示：相比于无贫血 的 患 者 ，合 并 贫 血 状 态 的 患 者 ， 肾 功 能 恢 复 显 著延 迟
[OR=0.25,95%CI(0.09,0.65),P=0.004]；更低的视黄醇结合蛋白水平与肾功能快速恢复显著
相关[MD=-15.84,95%CI(-22.34,-9.34),P＜0.01]。结论：医务人员需要不断加强抗生素管理，
谨慎使用致AKI 药物。对于发生DIAKI 的患者，尽早接受透析治疗可能有助于降低病死率。及
时纠正DIAKI 患者基础贫血状态，有助于患者肾功能快速恢复；更低的视黄醇结合蛋白水平可
能是预测患者肾功能快速恢复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万古霉素导致急性肾损伤：一项横断面调查
1

1

1

1

1

2*

1*

1*

潘坤明 ，陈灿 ，陈璋璋 ，吴薇 ，许青 ，丁小强 ，李晓宇 ，吕迁洲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房，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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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丁小强，ding.xiaoqiang@zs-hospital.sh.cn；李晓宇，
li.xiaoyu@zs-hospital.sh.cn 吕迁洲，lv.qianzhou@zs-hospital.sh.cn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年基金（No. 2018ZSQN30）。

【摘要】目的：我们对万古霉素导致急性肾损伤（VI-AKI）进行横断面调查，以提供可靠
的数据来估算我国VI-AKI 的负担、描绘其特征，为降低VI-AKI 的发生率和改善患者预后提供
建议。方法：这是一项单中心横断面研究。我们收集了2016 年1 月至2019 年6 月在我院接受万古
霉素（VAN）治疗的所有住院患者。纳入标准为：1）≥18 岁。排除标准为：1）CKD 5 期或定
期接受透析，2）肾脏移植状态或孤立肾，3）非静脉用药，4）接受少于4 次剂量的VCM 治疗，
5）血清肌酐（SCr）测定不足而无法判断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我们记录了纳入患者的
SCr，将患者分为两组，即NOT-AKI 组和VI-AKI 组，来探索VI-AKI 的危险因素。VI-AKI 的定
义是在VAN 治疗期间或停药后48 小时内发生AKI。AKI 的定义是采用2012 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
后组织（KDIGO）的标准。最后，对于发生AKI 的患者，我们进一步分析了AKI 的严重程度和
预后。结果：998 名（30.1％）患者由于SCr 测量不足而被排除在外。7058 名患者中共3745 名
患者满足纳入标准。VI-AKI 的发生率为14.47％
（542/3745）
。 VI-AKI患者的肾脏功能恢复率为
58.12％（315/542）。建议进行VCM 浓度检测的患者中只有32.3％（963/2990）接受了治疗监
测。相比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PTZ），万古霉素联合碳青霉烯类抗生素（59.3％vs. 1.7％），
在中国医疗机构更常见。联合使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odds ratio= 1.479；p = 0.003）和
PTZ（odds ratio= 2.155；p = 0.040）是VI-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万古霉素联用PTZ 具有
更高的风险。VCM 品种（稳可信）（odds ratio= 0.638; p = 0.002）是VI-AKI 的独立保护
因素。万古霉素用药疗程不仅是VI-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odds ratio= 1.025；p = 0.004），也
是肾脏功能恢复的独立危险因素（odds ratio= 1.060；p = 0.024）。肾脏功能恢复是死亡的
独立保护性因素（odds ratio= 0.345；p = 0.036）。结论：我们建议临床医生应更加重视
避免VI-AKI 的漏诊、增加万古霉素的规范性监测以及把控万古霉素治疗用药疗程，这可能是降
低VI-AKI 发生率的更有效措施。药剂师参与万古霉素药物治疗可能会有所帮助。

华法林、利伐沙班对育龄女性异常子宫出血的影响
1

2

3

1

1*

戴婷婷 ，孙佳 ，胡林 ，肖笛 ，尹桃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8；
2.长沙医学院，湖南 长沙 410219；3.长沙市第一医院药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8）

【摘要】 目的 了解华法林、利伐沙班对异常子宫出血（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AUB）
的影响，为临床非妊娠育龄女性选择口服抗凝药物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回顾性观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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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经周期的频率、规律性、经期长度、经期出血量4个要素为观察指标，采用电话问询的
方式获取患者近期异常子宫的出血情况，研究华法林、利伐沙班对女性AUB的影响。 结果 共
纳入463名患者，华法林、
利伐沙班和对照组中AUB的的总体发生率分别是41.2%、49.4%、19.0%。
对于子宫出血的延长天数：华法林平均延长3.9（1~10）天，利伐沙班平均延长6.4（3~13）
天。三组患者AUB的总发生率（P=0.000）、经期延长的发生率（P=0.000）、月经过多的发
生率（P=0.001） 和月经过少的发生率（P=0.032）间有显著性差异。但两者AUB的总发生率
无显著性差异（P=0.092）。华法林组患者AUB发生的相关性分析中，只有BMI（p=0.030）
和服药前经期长度（p=0.021）这两个自变量显著。利伐沙班组患者，只有年龄（p=0.041）、
BMI（p=0.025）和服药前经期长度（p=0.004）这两个自变量显著。结论 华法林和利伐沙班
AUB的总发生率无差异，但高于未服用口服抗凝药物的患者。利伐沙班延长子宫出血的天数
长于华法林。服用华法林的患者AUB的出现与BMI和服药前经期长度相关，服用利伐沙班的患
者AUB的出现与年龄和BMI、服药前经期长度相关。

2017-2019 年南京地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类药物利用分析
1

2

李友佳 ，计成 ，姚红伊

3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西安 710004；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学
部，南京 210008；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杭州 310009
通讯作者：计成, E-mail: getcct@sina.com

【摘要】 目的：评价南京地区 2017-2019 年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类药物的临床应用情况和变
化趋势。方法：对南京地区 36 家医院 2017-2019 年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类药物的品种、销售
金额、用药频度、限定日费用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7-2019 年南京地区 36 家医院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类药物的销售金额和 DDDs 逐年增长，
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102.42%、
111.64%。
吉非替尼在 3 年间销售金额及 DDDs 均处于前三位；奥希替尼、安罗替尼销售金额和 DDDs
增长最为明显；多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类药物 DDDs 呈增长趋势，但伊马替尼 DDDs 值逐年降
低；达沙替尼、尼洛替尼的销售金额及排序比同步下降。结论：南京地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类药物临床应用广泛，使用量和金额均呈快速增长趋势，大部分药物的 DDC 呈降低趋势。

门诊处方审核与点评分析对提高合理用药水平的影响
1

2

1

1

何炳洪 ，唐慧德 ，冯焕村 ，朱江尉 ，杨茜

1

1.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广州 510630 ；2.广州市番禺区第八人民医院广东广州
51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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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门诊处方审核与点评分析在合理用药水平中的影响效果。方法：随机
抽取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期间我院门诊开具的 1300 张处方作为本次研究样本。在处方
调配过程中由药剂师进行审核，再由副主任药剂师对整个审核过程进行初步点评，最后由处
方审核小组进行最终点评，分析门诊处方合理用药水平。结果：不合理处方一共有 189 张占
14.54.00%（189/1300），其中处方审核中 63 张不合理处方，占 4.85%（63/1300），65 处
存在用药不合理，处方点评中 126 张不合理处方，占 9.69%（126/1300）,170 处存在用药不
合理。处方审核用药不符与超常处方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不规范处方
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中不规范处方最多，超常
处方最少。引起处方不合理的因素众多，包括选药不合理、诊断与用药差异、重复给药及不
规范处方等，其中抗菌药物开具不合理最多，有 42 张（24.71%）。结论：西药处方开具合
理性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一旦处方填写错误、书写不规范及记录不完整等，都
属于不合理处方。若按照不合理处方进行进行拿药，将出现重复给药、拿取相同药理药物、
用药不合理及抗菌药物开具不合理等情况发生，使得疾病久治不愈，进一步加重对患者心理
疾生理的伤害。尤其是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临床用药种类、数量、规格越来越多，在
患者数量较多情况下，极易出现开错处方情况发生，导致用药安全性降低，使得医疗事故频
繁发生。现阶段，临床主要采用门诊处方审核联合点评分析对合理用药水平进行评估，以促
进安全性的提升。门诊处方调配过程中开展处方审核，能有效发现不合理用药情况，但在审
核中仍出现不合理用药情况，其主要与药剂师的专业水平、临床经验及实践操作等因素有密
切联系，故应加强培训，提升药剂师的专业水平。此外，为规避这一问题，还应进行点评分
析，找出门诊处方中存在的不规范地方，对存在问题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找出有效解
决方案，提升合理用药水平，从而促进治疗有效率的提高。由此可见将门诊处方审核与点评
分析相结合，对处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和补充，可有效提升合理用药水平，提升用药安
全性，减少医疗事故发生。

难治性癫痫患者术前药源性凝血功能障碍的特征及处理方案
作者：乔梁 遇涛 李勇杰
第一作者：乔梁，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 45 号，邮编：100053，

【摘要】 目的：研究难治性癫痫患者术前筛查发现药源性凝血功能障碍的特征及相关抗癫
痫药物；探讨难治性癫痫患者药源性凝血障碍的处理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难治性癫痫患者，根据其术前凝血检查筛选出凝血功能障碍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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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统计其抗癫痫药物种类、剂量、处理方式、复查结果及术后（出血）并发症。结果：研
究期间共筛查出 6 例凝血检查结果异常的患者，最多表现为纤维蛋白原水平低于正常，少数
也可表现为血小板数量减少、APTT 延长。所有患者使用的抗癫痫药物中均含有丙戊酸钠。
嘱患者逐渐减少甚至停用丙戊酸钠（必要时更换其他种类抗癫痫药物），复查显示纤维蛋白
原水平均有提高，部分恢复正常。为纤维蛋白原升高但仍明显低于正常者在围手术期输注纤
维蛋白原。无一例患者出现术后颅内出血之并发症。结论：丙戊酸相关的药源性凝血功能障
碍在难治性癫痫患者术前筛查中常见。逐渐减量甚至停用丙戊酸、围术期输注纤维蛋白原有
助于改善患者凝血功能障碍及确保手术安全。

我院地奥司明合理性使用探讨
马晓磊吴恒
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学部 233000
通信作者：马晓磊，Email：maxiaolei531@163.com

【摘要】 目的：分析我院地奥司明门诊患者使用剂量及适应症使用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随机抽取 2020 年第 2 季度地奥司明门诊处方，对照说明书分析药品日
剂量使用情况；对照说明书、权威书籍、医学指南、专家共识检索地奥司明使用的记载及对
地奥司明治疗其他疾病的文献进行 Jadad 量化表评分，分析药品适应症使用情况。结果：297
张处方中适应症为痔疮的均使用常规剂量，非痔疮诊断处方中有 99 张为超剂量用药，以 2
倍剂量给药处方居多共 68 张。对照说明书、权威书籍、医学指南、专家共识共检索有记载
的适应症疾病共 10 大类，144 张；有 3 篇随机对照研究经 Jadad 量化表评分为低质量，判
定为无循证证据；适应症无循证证据处方共 153 张，涉及 13 大类。结论：我院门诊地奥司
明使用存在超剂量用药、超适应症用药的情况，为此药事管理部门应加大监督力度，确保药
品合理使用。

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在我院的构建与实施效果
邱婷婷 1，孔宪伟 1，闫盈盈 1，程吟楚 1，刘斌 2，杨毅恒 1
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191
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信息管理与大数据中心，北京 10019
通信作者：杨毅恒，Email：1364106654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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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在我院的构建并分析实施效果。方法 通
过流程重塑，构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比较应用前后各一个月麻醉药品调剂与管理的流
程与模式变化、参与麻醉药品管理的主体行为及时间成本变化。结果：通过设置远程基数库，
进行批号锁定等措施，实现药房对病区的远程监管及药品的追溯，保证用药安全。用智能手
段简化流程，比较使用管控体系前后医生开具处方，护士往返取药，药师审核、调配处方、
盘点和专用帐册登记等方面用时，经过 t 检验，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智能管控体系可
以节约时间增加效率。结论：麻醉药品智能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实现了用药安全管理、
降本增效，以及麻醉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全程闭环式可追溯管理。

某三甲医院药物不良反应全流程监管经验
王霞（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3000）

【摘要】 目的：总结某三甲医院药品不良反应监管过程中的经验，探索临床药师监管药品
不良反应（ADR）的工作模式。方法：通过回顾性分析 2020 年药品不良反应监管流程和典型
案例得出结论，总结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建立全院药品不良反应上报微信群；通过信息化手
段建立全院办公系统（OA 系统）上报药品不良反应；建立药师药物咨询门诊，交代用药注
意事项，对患者进行安全用药教育，减少或者避免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及时跟进集采/国
谈/新进药品不良反应跟踪调查；药品不良反应 4 级监管体系，药品临床安全性评价成为药
品进入和退出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结果：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院不良反应上报例数由 2019
年的 253 例上升到 2020 年的 499 例，同比增加 97.23%；不良反应如实记录比例由 2019 年
不足 10%上升到 2020 年的 100%；全院全年没有发生一例因药品不良反应导致的死亡事件；
经过药学部介入后，阿奇霉素注射液不良反应发生率 2019 年 15 例下降到 2020 年的 2 例，
脂溶性维生素Ⅰ注射液药品不良反应由 2019 年的 12 例骤减至 2020 年的 2 例；落实药品不
良反应 4 级监管体系，淘汰了容易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参麦注射液，从源头确保临床用药的
安全；2020 年到临床指导医护人员安全用药 8 例次；全院安全用药风险预警 5 例次。牵头
参与医联体药品群体不良反应调查一例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遏制后续相关群体不良反应的
发生和进展。结论 安全用药涉及药品全流程监管，通过一系列信息化手段（微信群、OA 等）
的应用加上临床服务，指导医护人员安全用药，开展药品安全事件调查以及药物门诊开展药
物咨询服务并进行患者教育。大大降低了安全用药风险隐患，药品不良反应的监管更及时，
更全面。药品安全性评价也成为我院药品引进、退出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从而为医院安全
用药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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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例重症药疹发生特点及相关因素回顾性分析
刘俊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药学部 安徽芜湖 241001

【摘要】 目的：分析重症药疹发生规律，探讨其可能影响因素。方法：选取皖南医学院弋
矶山医院 2018 年 4 月~2019 年 4 月上报的 59 例重症药疹的不良反应报告，依据患者性别、
年龄、给药途径、剂型、致敏药物进行评定分析。结果：重症药疹发生人群主要集中在 21~60
岁年龄段（35 例，59.32%）。药疹分型主要为发疹型药疹（47 例，79.67%）。药物剂型主
要为片剂（23 例，38.98%），以口服给药途径为主（40 例，67.80%）。抗菌药物引起的重
症药疹 36 例，占总例数的 61.02%，其中阿莫西林胶囊所致重症药疹 10 例。结论：重症药
疹的发生机制复杂，与药物及环境因素相关，需加强患者用药监护，降低患者用药风险。

医院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
赵彦，于劲松，陈薛峰，孟国梁，王喆
1、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办公室 江苏南通 226006；2、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药剂科 江苏
南通 226006；3、南通大学 药学院 江苏南通 226006；4、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
苏南通 226000）

【摘要】 目的：探讨医院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个人职业生涯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 2016 年-2018 年江苏省南通市两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 258 名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
作为本研究的对象，使用事先设计的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调查问卷进行调
查与分析。结果：258 名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职业生涯规划总分为（96.84±10.80）分，其
中，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对本专业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在校与实习期间是否担任班级干部是个
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因素（P<0.01）。结论：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职业规划受多种因素影
响，高等医药职业技术院校的教育应该重视学生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在医院实习期间，带
教老师应针对不同特征的药学专业技术实习生给予不同的管理、培训与教育。

药学教育与电话随访对某三级综合医院门诊 2 型糖尿病患者
临床治疗效果的影响
乔进，姜浩，张雯，窦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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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 江苏南通 226006

【摘要】 目的：探讨药学教育与电话随访对某三级综合医院门诊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
临床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0 月来我院门诊就诊的 T2DM 患者
22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10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医务人员的常规治疗，观察组
患者除接受常规治疗外，还得到临床药师的药学教育与电话随访。持续干预 6 个月后，分析
对比两组 T2DM 患者的血压、血脂、空腹血糖（FBG）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生化指标。
结果 组内比较，6 个月后，对照组患者体重指数（24.31±3.13）kg/m2、舒张压（81.55±
6.50）mmHg、低密度脂蛋白（3.10±0.79）mmol/L 与总胆固醇（5.15±1.08）mmol/L 显著
提高，观察组患者大部分临床指标 FBG（6.26±1.00）mmol/L、HbAlc（6.69±0.77）%、收
缩压（127.58±12.56）mmHg、高密度脂蛋白（1.30±0.20）mmol/L、甘油三酯（1.39±0.93）
mmol/L、总胆固醇（4.79±0.94）mmol/L、体重指数（24.84±3.34）kg/m2、HbA1c 达标率
76.00%与血压达标患者 71.00%较 6 个月前，得到显著改善（P<0.05）；组间比较，6 个月后，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 FBG（6.26±1.00）mmol/L、HbA1c（6.69±0.77）%、总胆
固醇（4.79±0.94）mmol/L、HbA1c 达标率（76.00%）与血压达标患者（71.00%）均有显著
改善（P<0.05）；6 个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依从性（0.11±0.32）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0.65
±0.7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临床药师对门诊 T2DM 患者提供
药学教育与电话随访，可显著提高门诊 T2DM 患者的糖尿病控制水平，提升了此类患者的用
药依从性，这种类型的药学服务值得在临床其他慢病中推广应用。

重症患者中的伏立康唑相关肝毒性：发生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王岩 张抗怀 (1.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西安，710004)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服用伏立康唑（VRC）治疗的重症监护患者中肝毒性发生率，
并寻找VRC相关肝毒性的危险因素。方法：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入住ICU的患者中开展前
瞻性观察研究。共纳入63名成年ICU患者。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比较发生与未发
生肝毒性患者间的特征变量。结果： 63名患者中出现了12例肝毒性（19%）。将单因素分析
鉴定出的APCHE II评分，侵袭性真菌感染分类，CYP2C19基因型和VRC谷浓度四个变量合并进
入多因素回归分析。
多因素分析显示肝毒性与VRC谷浓度独立相关（风险比：
1.76，
p<0.001）。
logistic回归鉴别出4 mg/L是VRC谷浓度的上限靶值。结论：VRC谷浓度是重症监护患者发生
肝毒性的独立高危危险因素。4 mg/L则是本研究复杂人群的潜在毒性阈值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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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4 例住院患者碘造影剂致急性肾损伤临床特征及相关危
险因素分析
于承暄，郭代红，贾王平，徐元杰，刘思源，孔祥豪，朱雨（1.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北
京 100853；2.解放军总医院医疗保障中心药剂科，北京 100853；3.解放军总医院卫勤部，
北京 100853；4.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重庆 400016）

【摘要】目的：探讨住院人群中造影剂致急性肾损伤（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CI-AKI）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为临床识别高风险患者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医疗机构药物
不良事件主动监测与智能评估警示系统(Adverse drug events active surveillance and
assessment system，ADE-ASAS)对 2009.7.1-2019.6.30 所有使用碘造影剂的住院患者进行回顾
性研究，对 CI-AKI 的发生率及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 CI-AKI 的危
险因素。结果:在纳入的 22904 例患者中，最终 282 例确定为 CI-AKI，发生率为 1.23%。CI-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OR，1.68；95% CI，1.07-2.64)，使用利尿剂(OR，
8.51；95% CI，5.15-14.05)，既往慢性肾病(OR，7.11；95% CI，2.28-22.19)，既往肝损伤(OR，
5.41；95% CI，2.54-11.54)，和较高的淋巴细胞计数(OR，1.92；95% CI，1.40-2.64)。结论 CI-AKI
的发生率属常见；ADE-ASAS 能够高效获得大样本目标人群的用药风险信息；CI-AKI 与非甾体
类抗炎药或利尿剂联合治疗、既往慢性肾脏疾病或肝损伤及淋巴细胞计数增高有显著相关性。

丝裂原细胞外激酶（MEK）抑制剂致罕见性垂头综合征文献
病例分析
刘鑫，尚俊美，张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1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730; 2 北京协和医院疑难重
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730；3 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050
*通讯作者：张波，E-mail：zhangbopumch@163.com

【摘要】目的: 探讨丝裂原细胞外激酶（MEK）抑制剂导致垂头综合征（DHS）的临床特点。
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收集截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收录的 MEK 抑制剂致 DHS 的病
例报告并提取患者以下信息：性别、年龄、原发病、MEK 抑制剂用药情况、联合用药情况、
血清肌酸磷酸激酶(CPK)水平、DHS 发生时间和主要症状、DHS 治疗与转归情况。采用描述
性方法分析 MEK 抑制剂致 DHS 的临床特点。结果: 共收集到患者 7 例，男性 4 例，女性 3
例；年龄 56~76 岁，平均年龄（69±7）岁；原发病为转移性黑色素瘤 6 例，Erdheim‐Chester
病 1 例；使用 MEK 抑制剂情况分别为司美替尼（selumetinib）3 例、考比替尼（cobimeti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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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比美替尼（binimetinib）1 例和曲美替尼 1 例；3 例患者联合使用了其他药物治疗原发
病。
诊断 DHS 时血清 CPK 水平为 150~1011 U/L，发生 DHS 的时间为 MEK 抑制剂用药后 0.5~20
月，中位时间为 1（1，2）月；MEK 抑制剂导致 DHS 的主要症状为颈部疼痛和僵硬，颈部
伸肌无力，抬头受限。2 例患者试用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 1~4 周，DHS 症状未缓解；7 例患
者停用 MEK 抑制剂 14~30 天后，DHS 症状得到缓解，血清 CPK 恢复至正常范围或正常值的
下限。结论 MEK 抑制剂致 DHS 多见于老年患者，多发生在 MEK 抑制剂用药一个月内，伴
有 CPK 升高，同时呈剂量依赖性，因此早期诊断，及时停药或减量，可缓解 DHS 症状，CPK
恢复正常。

曲美他嗪相关帕金森综合征风险评价——基于 CHPS 的真实
世界研究
张帆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Zhang Fan Liaocheng People’s Hospital 252000

【摘要】目的:通过真实世界数据分析，评价 TMZ 相关 DIP 的主动监测方法及人群特征。方
法: 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利用 CHPS 对聊城市人民医院 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入院患者中发生 TMZ 相关 DIP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在纳入研
究的 4883 例次病例中，CHPS 报警病例 167 例次，经人工复核后确定阳性病例 26 例次，CHPS
阳性预警率为 15.57%。TMZ 相关 DIP 的实际发生率为 0.53%。26 例次阳性病例的平均年龄
为（75.08±10.79）岁，所有阳性病例均无 iPD 家族史；年龄>65 岁者共 21 例次（80.77%），
既往有缺血性脑病病史者 19 例次（73.08%），双侧肢体阳性症状者 17 例次（65.38%），颅
脑 CT/MRI 检查显示异常者 20 例次（76.92%），用药剂量 60~70mg/d 者 21 例次（80.77%），
统计学分析 P<0.05。26 例次阳性病例中，女性患者共 18 例次（69.23%），肾功能正常者
18 例次（69.23%），统计学分析 P=0.05。结论: 利用 CHPS 可以及时、高效发现 TMZ 相关
DIP。年龄>65 岁、既往缺血性脑病病史是发生 TMZ 相关 DIP 的危险因素。无 iPD 家族史、
双侧肢体阳性症状、颅脑 CT/MRI 检查显示异常可能有助于 TMZ 相关 DIP 的早期诊断和鉴别。
TMZ 相关 DIP 以女性多见，肾功能正常及正常用量下也可发生 TMZ 相关 DIP。TMZ 相关 DIP
较为罕见，诊断困难，后果严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 TMZ 相关 DIP 的研究。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用药错误案
例分析与防范
张青霞 1，张益志 2，曾艳 1，王育琴 1（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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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用药错误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以避免和减少相关
不良事件的发生，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方法: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 2012 年 9 月 22
日至 2020 年 7 月 9 日收集来自全国的所有用药错误报告，筛选出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相关
用药错误报告；并对用药错误的上报省份、错误分级、错误内容、错误涉及的药品、引发错
误人员和错误因素六个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012 年 9 月 22 日至 2020 年 7 月 9 日，全国临
床安全用药监测网收到来自全国 11 个省市 47 家医院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用药错误报告
179 例，涉及苯溴马隆 36 例（20.11%）、别嘌醇 31 例（17.32%）、碳酸钙 D3 30 例（16.76%）、
转化糖电解质 24 例（13.41%）、碳酸氢钠 22 例（12.29%）、非布司他 12 例（6.7%）、秋
水仙碱 8 例（4.47%）、含有氢氯噻嗪成分的药品 6 例（3.35%）、果糖注射液 4 例（2.23%）、
阿司匹林 3 例（1.68%），和莲花清瘟胶囊、醋酸泼尼松片和依托考昔片各 1 例（0.56%）。
179 例 ME 中 B 级最多，124 例（69.27%）；严重 ME 3 例（1.68%）。错误内容主要为禁忌
症 70 例次（37.43%，主要涉及的药品是碳酸钙 D3 和转化糖电解质）、数量 38 例次（20.32%，
主要涉及的药品是碳酸氢钠和苯溴马隆）、剂量 26 例次（13.90%，主要涉及的药品是苯溴
马隆和别嘌醇）、频次 20 例次（10.69%，主要涉及的药品是苯溴马隆和别嘌醇）和品种 19
例次（10.16%，主要涉及药品为别嘌醇和非布司他）。引发错误的人员主要为医生，126 例
（70.39%，引发错误的主要内容是禁忌症错误）。主要错误因素是人员因素，133 例次（知
识欠缺占 80 例次，培训不足 28 例次，疲劳 25 例次），其次为设备故障，27 例次；药品因
素主要因为看似听似引起，7 例次。结论: 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用药错误主要由降尿酸药物
和引起尿酸药物变化的非降尿酸药物引起。降尿酸药物错误内容主要为数量、剂量、频次和
品种，而引起尿酸变化的非降尿酸药物主要因为禁忌症错误，而且多为医生引发。错误因素
主要为人员因素，提示需要加强人员培训或者引入临床用药支持决策系统，如前置审方系统。

盐酸美西律引起的口唇麻木不良事件分析：基于互联网、数
据库和 WHO 个案安全报告数据库相关数据的研究
张青霞 1 ，咸颖 2，董月鑫 3，闫素英 1，岳群英 4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100053
2.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剂科，北京，100053
3.北京市普仁医院药剂科，北京，100053
4.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监测中心, 乌普萨拉，瑞典 75140
【摘要】 目的: 探讨美西律致口唇麻木不良事件的因果关系评价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影响
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分析互联网（百度和今日头条）、数据库（万
方、CNKI、维普、Pubmed）和世界卫生组织个案安全报告全球数据库（VigiBase）中美西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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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唇麻木不良事件，因果关系评价包括个例和案例系列。结果截止 2020 年 4 月 26 日，美
西律引起口唇麻木的不良事件报告共 10 例：其中网络咨询 3 例，VigiBase 3 例，文献报道 4
例，因果关系评价（Naranjo 评分）都支持因果关系。可能发生机制为美西律结构与利多卡
因相似，有局部麻醉作用，从而导致口唇麻木；口唇麻木发生时间服药后为即刻至给药后 5
天，停药可自行恢复，可能与服药方法有关。结论美西律可以导致口唇麻木，与其局部麻醉
相关，所以口服制剂应与饮料或食物同服、不得嚼碎，以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甲磺酸阿帕替尼对人肾癌 GRC-1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丁臻
作者单位：亳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安徽亳州 236800；

【摘要】 目的:探讨甲磺酸阿帕替尼对人肾癌 GRC-1 细胞的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相关的分
子机制。方法:以肾癌 GRC-1 细胞为研究对象，利用 CCK-8 实验检测甲磺酸阿帕替尼对人肾
癌 GRC-1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利用流式细胞术实验检测甲磺酸阿帕替尼对 GRC-1 细胞凋亡
及活性氧水平变化情况；利用 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细胞凋亡和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情
况。结果: CCK-8 实验结果表明，甲磺酸阿帕替尼能够有效抑制人肾癌 GRC-1 细胞增殖；流
式细胞术实验表明甲磺酸阿帕替尼通过线粒体依赖性途径诱导 GRC-1 细胞凋亡，上调细胞中
的 ROS 水平；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表明，
甲磺酸阿帕替尼能够抑制 GRC-1 细胞中的 PI3K/AKT
信号通路。结论: 甲磺酸阿帕替尼对人肾癌细胞具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诱导凋亡作用，
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细胞中 ROS 水平来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来实现的。

药物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真实世界研究
杨春松，杨亚亚，吴小芳，张伶俐
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对儿童抽动障碍的药物治疗进行分析，促进儿童抽动障碍治疗和研究。 方
法：在真实世界条件下，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回收 227 份问卷。在患儿就诊 4 周、
8 周、12 周时随访患儿抽动情况、服药依从性。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患儿药物疗效、服药
信念、服药依从性、生活质量四个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药物疗效 150 例患儿中，对 4
周、8 周、12 周 YGTSS 总分经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Greenhouse-Geisser 校正，结果显示
用药时间 P=0.000<0.05 有统计学意义，用药时间*用药种类 P=0.054>0.05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硫必利、可乐定贴片、硫必利及可乐定贴片治疗儿童抽动障碍具有疗效且疗效相当，
但有待更大样本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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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抽动障碍药物治疗依从性及影响因素的真实世界研究
杨春松，杨亚亚，吴小芳，张伶俐
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分析儿童抽动障碍的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为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提供依
据。 方法：在真实世界条件下，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回收 204 份问卷。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服药信念、服药依从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服药信念及服药依从性 204 例患
儿中，40.7%（83/204）用药依从性高，23.5%（48/204）用药依从性中等，35.8%（73/204）
用药依从性低；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儿年龄、监护人、监护人年龄、监护人教育程度、
居住地、生活质量 6 个因素对患儿依从性有影响，将有影响的因素进行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活质量，居住地对患儿用药依从性有影响，生活质量分数越高、居住
在农村的患儿依从性更好。结论：儿童抽动障碍患者用药依从性不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
建议多开展患者教育，以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PDCA 循环管理法在住院医嘱前置性审核中的应用评价
陈艾明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管理法在住院医嘱前置性审核工作的应用及其提高住院医嘱
合理性的效果。 方法以某医院 PDCA 循环前（2019 年 11 月-2020 年 2 月）的数据资料作为
改进前样本，实施第一次 PCDA 循环（2020 年 3 月-6 月）及第二次 PDCA 循环（2020 年 7 月
-10 月）的数据资料作为改进后样本，比较 PDCA 循环实施前后住院医嘱前置性审核的合理
性情况，以评价 PDCA 循环管理法在住院医嘱前置性审核中的的应用成效。 结果 药师审方
干预系统审查医嘱合理率在第二次 PDCA 循环后显著提高（P<0.05）；第一次 PDCA 循环后，
系统审核医嘱合理率较低的五个科室（眼科、介入血管外科、血液内科、精神心理科、神经
外科）
中，
有 4 个科室（眼科、介入血管外科、
血液内科、
神经外科）的合理率显著提高（P<0.05），
第二次 PDCA 循环后，五个科室合理率均比第一次 PDCA 循环进一步显著提高（P<0.05）；问
题发生次数较多及问题发生率较高的五个药品（呋塞米注射液、氯化钾注射液、盐酸氨溴索
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经第一次 PDCA 循环后，盐酸氨
溴索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问题发生率获显著下降
（P<0.05），第二次 PDCA 循环与第一次 PDCA 循环后比较，除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外，其他四
个药品的问题发生率均显著下降（P<0.05）；PDCA 循环前占总问题比例较高的不合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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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第一次 PDCA 循环后，给药途径占比显著下降（P<0.05），第二次 PDCA 循环后，第一
次 PDCA 循环后比较，相互作用占比显著下降（P<0.05）。结论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法指导住
院医嘱前置性审核，可显著提高住院医嘱合理水平，具有良好的借鉴及推广意义。

儿童抽动障碍药物治疗依从性及影响因素的真实世界研究
杨春松，吴小芳，杨亚亚，张伶俐
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分析儿童抽动障碍的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为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提供依
据。 方法：在真实世界条件下，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回收 204 份问卷。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服药信念、服药依从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服药信念及服药依从性 204 例患
儿中，40.7%（83/204）用药依从性高，23.5%（48/204）用药依从性中等，35.8%（73/204）
用药依从性低；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儿年龄、监护人、监护人年龄、监护人教育程度、
居住地、生活质量 6 个因素对患儿依从性有影响，将有影响的因素进行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活质量，居住地对患儿用药依从性有影响，生活质量分数越高、居住
在农村的患儿依从性更好。 结论：儿童抽动障碍患者用药依从性不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
建议多开展患者教育，以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我国药物分级管理现状的循证评价
杨春松，吴小芳，杨亚亚，张伶俐
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我国药物分级管理的现状，以期为药物的合理使用以及保障患者
用药安全提供证据支撑。方法：检索 CNKI,VIP 和万方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各省药学会及百度等网站，同
时补充检索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检索截止时限均为 2020 年 12 月，归纳和总结我国实施分
级管理药物类型和制定分级管理的方法和内容，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共纳
入 12 篇文献，均为药物分级管理在我国的应用现状，涉及到的药物类型有高危药品、超说
明书用药、抗菌药物、抗肿瘤药物和中药的分级管理，制定机构分别为国家卫健委（2 篇）、
中国药学会（1 篇）和医疗机构（9 篇），分级原则和制订方法中仅有 3 篇文献提及了参考
循证医学证据，部分分级标准中包含的药品种类存在差异。 结论：我国医疗机构药物分级
管理策略能有效提高临床用药安全性，但分级原则、制定方法和具体分级均存在差异，建议
各医疗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循证医学证据进行药物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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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佳 1，陈琪凤 2，陈美玲 2，陈攀 1，陈杰 1，陈孝 1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广州 510080；2.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州 510520）

【摘要】目的：监测成人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 B 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发生情况，并探讨其
危险因素，为临床安全使用多黏菌素 B 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回顾性分析某三甲医院 2017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成年人静脉注射多黏菌素 B 的临床使用情况，并使用医学统计软件
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统计分析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
通过纳排标准，最终纳入有效病例 311 例，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为 16.72%。
通过数据统计得出负荷剂量、平均日剂量以及肌酐基础值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性别、
年龄等其他因素对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平均日剂量过
高以及基础肾功能不全均为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给予合适的负荷剂量可
降低患急性肾损伤的风险。

成人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 B 的不良反应监测
李佳 1，陈琪凤 2，陈美玲 2，陈杰 1，陈孝 1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广州 510080；2.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州 510520）

【摘要】目的：监测成人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 B 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为临床安
全使用多黏菌素 B 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广州市某三甲医院 2017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静脉使用多黏菌素 B 的成人危重症患者病例，调查多黏菌素 B 的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统计发生率。结果：根据纳排标准纳入有效病例 311 例。怀疑多黏菌素 B 引
起不良反应的有 86 例，发生率为 27.65%，其中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为 16.72％(n=52)，神
经系统症状 2.89% (n=9)，皮肤过敏反应 4.50% (n=14)，皮肤色素沉着 1.29% (n=4)，嗜酸性
粒细胞增多、药物热、白细胞减少、电解质紊乱、横纹肌溶解、谵妄及视觉障碍等不良反应
各 1 例。结论：多黏菌素 B 在使用过程中需关注其不良反应（ADR），尤其需重点监测肾
毒性和神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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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立康唑片剂原研药与仿制药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有效
性、安全性与经济性比较
宋静楠 1,2，李佳 2，陈攀 2，陈杰 2，陈孝 2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广州 510080；2. 中山大学药学院，广东广州 510080）

【摘要】目的：评价伏立康唑片剂原研药与仿制药在侵袭性真菌感染治疗中的有效性、安全
性和经济性。方法：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20 年 9 月入住本院接受
伏立康唑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患者的资料，比较仿制片剂与原研片剂目标治疗成人患者侵
袭性真菌感染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结果：根据纳排标准共纳入 271 例患者，仿制片
剂组 103 例，原研片剂组 168 例；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后两组各 87 例。① PSM 前，
仿制片剂组与原研片剂组的临床有效率为分别为 59.22%（61/103）和 64.88%（109/168），
微生物清除率分别为 62.03%（49/79）和 67.16%（90/134），全因死亡率分别为 4.85%（5/103）
和 7.14%（12/168）
，两组间临床有效率、
微生物清除率和全因死亡率均无明显差异
（P=0.350，
P=0.447，P=0.451）。仿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85%（5/103），原研组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7.74%（13/168），P=0.355。仿制组的中位成本为 2933.28（1833.31-4583.26）元，原
研组的中位成本为 6243.20（3902.00-9561.29）元，P＜0.001。② PSM 后，仿制片剂组与原
研片剂组的临床有效率为分别为 57.47%（50/87）和 65.52%（57/87），微生物清除率分别
为 60.94%（39/64）和 67.69%（44/65），全因死亡率分别为 4.60%（4/87）和 6.90%（6/87），
两组间临床有效率、微生物清除率和全因死亡率均无明显差异（P=0.275，P=0.423，P=0.515）。
仿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75%（5/87），原研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20%（8/87），
P=0.387 。 仿 制 组 的 中 位 成 本 [2933.28 （ 1833.31-4534.40 ） 元 ] 低 于 原 研 组 [5462.80
（3660.00-7413.80）元]，P＜0.001。结论：国产仿制伏立康唑的临床有效率、微生物学清除
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原研伏立康唑均无明显差异，提示两者在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时疗效
一致，安全性相似。在经济学方面，相对于伏立康唑原研药而言，国产仿制伏立康唑具有较
大的优势，在保持疗效与安全性的同时能有效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老年患者中万古霉素谷浓度预测相关肾毒性风险的研究
潘晨，温爱萍，苗思萌, 孙一琦, 沈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05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95 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基金：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消化内科学科协同发展中心专项经费资助，编号：“XXZ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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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潘晨邮箱 13261394090@163.com
通讯作者：沈素邮箱 shensu11022000@163.com

【摘要】 目的：分析老年患者中万古霉素相关肾毒性的发生情况，考察万古霉素谷浓度对
万古霉素相关肾毒性的预测意义。
方法：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接受万古霉素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的老年患者信息。采用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标准评估 VANT。基于 ROC 曲线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谷浓度对 VANT 的预
测意义。
结果：1110 例接受万古霉素治疗的老年住院患者中 381 例有 TDM 结果。根据纳入排除标准，
最终纳入 255 名老年患者。ROC 曲线得到，万古霉素谷浓度预测 VANT 的阈值是 18.1mg/L，
约登指数为 0.3747，灵敏度 0.6508，特异度 0.7239，AUC 为 0.7068，95%CI 为 0.5360~0.7061。
预测概率曲线图可见，随着万古霉素谷浓度的增加，VANT 风险预测概率也随之增加。
结论：本研究中万古霉素谷浓度预测老年患者 VANT 风险的阈值 18.1mg/L。另外，老年患者
万古霉素 TDM 监测率仍严重不足，提示临床药师应协助临床医师做好监测工作。

基于 VAERS 的肺炎疫苗不良反应信号挖掘与研究
刘砚韬 1,2,3，林芸竹 1,2,3，陈力 1,2,3，王丽 1,2,3，张伶俐 1,2,3#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成都 610041；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循证药学中心，成
都 610041；3.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通过对肺炎疫苗的不良反应信号进行挖掘与研究,为肺炎疫苗的临床合理安全
使用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报告比值比法（ROR）和比例报告比值比法（PRR）对美国疫苗不
良反应事件报告系统（VAERS）2010 年至 2019 年收集的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分析，挖掘其中
有关肺炎疫苗（13 价和 23 价）的不良反应信号。结果: 23 价肺炎疫苗初次筛选后，用 ROR
法得到 122 个信号，用 PRR 法得到 106 个信号。二次筛选后，ROR 法和 PRR 法均得到 36 个
信号，其中 7 个信号未在说明书中提及。ROR 法所得到的信号中，信号强度最高的不良反应
是白细胞增多症，发生频次较高的不良反应主要集中在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反应。 13 价
肺炎疫苗初次筛选后，用 ROR 法得到 452 个信号，PRR 法得到 422 个信号。二次筛选后，
ROR 法得到 103 个信号，PRR 法得到 102 个信号，其中 36 个不良反应信号未在说明书中被
提及。二次筛选得到的信号中，信号强度较高的不良反应多为胃肠系统疾病、感染及侵袭类
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等，发生频次最高的不良反应主要集中在全身性疾病
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结论本研究得到的 23 价肺炎疫苗的不良反应信号数量较少，信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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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普遍也不高，主要集中于全身性疾病和给药部位反应；13 价肺炎疫苗的不良反应信号主
要集中于胃肠系统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感染及侵袭类疾病等。建议临床
使用疫苗时密切监测患者的不良反应，并对发生的不良反应及时做出干预。

塞来昔布对大肠腺瘤复发的疗效研究 2
张谦*
（亳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安徽亳州 236800）

【摘要】 目的：通过荟萃分析与系统评价探讨口服塞来昔布对大肠腺瘤复发的疗效；
方法：
纳入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入住我院并内镜下切除患者，纳入标准：纳入此次随机对照
试验之前，病人需行完整肠镜检查，并行内镜下息肉切除术，术后病理回示为腺瘤性息肉。
排除标准：①依从性较差患者；②18 岁以下，70 岁以上患者；③严重心肺肾功能障碍、凝
血功能障碍患者；④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炎症性肠病、大肠癌患者；
⑤纳入前 2 个月口服非甾体抗炎药、激素类等患者病。病理诊断为大肠腺瘤的病人 120 例，
术后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观察组给予塞来昔布 200mg/天，对照组给予同等剂
量安慰剂，随访时间为半年和 1 年，分别行肠镜检查，比较两组在大肠腺瘤复发率之间方面
差异性；结果：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显示，随访结束后行肠镜检查，实验组和对照组腺瘤发生
率分别为（10 vs 23），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塞
来昔布能减少大肠腺瘤复发，可用于内镜手术后预防复发治疗。

芬太尼、罗库溴铵相关瞳孔不等大临床及相关文献分析
刘佳明 1 孟慧杰 2 郭冬杰 3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 2. 清华
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部，北京 102218；3.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北京 100031）

【摘要】 目的:探讨芬太尼、罗库溴铵相关瞳孔不等大的病例特点。方法报道中日友好医
院收治的 1 例与芬太尼、罗库溴铵相关瞳孔不等大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中国
知网、万方、维普、PubMed 数据库(截止 2021 年 3 月 10 日)收集到的使用芬太尼和/或罗库
溴铵的药源性瞳孔不等大的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用药指征、芬太尼和/或罗
库溴铵用法用量、其他用药、瞳孔前后变化、判定药物原因、临床干预与转归等）进行汇总
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 11 例，男性 5 例，女性 6 例；年龄 17~52 岁，中位年龄 29
岁，使用芬太尼者 11 例，使用罗库溴铵者 2 例，联用药物 3-13 种。瞳孔不等大均表现为一
侧瞳孔正常，另一侧瞳孔散大。判定药物相关原因包括芬太尼（2 例），丙泊酚（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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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多卡因（2 例），去氧肾上腺素（2 例），罗库溴铵（1 例），肾上腺素（1 例）、麻黄碱
（1 例），东莨菪碱（1 例），羟甲唑啉（1 例），戊乙奎醚（1 例）。有 4 例与多种药物有
关。10 例为围术期 1 次量使用芬太尼和/或罗库溴铵，药物发生瞳孔不等大后，停用怀疑药
物未予其他干预。1 例停用芬太尼和罗库溴铵。停药 30min~2.5 周后瞳孔不等大症状消失。
结论本研究的临床病例系首例报道的 ECMO 患者使用芬太尼与罗库溴铵致瞳孔不等大。
可能
与芬太尼过量、罗库溴铵透过血脑屏障有关。围术期发生药源性瞳孔不等大与外用去甲肾上
腺素能神经激动剂、外用胆碱能神经阻断剂及麻醉药有关。药源性瞳孔不等大多为良性症状，
停用可疑药物，患者可自行恢复。

皖南地区汉族晚期转移性 HER2 阴性胃癌患者药物代谢基因
多态性指导个体化治疗研究
周德喜，汪盛，刘俊，杨魁，许慧芳，郭鑫，彭静，栾家杰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药学部，安徽芜湖，241001）

第一作者：周德喜，博士，药师，研究方向:临床药学、分子生物学
邮箱：zhoudexiahmu@163.com
通讯作者：栾家杰，博士，教授，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临床药学、个体化精
准药物治疗，邮箱：luanjiajie757@163.com
项目基金资助名称及编号: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8085QH355;重大疾病非编码 RNA
转化研究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皖南医学院）：RNA201907;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
1604a0802097；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三新项目：Z1520, Z1819

【摘要】 目的:探讨药物基因组学在预测和评价晚期转移性胃癌患者化疗药物代谢相关靶
标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敏感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关联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选取皖南医学院弋矶
山医院肿瘤内科和胃肠外科于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58 例晚期 HER2 阴性
胃癌住院患者，患者均接受含铂类(奥沙利铂、顺铂) 、氟尿嘧啶类（5-Fu）、卡培他滨及紫
杉醇类一种或联合多种化疗药物治疗。首先，统计胃癌患者相关药物基因型的频率分布情况，
其次比较不同基因型与化疗疗效（住院时间和无进展生存期）以及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和
程度的关联性。结果:患者住院期间化疗前共计行 396 例次基因多态性检测。患者携带 ERCC1
野生型（CC），MTHFR677C>T 突变型（（CT、TT）和 GSTP1 突变型（AG、GG）对铂类药物
反应性较好，但毒副作用增加，无进展生存期高于其他基因型患者，提高患者 1 年生存率；
XRCC1 不同基因型之间药效与不良反应均无显著差异；MTHFR1298A>C 突变型（AC、CC）可
以增加化疗敏感性，但患者发生严重腹泻、骨髓抑制和 3 级以上血小板减少的风险无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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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CYP1B1*3 突变型（CG+GG）患者对紫杉醇代谢正常，而纯合子降解较慢，应答率增加，
敏感性升高，同时增加了外周神经疾病的发生风险。结论:采用个体化精准的方法检测患者
不同化疗药物代谢基因多态性，可以有效预测和评价患者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程度，提
高病人治疗期间的依从性、有效性、安全性。

我院 2019 年度住院患者中药注射剂应用情况调查分析
【摘要】 目的:了解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本院）2019 年度中药注射剂使用情况，
方法:根据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本院中药注射剂使用数据，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分析统计销售金额，销量，用药频度(DDDs),限定日费用（DDDc）,及药品排序比。结果: 2019
年度销量最多的中药注射剂是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50mg，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性较
好。销售总额占前三位的药品分别是康莱特注射液占 1.68%，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占（50mg）
1.49%，醒脑静注射液占 1.09%。结论:本院采购的中药注射剂品种较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同步性较好，为更好更广泛安全经济的使用中药注射剂，临床药师需加强合理用药宣教。

老年患者应用利奈唑胺的合理性和安全性评价
秦艳 1，李虹霞 2，沈赟 1，陈喆 1，戴佩芳 1，叶岩荣 1*（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
科，上海 200032；2.上海健康医学院药学院，上海 201318）
【摘要】 目的：对我院老年患者临床应用利奈唑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统计不良反应的
发生情况，为老年患者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运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我院使用利奈唑胺治疗的老年患者，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感染部位、
病原菌的种类、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等情况，根据药品的说明书和相关指
南设计调查表，对老年患者中利奈唑胺的使用情况进行合理性评价，评估其疗效和不良反应，
并对血药浓度监测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纳入有效病例 329 例，利奈唑胺临床应用的
合理率为 81.8%，不合理原因主要有无指征用药、疗程不当、选药起点过高以及联用药物不
适宜等。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69.3%，病原菌清除率为 59.6%。利奈唑胺用药期间主要的不良
反应为血小板减少（20.4%）和血红蛋白减少（11.9%）。31 名老年患者进行利奈唑胺的血
药浓度监测，血药浓度的监测率为 9.4%，谷浓度维持在 2-8 mg·L-1 的为 11 例（35.5%），
谷浓度> 8 mg·L-1 的为 18 例（58.1%），谷浓度< 2 mg·L-1 的为 2 例（6.4%）。结论：利
奈唑胺临床应用的合理性有待提高，临床医师应严格把握用药适应证及合并用药的合理性来
促进其临床使用。此外，临床用药期间还应加强利奈唑胺的血药浓度监测来提高老年患者用
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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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利奈唑胺相关贫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风险预测模
型构建
秦艳 1，曹明晨 2，沈赟 1，陈喆 1，戴佩芳 1，叶岩荣 1*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032；2.上海健康医学院药学院，上海 201318）

【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患者应用利奈唑胺发生相关贫血的危险因素，并建立贫血的风险
预测模型。方法:从我院电子病例系统中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接受利奈唑
胺治疗的老年患者的信息，包括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疾病和联合
用药等情况，根据患者贫血的发生与否，将患者分为贫血组和非贫血组，采用单因素分析比
较两组间变量的差异，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老年患者利奈唑胺相关贫血的独
立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采用 ROC 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共有 115 名老年
患者纳入本次研究中，其中男性 75 例（65.2%），21 例发生贫血（18.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用药天数、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联合使用胺碘酮及联合使用他克莫司/
西罗莫司是老年患者发生利奈唑胺相关贫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并进一步构建 Logistic 回归方
程，经变换后得到联合预测因子的计算公式，联合预测因子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43，灵
敏度为 90.5%，特异性为 70.5%，具有一定的预测效能。当约登指数最大（0.607）时对应的
ROC 曲线上的临界值为 0.5。结论老年患者中利奈唑胺相关贫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为用药时间、
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联用胺碘酮及他克莫司/西罗莫司，临床治疗期间应将相关变量带入
联合预测因子方程中，得出的实际值大于临界值时，表明老年患者发生利奈唑胺相关贫血的
风险较高，应加强血红蛋白的监测。

我院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的帕累托图分析
任金妹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摘要】目的 收集 2005-2020 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以下简称“我院”）抗
感染药物致药物不良反应（ADR）报告，分析其规律和特点，促进临床合理使用抗感染药物。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5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的抗感染类药物 ADR 报告，并通过帕累托图
来分析导致 ADR 的药品种类、累及器官/系统的主要和次要因素。结果共收集抗感染类药物
ADR 报告 1746 例，SADR 共 26 例，一般的 ADR 共 1720 例；男性 693 例（39.69%），女性 1053
例（60.31%）；药师上报 992 例（56.75%），医师上报 683 例（39.07%）；护士上报 73 例
（4.18%）；静脉滴注的给药途发生 ADR 共 1597 例（91.47%）；关联性评价为“很可能”1046
例（59.91%），转归为“好转”1684 例（96.45%）。帕累托图分析结果显示，导致 ADR 的
25

主要药品种类为喹诺酮类及头孢菌素类药物。主要累及器官/系统以皮肤及附件系统以及消
化系统损害为主。结论 临床用药应全面考虑 ADR，重点关注主要药品和累及器官系统，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减少 ADR 的发生。

某外科老年手术患者围术期应用袢利尿剂致电解质紊乱的
风险研究
张海霞 1*，董娜 1.2，王晔 1.2，吴晓燕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学部，江苏南京
210008; 2.中国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08）

【摘要】 目的:基于老年人围手术期高风险用药目录分析某外科老年患者手术当天应用袢
利尿剂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并分析影响实际发生用药风险的因素，以期为围手术期老年患
者的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某院普通外科 2019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
老年手术患者临床资料。以 2019 年发布的老年人围手术期高风险用药目录为评价标准，总
结某院普通外科手术当天应用袢利尿剂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并按是否出现用药风险分为出
现用药风险组和未出现风险组，分析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疾病种类、手术类型、
术前肝肾功能等检验指标、袢利尿剂使用剂量以及合并用药与实际发生用药风险的相关性。
结果:本次研究共收集围手术期老年患者 1139 例，发现有 171 例患者手术当天使用了袢利尿
剂，使用率为 15.01%。其中使用托拉塞米的患者为 127 例，使用呋塞米的患者为 44 例。发
现使用托拉塞米的患者有 42.51%出现电解质紊乱的风险；使用呋塞米的患者有 45.45%出现
电解质紊乱的风险。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得出年龄和有高血压疾病史是导致患者使用
托拉塞米或呋塞米后出现电解质紊乱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老年患者围术期使用袢利尿剂
致电解质紊乱风险较高，且与年龄和高血压病史存在一定相关性，临床使用时应注意加以监
测血电解质水平，以降低用药风险。

英夫利昔单抗致银屑病样损害文献分析
方圣博*，高凤，宋燕青，王相峰
长春 13002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探讨英夫利昔单抗致结银屑病样损害的临床特点及规律，为临床安全合理
使用英夫利昔单抗提供参考。方法：检索 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表的使用英夫利昔单抗出现银屑病样损害的文献，对文献中发生银屑病
样损害患者的一般情况、合并用药、银屑病样损害发生时间、发生部位、转归等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共纳入 23 篇文献，30 例病例，均为国外文献报道。女性患者明显高于男性（2:1），
20 岁以下患者占比最多（30.00%）；原患疾病主要为炎症性肠病（53.33%）；40.00%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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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合并用药，最主要合并用药为硫唑嘌呤；用药 6 个月内发生银屑样损害的病例最多
（53.34%），病变部位大多累及手脚、躯干、四肢和头皮；50%患者继续使用药物，在对症
治疗情况下，大部分患者到达好转甚至痊愈。结论：英夫利昔单抗致银屑样损害存在个体差
异，临床应重视英夫利昔单抗致银屑病样损害的不良反应，密切随访患者，确保患者安全合
理用药。

利拉鲁肽致急性胰腺炎发病风险的 Meta 分析
黄文辉，陈秋红，薛鸿林，陈锦珊
363000 福建省漳州市，联勤保障部队第 909 医院药剂科
通信作者：陈锦珊，Email：cjs18659341758@163.com

【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糖尿病和肥胖症患者使用利拉鲁肽与急性胰腺炎的发病风险的相
关性。方法：计算机检索 PubMed 数据库、Cochrane 图书馆临床试验资料库、EMBASE 数据
库、万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等以及网上图书馆(Wiley-Blackwell, Springer Link, Elsevier,
OVD, JAMA, Taylor and Francis Online)建库至 2020 年 4 月的相关文献。按 Cochrane 系统评价
方法筛选利拉鲁肽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所有中、英文随机对照试验（RCTs），将纳入的文献进
行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后运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共纳入 16 篇文献。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利拉鲁肽致急性胰腺炎的发病风险与安慰剂/其他活性药物相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RR＝0.90，95%CI（0.57，1.43），P＝0.66]。不同剂量的利拉鲁肽致急性胰腺
炎的发病风险均与安慰剂/其他活性药物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6mg/d：RR＝2.40，95%CI
（0.39，14.86），P＝0.35；1.2mg/d：RR＝1.52，95%CI（0.06，37.00），P＝0.80；1.8mg/d：
[RR＝0.78，95%CI（0.46，1.33），P＝0.34；3.0mg/d：RR＝RR＝1.76，95%CI（0.43，7.27），
P＝0.43]。结论：利拉鲁肽不增加糖尿病和肥胖症患者致急性胰腺炎的发病风险。但其远期
安全性须进行更多大样本、高质量、长期随访的随机对照试验加以验证。

达格列净致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 Meta 分析
黄文辉，陈秋红，薛鸿林，陈锦珊
363000 福建省漳州市，联勤保障部队第 909 医院药剂科
通信作者：陈锦珊，Email：cjs18659341758@163.com

【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 2 型糖尿病患者使用达格列净致恶性肿瘤特别是乳腺癌和膀胱癌
的相关性。方法：运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资料库、EMBASE、维普、万方、中
国知网等数据库以及网上图书馆（JAMA , Wiley-Blackwell, Springer Link, Elsevier, OVD,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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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rancis Online)建库至 2021 年 3 月的相关文献资料。按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达格列净致
恶性肿瘤包括乳腺癌和膀胱癌的所有中、英文随机对照研究（RCTs），由两名评价员对纳入
的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和质量分析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共纳入
23 篇文献，患者 31928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总恶性肿瘤发生风险方面，达格列净组与
对照组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 05，95%CI（0.94，1.17），P=0.37］；乳腺癌发生
风险方面，达格列净组与对照组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03，95%CI（0.61，1.72），
P=0.91］；膀胱癌发生风险方面，达格列净组与对照组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63，
95%CI（0.36，1.12），P=0.12］。另外，亚组分析中不同剂量的达格列净组致总恶性肿瘤、
乳腺癌和膀胱癌的发生风险均与对照组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达格列净可能不增
加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恶性肿瘤特别是乳腺癌和膀胱癌的风险。但其远期安全性须进行更多
大样本、高质量、长期随访的随机对照试验加以验证。

于文献定量学分析的唑来膦酸不良反应初步评估
朱艳虹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药学部，安徽芜湖 241001）

【摘要】 目的：探讨唑来膦酸不良反应的发生规律及特点，为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
法：检索唑来膦酸在 2005 年 3 月以来“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学术期刊
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及“万方数据库知识服务平
台”收载的唑来膦酸不良反应个案报道，并进行分析。结果：共筛选出有效个案报道 35 篇，
计 37 例患者，男性 11 例，女性 26 例，年龄 70 岁及以上患者 12 例（32.4%）。使用唑来膦
酸后 3 天内出现不良反应 20 例（54.1%）。累及的器官或系统主要有肌肉骨骼系统损害、全
身性损害及视觉损害，临床表现有颌骨坏死、流感样症状及急性葡萄膜炎等。37 例不良反
应患者，2 例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结论：唑来膦酸不良反应需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要加强用药监测，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征文- 临床药师参与 ICU 抗菌药物潜在药物相互作用的药学
服务
王海涛 1，张抗怀 1，王娜 1，蔡艳 1，谢姣 1，李亚 1，王岩 1，王岗 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1.药学部，2.重症医学科，西安市 710004）

【摘要】 目的:描述药物抗菌药物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potential drug-antimicrobial agent
interactions ,pDAAIs）在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的流行情况，分析临床药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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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药学干预提高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临床药师以 Micromedex 药物相互作用数据库
为基础鉴别出 pDAAIs，并对 pDAAIs 的进行严重程度以及临床意义分析。采用 SPSS 19.0 进行
统计分析，评价性别等计数分类资料与 pDAAIs 的关系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
结果:一共有 406 位患者纳入本研究，临床药师一共审核了 3619 条抗菌药物医嘱，其中一共
有 268 对 pDAAIs。pDAAIs 的发生与患者使用药物的数量相关，与年龄和性别无相关性。最
常见的 pDAAIs 为三唑类抗真菌联合咪达唑仑，喹诺酮类药物联合茶碱类药物和碳青霉烯类
联合丙戊酸钠。结论本研究证实了 ICU 感染患者 pDAAIs 发生率高，患者药物治疗容易受到
DDIs 的影响。ICU 临床药师可以预防和处理 pDAAIs，并提高 ICU 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探究参一胶囊增强顺铂抗肺腺癌的作用及机制
翟婧卉 1，魏兰懿 2，宋燕青 1* （1.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吉林长春 130021；2. 吉
林大学药学院，吉林长春 130021）

【摘要】 目的：探究参一胶囊联合顺铂抗人肺腺癌细胞（A549）的作用机制。方法：将
A549 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顺铂组（10 μM）和顺铂+参一胶囊组（20， 40 和 80 μg/mL），
采用 MTT 法和划痕实验分别检测细胞存活率和迁移能力，Western Blot 法检测 A549 细胞内
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IF）和 Nod 样受体蛋白 3（NLRP3）及相关蛋白的表达。结果：
与顺铂单药组相比，联合用药组细胞存活率和迁移能力均明显降低，参一胶囊（80 μg/mL）
联合顺铂组的 A549 细胞内的 MIF、NLRP3、ASC、Caspase-1、IL-1β和 P-p65 蛋白均显著升
高。结论：参一胶囊可增强顺铂对 A549 细胞的损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增强 MIF-NLRP3 信
号通路有关。

处方级联相关研究现状的系统评价
陈哲 1,2,3*，刘峥 1,2,3,*，曾力楠 1,2,3，张伶俐 1,2,3#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成都，610041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循证药学中心，成都，610041
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610041

*共同第一作者：陈哲，刘峥。
#通讯作者：张伶俐，女（1971 年～），主任药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循证药
物决策与管理、循证临床药学研究与实践。邮箱：zhanglingli@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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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国内外处方级联相关研究现状，为今后在我国开展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方法：计算机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CNKI）、
维普网（VIP）、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21
年 1 月。纳入处方级联相关的原始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处方级联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方
法和结果等。结果：最终共纳入 23 篇文献，合计 1009471 例患者，包括 5 篇队列研究，8
篇横断面调查研究，10 篇病例报告。研究人群主要以老年人（≥65 岁）为主，研究目的主
要可分为预防、识别、解决处方级联三类，共涉及 38 个处方级联路径，其中以高血压治疗
所引起的药物处方级联居多，处方级联的初始药物以钙通道阻滞剂居多，级联药物至少有 2
种，最多可达 6 种。结论：目前，处方级联国外关注较多，国内研究较少，深入开展处方级
联相关研究具有较大意义，且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处方级联在儿童群体中的认识。

Incretin-based Glucose-lowering Medications and The Risk of Acute
Pancreatitis: a Dis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Congqin Chen, Pharm.M.1*, Chunmei Chen, Pharm.M.2*, Yige Liu, Pharm.B.1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Xiamen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Longyan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jian,
China
* Both authors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Abstract】Backgrou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ute pancreatitis (AP) and Incretin-based
Glucose-lowering Medications (GLMs) has existed since 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lert in 2010. But this topic still has not been resolved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ory results. We herein evalu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retin-based GLMs and
acute pancreatitis adverse events (AE) in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We mined the FAERS between 2004q1
and 2019q2 (for a total of 12,774,185 AE reports) to analyze disproportionality and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retin-based drugs and AEs involving the acute pancreatitis. We compared
the frequency of acute pancreatitis AEs among reports including Incretin-based drugs and in
those including other GLMs as suspect or concomitant drugs.Results: We retrieved 27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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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involving incretin-based GLMs and 1324415 reports involving other GLMs as suspect
drugs. The cumulative frequency of acute pancreatitis AEs was 53.17/1000 for reports involving
incretin-based GLMs vs 4.18/1000 for reports involving other drugs, with a proportional
reporting ratio of 12.81 (95% CI 12.58 to 13.04; P<0.0001). Findings were consistent in reports
irrespective of concomitant other GLM, for including and in those not including insulin, and for
GLP-1RAs and DDP-4Is. Conclusions: This pharmacovigilance assessment reveal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acute pancreatitis AE and Incretin-based Glucose-lowering Medications.

异烟肼联合利福平诱导的小鼠肝损伤中胆汁酸代谢轮廓研究
曲晓宇巩佳威宋燕青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 130021
通讯作者：宋燕青，Email：songyanq@126.com

【摘要】 目的:探究异烟肼（INH）联合利福平（RIF）诱导的小鼠肝损伤过程中胆汁酸代
谢轮廓的变化情况。方法:给与小鼠 INH（120 mg/kg）联合 RIF（240 mg/kg）口服灌胃 7 天
和 14 天，以血清生化指标、肝脏 HE 染色评价肝损伤程度。建立 HPLC-MS/MS 检测肝脏及血
清中 14 种胆汁酸含量方法，考察提取回收率、线性范围及稳定性等。测定结果采用 PCA 和
PLS-DA 的分析手段筛选差异胆汁酸，
并采用 ROC 检测对血清中差异胆汁酸进行敏感性分析。
结果:对肝脏重量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肝重显著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 7
天与 14 天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清生化指标中联合给药组的 AST、ALT 均显著升高，7
天给药组的 ALP 显著增加，而 TBA 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和肝脏 HE 染色结果，最终
表明 INH 联合 RIF 给药 7 天和 14 天均可造成肝损伤，但是 7 天与 14 天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对肝脏中各胆汁酸含量进行 PCA 与 PLS-DA 分析，最终在肝脏中筛选出 6 种含量发生
显著变化的胆汁酸，同时血清中去氧胆酸（DCA）和牛磺去氧胆酸（TDCA）含量同样显著下
降，经 ROC 分析显示其可作为肝损伤敏感的生物标志物。结论: INH 联合 RIF 造成小鼠肝损
伤过程中伴随着胆汁酸代谢轮廓的改变，可进一步探究其与肝损伤机制的关系。血清中的
DCA 和 TDCA 可作为 INH 联合利福平诱导肝损伤的生物标志物。

基于 FAERS 对阿利西尤单抗不良事件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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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琪莹李毅敏张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福建泉州，362000

【摘要】 目的: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探讨阿利西尤上市后的安全警戒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
提供依据。方法:调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检索时限自该药
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15 年第 3 季度)到 2019 年第 4 季度共 18 个季度，采用比例失衡法中
的报告比值比法（ROR）和比例报告比值法（PRR）同时进行 ADE 信号关联度的计算。结果:
经过多重筛查，ROR 与 PRR 法获得的信号完全重叠共计 41 个，其中有 28 个不良事件信号
说明书未收录。阿利西尤单抗信号较强的不良信号主要集中在肌痛、肌肉痉挛、流感、注射
部位反应等，系统器官分类（SOC）涉及不良信号个数最多的主要集中在肌肉骨骼和结缔组
织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感染和侵染等，同时也挖掘出该药可能引起神经感知功能障碍、血
糖升高等不良事件。通过对性别、年龄差异相关不良事件进一步分析，其中有性别差异的高
危信号共 11 个，男性患者应警惕血肌酐磷酸激酶升高、肌无力等；女性患者应警惕尿路感
染、注射部位反应等。有年龄差异的高危信号共 16 个，非老年患者应警惕血肌酐磷酸激酶
升高、转氨酶升高等；老年患者应警惕言语障碍、步态障碍等。结论:利用 FAERS 数据进行
警戒信号挖掘可较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阿利西尤单抗上市后的不良事件，进而有效地降低临
床用药风险。

调查我院中药代煎情况，浅谈安全用药
何姗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我院煎药质量，监测病人的用药是否安全，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
大力发扬和扶持，中医药的地位不断提高，百姓对其认知度也日益增长，然而仍然有很多患
者对中药煎煮知识不了解，大多不愿意花费时间自行煎药，从而代煎服务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是代煎中药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其良莠不齐的监管体系也影响着安全用药的深入开展，
为此通过探讨我院煎药质量，从而检测病人的用药是否安全，并加强监督力度，提高质量改
进。方法：通过对 200 名门诊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对病人的年龄、职业、就诊科室、对代煎
药的口感和浓度满意度、代煎原因、代煎频次、配送方式等进行了调查和走访。结果：其中
45%患者为长期或经常性服药，98%患者对煎药质量满意，有个别患者对代煎药的口感、煎
药时间、煎药方法以及煎药价格给予意见。结论：通过问卷调查帮助认识我院代煎中药的不
足，以及影响患者用药安全的原因，从而加强煎药质量的监管力度，考核代煎操作人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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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务，保障代煎流程安全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让代煎中药成为我院最信得过的服务
项目。结论：通过调查问卷，可更好的提高中药代煎的质量，从而达到安全用药的目的。

厄洛替尼致肝损伤文献病例分析
胡雪，曲晓宇，曹雪，孙立波，李艳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长春 130021）

【摘要】 目的：分析厄洛替尼致肝损伤临床特点，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通过
检索 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自建
库至 2021 年 2 月关于厄洛替尼致肝损伤文献报道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文献 11 篇，11
例厄洛替尼致肝损伤不良反应，其中，男性 9 例（81.82%），女性 2 例（18.18%）；年龄
31~88 岁，平均年龄 70 岁；原患肺腺癌 9 例（81.82%），胰腺癌 2 例（18.18%）；合并其
他疾病者 6 例（54.54%）；厄洛替尼治疗，服用剂量 150mg/d 8 例，其中发生肝损伤后减量
至 100mg/d 1 例，服用剂量 100mg/d 3 例；存在联合用药 6 例，涉及合并药物 1~4 种。发生
肝损伤时间集中在在服药后 4~60d。有临床表现 4 例，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食欲
减退、黄疸、皮肤巩膜黄染、尿液深黄以及粪便颜色变浅。11 例 AST 和或 ALT 均升高；肝
损伤分型：肝细胞损伤型 1 例，胆汁淤积型 3 例，混合型 2 例，无法评价 5 例。11 例均停
药处理，7 例停药后未提具体药物治疗方案好转，4 例给予保肝治疗，3 例给予激素治疗，1
例患者因肝肾衰竭和乳酸酸中毒入院 2h 后死亡。肝功能恢复周期 7d~2 个月，平均恢复周
期约 3.91 周。关联性评价：肯定 1 例（9.10%），很可能 8 例（72.72%），可能 2 例（18.18%）。
结论：临床应用厄洛替尼存在肝损伤的风险，多发生在用药初期 2 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
DILI 无明显差异，停药后肝功能多在 2 个月内可恢复正常或好转。临床医师应了解厄洛替尼
致肝损伤临床特点，使用前后应注意评估患者肝功能，建议在用药早期加强临床观察。关注
药物间相互作用，特别是老年患者多重用药显著，优化药物治疗方案，减少或避免肝损伤的
发生。

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病例分析
李峥嵘，张宗林，李俊生，孙桂玲，王贤军
276000 山东大学附属临沂市人民医院药学部（李峥嵘，张宗林，李俊生）；山心血管内科
（孙桂玲）；神经内科（王贤军）
通讯作者：李峥嵘，Email：zhengrong7993@163.com

【摘要】 目的:探讨替罗非班相关的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方法:
对 2015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应用替罗非班引起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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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 19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 15 例（78.9%），女性 4
例（21.1%），年龄（66±12）岁，≥65 岁患者 12 例（63.2%）。19 例患者中有 5 例患者在
发现极重度血小板减少前出现畏寒、寒战。使用替罗非班后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时间 12（6，
19）h，18 例（94.5%）患者发现血小板减少时间≤24h；血小板计数最低值出现时间 17.5
（11.5，20）h，17 例（89.5%）患者血小板最低值出现时间≤24h；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时
间与血小板计数最低值发生时间无显著差异[12（6，19）h vs 17.5（11.5，20）h，Z＝1.127，
P＝0.260]，其中 12 例（63.2%）患者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时间和血小板计数最低值时间一
致。19 例患者在出现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后均立即停用替罗非班，2 例患者在 1、2d 后发
生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其余 17 例患者在给予不同医疗处理后血小板计数恢复至正常水
平时间为（5.7±3.3）d。19 例患者中有 6 例患者采用输血（血小板/凝血因子/红细胞/血浆）
治疗，其血小板计数最低值显著低于未输血患者[（2 ± 1）×109/L vs（10 ± 6）×109/L，
t＝-4.642，P＝0.000]，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值时间无显著差异[（5.8 ± 1.8）d vs（5.7 ± 3.8）
d，t＝0.073，P＝0.943]；13 例未进行输血治疗的患者中有 6 例患者未停用其他抗血小板药
物（阿司匹林和/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其血小板计数最低值与同时停用其他抗血小板药
物患者无显著差异[（9± 7）d vs（12 ± 6）×109/L，t＝-0.823，P＝0.428]，血小板计数
恢复正常值时间无显著差异[（3.8 ± 0.4）d vs（7.5 ± 4.9）d，t＝-1.186，P＝0.128]。19
例患者中有 9 例患者在重新启动抗血小板治疗时检测血小板计数为（113 ± 57）×109/L，
最低值为 32×109/L，最高为 225×109/L。结论:替罗非班引起的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起病急，
进展迅速，用药过程中应注意监测血小板计数。

华法林初始剂量对老年心房颤动患者抗凝过度的影响
李峥嵘 1 张宗林 1 李洪艳 2
1 临沂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276003；2 临沂市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 276003
通信作者：李峥嵘，Email：zhengrong7993@163.com

【摘要】 目的:探讨华法林初始剂量对老年心房颤动（房颤）患者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
过度的影响。方法: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在山东大学附属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并
接受华法林抗凝治疗的 238 例老年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华
法林初始剂量、服药前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房颤类型、合并疾病、联合用药情况、用
药前各生化指标等临床资料。根据华法林治疗第 8 天 INR 将患者分为抗凝达标
（INR 2.0～3.0）
组（124 例）和抗凝过度（INR＞3.0）组（114 例）。采用 SPSS20.0 统计分析软件比较 2 组
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评价华法林初始剂量对老年房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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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影响。结果: 238 例患者年龄 60~85 岁，其中男 128 例，
女 110 例。与抗凝达标组相比，抗凝过度组体重[62.00(60.00，65.00)比 65.00(60.00，65.00)，
Z＝-2.784，P＝0.005]、血清白蛋白水平 [(33.86±5.76)比 (36.07±4.44)，t＝3.285，P＝0.001]
更低；谷草转氨酶水平 [27.90(18.40,44.65)比 23.40(18.00,33.93)，Z＝1.372，P＝0.046] 更高；
合并低蛋白血症[22.81%(26/114)比 6.45% (8/124)，χ2 =12.975，P<0.01]、联用胺碘酮
[14.91%(17/114)比 5.65% (7/124)，χ2 =5.626，P＝0.018]、联用糖皮质激素[7.02%(8/114)比
0.81% (1/124)，χ2 =4.706，P＝0.030]的患者比例更高。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发现，华法林初
始剂量≥2.5mg、体重、联用胺碘酮、联用糖皮质激素、低蛋白血症、谷丙转氨酶是老年患
者华法林抗凝过度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华法林初始剂
量≥2.5mg（OR=7.945，95%CI 1.665～37.907，P=0.009）、年龄（OR=1.052，95%CI 01.000～
1.106，P=0.049）、体重（OR=0.945，95%CI 0.908～0.983，P=0.006）、低蛋白血症（OR=6.262，
95%CI 2.323～16.880，P=0.000）、联用胺碘酮（OR=5.757，95%CI 1.957～16.930，P=0.001）
是老年患者华法林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华法林初始剂量≥2.5mg、
高龄、低体重、合并低蛋白血症、联用胺碘酮是老年患者华法林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独
立危险因素。

他克莫司原研与仿制药在中国肾移植术后患者中谷浓度一
致性评价
陈攀，刘佳佳，陈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分析他克莫司原研药和仿制药在中国肾移植术后患者的谷
浓度一致性，为肾移植术后患者他克莫司原研和仿制药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通过倾向性评
分匹配筛选纳入我院 2015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肾移植术后使用他克莫司原研药普乐可复、
仿制药赛福开的病例。化学发光法检测他克莫司全血谷浓度(trough concentration,C0)，纳入
统计指标包括 CYP3A5 基因型、年龄、体重、身高、他克莫司剂量校正后谷浓度（dose-adjusted
trough concentration, C0/D）、红细胞比积等，一致性评价分析指标包括 C0/D、C0 达标率以
及 C0/D 的变异度。结果初始纳入肾移植术后使用他克莫司患者 201 例，通过倾向性评分匹
配平衡年龄、BMI、CYP3A5 基因型以及质子泵抑制剂使用等因素后，最终纳入 120 例（1055
个 C0 点），其中普乐可复 60 例（522 个 C0 点），赛福开 86 例（532 个 C0 点）。肾移植
术后使用普乐可复和赛福开的患者在术后第 3 天、7 天、14 天 21 天以及 30 天的 C0/D
（ng.ml-1.mg-1.kg）中位值分别为 0.045 vs 0.049, 0.047 vs 0.037, 0.049 vs 0.047, 0.052 vs 0.052,
0.065 vs 0.051（p＞0.05）；C0 总体达标率为 33.33%和 31.30% (p＞0.05)，在快代谢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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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达标率为 22.96%和 27.92%（p＞0.05），在慢代谢型患者中的达标率为 36.93%和 32.58%
（p＞0.05）；C0/D 总体变异度中位值为 387.03 和 320.47（p＞0.05），在快代谢型患者中
的变异度中位值为 398.93 和 295.70（p＞0.05），在慢代谢型患者中的变异度中位值为 386.64
和 240.33（p＞0.05）。结论他克莫司原研药普乐可复和仿制药赛福开在肾移植术后早期患
者中的 C0/D、C0 达标率以及 C0/D 的变异度具有一致性。

某妇产专科医院的 24 小时线上用药咨询服务实践
盖迪，赵雯，李轶凡，封学伟，冯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药事部
通信作者：冯欣，Email:fengxin1115@ccmu.edu.cn

【摘要】 目的:对我院开展试验性 24 小时线上用药咨询服务的实践数据进行分析。方法:
将 24 小时在线提供服务的药师（男，初级药师）服务的 305 例患者设为试验组，将其他工
作日 8:00-17:00 在线提供服务的药师服务的 354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
收集患者的性别、
年龄、
咨询的时间段及“点赞”的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试验组单独分析了咨询问题的类型及患者
的“打赏”情况。结果:非工作时间的患者咨询数量在总体中占比达 41.0%。试验组相较对照
组，男性患者比例更高（P=0.009），节假日、清晨、夜间及深夜等非工作时间的服务比例
更多（P<0.001），人均咨询次数及获得的点赞量更高（P<0.001）。试验组所咨询的问题类
型可分为 17 大类，82.3%的问题可归为用药与月经、不良事件、用药疗程、特殊剂型指导、
妊娠期哺乳期用药安全性、用法用量、非药学问题与用药时机。所统计的项目中仅有年龄观
察到与“打赏”行为显著相关，年龄更高的人群（P=0.013）更愿意对药师的服务进行打赏。
结论 24 小时在线的用药咨询服务有助于提高妇产科相关科室的患者的满意度及“复诊率”，
值得推广。提议的改进措施：尽可能安排在线服务的药师男女性均有；对提出非药学问题的
患者做出统一的转诊引导；继续探索能更好的评价药学线上咨询服务质量的指标。

不同类型药物致急性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特征比较及严重
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曾潇 1，韦鸿雁 1，廖金卯 2，谭波宇 1
湖南省人民医院 1.药学一部，2.肝病内科，湖南长沙 410005
通讯作者：谭波宇，E-mail：tanboyu@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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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不同类型药物导致的急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征及严重程
度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某院收治的 204 例急性 DILI
患者的既往病史、用药史和临床特征等信息，按可疑药物种类的不同分组，采用卡方检验进
行临床特征的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 DILI 严重程度的影
响因素。结果: 204 例患者中位数年龄为 53 岁，临床分型以肝细胞损伤型为主（71.1%，
145/204）。怀疑由中草药、化学药物、保健品和多类药物联用导致急性 DILI 的患者分别有
100 例（49.0%）、64 例（31.4%）、10 例（4.9%）和 30 例（14.7%）。中草药组和保健品
及多类药物联用组测得的 ALT、AST、TBIL 和 DBIL 中位数均高于化学药物组（P 均＜0.01＝。
204 例患者肝损伤严重程度＜3 级的 109 例，≥3 级（严重 DILI）的 95 例。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药物类型和高脂血症是发生严重 DILI 的影响因素（P 均＜0.05＝。结论:中草
药是引发 DILI 的主要原因，药物类型和高脂血症是导致患者发生严重 DILI 的影响因素。在
临床诊治过程中需对存在严重 DILI 影响因素的患者开展监护和防控，以保障其用药安全。

互联网医院安全用药的闭环管理
陈喆，叶岩荣，沈赟，戴佩芳，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032
通信作者：叶岩荣，Email：ye.yanrong@zs-hospital.sh.cn

【摘要】 目的:建立互联网医院合理用药闭环管理体系，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
方法:建立同时符合国家药品与邮政监管法规并满足实体医院药疗方案延续方针的药品供应
目录。实施“三审三拦三沟通”的综合审方模式：处方开具支持系统过滤、前置审方系统审
核，药师人工复核。不合理处方采取 3 级管理：1 级系统自动拒配；2 级需人工审方；3 级
系统仅提醒不干预。为免医师无法及时继续接诊，系统设置审方时限 2 分钟，超时自动放行，
改由发药药师审方。药品调剂采取基于批号追踪的模式：通过 PDA 扫描药品清单与药品标
签条形码，自动完成调剂路径规划与品项准确性核对，并自动匹配最近效期批号，药师根据
“左进右出”原则取药、退药、上架，做到信息系统与实际操作匹配，实现患者-药师-药品
-批号-数量五者准确绑定。调剂完成药品在监控下核对并加贴封签，避免配送中污染。药品
清单打印用药交代视频二维码，患者可扫码观看，如有疑问可扫码加入慢病合理用药咨询微
信群或在 App 内向药师咨询。患者对药品质量有疑问，药师可启动批号追踪程序，准确判
断问题出处并给予对应处理。结果:互联网医院共开放 9 个科室，可用药品 650 种，自 2020
年 3 月启动至 2021 年 2 月共接诊 2028 人次；配发药品 313 种，平均每张处方 1.9 种；使用
抗菌药物处方 7 张，占比 0.35%；出库药品金额 733234.8 元，平均每张处方 361.56 元。配
送平均距离 23.2km，中位数 14.2km，为患者节约单程通勤时间（以公共交通计）64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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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 59 分钟，节约单程通勤费用 6.2 元，中位数 4 元，减少通勤期间步行距离 1.53km，
中位数 1.60km。处方共触发前置审核报警 18 次，均为 2 级，合理率 99.11%，不合理处方干
预率 100%。所有药品均在最长 48h 小时内送达患者指定地点，未发生药品质量投诉。药品
质量可追溯率 100%。共线上解答患者咨询 150 例次，主要问题集中于用药注意事项、药品
供应与门诊及医保相关规定。结论:本体系可让患者充分体验高效、便捷与安全，更能减少
通勤时间、费用与体力精力付出，成为缓解慢病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措施。

我院 2016-2020 年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分析
傅瑞春洪佳妮
泉州市中医院药剂科 362000

【摘要】 目的：通过了解我院 2016-2020 年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ADR/ADE）的发生
特点及规律，为临床安全用药、做好防范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方法，收集我院
2016-2020 年向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上报的严重 ADR/ADE 报告，共计 573 例，将患者
性别、年龄，给药途径、药品种类、累及系统/器官及临床表现、转归等情况进行统计与分
析。结果：573 例严重 ADR/ADE 中，新的严重 ADR/ADE 有 62 例（10.82%），女性发生率略
高于男性，≥41 岁以上的患者有 450 例（78.53%）。静脉给药为引发的严重 ADR/ADE 最多
的给药途径（58.34 %）；怀疑药品主要为抗肿瘤药物（48.84%），其次为抗菌药物（12.27%）。
累及系统/器官及临床表现主要为血液系统损害（484 例次，44.90%，以骨髓抑制、血细胞
减少为主）、消化系统损害（218 例次，20.22%，以肝功能异常、消化道出血为主）、皮肤
及其附件损害（166 例次，15.40%，以皮疹、瘙痒为主）。临床转归以好转 306 例（53.40%）
为主，其次是痊愈 152 例（26.53%）。结论：临床用药过程中应加强关注中老年人、静脉给
药途径和抗肿瘤药物、抗菌药物的用药反应及实验室相关检查，并做好相关预防和处理措施，
以减少严重 ADR/ADE 发生，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抗菌药物致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事件回顾性分析
洪佳妮，傅瑞春
泉州市中医院药剂科，泉州 362000

【摘要】 目的:探讨抗菌药物致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事件发生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对泉州市中医院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90 例抗菌药物致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事件进行
回顾性分析，统计分析病例患者的性别、年龄、药物类别、给药方式、用药剂量、主要临床
表现及出现时间、ADR 报告类型及临床转归等。结果: 90 例患者男女比例为 1:2.1，60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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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比最高（41.11%）；引起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事件的主要抗菌药物依次为氟喹诺酮类
（33.70%）、硝基咪唑类（20.65%）、碳青酶烯类（16.30%）、头孢菌素类（13.04%）、氨
基糖苷类（8.70%）等，给药途径以静脉给药为主（79.53%）；22 例（24.44%）患者伴有中
重度肾功能损害，其中 9 例抗菌药物用药剂量未减量；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头晕头痛、幻觉、
精神异常、烦躁、言语杂乱、谵妄、失眠嗜睡等症状，主要发生在给药 3 d 内（78.89%）；
90 例报告中，一般报告 35 例（38.88%），新的一般报告 50 例（55.56%），严重报告 5 例
（5.56%）；患者临床转归良好，痊愈及好转率达 93.33%。结论: 应重视抗菌药物导致的神
经系统不良反应，谨慎选择抗菌药物，对于肾功能损害者应注意调整用药剂量，加强用药监
护。

基于群体药动学模型的中国精神障碍患者阿立哌唑血药浓
度仿真研究
梁心，尚德为，温预关
广州医科大学脑科医院、佛山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基于中国精神病患者阿立哌唑群体药动学特征模型，定量研究人口统计学
因素、基因多态性及合并用药对阿立哌唑药代动力学参数的影响，通过仿真进行个体化给药
方案设计。方法:收集 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服用阿
立哌唑 208 例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身高、给药方案、联合用药、基因型及血药浓度等
基本信息，采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法（Nonlinear mixed effect model，NONMEM）对数据进行
建模分析。最后通过个体化仿真模型指导临床个体化用药。结果:一室口服吸收模型能较好
地拟合阿立哌唑血药浓度数据，阿立哌唑吸收速率常数值依据文献固定为 1.06h-1，最终模
型的表观清除率和表观分布容积分别为 2.65lh-1 和 98.9L。协变量分析显示，年龄、性别、
体重、身高及合并用药对阿立哌唑的药代动力学参数没有影响，CYP2D6 基因型显著影响阿
立哌唑的表观清除率(CL/F)，中低代谢型基因突变使阿立哌唑表观清除率降低 29%。通过仿
真模拟得到中低代谢型患者最佳的给药方案为 10mg BID 和 25mg QD，而快代谢型和中间代
谢型为 5mg QD(8.30AM)&15mgQD(19.00AM)以及 30mg QD。结论:阿立哌唑的群体药代动力
学模型可以为治疗药物监测和阿立哌唑临床个体化治疗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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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剂量校正浓度影响因素分析 3
刘舒静，李晓琳，黄善情，肖桃，陈宏镇，倪晓佳，卢浩扬，谭亚倩，尚德为，温预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药学部，广东广州 510370）

【摘要】 目的:分析舍曲林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稳态血药浓度及剂量校正浓度影响因素，
为舍曲林在青少年患者的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 2020 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
科医院服用舍曲林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的 95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通过 SPSS 25.0 进行统计
分析肝功能、性别、体重、剂型及合并用药对剂量校正浓度的影响。结果: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的稳态血药浓度为 76.89±46.26 ng·ml-1、给药日剂量为 141.59±47.82 mg·d-1、剂量校
正浓度为 0.52±0.25 ng·ml-1·mg-1·d，与成人患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
血药浓度有 9.35%例次超出治疗窗；肝功能、体重、合并丙戊酸钠或喹硫平对舍曲林剂量校
正浓度有显著影响（P＜0.05＝，性别和剂型不影响舍曲林剂量校正浓度。代谢酶基因型对
舍曲林血药浓度的影响需进一步研究。结论:舍曲林的推荐给药剂量及治疗窗适用于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可按照说明书推荐用法用量进行给药；临床上使用舍曲林时，肝功能不全患者
需调整剂量给药，并且需根据患者体重进行给药剂量的调整；与喹硫平或丙戊酸钠合并时，
应进行定期的血药浓度监测，并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

阿司匹林诱发过敏性休克文献分析
胡扬 1，韩丽珠 2，任文静 3，黄天鑫 4，史亦丽 1，梅丹 1,*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730；2.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3. 解放军总医院医疗保障中心药剂科，北京 100071；4.天津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天津 301617

【摘要】 目的:分析阿司匹林致过敏性休克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及临床特点。方法:检索
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收集阿司匹林致过
敏性休克的病例报告，并对患者信息、阿司匹林使用情况、合并用药、临床表现、处理及转
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 15 篇国内文献报告，8 篇国外文献报告。男性 16
例，女性 11 例；年龄 5-76 岁，≤10 岁、11-20 岁、21-30 岁、31-40 岁、41-50 岁、51-60
岁以及>60 岁的病例数量分别为 2 例、7 例、5 例、0 例、3 例、7 例和 3 例。3 例有阿司匹
林过敏史，3 例有其他非甾体抗炎药过敏史。27 例患者使用阿司匹林致过敏性休克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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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即至 48h。死亡 3 例，其余 24 例痊愈。3 例患者关联性评价为“肯定”，22 例为“很
可能”，2 例为“可能”。结论:阿司匹林传统药物的安全性不容忽视，重视患者过敏史，关
注用药情况，避免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

中国住院老年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现状的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王可 1.2*，唐静 1.2，杨昆 1.3，姜德春 1.2，苏甦 1.2，邢晓璇 1.2，闫素英 1.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2.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
京 100053；3.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循证医学中心，北京 100053）
#通讯作者：闫素英

【摘要】 目的：
目的老年人群易患多种慢性疾病，多重药物的使用不可避免。这种多重用药现象可能会带来
伴随着很多一些不利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缺乏多地区大样本的多重用药研究。我们研
究的目的是在全国多个地区调查多重用药情况并评估多重用药的影响因素和后果。
方法:本研究在中国 14 个省 27 家三甲医院开展了横断面调查。多重用药被定义为在住院期
间使用五种或五种以上的药物。数据从医院电子病历系统中收集。计算患者的查尔森合并症
指数并且评估患者是否使用了潜在不适当用药。地区差异分析时将数据按照我国七大地理区
域进行分类。
结果:研究纳入的 1249 名患者中，91.6%的患者用药有多重用药情况，50.4%的患者用药超过
10 种。查尔森合并症指数越高，出院诊断数越多，越易发生多重用药。高血压和糖尿病患
者多重用药发生率较高。合并三种及以上慢病的患者多重用药风险更高。多重用药增加了潜
在不适当用药、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延长了住院时间并且增加了医疗费用。华北地
区和华南地区多重用药及潜在不适当用药的发生率均较高而西北地区最低。
结论:多重用药现象在中国住院老年慢病患者中盛行。亟需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来减少多
重用药，改善患者用药问题。

直接口服抗凝药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病例报告文献分析
王鹏伟 1，2，胡扬 2，唐筱婉 2，孙雯娟 2，梅丹 2，刘震宇 3,*
1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新乡 453100；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
北京 100730；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北京 100730
王鹏伟和胡扬对本文有同等贡献，并列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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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伟曾在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进修，北京 100730
*通讯作者：刘震宇, Email: pumch_lzy@163.com

【摘要】 目的:分析直接口服抗凝药诱导的血小板减少（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
[DOACs]-induced thrombocytopenia）的发生情况及临床特点。方法:检索 PubMed、Embase、
中国知网、万方期刊论文数据库（截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收集 DOACs 诱导的血小板减
少的病例报告类文献，并对患者信息、DOACs 使用情况、合并用药、血小板计数变化情况、
处理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DOACs 诱导的血小板减少在国内期刊并未见报道。
共收集 8 篇国外文献报告（9 例患者）。男性 7 例，女性 2 例；年龄 43-80 岁，≥60 岁者 8
例。4 例患者使用利伐沙班、2 例患者使用阿哌沙班和 3 例患者使用达比加群酯后发生血小
板减少。9 例患者发生 DOACs 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为开始用药后 3 天至 4 个月，血小板
计数最低降至 1×109/L。其中 3 例患者存在出血倾向。经停药、对症治疗后，9 例患者血小
板计数均恢复正常。8 例患者关联性评价为“很可能”，1 例为“肯定”。结论:使用 DOACs
后出现出血倾向的患者应注意监测血小板计数的变化，以及时发现和处理 DOACs 诱导的血
小板减少。

基于美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的儿童药物性肝损伤
风险信号挖掘
李海龙 1,2,3，潘蔓萍 1,2,3,4，黄亮 1,2,3,4，张伶俐 1,2,3,4
1.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

2.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循证药学中心

3.

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目的:基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挖掘儿童药物性肝
损伤（DILI）风险信号，为儿童的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提取和分析 2004 至 2020 年
FAERS 数据库中的 18 岁以下儿童 DILI 相关不良事件报告。根据 MedDRA 术语查询与肝损伤
相关的不良事件报告，描述性分析不良事件报告的年龄、性别、地区、结局分布情况。采用
报告比值比法（ROR）和比例报告比值比法（PRR）检测 DILI 相关药品风险信号，将信号统
一为药品通用名称、去重后得到最终信号并按 ATC 编码分类。结果:儿童 DILI 事件报告共
14143 例，其中男性占 49.6%，女性占 45.1%，未报告性别的占 5.2%；年龄在 0~2 岁有 2358
例（16.7%），3~5 岁有 2048 例（14.5%），6~18 岁有 9737 例（68.8%）。信号检测结果共
2496 条，最终风险信号有 264 个，ATC 编码解剖分组中占比前 5 位的药物分别是系统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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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药 75 种（27.9%），抗肿瘤药和免疫机能调节药 68 种（25.4%），神经系统药物 25 种
（9.3%），消化道及代谢药物 20 种（7.4%）和心血管系统药物 17 种（6.3%）。儿童 DILI
报告例数最多的前 10 位药物分别是对乙酰氨基酚（1365 例），甲氨蝶呤（878 例），长春
新碱（649 例），丙戊酸（511 例），环磷酰胺（490 例），他克莫司（427 例），泼尼松
（416 例），泼尼松龙（401 例）和依托泊苷（378 例）。排除说明书或其他研究已证实的
信号后，最终检测出新的可疑信号有 8 个，包括非格司亭、乙酰半胱氨酸、硫喷妥、替马西
泮、地努妥昔单抗、奈福泮、伯氨喹和乙胺嘧啶。结论:研究结果提示非格司亭、替马西泮
等药物与儿童 DILI 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但其因果关联有待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验证。
本研究为儿科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并为开展药物安全性评价提供研究假设。

老年患者胸腔镜术后多环节预防恶心呕吐的现状和危险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江永贤 1，2 ，褚燕琦 1*，李根 2，邢晓璇 1，闫素英 1，英张兰 1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100053；2.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妇女儿童医
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药学部，成都，611731）

【摘要】 目的:通过调查老年患者腹腔镜术后止吐药物的使用情况，并分析胸腔镜术后恶
心呕吐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以行全身麻醉
胸腔镜(部分)肺叶切除的术后老年患者，根据纳排标准，纳入 155 例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发
生恶心呕吐分成 2 组：恶心呕吐组 54 例和非恶心呕吐组 101 例，收集患者基本情况，止吐
药物使用环节和情况，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进行风险分析，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胸腔镜
术后恶心呕吐的危险因素。结果:术后多环节多次使用 5-HT3 拮抗剂的现象普遍，手术室、
镇痛泵以及监护室均给与 5-HT3 拮抗剂的病例共 98 例（63.22%），其中使用 1 种 5-HT3 拮
抗剂有 77 例，联用 2 种为 78 例； 5-HT3 拮抗剂的使用在正常剂量范围内为 58 例，超剂量
给药为 97 例。术后使用 2 种以上的阿片类药物的患者时术后恶心呕吐的危险因素
（OR=4.02）
，
而术前使用地塞米松+5-HT3 拮抗剂止吐方案是术后恶心呕吐的保护因素（OR=0.42），2 种
5-HT3 拮抗剂联用和 5-HT3 拮抗剂超剂量使用，对于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并无统计学意义（P
＞0.05）
。
结论:胸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
阿片药物种类是导致术后恶心呕吐的危险因素，
使用地塞米松是术后恶心呕吐的保护因素。使用两种 5-HT3 药物联 5-HT3 受体拮抗剂用及超
剂量与否对恶心呕吐结局的改善无明显差异，临床上应避免两种 5-HT3 受体拮抗剂联用或
5-HT3 受体拮抗剂超剂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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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 B 的不良反应监测
李佳 1，陈琪凤 2，陈美玲 2，陈杰 1，陈孝 1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广州 510080；2.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州 510520）

【摘要】 目的：监测成人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 B 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为临床
安全使用多黏菌素 B 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广州市某三甲医院 2017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静脉使用多黏菌素 B 的成人危重症患者病例，调查多黏菌素 B 的不良
反应发生情况，统计发生率。结果：根据纳排标准纳入有效病例 311 例。怀疑多黏菌素 B
引起不良反应的有 86 例，发生率为 27.65%，其中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为 16.72％(n=52)，神
经系统症状 2.89% (n=9)，皮肤过敏反应 4.50% (n=14)，皮肤色素沉着 1.29% (n=4)，嗜酸性粒
细胞增多、药物热、白细胞减少、电解质紊乱、横纹肌溶解、谵妄及视觉障碍等不良反应各
1 例。结论：多黏菌素 B 在使用过程中需关注其不良反应（ADR），尤其需重点监测肾毒性
和神经毒性。

伏立康唑片剂原研药与仿制药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有效
性、安全性与经济性比较
宋静楠 1,2，李佳 2，陈攀 2，陈杰 2，陈孝 2
基金项目: 广东省临床用药研究基金（2020ZJ08）
作者简介: 宋静楠, 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临床药学
*通信作者：李佳, 主管药师，研究方向：临床药学，E-mail：pharma_jiali@163.com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广州 510080；2. 中山大学药学院，广东广州 510080）

【摘要】目的：评价伏立康唑片剂原研药与仿制药在侵袭性真菌感染治疗中的有效性、安全
性和经济性。方法：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20 年 9 月入住本院接受
伏立康唑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患者的资料，比较仿制片剂与原研片剂目标治疗成人患者侵
袭性真菌感染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结果：根据纳排标准共纳入 271 例患者，仿制片
剂组 103 例，原研片剂组 168 例；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后两组各 87 例。①PSM 前，
仿制片剂组与原研片剂组的临床有效率为分别为 59.22%（61/103）和 64.88%（109/168），
微生物清除率分别为 62.03%（49/79）和 67.16%（90/134），全因死亡率分别为 4.85%（5/103）
和 7.14%（12/168），两组间临床有效率、微生物清除率和全因死亡率均无明显差异（P=0.350，
P=0.447，P=0.451）。仿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85%（5/103），原研组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7.74%（13/168），P=0.355。仿制组的中位成本为 2933.28（1833.31-4583.26）元，原
研组的中位成本为 6243.20（3902.00-9561.29）元，P＜0.001。②PSM 后，仿制片剂组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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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片剂组的临床有效率为分别为 57.47%（50/87）和 65.52%（57/87），微生物清除率分别
为 60.94%（39/64）和 67.69% （44/65），全因死亡率分别为 4.60%（4/87）和 6.90%（6/87），
两组间临床有效率、微生物清除率和全因死亡率均无明显差异（P=0.275，P=0.423，P=0.515）。
仿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75%（5/87），原研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20%（8/87），
P=0.387。仿制组的中位成本[2933.28（1833.31-4534.40）元]低于原研组[5462.80
（3660.00-7413.80）元]，P＜0.001。结论：国产仿制伏立康唑的临床有效率、微生物学清除
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原研伏立康唑均无明显差异，提示两者在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时疗效
一致，安全性相似。在经济学方面，相对于伏立康唑原研药而言，国产仿制伏立康唑具有较
大的优势，在保持疗效与安全性的同时能有效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研究
邹林珂，闫峻峰，边原，童荣生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摘要】 目的：探讨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和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门诊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管理服务后的药物治疗问题的改善情况。方法：首先
建立 ASRA 患者的个人档案，根据初次问诊时患者的检查指标及症状评估患者在适应症、安
全性、有效性方面存在的药物治疗问题；给予患者药学干预措施和患者教育，一年后对比末
次随访与初次患者评估时的药物治疗问题改变情况。结果：经过一年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的药物治疗问题由 424 个下降至 97 个，由平均每人 1.97 个降低至 0.45
个；安全性问题由 111 个减少至 29 个，不良反应减少率为 73.87%。结论：对风湿免疫疾病
患者的创新药物治疗管理服务模式能有效解决药物治疗问题并带来临床价值，并有利于对新
型药物的安全性进行有效监护。

基层医疗机构患者用药相关问题的系统评价
倪晓凤*1,2,3,4 ，杨春松 1,2,3，白语眉 5，胡紫娴 5，张伶俐#1,2,3,5
1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2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循证药学中心；3 出生缺陷与相
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5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摘要】 目的：用药相关问题（Drug-related problems, DRPs）不仅对患者的健康及生活质
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还将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浪费，而基层医疗机构患者中 DRPs
的情况可能更为严峻。本系统评价旨在回顾现有的基层医疗机构患者 DRPs 相关研究，深入
了解基层医疗机构患者 DRPs 特征，有利于今后寻找有效的策略来识别、预防和干预 D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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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计算机检索 3 个英文数据库（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4 个中文数
据库（CNKI、CBM、VIP、万方），两名研究员对检索获得的文献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
提取和质量评价，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经初筛和复筛，
本研究共纳入 27 篇文献。结果显示，基层医疗机构患者 DRPs 发生情况较为严重：DRPs 发
生率的中位数（四分位距, Interquartile range, IQR）为 70.04% (59%)，人均 DRPs 发生数的中
位数（IQR）为 3.4 (2.8)。DRPs 的问题类型以“治疗安全性”占比最大，即患者遭受或可能
遭受药物不良反应。DRPs 的原因类型主要集中在处方环节，包括药物和剂量的选择等，同
时患者使用环节中依从性差也是导致 DRPs 发生的重要原因。用药种数、年龄、疾病种数等
均可能为 DRPs 发生的危险因素。药师在医师、患者、药物及其他层面开展干预，干预接受
率的中位数（IQR）为 78.8%(22.3%)，实施率的中位数（IQR）为 64.15%(16.85%)，解决率的
中位数（IQR）为 76.99%(26.09%)。结论：本系统评价表明，基层医疗机构 DRPs 情况严重，
药师在 DRPs 的识别和干预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应对存在 DRPs 危险因素的患者加强监测，
保障基层医疗机构患者用药安全。

人工瓣膜术后华法林抗凝治疗出血事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丁征 1，谭江山 2，闫婷婷 1，华潞 2*（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药剂科；2.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北京协和医学院）4

【摘要】 目的：探索人工瓣膜术后患者华法林的出血不良事件及其影响因素，为真实世界
华法林安全使用提供指导。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收集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外科因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而服用华法林至少 3 个月的患者
的相关临床信息。结果:共纳入 168 例患者，其中 35 例（20.8%）患者发生了 58 例次出血事
件。仅有 1 例发生大出血，其余均为小出血。除了 1 例皮下淤血患者，其余所有小出血事件
的平均 INR 值均低于 2.5。出血组患者年龄显著低于未出血组（P=0.013）、身高显著高于未
出血组（P=0.041）；出血组患者合并阿司匹林的比率显著高于未出血组（P=0.011）；两组
的体重、性别、基线 INR 值、瓣膜类型、合并疾病（房颤、脑卒中史、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合并用药（胺碘酮、铁剂）无显著差异。结论:人工瓣
膜术后华法林抗凝治疗绝大多数为小出血事件，通常与出血部位基础疾病而非抗凝过度相关；
合并阿司匹林可增加出血风险，应为患者宣教诊疗相关基础疾病和纠正可逆转的出血风险因
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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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731 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侯晓叶海文利刘苏利李娜吴寅*
（西安高新医院药剂科，西安，710075）

【摘要】 目的：探寻我院药品不良反应（ADR）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为临床安全、合理用
药提供参考。方法对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上报的 731 例 ADR 报告分别从患者性
别、年龄、给药途径、药物类别、临床表现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731 例不良反应
报告中女性多于男性，涉及 19 类共 179 种药物，抗菌药物居首位（265 例，36.3%）；以静
脉滴注途径（458 例，62.7%）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口服途径（143 例，19.6%）；ADR 累及
器官以皮肤及附件损害最为常见（289 例次，32.7%）。结论临床应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和静
脉滴注药物，重视 ADR 监测，以降低 ADR 的发生率。

某医院 153 例新的和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汪盛，李越然，刘俊，栾家杰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药学部，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 目的：了解本院新的和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特点
及其规律，为临床合理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本院 2017 年 1 月-2018 年 8 月上报
的 913 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对整理出 153 例新的和严重的 ADR 报告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153 例新的和严重的 ADR 报告，新的 ADR142 例（占 92.8%），严重的 ADR11 例（占 7.2%）；。
对症处理后，大部分 ADR 均痊愈或好转。静脉滴注致 ADR 病例数最多，其次为口服给药。
结论：应不断完善 ADR 监测，加强对新的和严重的 ADR 的上报工作，提高新的和严重的 ADR
的监测水平，减少 ADR 风险，进一步促进临床安全用药。

基于文献数据库的抗肿瘤类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回顾性分析
赵斌
（潍坊市中医院，山东潍坊 261041）
作者简介：赵斌，男，硕士，主管药师研究方向：临床药学 Tel：（0536）8190023
E-mail：zb417124446@126.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潍州路 1055 号潍坊市中

医院临床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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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抗肿瘤类中药复方注射剂不良反应发生的流行病学特点。方法通过检
索文献，收集抗肿瘤类中药复方注射剂不良反应详细个案，建立病案数据库，应用统计学方
法对不良反应信息进行分析。结果共收集 5 个注射剂品种详细的 109 例不良反应个案，其中
参芪扶正注射液病案数量最多（36 例）；不良反应涉及人体多个系统，其中皮肤及其附件
损害 47 例（33.10%）和循环系统 36 例（25.35%）数量较多；男性患者 65 例（59.63%），
女性患者 44 例（40.37%），平均年龄（54.53±17.34）岁；不良反应多发生在开始给药后
60min 内，83 例（76.15%）。结论谨慎合理用药增强预防意识，是减少中药注射剂不良反
应发生的关键。

沙库巴曲缬沙坦的安全性分析：基于 FAERS 数据库的研究
肖洁 1 陈聪琴 1 傅芳 1 刘弋戈 1*
（1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药学部，福建厦门 361015）

【摘要】 目的：通过风险信号相关的数据挖掘及评价，对沙库巴曲缬沙坦进行上市后的安
全性信息分析，为其在临床的安全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运用比例报告比法（PRR）对美
国 FAERS 数据库 2015 年 07 月-2018 年 06 月期间的药物不良事件（AE）报告进行沙库巴曲
缬沙坦的信号检测及数据挖掘，根据 PRR 值大小对信号进行风险强度的排名，对新出现的
说明书中未标明的风险信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排名前十的较高强度风险信号中，低
血压（PRR 值:14.72）、血清钾升高（PRR 值:14.38）、体位性头晕（PRR 值:13.59）、肾小
球滤过率降低（PRR 值:9.5）、血管性水肿（PRR 值:8.40）、血肌酐增加（PRR 值:7.87）、
血尿素增加（PRR 值:7.85）、肾损害（PRR 值:4.18）等为说明书中标明的已知不良反应，室
性心动过速（PRR 值:8.92）、听觉障碍（PRR 值:4.72）为说明书中未标明的新风险信号。对
潜在的新风险信号进行分析后发现，听觉障碍产生的机制可能与耳蜗谷氨酸循环有关，且其
分布呈性别差异性（男：女：未知=78.37%：18.27%：3.36%）。结论:沙库巴曲缬沙坦在 FAERS
数据库中的风险信号基本与其说明书中描述的不良反应相符，体现了真实世界应用与临床试
验的一致性。除此之外，信号检测结果发现沙库巴曲缬沙坦还存在听觉障碍的风险，其机制
可能与影响耳蜗中谷氨酸循环有关，男性患者发生率远高于女性患者。在实际临床应用过程
中，应密切关注此风险，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

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肺炎文献分析
李晓娟张爱武李莎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药剂部，呼和浩特 010050
通信作者：张爱武，Email: nm_xiaowu@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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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肺炎发生情况、临床特点、治疗与转归情
况，为临床治疗过程中免疫相关性肺炎的鉴别及处置提供参考。方法:检索 PubMed、中国知
网、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关于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肺炎的文献并进行分析。结果:
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肺炎的个案报道共 58 例，男性 42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0~91
岁，中位年龄 65 岁；原发病非小细胞肺癌 26 例，黑色素瘤 21 例，结肠癌 3 例，肺多形性
癌 2 例，小细胞肺癌、食管癌、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鼻咽癌、乳腺癌、胶质瘤各 1 例；
单用帕博利珠单抗者 56 例，联用卡铂、培美曲塞者 1 例，联用卡铂、紫杉醇（白蛋白结合
型）并联合放射治疗者 1 例。CIP 发生时间最短为 1 天，最长为 2 年零 2 个月，中位时间 12
周。CIP 主要临床症状呼吸困难、发热、咳嗽；影像学主要表现有 GGOs、实变、结节、间
质性改变。54 例经停药和对症治疗后好转，8 例死于 CIP。好转后，4 例患者再次给予帕博
利珠单抗治疗，耐受良好。结论:帕博利珠单抗治疗过程中需关注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肺部影
像学特征，尽早识别免疫相关性肺炎，发生免疫相关性肺炎的患者需根据其严重程度不同予
以相应的治疗手段，尤其重症患者警惕其致命风险。

临床药师参与社区高血压患者家庭病床服务的成本效果分析
许夏燕覃思蓓曹伟灵邹绮雯王晓聪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药学部，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 背景：我国高血压患者控制率远低于知晓率和治疗率，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进行干
预可有效控制患者血压。我国鼓励临床药师参与家庭病床团队，然而尚未有研究探讨临床药
师参与家庭医生团队的经济性和有效性。目的：探究临床药师参与的家庭病床服务是否能帮
助社区高血压患者控制血压，降低因不良心血管事件入院次数及经济负担，减轻患者用药费
用。方法：共纳入 120 名社区高血压患者，随访 24 个月，对干预前后干预组与对照组血压
控制情况、用药品种数、用药费用及因不良心血管事件入院次数进行分析，并对患者因不良
心血管事件入院情况进行成本效果分析。结果：临床药师参与家庭病床服务对患者血压控制
无显著改善，但可降低患者用药费用及因不良心血管事件入院次数，具有经济学优势。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家庭病床服务可有效降低患者用药费用，减少不良结局发生带来的经济损失。

Risk of Liver Injury Associated with Intravenous Lipid
Emulsions: A Prescription Sequence Symmetry Analysis
Xiao-xiao Li 1,2†, Yin-chu Cheng1,3†, Suo-di Zhai1,2, Peng Yao2, Si-yan Zhan3,4* and
Lu-wen Sh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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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Pharmacy,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Pharmacy Administration and ClinicalPharmacy,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Beijing, China, 4Research Center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China

【摘要】Aims: To determine the risk of liver injury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different
intravenous lipid emulsions (LEs) in large populations in a real-world setting in China.Methods: A
prescription sequence symmetr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data from 2015 Chinese Basic
Health Insurance for Urban Employees. Patients newly prescribed both intravenous LEs and
hepatic protectors within time windows of 7, 14, 28, 42, and 60 days of each other were included.
The washout period was set to one month according to the waiting-time distribution. After
adjusting prescribing time trends, we quantify the deviation from symmetry of patients initiating
LEs first and those initiating hepatic protectors first, by calculating adjusted sequence ratios
(ASRs) and relevant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Analyses were further stratified by age, gender,
and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LEs developed.Results: In total, 416, 997, 1,697, 2,072, and 2,342
patients filled their first prescriptions with both drugs within 7, 14, 28, 42, and 60 days,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s of liver injury were found across all time windows, and
the strongest effect was observed in the first 2 weeks [ASR 6.97 (5.77–8.42) ∼ 7.87 (6.04–10.61)]
in overall patients. In subgroup analyses, female gender, age more than 60 years, and soybean

oil-based and alternative-LEs showed higher ASRs in almost all time windows. Specially, a lower
risk for liver injury was observed in the first 14 days following FO-LEs administration (ASR, 3.42;
95% CI, 0.81–14.47), but the risk started to rise in longer time windows.Conclusion: A strong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LEs use and liver injury through prescription sequence symmetry
analysis in a real-world setting, which aligns with trial evidence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Differences revealed in the risks of liver injury among various LEs need further evaluation.

临床药师参与肿瘤心脏病多学科诊疗门诊的探索与实践
王春晖李静吴薇许青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032

【摘要】 目的：通过分享临床药师参与肿瘤心脏病多学科诊疗门诊的实践经验，为临床药
师更好地参与多学科诊疗团队提供参考。方法：收集 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12 月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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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心脏病 MDT 门诊就诊患者的资料，分析患者基本情况和临床药师在 MDT
中的作用。结果：共收治 343 例患者，其中女性 222 例，平均年龄（59.2±12.1）岁，原发
肿瘤类型排名前列的分别为乳腺癌（35.9%）、肺癌（21.3%）、胃癌（5.5%）、结直肠癌（5.5%）。
临床药师的作用主要包括药物不良反应的鉴别与处理（189 例）、合并心血管系统基础疾病
抗肿瘤治疗风险评估和方案制定（144 例）、药物相互作用警示与处理（18 例）、心血管系
统基础疾病治疗方案调整（24 例）等。结论：临床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参与 MDT，可以
使患者规避药物不合理使用，保障抗肿瘤治疗效果，减轻或避免药物不良反应，改善和提高
肿瘤心脏病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并体现自身价值。

基于真实世界研究的质子泵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挖掘分析
张秋珍 1,2,5，郑淑芬 3，钟诗龙 3，张述耀 2,*
1 汕头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广东汕头，515041；
2 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广东广州，510220；
3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药学部，广东广州 510080

【摘要】 目的：基于 FAERS 数据库——真实世界研究对不同的 PPI 相关不良事件进行挖掘
与分析，探索其不良事件发生的特点及与药物关联的强度，为目前临床滥用 PPI 的现象敲警
钟，希望得到临床的重视并响应国家号召，促进 PPI 的临床合理应用。方法:通过 FDA 不良
事件报告系统搜索并提取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雷贝拉唑、艾司奥美拉唑、右兰
索拉唑、艾普拉唑从 2004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第四季度共 68 个季度的不良事件报告，并
利用 MedDRA 术语集进行不良事件系统归类，再通过报告比值比法对这 7 种药物相关报告
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结果:纳入了不良事件报告：奥美拉唑 25076 份、兰索拉唑 96736 份、
泮托拉唑 109583 份、雷贝拉唑 21100 份、艾司奥美拉唑 89054 份、右兰索拉唑 19601 份、
艾普拉唑 14 份，共得到 6537 个信号，信号累及了 27 个器官系统并以胃肠系统疾病为主，
且信号强度以肾脏泌尿系统疾病最为突出。结论:本研究获得的 PPI 不良反应与说明书及文
献报导具有一致性，证实了本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展现各种 PPI 不良反应的共性与
个性，可为临床用药提供一定的参考，有助于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在使用 PPI 时，应关注相
关不良反应的发生，尤其是对肾脏的损害，并监测相关指标，以便于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保
证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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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骨科Ⅰ类切口术后炎症影响因素分析
苗雨晴 1 富圆薇 1 王如雪 1 宋欧阳 1 党大胜 2
（1.沈阳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辽宁沈阳 110016；2.北部战区总医院药剂科辽
宁沈阳 110016）

【摘要】 目的:分析可能影响行骨科Ⅰ类切口手术住院患者的术后炎症指标的因素；为临
床个体化使用抗菌药治疗提供建议。方法:使用 Excel 2010 及 SPSS 25.0 软件对所选取的研究
对象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脊柱与髋部的发病人群年龄晚于其他部位；上肢、腿部、足踝
等部位男性发病年龄较早。各部位的各炎症指标均存在组间差异，可根据其均值高低进行分
组。伴发糖尿病组术后各炎症指标均值均高于不伴发糖尿病组（p<0.05），糖尿病患者 NEU%
（p=0.003<0.05）和 CRP（p=0.006<0.05）两者在不同手术部位存在差异。使用骨水泥患者炎
症指标均值高于未使用骨水泥患者，使用骨水泥患者周边组炎症指标高于脊柱组。结论:骨
科不同部位Ⅰ类切口的患者存在人群分布特征，各炎症指标在不同手术部位，是否伴糖尿病
以及骨水泥的应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临床药师通过对上述结果分析可针对性地为临床治疗
提供抗菌药个体化使用建议。

单中心信迪利单抗真实世界安全性研究和不良反应危险因
素分析
王春晖吴薇许青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由于临床试验有着极为严格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因此其研究结果并不能完
全反映中国患者人群实际应用的安全性，本研究拟探讨真实世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信迪利
单抗应用的安全性和不良反应相关危险因素，以为临床早期而精准监测免疫不良反应提供参
考。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4 月在我院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肿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收集患者人口学基本数据、肿瘤类型、治疗药物方案、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资
料。结果:排除资料不全患者，纳入 52 例患者，其中男性 37 例，女性 15 例，中位年龄为
59 岁。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9.2%（36/52），其中 1 级-2 级不良反应和 3 级-4 级不良反应发
生率分别为 57.7%（30/52）和 11.5%（6/52）。免疫性肝炎和免疫性甲状腺功能异常最常见，
分别有 20 例（大多数出现肝酶异常升高，8 例表现为胆红素升高）和 18 例（6 例表现为甲
状腺功能亢进，10 例为甲状腺功能减退，2 例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继发甲状腺功能减退）。罕
见免疫性不良反应包括免疫性肺炎 5 例，免疫性肠炎 3 例，自身免疫性皮炎 2 例，免疫性心
肌炎 2 例，免疫性肾损伤 1 例，免疫性皮质功能减退 1 例，免疫性骨关节病变 1 例。对常见
免疫性不良反应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肝癌为免疫性肝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肺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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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性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真实世界中信迪利单抗的 3~4 级不良反应发
生率较临床研究略低，说明目前对其不良反应的认识和管理水平正在逐渐提高，但对部分具
有危险因素的患者仍应加强管理。

88 例唑来膦酸抗骨质疏不良反应分析
袁晓安（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鲁琼（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分析水化处理对唑来膦酸注射液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后不良反应的影响，尝
试建立相关药学监护路径。方法：调取某医院内分泌科 2019 年 1-11 月使用唑来膦酸治疗骨
质疏松的病例，分为水化组（n=73）和非水化组(n=15)，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
的情况和应对措施。结果：水化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非水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水化组对降低唑来膦酸注射液急性期反应有积极意义，应该建立规范化的水化预处理流程。

氨磺必利不良反应文献分析
黄善情 1，卢浩扬 1，肖桃 1，陈宏镇 1，倪晓佳 1，谢焕山 2，李晓琳 1，刘舒静 1，温预关
1，尚德为 16（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东广州 510370；2.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广东珠海 519000）

【摘要】 目的：分析氨磺必利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的发生频率及特
点，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检索自建库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PubMed、及 SCI 数据库收载的氨磺必利 ADR 的个案报道，运用统计学方法
对文献中氨磺必利不良反应发生时间、累及系统/器官、临床表现、预后等信息进行统计分
析汇总。结果共纳入 27 篇文献，共计 27 例不良反应病例。氨磺必利不良反应主要以男性
（62.96%）、青壮年（77.78%）为主，不良反应多发生于一个月内（66.67%），主要累及神
经系统（44.44%），循环系统（22.22%）。结论氨磺必利所致不良反应主要涉及神经系统和
循环系统，危险因素较高，应加强氨磺必利 ADR 的临床监测，避免严重的 ADR 发生，确保
临床安全用药。

基于区块链的药品安全追溯系统的研究
沈赟，秦艳，陈喆，戴佩芳，吕迁洲，李晓宇，叶岩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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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药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药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和追溯体系的建设是国
家倡导加快推进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以推进药品全品种、全过
程追溯与监管为主要内容，建设完善药品追溯体系。也为了解决目前药品流通领域安全追溯
系统中存在的数据易篡改、存储信息不全面以及无加密措施等漏洞，提出构建基于区块链的
药品安全追溯系统，并对其构建方法进行研究。方法:医院原有的管理系统为中心化管理系
统，而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能够实现数据信息的分布式记录与分
布式存储，它是一种把区块以链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数据结构。区块链技术除了分布式存储，
还包含去中心化、智能合约、加密算法等概念。本文提出的基于区块链的药品安全追溯系统，
可解决药品从生产到用于患者整个过程中的信息追溯，能真实准确的展现药品流通过程中对
于使用者的安全透明与可追溯，杜绝假劣药品的信息伪造。结果: 通过对基于区块链的药品
安全追溯系统所涉及的追溯体系架构、数据描述、数据安全与隐私控制、追溯流程等几个关
键问题进行了分析。采用非对称加密、数字摘要、数字签名来保障追溯过程中的数据安全与
隐私，可达到对药品安全追溯系统的演变历史和操作历史进行多级可信追溯的目的。从战略
目标、业务流程、信息共享、信任机制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等方面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协同运
作机制，为促进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智能化建设提供参考。结论: 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到药品
安全追溯系统中，有助于增强追溯过程的安全性的管控；有利于追溯结果的可信性的提升；
有利于药品各类数据的安全共享。基于区块链的药品安全追溯系统的拥有时间戳密码验证、
流通数据不可篡改等特性，适用于药品安全追溯，在显示信息的条件下可向监管人员以及患
者展示药品生产、物流以及使用信息。

静脉用药配伍风险评价与干预体系的建立及临床实践
谢增琨 1 李宪秋 1 张玮 1 付敏 1
1 潍坊市人民医院静脉用药调配科，山东潍坊 261000
通讯作者：付敏，Email:675754382@qq.com

【摘要】 目的：降低我院静脉用药发生配伍禁忌的风险，促进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
全。方法：建立配伍禁忌药品数据库，应用 EXCEL VBA 开发“静脉用药配伍合理性分析系统”，
评估各临床科室发生药品配伍禁忌的理论风险；设计“降低静脉用药配伍风险实施方案”，
调研重点科室，计算各科药品配伍“风险系数”Rc；按各科用药特点针对性干预后进行二次
调研，用配对 t 检验对干预前后各科 Rc 进行统计学分析，评价干预效果。结果：“静脉用
药配伍合理性分析系统”可按用药批次准确提取存在配伍禁忌的医嘱，按“降低静脉用药配
伍风险实施方案”进行干预可显著降低重点科室的配伍禁忌风险。结论：建立静脉用药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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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价与干预体系科学有效；药师依托现有条件自主开发配伍合理分析系统是开展精准化
药学服务、防范药源性疾病发生风险的有益尝试。

西藏自治区药师对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认知与实践情况
研究
丁泽堃，泽碧，张波，屈静晗，赵敏，左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摘要】目的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于 2020 年在西藏落地，为了更好配合和保障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以及健全和完善药学服务，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西藏自
治区的药师对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认识情况，并为如何对此更好的开展药学服务提供依据。
方法 向西藏自治区的药师发放电子版问卷，回收问卷后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次共
收回问卷 121 份，有效问卷 115 份。本次问卷结果表明，西藏本地的药师对于仿制药的评价
标准存在认知不足，虽然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减轻了人民群众就医负担，但对其安全性和有效
性存在疑虑，针对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药学服务面临挑战。结论 研究结果表示，西藏地区
大多数药师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持支持态度，但对仿制药以及一致性评价的认知仍存在
不足，未来应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教育宣传，以及开展真实世界研究配合和保障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政策的实施。

55

二. 经验介绍
基于“互联网+医疗健康”处方流转管理模式的建立与实践
唐蕾 唐婧 毛乾泰 艾超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部，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摘要】 目的：依据“保障处方用药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方便病人、提升服务”的原则，
探索在“互联网+医疗健康”背景下处方流转管理模式，促进智慧药房工作与服务质量的提升。
方法：我院主动适应互联网与医药产业的融合发展，由药学部主导，会同本院信息部门、合
作物流信息平台，将物流平台与本院自建 HIS 系统进行匹配，梳理相关问题点，制定内部质
控体系，并结合信息优势制定本院处方信息安全防范方案。结果：创新搭建了与本院匹配的
信息平台接口，通过梳理本院就这患者疾病结构，结合周边合作药店情况，设定本院处方流
转药品目录，实现患者自主选择渠道取药，通过电子处方流转系统、本院前置处方审核系统、
微信公众号用药指导服务，以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为前提，完成从医院到智慧药房的有效信息
传送，并逐步推动复诊在线续方、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等新型配送方式，建立了慢病管理和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

(草药房) 科室业务流程
关于流程的相关理念：
1.流程管理就是记录下医院常规的、重复做的事情，并加以分析、研究，形成一种规律，通
过改进完善，最终固定下来，让所有人都能按照这个流程来做。
2.流程是用来执行的，需要明确事情谁来做、怎么做，从人员、时间、空间、内容和方法等
方面，衔接部门与部门、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各个环节。
3.通过流程管理，对所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一个全新的再认识再提炼，把医院常规的、重复的、
固定的职能固化，流程做好了，执行力自然更容易贯通。

互联网医院安全用药的闭环管理
陈喆，叶岩荣，沈赟，戴佩芳，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032
通信作者：叶岩荣，Email：ye.yanrong@zs-hospital.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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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互联网医院合理用药闭环管理体系，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
方法 建立同时符合国家药品与邮政监管法规并满足实体医院药疗方案延续方针的药品供
应目录。实施“三审三拦三沟通”的综合审方模式：处方开具支持系统过滤、前置审方系统
审核，药师人工复核。不合理处方采取3级管理：1级系统自动拒配；2级需人工审方；3级系
统仅提醒不干预。为免医师无法及时继续接诊，系统设置审方时限2分钟，超时自动放行，
改由发药药师审方。药品调剂采取基于批号追踪的模式：通过PDA扫描药品清单与药品标签
条形码，自动完成调剂路径规划与品项准确性核对，并自动匹配最近效期批号，药师根据“左
进右出”原则取药、退药、上架，做到信息系统与实际操作匹配，实现患者-药师-药品-批
号-数量五者准确绑定。调剂完成药品在监控下核对并加贴封签，避免配送中污染。药品清
单打印用药交代视频二维码，患者可扫码观看，如有疑问可扫码加入慢病合理用药咨询微信
群或在App内向药师咨询。患者对药品质量有疑问，药师可启动批号追踪程序，准确判断问
题出处并给予对应处理。结果 互联网医院共开放9个科室，可用药品650种，自2020年3月
启动至2021年2月共接诊2028人次；配发药品313种，平均每张处方1.9种；使用抗菌药物处
方7张，占比0.35%；出库药品金额733234.8元，平均每张处方361.56元。配送平均距离23.2km，
中位数14.2km，为患者节约单程通勤时间（以公共交通计）64分钟，中位数59分钟，节约单
程通勤费用6.2元，中位数4元，减少通勤期间步行距离1.53km，中位数1.60km。处方共触发
前置审核报警18次，均为2级，合理率99.11%，不合理处方干预率100%。所有药品均在最长
48h小时内送达患者指定地点，未发生药品质量投诉。药品质量可追溯率100%。共线上解答
患者咨询150例次，主要问题集中于用药注意事项、药品供应与门诊及医保相关规定。结论
本体系可让患者充分体验高效、便捷与安全，更能减少通勤时间、费用与体力精力付出，成
为缓解慢病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措施。

我院兼职临床药师在病区的工作模式探索
李莎，康力敏，郑娜，赵暖暖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药，西安，710004）
【摘要】目的：探讨兼职临床药师在病区的工作模式及在临床药学服务中的作用。方法：通
过分析临床药师的职责，定位兼职临床药师在临床的作用。从兼职临床药师的基本素养，知
识储备和工作模式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与结论：兼职临床药师在临床的药学服务中起到很
好的桥梁作用，其药学服务的开展有助于临床医疗质量的提高。

药学教学路径在药学专业实习生带教中的应用
李莎，郑娜，康力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7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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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药学路径教学法在医院门诊药房药学专业实习生中的应用，培养出满
足医院药学服务需求的药学专业技术人才。方法：为门诊药房实习的药学实习生制定 8 周的
实习计划，实施药学路径教学方案，最后通过双向信息反馈系统对带教老师和学生进行考核。
结果：通过药学教学路径法在药学实习生中的应用，实习生的各项专业技术能力显著提高。
结论：药学教学路径法在药学实习生中的应用，将有利于实习生提高学习质量，更好的掌握
药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能力。

基于前置审方构建患者安全用药保障体系的运行实践
蒋婷 ，郑玲利，袁明勇，竭小玲，李燕，黄玲，陈灿，王凤玲，邵英，陈静，李静，王新
茗，蔺飞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四川成都 610500
通讯作者：郑玲利，Email:405445347@qq.com

【摘要】目的:探讨前置审方在构建患者安全用药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方法:以合理用药、处
方医师行为、经济学、满意度作为评价指标，基于前置审方系统，逐一细化完善临床用药监
测条目并建立个性化用药审核知识库，最终构建患者安全用药全程闭环式管理模式。结果前
置审方工作开展后，一方面临床用药错误明显减少，医师端因处方错误所致药品相关不良事
件的比例由系统上线时的 59.35%下降至当前的 5.16%，护士端因高警示药品配制使用等错误
所致药品相关不良事件的比例由系统上线时的 5.71%下降至当前的 0.23%；另一方面医师用
药水平持续提升，全院处方医嘱点评合理率由系统上线时的 90.80%上升至当前的 96.45%。
最终，患者安全用药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结论:前置审方工作的优质、精准、高效化
开展可推动患者安全用药保障体系的构建。

我院肿瘤科住院患者 2019 年度化疗辅助用药临床应用情况
【摘要】 目的: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本院）肿瘤科化疗辅助用药的使用情况。
方法：利用医院 HIS 系统，导出本院肿瘤科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用药情况，采用回
顾性分析方法统计得出各类化疗辅助用药的销售数量、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限定
日费用（DDDC）。结果：本院化疗辅助用药使用中，注射剂使用量远远高于口服类药物，
其中保肝类药物在注射剂及口服药物中均居第一位销量。骨髓功能恢复药和抗过敏药使用量
也相对较大。患者日均费用较高的为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和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注射液，
日均费用最低的为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性较好的药物为艾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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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液和昂丹司琼注射液。结论：本院在化疗辅助药物使用及遴选方面，种类齐全，能够对抗
化疗引起各种不良反应，价格范围能符合不同经济承受能力患者。临床药师需进一步挖掘更
好的抗癌方案，以避免化疗给患者带来的各种毒副作用的及器官损伤。

甘露醇联合万古霉素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肾功能的影响
梁宝方 1,2 褚燕琦 1*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053
2 东莞市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广东东莞 523059
通讯作者：褚燕琦，Email: yanqi0545@sina.com

【摘要】 目的:比较急性脑梗死患者使用甘露醇或万古霉素及甘露醇联合万古霉素导致急
性肾损伤（AKI）的发生率，进一步讨论 AKI 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入住重症监护室（ICU）时肾功能正常的急性脑梗死（ACI）患者。评估 ACI 患
者使用至少 48 小时的甘露醇或万古霉素及甘露醇联合万古霉素治疗后对肾功能的影响，并
利用二元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 AKI 的危险因素。结果 128 例 ACI 患者中 18 例（14.06%）发
生 AKI。与甘露醇组（13.0%）和万古霉素组（4.9%）相比，甘露醇联合万古霉素组（23.7%）
AKI 发生率显著升高（P=0.21）。各组的 AKIN 分期、AKI 结局和从用药到发生 AKI 的天数没
有显著性差异。二元回归分析发现肌酐清除率（Clcr）基线（odds ratio (OR)=0.965，
95%CI=0.944-0.986，P=0.001）和甘露醇剂量（OR=2.260， 95%CI=1.246-4.096， P=0.007）
是影响 AKI 发生的重要因素。结论甘露醇联合万古霉素给药可显著影响 ACI 患者的肾功能，
Clcr 基线和甘露醇剂量是 ACI 患者发生 AKI 的重要危险因素。

PIVAS 药师医嘱审核要点及在合理用药中的作用
王海亮 1

张玮通讯作者

（潍坊市人民医院静脉用药调配科，山东省潍坊市 261041）

【摘要】 目的：依据《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等法律法规对处方审
核的要求，通过分析 PIVAS 药师医嘱审核要点，形成系统化的医嘱审核流程，并加强培训，
规范临床静脉用药，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方法：通过学习药品说明书、检索《药典》、临床
诊疗指南等规范性文件，不断提高审方药师的医嘱审核水平，并加强临床宣教，促进合理用
药。结果：总结出 PIVAS 药师医嘱审核要点，包括过敏试验、患者年龄与用药合理性、给药
剂量与给药浓度、给药频次、给药途径、配伍禁忌等，临床静脉用医嘱的合理性不断提高，
医嘱审核准确率由 2018 年的 99.69%提升至 99.93%，干预前医嘱合格率由 2018 年的 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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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至 98.68%，药师审核医嘱的价值逐渐得到体现。结论：通过规范化、系统化的培训，
可有效提高 PIVAS 药师的医嘱审核水平，从而提高临床用药的合理性、规范性、安全性。

循证药学模式提升临床药师药品不良反应识别力的探索研
究
王一，王庆
（崇州市人民医院，药剂科，611230）

【摘要】 根据临床药师在临床多年的药品不良反应识别经验，总结出循证药学模式在药品
不良反应中识别中的应用，将药品不良反应分为发生前药师应用循证药学方法自学积累知识
和发生后药师运用循证药学解决问题的阶段，并结合案例深入分析，为临床药师参与药品不
良反应识别提供参考。

课题达成型品管圈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探索与应用
李靖，王鑫璐，张杰，宋燕青，张永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 目的：通过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开展品管圈（QCC）活动，提高药学
人员自觉参与管理的意识，减少差错的发生，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提高医院药事管理水平。
方法：引入品质管理概念，充分利用课题达成型 QCC 的各种新手法及 P-D-C-A 循环原则来解
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结果：通过实施活动前后对比，活动前停止医嘱未捡出差错由月均
10 例降至为活动后的月均 0 例，完成目标设定且数据还在持续改进。结论：通过 QCC 活动
的推行，可以极大的发挥整个科室的协作能力，减少药物调配差错，提高药物配置质量，降
低工作过程中的风险，不断改进药事质量，提升药学服务水平。

反复抽吸用于静脉输液配制的胰岛素使用期限的研究现状
戚蕾崇州市人民医院四川崇州 611230

【摘要】反复抽吸用于静脉输液配制的胰岛素是否应该严格按照感染控制要求在 24h 后丢弃，
临床上一直存在疑惑。针对此，从制造商建议、指南建议、胰岛素开启后安全性和有效性文
献研究三方面总结了胰岛素开启后用于静脉给药时使用期限的研究现状，并探讨了胰岛素开
启后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为临床规范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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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药房药品调剂与安全用药
韩琳主管药师
13731179991 38763913@qq.com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不断加强住院药房调剂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方法：
从各个方面展开，加强每一环节的工作重点，提出强而有效的方法措施，并不断监督改善。
结论：改善住院药房调剂工作的方法，不断加强药师的责任感使命感，是临床用药安全的重
要保障。

FMEA 法在我院用药错误管理中的应用
陈妍妍 1，吴杭 2，彭文婷 1，王建青 1
1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药学部，安徽合肥 230012；
2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安徽合肥 230032

【摘要】 目的:运用探讨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法（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 FMEA）
对我院用药错误（medical error，ME）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及分析。方法:运用 FMEA 法分析
2020 年第一季度医院各部门 ME 中的失效模式，针对失效模式制定改进措施，第二季度实
施后，对比分析其对 ME 的影响效果。结果:根据 FMEA 法确定了九种失效模式，并制定了相
应的改进措施，使我院 ME 的发生率由第一季度的 0.035%下降为第二季度的 0.016%，下降
了 48.72%。ME 的总的风险指数由 1315 下降到 915，下降了 30.42%。结论:FMEA 法运用在
医院 ME 管理中，可以有效降低 ME 的发生率，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提高医院药学服务质
量。

系统辅助人工审核的出院带药审核模式的应用与评价研究
王可 1,2，王子民 1,2，褚燕琦 1,2，崔晓晖 1,2，陆璐 1,2，冯英楠 1,2，闫素英 1.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2.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
京 100053）
*通讯作者：闫素英，E-mail: yansuying10@sina.cn
基金项目：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老年重大疾病关键技术研究
（PXM2018_026283_000002）；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资助课题（D1811000002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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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估系统辅助人工审核的出院带药审核模式的应用对患者出院带药合理性
的影响。方法：在我院住院医嘱前置审核系统基础上开发出院带药审核系统，建立系统辅助
人工审核的出院带药审核模式。比较其与既往人工审核模式下不合理出院带药医嘱的审出率
和审出的问题类型、出院带药更改率及问题干预成功率的差异。结果：系统辅助人工审核的
出院带药审核模式较人工审核的不合理出院带药医嘱审出率从 3.24%提高至 8.75%，出院带
药更改率从 3.14%提高至 5.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系统辅助人工审核模式提
高了出院带药禁忌症方面的审出率，在出院带药相互作用及重复用药方面的审出率也有提高。
但系统辅助人工审核的出院带药审核模式下审出的问题干预成功率低于人工审核模式
（58.54%vs96.88%，P＜0.001），在出院带药禁忌症方面的问题干预成功率最低，仅为 16.67%。
结论：系统辅助人工审核的出院带药审核模式可提高出院带药的审核水平，但仍需不断开发
与完善审核系统使该模式更好地在临床工作中运行。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实践问题及分析
张明，张捷，周木子，冀召帅，杨学斌，艾超（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
临床医学院，北京 102218）
【摘要】 目的：分析我院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根据相关指南，共识及说明书等，将我院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药师和系统审
核提交的疑义处方，进行人工二次审核，筛选出有疑义处方并分析原因。结果：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上报有疑义处方 8670 张，经过人工二次审核，筛选出不合理处方 7944
张（91.63%），超说明用药处方 726 张（8.37%）；不合理处方主要以用药不适宜为主，为
7212 张（90.78%）；用药不适宜处方中适应症不适宜占大多数，为 4552 张（63.12%）；工
作中发现存在前置审核系统知识库不完善、系统卡顿、医师开具处方不适宜、存在较多超说
明书用药处方及药师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等情况。结论：需要及时维护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的知
识库，提高药师的专业水平，规范医师的处方行为，加强医师与药师的沟通协作，保障患者
的用药安全。

探讨临床药师在严重药品不良反应处理中的作用
刘苏利，李娜，海文利，侯晓叶，陈玉荣，吴寅*
（西北大学附属西安高新医院药剂科，陕西西安 710075）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严重药品不良反应处理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临床
药师会诊的四例严重药品不良反应。结果：临床药师能够协助临床医师分析、处理严重药品
不良反应。结论：临床药师在处理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能够及时发布严
重药品不良反应警戒信息，是开展药学服务的内容之一，对临床安全用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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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致药物接触性皮炎的风险信号
潍坊市中医院董杨

苍耳子为菊科植物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Patr. 的干燥成熟带总苞的果实，药用以葈耳实之
名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后于《千金·食治》中首次以苍耳子为名记载。
适应症：2015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对苍耳子的记载为：辛、苦，温；有毒。归肺经。
【功能与主治】：散风寒，通鼻窍，祛风湿。用于风寒头痛，鼻塞流涕，鼻鼽，鼻渊，风疹
瘙痒，湿痹拘挛。2015 年版《中国药典》将其归为“有毒”药材。苍耳子为临床常用药，
尤其为鼻科要药。

黄药子致急性重度肝损伤中的药学实践
刘宝生 1 周秀丽 2 王冠杰 1 王振华 1*
（1.潍坊市中医院，山东潍坊 261000；2.阳光融和医院，山东潍坊 261000）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参与中草药相关肝损伤的药学实践模式，保障患者使用中药
安全有效。方法基于临床药师参与黄药子致药源性肝损伤的案例分析，介绍中草药相关肝损
伤的排他性诊断及药物治疗的方法。结果临床药师协助临床医师对中草药相关肝损伤的诊断
及治疗过程的药学监护是促进临床合理用药的重要环节。结论临床药师参与中草药相关肝损
伤的药学实践，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局限性与建议
刘裕
（长沙市第一医院药剂科湖南，长沙 410005）
【摘要】 目的：通过列举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局限性，和由此导致的“过评仿制药”可能
存在的问题，提出扩大评价范畴、健全评价体系、全面评价仿制药的建议。方法：分别从评
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两个维度、以及各维度下的各项要点，阐述一致性评价局限性，并通过文
献分析，了解“过评仿制药”的临床使用现状。结果：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存在局限性，关于
“过评仿制药”临床应用的研究过少。结论：应增加药学等效性研究指标，积极开展真实世
界研究，将药学等效性研究、生物等效性研究和上市后再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全面评价仿制
药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围术期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的药学监护
秦琼 1 丁英龙 2 谢诚 1 薛领 1 周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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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苏州 215006 ；2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苏州 215006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面对围术期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患者时应如何进行药学监
护。方法：临床药师从血小板的形成机制、高危诱发因素和药物使用等方面对血小板减少患
者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实施药学监护。结果：在围术期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患者的药学监护
中，临床药师可通过制定个体化抗凝和抗感染治疗方案，实现对血小板减少的有效预防及纠
正。结论：药师应深入了解血小板减少的形成机制、危险诱发因素及预防措施，结合患者具
体情况，开展个体化的血小板减少药学监护。

药师对于临床短缺抗肿瘤药品的管理
北京和睦家医院启望肿瘤中心历远
【摘要】 目的: 探讨药师在临床发生抗肿瘤药品短缺时，从采购到使用的全程应对管理模
式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方法: 通过药师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案例，按引起抗肿瘤药品
短缺的不同原因进行分类说明，体现药师在应对抗肿瘤药品短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结果:
药师通过运用循证药学思维、药剂学的生物等效性理论、药理学的剂量转换和药品经济学等
理论，可对临床短缺抗肿瘤药品的管理发挥作用。另外药师一定要非常熟悉国家的法律法规、
抗肿瘤药品应用的指导原则及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注册审批信息等。结论: 药师可以运用药
学专业知识对于临床短缺的抗肿瘤药品进行管理，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药品短缺对于患者治疗
的影响，保障临床安全使用。

我院 PIVAS 工作流程优化探究
王海亮，张玮通讯作者
（潍坊市人民医院静脉用药调配科，山东省潍坊市 261041）

【摘要】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s，PIVAS)是指在符合

国际标准、依据药物特性设计的操作环境下，经过职业药师审核的处方由受过专门培训的药
技人员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全静脉营养、抗肿瘤性药物和抗生素等静脉药物的调配，
为临床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药学服务的机构。通过对潍坊市人民医院静脉用药调配科的发展历
程进行总结讨论，分析前期工作流程中的不足，不断的创新实践，从而达到探究 PIVAS 最优
化工作流程的目的。处方审核作为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运行的核心部分，是体现药师价值的重
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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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粘菌素 B 在危重患者、囊性纤维化患者及普通患者中的药
动学/药效学研究
谢姣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要】肾毒性是限制多粘菌素 B 临床治疗使用的常见副作用，临床关于多粘菌素 B 药代动
力学研究较为有限。目前针对多药耐药的革兰氏阴性菌的多粘菌素 B 治疗的剂量优化研究仍
比较缺乏。本项研究旨在通过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研究评估了多粘菌素 B 在危重患者、普通
患者和囊性纤维化患者中有效性和毒性反应。根据体重采用不同的负荷和非负荷给药策略时，
评估多粘菌素 B 治疗有效性和毒性发生率的差异。给药方案为：1）无负荷剂量(1,1.25 和
1.5 mg/kg/12 h)；2）给予负荷剂量 2 mg/kg 后维持剂量为 1.25 mg/kg/12 h；3）给予负
荷剂量 2.5 mg/kg 后维持剂量为 1.5 mg/kg/12 h。研究结果显示，患者体重显著影响药物
暴露和治疗剂量。体重 50 公斤的危重患者需要 2 mg/kg/12 h 的多粘菌素 B 来达到最小毒性
风险下的最佳药物暴露量，体重 75 公斤和 100 公斤的患者分别需要 1.25 mg/kg/12 h 和 1
mg/kg/12 h 的剂量。对于体重 50 公斤的普通患者和囊性纤维化患者，任何方案均无法达到
目标暴露量。此外，多粘菌素 B 治疗 MIC≥2 mg/L 的细菌感染时出现毒性反应的风险较高。
本研究支持给药负荷剂量来显著增强多粘菌素 B 达到治疗暴露量，这项研究可帮助不同患者
人群及不同体重进行多粘菌素 B 剂量优化，同时评估该剂量下的毒性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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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述
蛋白激酶 C 在疼痛中的研究进展
易小清，崔小娇，陈祝君，尹琪楠，苟梦秋，边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
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蛋白激酶Ｃ（protein kinase C,PKC）是一组丝氨酸/ 苏氨酸激酶，是细胞内一种
重要的信号转导分子。 PKC 亚型 PKCε、PKCα、PKCγ、PKCδ可调节离子通道和受体，参
与疼痛的发生。PKC 在不同疼痛类型中已有相关研究，包括镰状细胞疾病的慢性疼痛、椎间
盘退变、慢性偏头痛、炎症性疼痛、癌性骨痛、神经病理性疼痛。常用的镇痛药物包括非甾
体类抗炎药、阿片类药物、抗惊厥类药物等，有研究表明 PKC 与吗啡、瑞芬太尼、对乙酰氨
基酚、帕瑞昔布、加巴喷丁、普瑞巴林等镇痛药物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很多顽固性疼痛极
难治愈，是十分棘手的临床问题，而临床使用的镇痛药物种类有限。目前，PKC 在疼痛中的
研究较多，本文就 PKC 与疼痛和镇痛药物的关系进行综述，有望为治疗疼痛提供新思路，成
为疼痛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和疼痛治疗的分子靶标。

心房颤动患者左心耳封堵术后抗栓策略的分析
谭素敏，杨磊，边原，童荣生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四川成都 610054；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
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心房颤动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可引起血栓栓塞，甚至脑卒中。口服抗凝药是比
较常规的治疗手段，但部分患者对抗凝药物耐受性差或存在禁忌症。左心耳封堵术（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 LAAO）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在器械闭塞左心
耳后，需要采取短时间的抗血栓治疗，以使器械完全内皮化从而减少出血事件。因此在 LAAO
术后进行抗栓治疗对患者的康复及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至关重要。目前，对于术后抗栓治疗
用药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对心房颤动患者在进行左心耳封堵术后的抗栓策略进行总结。

2020ASH 指南：静脉血栓栓塞的管理——深静脉血栓形成和
肺栓塞的治疗
韩丽珠，尹琪楠，边原，黄雪飞，雷洋，童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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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
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2020 年 10 月，美国血液病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ASH）
发布了《静脉血栓栓塞治疗指南：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治疗》，针对深静脉血栓
和肺栓塞的治疗提出了 28 条推荐意见，内容涵盖了静脉血栓栓塞患者治疗管理的三
个阶段、复发的处理、以及 VTE 合并 CVD 的治疗建议等方面。本文结合指南的推荐
意见和循证医学证据，对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治疗的药物选择及疗程进行解读，以
期为我国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治疗提供参考。

质粒 DNA 类基因治疗药物研究发展趋势
1

2

陈小华 ，段永平 ，边原

3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成都 610054；2.赤峰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内蒙古 024000； 3.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
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72

【摘要】基因治疗已成为 21 世纪一些重大疾病的有效治疗策略，通过载体将外源基因、基
因片段或寡聚核苷酸引入受感染的细胞进行适当表达，以纠正或改善致病基因所产生的缺陷，
达到疾病治疗目的。将治疗基因插入质粒导入靶细胞被认为是较安全和方便的治疗方法，因
此，关于质粒 DNA 类基因药物的研究正在逐年增多。但由于质粒 DNA 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分
子，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该文进一步综述讨论了质粒 DNA 类基因药物的研究现状
及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方向和治疗手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020 ERS 声明：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解读
尹琪楠，韩丽珠，边原 7，黄雪飞，雷洋，宋玉洁，童荣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
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 2020 年 12 月，欧洲呼吸学会(ERS,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ERS)发布了《ERS
声明：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1]，内容涵盖了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的定义、诊断、流行病学、随访、病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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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肺动脉内膜切除治疗、球囊肺血管成形术、药物以及联合治疗、康复管理等。本文拟
对该声明进行解读，并对相关靶向药物进行了指南间的比较，以期为我国慢性血栓栓塞性肺
动脉高压的治疗提供参考。

2021 ILEP 意见书：急性冠脉综合征后降脂治疗的最佳应用
——解读
韩丽珠，尹琪楠，边原 8，黄雪飞，雷洋，童荣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
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 2021 年 2 月，国际血脂专家组(International Lipid Expert Panel, ILEP)发布了急性冠
脉综合征后降脂治疗的最佳应用意见书，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ACS)
患者血脂管理现有指南进行了补充，对于临床中很大部分降脂不达标的人群提出了切实的解
决方案，即尽早开始联合降脂治疗，以改善这些患者接受降脂治疗的机会和依从性。意见书
还定义了 ACS 后的“超高风险”人群，并制定了这类患者降脂治疗的具体措施。本文结合
国内最新发布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脂管理临床路径专家共识》和《超高危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血脂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对该意见书进行了详细解读，重点包括“超
高风险”人群的定义及不同临床情况的降脂治疗路径，以期为我国 ACS 患者降脂治疗提供
参考。

国内外药物真实世界研究进展
张修梅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药学系，威海 264210
通信作者：张修梅，Email：shandaxiumei@163.com
【摘要】 目的：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Study，RWS）作为临床实践中评估干预措施安
全性和有效性的有效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关注度日益增加。《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与
审评的指导原则（试行）》的发布表明，真实世界研究将会是药品研发的重要方向。本文就
真实世界研究的概念、国内外真实世界研究的应用现状做了详细的阐述，可为真实世界研究
在药物的应用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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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肾损伤的研究进展
梅茜 1

陈琦 1

谢娟 1 李黎 1

刘可欣 2

1 贵州省人民医院药剂科，贵阳 550000；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药学部，成都 610041
通信作者：刘可欣，Email：187062630@qq.com
【摘要】 目的：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在国内外临
床试验和应用中的逐步推广，越来越多的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但由于其激活自身免疫，
也可能会引起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其中肾脏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较少见，但会对患者的药物治
疗、生存质量、甚至生命造成威胁。本文就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肾脏不良反应的机制、发
病率、病理类型、治疗策略等进行综述。

卡马西平致 Stevens-Johnson（SJS）综合征风险分析
李效尧
潍坊市中医院

【摘要】Stevens-Johnson 综合征是一种累及皮肤和黏膜的急性水疱病变。1922 年，首先由
Stevens 和 Johnson 对该病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多形性红斑型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的临床
表现多种多样，发病突然，病变常出现在手脚的背侧和前臂、腿、脚掌、足底表面。卡马西
平是一种临床最常见的芳香族抗癫痫药。自卡马西平上市以来，其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
（SJS）的发生率比预计的要高出 3～10 倍，且起病过程急，病势、病情严重，且病死率极
高。2007 年 12 月 12 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通知，要求卡马西平制剂制造公
司立即修改药品使用说明书，增加并强调本品的使用方法信息及安全性信息。要求亚裔血统
患者开始使用卡马西平前，需进行血液基因检查，检测人类白细胞抗原等位基因
（HLA-B*1502）。 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芳香族抗癫痫药（AED）诱发的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B 家族的基因具有强相关性，显示该疾病存在基因易感性。
并且不同种族人群的 HLA 基因位点不同。在中国、泰国及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HLA-B*1502
基因与卡马西平诱导的 SJS 呈现出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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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病例报告
1 例三叉神经痛使用卡马西平致剥脱性皮炎患者的药学监护
1

2

1

3*

1

游翠玉 ，刘申 ，卜岗 ，谢菡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1；
2

3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陕西西安 210008；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

学部，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 目的：通过 1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使用卡马西平致剥脱性皮疹的病例的治疗过程，
探讨临床药师如何对该类患者进行药学服务与监护。方：回顾性分析临床药师参与 1 例三叉
神经痛患者使用卡马西平致剥脱性皮疹的治疗过程，通过协助临床医师分析原因与重新制定
治疗方案，对主要治疗药物实施药学监护。结果：临床药师通过了解患者的用药史与用药方
案，分析患者发生剥脱性皮炎的原因，并提出药物调整等合理化用药建议并被医师予以采纳，
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结论：患者发生剥脱性皮炎与卡马西平使用有明显的关联性。皮肤不
良反应是其常见的副作用，轻症呈丘斑样皮疹，严重的皮肤不良如剥脱性皮炎较为罕见。2008
年加拿大卫生部警示卡马西平（得理多）在亚裔人群中出现严重皮肤反应的风险比西方国家
高出 10 倍，严重者可造成肝肾功能损害，死亡率高 30％，临床药师及医师应结合患者的用
药史、病情发展等方面仔细分析、诊断及治疗，从而降低对患者的危害，促进临床用药的安
全。

从 1 例肺癌患者探讨羟考酮和唑类抗真菌药的相互作用
甘继美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羟考酮和唑类抗真菌药相互作用、处置措施。方法：分析 1 例羟考酮
和氟康联合使用致患者发生呼吸抑制的治疗经过，结合文献分析，讨论两药的相互作用机制、
并深入探讨羟考酮和唑类抗真菌药的相互作用、应对措施。结果：患者发生呼吸抑制后，给
予纳洛酮解救，直至呼吸频率恢复正常，并适当减少羟考酮剂量，患者疼痛控制可，未再出
现阿片类药物的中毒症状。结论唑类抗真菌药物抑制肝脏中 CYP3A4 的活性减少羟考酮代谢
成去甲羟考酮，增加血液中羟考酮的浓度，增加羟考酮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同时使用两药时
可适当减少羟考酮的用量，氟康唑和伏立康唑不是 P-gp 的抑制剂，使用两药的患者中可考
虑更换羟考酮为吗啡缓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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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甲万古霉素和伏立康唑注射液致肾功能不全 2 期进展为 4
期1例
李萌 周庆 刘珏 邓艾平
武汉市中心医院药学部

【摘要】例 83 岁的男性患者，因“咳嗽、咳痰、喘息 10 余年，再发加重 1 月”入院，患者
近 10 余年来无明显诱因反复出现咳嗽，为阵发性；咳痰，咳白色粘液痰，尚易咳出；喘息，
活动后加重，休息后可缓解，夜间能平卧；偶伴胸闷；无明显心悸、胸痛；无恶心、呕吐、
腹胀、腹痛、腹泻；无头痛、视物模糊，无手足活动障碍；反复住院治疗，考虑为“慢性阻
塞性肺病”。近 1 月患者上述症状再发加重，自服消炎、化痰、平喘药物治疗后症状缓解不
明显；为求进一步诊治来我院，来我院后行抗感染、平喘治疗，患者血氧饱和度无法维持，
后行气管插管，于 10 月 14 日拔除气管插管，患者仍间断喘息。患者 10.8 日 2 次痰培养，
检出热带念珠菌，上呼吸道正常菌，未检出嗜血杆菌，10.14 痰培养，曲霉菌属，10.20、
10.24、10.31 痰培养，未检出真菌，10.9～10.17 使用去甲万古霉素 0.4g q12h，10.26～
10.29 使用注射用伏立康唑，肌酐从 10.7 日的 65μmol/L（Ccr 64mL/min 肾功能不全 2 期）
上升至 10.27 的 103μmol/L
（Ccr 40mL/min 肾功能不全 3b 期）
，
再上升至 10.29 的 173μmol/L
（Ccr 24mL/min 肾功能不全 4 期）。停止去甲万古霉素、伏立康唑，水化，患者 10.30 肌
酐 186μmol/L（Ccr 22mL/min 肾功能不全 4 期），未能恢复。怀疑是伏立康唑里面的环糊
精加重去甲万古霉素的肾损伤。到 10.30 日患者死亡，肾功能仍未恢复，肌酐 186.7。提醒
老年患者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慎重使用注射用伏立康唑，其辅料环糊精可在肾脏蓄积。

呋喹替尼致口腔黏膜炎 1 例
吕晓燕，王雪琦，Δ 赵丽华
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药剂科，安徽 合肥 230041

【摘要】 呋喹替尼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抗肿瘤药物，于 2018 年 9 月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1]

局批准上市，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 。呋喹替尼作为一种强效、高选择性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受体（VEGFR）抑制剂，其不良反应也与其他小分子 VEGFR 药物相似。口腔黏膜炎是
VEGFR 类药物常见不良反应，一般较轻。本文报道一例患者因结肠癌口服呋喹替尼胶囊，期
间合并使用降压药物硝苯地平控释片，该药患者长期规律服用，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在服
用呋喹替尼胶囊前，患者饮食正常、无口腔疼痛等症状，服用呋喹替尼胶囊 9 天后，患者逐
渐出现口腔溃疡、疼痛，停用呋喹替尼胶囊，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后好转。因肿瘤治疗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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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2 月 14 日将呋喹替尼胶囊减量至 3mg qd 继续服用，14 天后患者再次出现 2 级以上口
腔黏膜炎。通过对呋喹替尼安全性的讨论，阐述口腔黏膜炎的产生机制及防治措施，以期为
呋喹替尼的临床应用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

中药配方颗粒致一例严重药物性肝损分析
王霞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3000

【摘要】 目的：报告真实世界中药配方颗粒导致的一例严重药物性肝损，警示临床使用中
药配方颗粒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方法：收集我院报告的一例中药配方颗粒 ADR，通过临床调
研，查询相关文献，分析处方中可能导致严重药物性肝损的中药及避免 ADR 发生的措施。结
果：中药补骨脂、艾叶都有致药物性肝损的文献报道，本例患者发生的严重药物性肝损可能
与上述 2 种药物有关。结论：中药也有可能导致严重药物性肝损，临床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
患者有相关的肝损症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急查肝功能和其他相关检查。尽可能避免药
源性疾病的发生，切实保证临床用药安全。

华法林与卡马西平相互作用致 INR 下降
1

1

喻红英 ，郑锦坤 ，赖莎

2

1.粤北人民医院，广东 韶关 512000；2.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 广州 510080
通信作者：赖莎，Email：297115458@qq.com

【摘要】 1 例 68 岁男性患者主动脉金属瓣膜置换术后，连续两年口服华法林钠片（1.25mg、
qn，平素有监测 INR），入院监测 INR 值 2.32，因局灶性癫痫发作予卡马西平片 0.1g、tid
口服抗癫痫治疗。第 2 天，患者无肢体抽搐等癫痫样发作，复查 INR 值 2.42。第 5 天，患
者无癫痫样发作，复查 INR 值 1.39，较前明显下降，高度怀疑为华法林和卡马西平的相互
作用，致华法林抗凝作用降低，遂将华法林剂量增加至 1.875mg。第 9 天，患者无肢体抽搐
等癫痫样发作，无其他不适，复查 INR 值 2.36，病情稳定，予以出院。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疑似瑞芬太尼致痛觉过敏患者的病例分析
何青青，朱琳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陕西 咸阳,712000

【摘要】 本文通过对 1 例 75 岁男性，因流涕 5 天，黑便 3 天，呕血 4 小时主诉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入住我院重症医学科。患者自 8 月 13 日无明显诱因出现黑便，每日 1-2 次，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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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视，入院前 4 小时无明显诱因出现恶心、呕吐（非喷射性），呕吐物为咖啡样胃内容物，
具体量不详，伴头晕、乏力、腹胀，无视物旋转、意识障碍、大小便失禁等不适，为求进一
步诊治，遂来我院，急诊以“上消化道出血”收住院，发病后，患者神志清、精神差、食纳
差、夜休可、小便正常。既往心绞痛 5 年余，未规律治疗，目前症状不明显；5 年前因消化
道出血治疗，具体不详。入院查体：体温:36.5℃；脉搏:87 次/分；呼吸:19 次/分；血
压:127/72mmHg。诊断：1、上消化道出血；2、冠心病。8 月 17 日，患者出现中上腹部疼烧
灼样痛，伴大汗淋漓，考虑存在上消化道大出血，休克、穿孔可能，于 8 月 18 日在急诊局
麻下行消化道造影及栓塞术，术后给予患者瑞芬太尼（2mg 溶于 40ml 生理盐水，以 4ml/h
泵入）微量泵持续泵入镇痛。8 月 19 日 13:30 分护士在更换瑞芬太尼输液管路时患者出现
腹痛不适，表情痛苦伴全身骨骼肌不自主颤栗，通过可视疼痛评分（VAS）评估患者为重度
疼痛，管路更换成功后患者症状消失（VAS:轻度疼痛）。8 月 20 日，患者病情平稳后转入
普通病房，医师停止应用瑞芬太尼，患者立即出现腹痛，伴面部表情痛苦、全身骨骼肌不自
主颤栗（VAS:重度疼痛）。医师考虑患者是否冠心病发作或介入术后引起的疼痛，遂请心内
科医师会诊，考虑心绞痛、介入手术后疼痛不典型，查心电图、心肌酶八项：正常，继续给
予瑞芬太尼泵入（2mg 溶于 40ml 生理盐水，以 4ml/h 泵入）后患者症状缓解（VAS:轻度疼
痛）,期间多次停用瑞芬太尼上述症状立即出现，继续给予瑞芬太尼后患者症状即可缓解。8
月 24 日 9:00 医师为证实是否为该药物引起的上述症状，在患者未知的情况下将瑞芬太尼更
换为生理盐水，10:30 分时患者症状发作，11:00 时请麻醉师会诊，建议给予地佐辛注射液，
5mg+枸橼酸芬太尼，0.02mg,静脉推注，给药后患者症状缓解，22:00 时上述症状再次出现。
8 月 25 日请临床药师会诊，临床药师考虑患者可能为瑞芬太尼引起的痛觉过敏，建议逐渐
停用瑞芬太尼，每 2-3 天减少原有剂量的 20%，直至停药，若上述方案不理想必要时给予患
者丁丙诺菲舌下片含服。医师按临床药师方案执行，8 月 26 日-8 月 27 日给予瑞芬太尼 2mg
溶于 40ml 生理盐水（下同），以 3ml/h 泵入持续泵入，患者 VAS 评估轻度疼痛，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给予瑞芬太尼以 2ml/h 泵入，8 月 30 日给予瑞芬太尼以 1ml/h 泵入，9 月 1 日给
予患者停用瑞芬太尼，患者症状未再出现（VAS:轻度疼痛），9 月 5 日患者达到出院标准，
遂出院。

普罗帕酮致过敏性休克 1 例
周绣棣，任晓云，王睿
滨州市人民医院，山东 滨州，256610

【摘要】患者，女，77 岁，阵发性心慌 3 年，持续性心慌 9 天。2020 年 03 月 11 日来我院
门诊就诊，门诊以“阵发性心房颤动、高血压病 3 级（极高危）、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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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检查”收入院。患者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预防接种史不详。患者入院查体：体温 35.8℃，
-1

-1

心率 100 次·min ，呼吸 20 次·min ，血压 143/119 mmHg。患者发育正常，营养良好，无
异常面容，表情自如，自主体位，神志清楚。胸廓正常，呼吸音清晰，未闻及明显干湿性啰
-1

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移位，无心包摩擦感，心率 100 次·min ，律不齐，第一
心音强弱不一，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心电图示：房颤伴快速心室率。住院化验示，白
9 -1

12 -1

-1

-1

-1

细胞数 9.17×10 L ，红细胞数 3.82×10 L ，血红蛋白 114 g·L ，氨基末端 B 型利钠肽
-1

-1

前体 5832 pg·mL ，谷丙转氨酶 70 U·L ，谷草转氨酶 33 U·L ，转肽酶 64 U·L ，尿
-1

-1

-1

素 4.4 mmol·L ，肌酐 67 ummol·L ，D-二聚体 0.93 mg·L 。3 月 11 日 14:35 给予患者
静脉注射盐酸普罗帕酮注射液 70 mg，qd（生产厂家：上海信宜金朱药业有限公司，规格：
70 mg：20 mL，生产批号：1810501），于 14:49 患者注射完该药后，出现喘憋、呼吸困难，
呈端坐位，口唇发绀，伴大汗，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量少，声音嘶哑，腹部皮肤
-1

及双侧上肢可见粉红色丘疹，突出皮面，瘙痒不适，心电监护示：心率 160 次·min ，律不
-1

齐，血压 117/86 mmHg，听诊双肺底哮鸣音、湿啰音，呼吸 25 次·min ，体温 35.5℃。立
即给予静推地塞米松磷酸钠 5 mg，约 5 min 后推注地塞米松磷酸钠 5 mg、呋塞米注射液 20
mg 和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 mg，患者喘憋症状逐渐好转，腹部丘疹较前减少，声音渐
清晰，心电监护示：血压 77/42 mmHg，脉搏微弱，大汗，考虑过敏性休克，积极给予氧气
-1

吸入 3 L·min ，快速补液，静脉滴注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2 mg 以及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
钠 40 mg，约 10 min 后，血压逐渐回升至 114/89 mmHg，喘憋症状基本改善，可平卧位，均
匀呼吸，听诊肺部湿啰音、哮鸣音较前明显减少，心电图提示快速房颤伴完全性右束支传导
-1

阻滞，心电监护提示：血压 144/88 mmHg，血压饱和度 97%，心率 110 次·min ，呼吸 19
-1

次·min ，体温 35.5℃。于 15:30 以后患者病情相对平稳。平稳后复查心电图示：房颤伴
快速心率，电轴偏左，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多导联 ST 段明显压低。

诺氏评估量表法在两性霉素 B 致严重低血钾中的药学实践
雷海波，郭小兰，李伟，龙靓，
龚婷，李荣辉，肖灿，刘湘
湘潭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传统的两性霉素 B（AMB）是一种有用的抗真菌药物，其应用已超过 50 年。两性霉
素 B 是治疗深部真菌病的首选药物，其抗菌作用是与真菌细胞膜的麦角固醇结合，增加细
胞膜的通透性，使胞内钾离子和葡萄糖等渗出，导致真菌细胞死亡。两性霉素不易通过血脑脊液屏障，脑脊液浓度低于血浓度的 5%。血消除半衰期（t1/2）约为 24 小时，可一日一
次给药，蛋白结合率为 91% ～95% 。主要以药物原形经肾脏缓慢排泄，每日约有给药量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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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原型排出，7 日内自尿排出给药量的 40%，停药数周后，仍可在尿中检出。尽管两性
霉素 B 具有广谱强效抗真菌活性，但其毒性限制了应用。两性霉素 B 不良反应较多，会引起
高热、寒战、头痛、呕吐、血压降低、低血钾、肾功能损害，偶尔出现白细胞或粒细胞减少。
本文通过诺氏评估量表法，临床药师参与 1 例两性霉素 B 致严重低血钾的隐球菌脑膜炎患者
的药学实践过程，并分析不良反应发生的特点及其作用机制。本案例中，临床药师根据患者
的临床表现，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为患者提供合理的治疗方案，减少两性霉素 B 的药物不良
反应的发生，保证患者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例利伐沙班治疗急性心梗 PCI 术后并发附壁血栓的病例分
析
董丽娥，边原，王玲洁
1

2

西部战区总医院临床药学科，四川成都，610083；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患者陈 XX，男性，49 岁，身高 173cm，体重 75kg。因“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 1
月余、胸痛半小时”于 2020 年 11 月 22 日入院。患者于一月前因突感压榨性胸痛，入院查
心电图示：II、III、aVF 导联 ST 段弓背向上抬高 0.2 mV，V1、V6 导联 S-ST 改变，肌钙蛋
白 92.678 μg/L，考虑为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冠脉造影示前降支第一对角支完全闭
塞，右冠近中段可见弥漫性长病变，最重狭窄约 85%，予前降支安置支架一枚，8d 后于右冠
安置支架 2 枚，术后规律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联合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经过上述治疗后
胸痛症状明显缓解，但仍有间断性胸闷等不适，为进一步诊治收入院。患者高血压病史 3
年余，平常不规律服用硝苯地平控释片 30mg qd，血压控制在 130-150/75-90 mmHg，痛风病
史 2 年余，饮食控制、不规律服用苯溴马隆 50mg qd，尿酸控制在 300-450 μmol/L。吸烟
20 年余，1 天 20 支，已戒烟 1 月，偶有饮酒，余无特殊。本次入院前 3 天门诊辅助检查：
心脏彩超示：左室前壁、侧壁、室间隔及心尖段节段性运动异常，心尖段室壁瘤伴血栓形成
(1.97 cm×1.59 cm)，左室肥大，左室收缩功能中度降低，舒张功能轻度降低，左房增大，
少-中量心包积液，EF 37%，二尖瓣轻度关闭不全；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心率 82 次/分，
II、III、aVF、V1-V6 可见病理性 Q 波。氯吡格雷基因 CYP2C19 *１/*１；血小板聚集率 ADP
-1

-1

59%。入院当天复查肌酐 213.1μmol•L ，脑钠肽 448.4 pg·mL 入院诊断：急性 ST 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前壁）术后 killip 分级Ⅱ-III 级，心尖部血栓形成；慢性肾功能不全。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贝那普利片 10mg qd 抑制心肌重构，美托洛尔缓释片 47.5mg
qd 控制心室率降低心肌耗氧量，瑞舒伐他汀钙片 10mg qd 降脂稳定斑块等。抗栓治疗方案：
入院前 11.20-11.21 门诊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mg q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75mg qd+利伐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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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g qd；入院第 1-3d 双联抗血小板基础上利伐沙班 10 mg 调整为利伐沙班 2.5mg bid，
第 3d 临床药师建议利伐沙班剂量调整为 15mg qd，医师采纳。临床调整为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mg q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75mg qd+利伐沙班 15mg qd（第 4-30d），临床药师叮嘱患者
平常需控制饮食和尿酸水平，避免痛风急性发作使用激素或非甾体抗炎药物，引起胃肠道出
血风险的增加，若一旦出现痛风急性期发作不可自行服用其它药物，应详细告知专科医师正
在服用抗栓药物；给患者交代需小心磕碰、关注是否发生皮肤黏膜瘀点或瘀斑、鼻衄、牙龈
出血、黑便等出血征象。第 30d 复查彩超示心尖部血栓消失，临床抗栓治疗方案修改为：阿
司匹林肠溶片 100mg q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75mg qd 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第 30-33d），根据
[3]

[4]

2107 年 ESC 急性心梗指南 和 2018 年冠心病合理用药指南 提示，对于存在左心室附壁血
栓的患者，至少联合抗凝 3 个月，因此临床药师和医生沟通后调整为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75mg
qd+利伐沙班 15mg qd，心衰症状改善予以出院，临床药师与临床医生沟通后建议患者出院
后维持利伐沙班抗凝治疗至少 3 个月后再调整抗栓治疗方案。

小儿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后脑卒中抗栓治疗 1 例
雷洋，边原，童荣生，舒永全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
重点实验室，四川省成都市 610072

【摘要】目的：通过分析 1 例小儿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后脑卒中患者抗栓的药物治疗，探讨脑
卒中儿童使用抗栓药物的合理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临床药师参与并随访 1
例小儿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后脑卒中患者抗栓的药物治疗过程，建议患儿先行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卒中量表评分决定开启抗凝治疗的时间后，使用华法林抗凝治疗并根据患儿情况及时复
查评估梗塞灶，密切监测凝血功能等情况。结果：医师未予采纳临床药师建议，使用阿司匹
-1

-1

-1

-1

林 2mg·kg ·d po qd 联合双嘧达莫 1mg·kg ·d

po tid 行抗栓治疗，一周后评估梗塞

灶无明显改变，后患者咨询并采纳临床药师建议，使用华法林抗凝治疗，一个月后梗塞面积
缩小，后梗塞面积稳定。结论：对于心源性脑卒中的儿童行抗凝治疗可缩小脑梗塞灶面积，
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甲巯咪唑致关节炎综合征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1

2

1

林璐 ，潘冰云 ，张晓娟 ，钟诗龙

1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药学部，广州 510080；2.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白云分院药剂科，广州 510420

76

【摘要】本文报道了 1 例因服用甲巯咪唑导致的关节炎综合征。该患者为 25 岁女性，因甲
状腺功能亢进服用甲巯咪唑治疗，服药 1 个月后出现皮疹伴瘙痒，随后出现游走性多关节疼
痛。在排除了风湿性疾病、单纯关节痛、ANCA 相关血管炎和药物性狼疮后，诊断为关节炎
综合征。予对症治疗，2 周后患者皮疹基本消退，关节疼痛缓解，后续拟行

131

I 治疗甲亢。

关节炎综合征是甲巯咪唑罕见而严重的不良反应，甲巯咪唑应用广泛，应警惕用药后出现的
关节疼痛，以便及时诊断和治疗。

1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 I 度肥胖患者降糖治疗的病例分析
李友佳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肥胖与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超过80%的成人糖尿病患者存在超重或肥胖，
糖尿病也是肥胖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2型糖尿病和肥胖的共存使得血糖控制的难度增加。
肥胖所致的胰岛素抵抗给血糖达标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若治疗方式不当，体重增加，胰岛素
抵抗会进一步加重。本文就1例2型糖尿病合并I度肥胖患者的降糖药物治疗进行讨论、分析，
并提出临床药师的监护建议。方法：介绍患者治疗经过，讨论患者降糖治疗效果不佳与其疾
病因素、药物使用、饮食运动等有关；讨论患者降糖治疗药物的选择与分析，患者当前血糖
控制不达标，且处于I度肥胖阶段，在选择降糖药物时应兼顾血糖和体重，尽可能选择降糖
效果肯定且不增体重的药物。结果：临床药师与医师讨论后为：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1g po
bid+艾塞那肽注射液 5ug ih bid+达格列净片10mg po qd；入院第7天，予加用地特胰岛素
8U ihqn，使患者治疗方案达到降糖、减重的双重效果。加强用药教育，综合治疗10天后，
患者血糖控制达标，予出院。结论：通过本例2型糖尿病合并I度肥胖症患者的降糖治疗分析，
临床药师总结：①从肥胖合并2型糖尿病诊断之初，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生活方式干预是2
型糖尿病的基础治疗，应该贯穿于糖尿病治疗的始终；②在选择降糖药物时，应优先考虑有
利于减轻体重或对体重影响中性的药物，如GLP-1受体激动剂、二甲双胍和SGLT-2抑制剂等；
③避免使用或大剂量使用胰岛素，及时调整剂量以免引起治疗性体重增加。

1 例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伴发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药学监护
李友佳，姚红伊，计成，冯文焕
1.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陕西 西安 710004；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药学部，浙江 杭州 310009；3.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学部，江苏 南京
210008；4.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江苏 南京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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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计成，E-mail: getcct@sina.com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甲状旁腺功能减退伴发扩张型心肌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
中的作用。方法：临床药师参与了 1 例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伴发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治疗
过程，评价药物治疗的合理性；参考指南，查阅文献，建议停用呋塞米，加用具有保钙作
用的氢氯噻嗪；提醒医师骨化三醇胶丸用量大于 0.75ug/天时应分次服用；结合骨化三醇
和氢氯噻嗪药物作用时间，建议用药 3 天后监测血钙，监测 24h 尿钙等疗效指标等。与护
士沟通患者静脉滴注的浓度与速度，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监测相关不良反应等药学服务。
结果：医生均采纳药师建议，患者住院期间血钙呈上升趋势，血钙达到了甲状旁腺功能减
退症的治疗目标。药师加强药学监护与用药教育，经过 13 天治疗后患者病情好转予出院。
结论：临床药师参与到甲状旁腺功能减退伴发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及时与医
护患沟通，协助医师完善了治疗方案，保障了患者用药的安全、有效、合理。

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反应性血小板增多病例分析
戚蕾
崇州市人民医院 药剂科，四川 崇州 611230

【摘要】 目的：探讨反应性血小板增多的原因，提高对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不良反应的
认识，为临床用药安全性提供参考。方法：临床药师参与 1 例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致血小
板增多的治疗，分析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结果：此次不良反应可能与哌拉西林
钠他唑巴坦钠有关。结论：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有可能引起血小板增多，临床药师应加强
药学监护，提高用药安全。

复方醋酸棉酚片致低钾血症和肝功能损害 1 例及文献分析
陈娜，谭秋荣，段海文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长沙市妇幼保健院，湖南 长沙 410014

【摘要】 目的：为判定复方醋酸棉酚片所致低钾血症和肝功能损害提供参考。方法：对 1
例复方醋酸棉酚片致低钾血症和肝功能损害病例的相关情况进行描述，并进行文献回顾性分
析。结果：复方醋酸棉酚片已知不良反应包括低钾血症和肝功能受损，与肾脏髓袢升支粗段
+

+

-

（Na -K -Cl ）联合转运系统抑制作用、个人特异性体质等因素有关。结论：虽然复方醋酸
棉酚片致低钾血症和肝功能障碍为已知不良反应，回顾性文献复习发现其发生率极低，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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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服药时间通常较长，同样必须警惕，在用药前后需对患者进行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停药
并给予相应处理。

三七止血胶囊诱发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 1 例及文献分析
陈娜

*

谭秋荣 段海文

410014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附属长沙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为判定三七止血胶囊所致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提供参考。方法：对 1 例三
七止血胶囊致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病例的相关情况进行描述，并进行文献回顾性分析。结果：
该患者经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及护肝药等治疗 21 天，被成功治愈，且未遗留相关后遗症。
结论：虽然迄今为止未查到三七止血胶囊的相关不良反应，但由于中药制剂多为复方制剂，
成分复杂，说明书中不良反应的内容偏少，且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同样不能忽视；该
重症药疹的发生可能与个体特异质或遗传因素的差异有关。

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性肝损伤的药学实践
朱岚，杨宏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处，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参与肿瘤患者使用帕博利珠单抗导致免疫性肝损伤的治疗过
程，以及提供药学服务的方法。方法：1 例肿瘤患者在使用帕博利珠单抗治疗过程中，出现
转氨酶及胆红素的异常升高，临床药师结合患者既往病史、家族史、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
果等，最终考虑为免疫性肝损伤，依据指南及共识，建议临床医生停用帕博利珠单抗，给予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注射液对症治疗，并实施药学监护。结果：经过临床药师与医师紧密合作，
患者肝功能逐渐恢复，病情好转，予以出院。结论：临床药师全程参与患者不良反应救治过
程，提出建议,优化用药方案,在整个治疗团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1 例青年起病成年型糖尿病患者伴频发低血糖的病例分析
李友佳，计成（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西安 710004；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鼓楼医院药学部，南京 210008）
【摘要】 目的：青年起病成年型糖尿病（MODY）是单基因突变糖尿病的最常见形式，属于
一种胰岛素分泌缺陷但非胰岛素依赖的早发型糖尿病。在临床MODY常被误诊为1型或2型糖尿
病，进而接受不必要的胰岛素治疗，而且治疗效果不佳。不同的MODY类型对降糖药物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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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存在差异，选药不当则导致血糖控制不佳时，可加速并发症的出现，重则危及生命。本文
就1例青年起病成年型糖尿病患者伴频发低血糖的治疗进行分析，并提出临床药师的监护建
议。方法：介绍患者治疗经过，讨论患者降糖治疗中频发低血糖可能与与疾病的进展、药物
选择不当、生活方式有关；分析患者降糖治疗药物的选择。结果：临床药师与医生讨论后调
整降糖方案为格列齐特片缓释片30mg po qd联合阿卡波糖片50mg po tid。第5天根据血糖监
测结果，调整治疗方案为格列齐特片缓释片60mg po qd联合阿卡波糖片25mg po tid。患者
治疗过程仍有监测到数次低血糖，加强用药教育，综合治疗7天后，患者血糖控制平稳，予
出院。结论：通过对本例青年起病成年型糖尿病患者伴频发低血糖患者的处置分析，临床药
师总结：①MODY1型糖尿病在药物选择时，早期可考虑敏感的磺脲类药物，小剂量起始；当
频发低血糖时，应停用或避免使用大剂量胰岛素；随着疾病的进展，评估胰岛功能，必要时
再启用胰岛素治疗；单药控制血糖不能达标时，应结合患者血糖情况制定个体化联合用药方
案。②罕见类型的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临床药师应加强对其疾病认知的教育，加强患
者用药监护与教育，督促患者及时随访以调整用药，保障药物治疗的安全有效，延缓糖尿病
并发症的进展。

1 例甲巯咪唑致严重粒细胞缺乏症的处置分析
李友佳，计成（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西安 710004；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鼓楼医院药学部，南京 210008）
【摘要】目的：粒细胞缺乏症是抗甲状腺药物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症过程中少见但危害极大
的药物不良反应之一。ATDs所致粒细胞缺乏症临床表现多样，患者常以发热和咽痛为首发症
状，部分患者合并感染，如未能及时诊治，短期内可快速进展，甚至死亡]。本文就1例甲亢
患者服用甲巯咪唑导致严重粒细胞缺乏症的治疗，针对其发病原因及处理措施等进行讨论，
并提出临床药师的监护建议。方法：介绍患者治疗经过，讨论患者粒细胞缺乏的发生很可能
为服用甲巯咪唑片所致；探讨患者发生粒细胞缺乏后的处置分析。结果：临床药师与医生、
患者讨论后，将该患者甲亢治疗方案调整为131I治疗，鉴于131I治疗后短期内甲状腺毒症可
能加重，故继续予普萘洛尔10mg Qid、复方维生素B 2片tid改善症状治疗。经治疗，患者甲
亢症状和粒细胞缺乏有所好转，予出院至核医学科行131I治疗，告知患者治疗后应注意休息，
防止感染，避免劳累和精神刺激。结论：通过本例甲亢患者服用甲巯咪唑致严重粒细胞缺乏
的处置分析，临床药师总结：①使用ATDs时，在初始用药一周后应复查血常规和肝功能，如
出现发热、咽痛等症状，且白细胞（<3.0×109/L）、中性粒细胞（<1.5×109/L）明显减少
时，应立即停药，并予升白细胞治疗；此时不宜更换为另一种ATDs药物。②停药后，根据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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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个体情况，选择131I同位素治疗或甲状腺次全切除手术。③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者抗感染
治疗应选择能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和其他严重革兰阴性菌的广谱抗菌药物。

1 例甲巯咪唑致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的处置分析
【摘要】目的：甲巯咪唑片是一种抗甲状腺药物，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不
良反应较多见皮疹或皮肤瘙痒及白细胞减少，较少见严重的粒细胞缺乏症，而胰岛素自身免
疫综合征是极其罕见的不良反应。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是引起低血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
特征为严重的自发性低血糖，治疗不及时容易导致不良后果。本文就1例甲亢患者使用甲巯
咪唑致IAS后的处置进行讨论，提出临床药师的监护建议。方法：介绍患者治疗经过，讨论
患者发生低血糖的原因很可能为服用含巯基类药物甲巯咪唑所致；探讨患者低血糖的处置措
施分析与选择。结果：临床药师与医师讨论后，制定患者低血糖治疗治疗方案：入院后立即
停用甲巯咪唑并嘱其避免再用；给予少量多餐、低糖、高蛋白、高纤维素饮食，睡前加餐；
予泼尼松10mg tid 口服。治疗2天后，未再监测到低血糖发生。7天后患者症状、体征好转，
病情平稳，予出院。结论：通过本例应用甲巯咪唑致IAS反复出现低血糖的原因及治疗的分
析，临床药师总结：①含巯基类药物如甲巯咪唑可诱导自身免疫性低血糖，一旦怀疑应立即
停用该类药物，治疗后应避免服用含巯基药物，以免再次诱发低血糖；②治疗上可以通过改
善饮食，少食多餐，低糖、高蛋白、高纤维素饮食为主；③严重反复低血糖患者可以应用糖
皮质激素口服。

一例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的药物治疗
石晓萍 刘宇思 王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重症医学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药剂科

患者，女性，48岁，身高164cm，体重55kg。因“皮肤、巩膜黄染2月余”，于2020年6月15
日入院。患者20年前服用“鸡骨草”一年后检查发现肝功能异常，未重视。2020年4月，无
明显诱因下自觉皮肤、巩膜黄染，伴嗳气、食欲不振。外院查肝功能及凝血功能示TBIL
472umol/L，ALT 464U/L，AST 679U/L，PT 25.5s。磁共振胰胆管造影示：肝硬化，脾大，
腹水，胆囊结石。胸腹部增强CT示：肝实质密度不均、门静脉期强化不均、多发强化减低。
双肺多发团块，形态不规则，内见小空洞，轻度不均匀强化感染性病变，双侧腹壁皮下软组
织肿胀，双侧胸腔少量积液。外院予以6次人工肝、2次血浆置换以及甲泼尼龙抗炎治疗。本
次为行肝移植术收治肝外科重症监护室（LICU）。否认手术史及传染病病史。否认药物、食
物过敏史及相关家族史。否认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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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检查：T：36.5℃ ，P：78次/分，R：18次/分，BP：95/55mmHg。神清，精神可，应答
流畅，查体合作。全身皮肤黄染，巩膜黄染。颈软，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心律
齐。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肠鸣音3次/分，四肢肌力正常，四肢散在瘀斑瘀点。
辅助检查：血常规：HB 82g/L，PLT 71×109/L，WBC 8.00×109/L，N% 85.4%；肝、肾功能：
TBIL 391.0μmol/L，ALT 78U/L，AST 69U/L，ALP 150U/L，γ-GT 90U/L，ALB 22g/L，Scr
27μmol/L；凝血功能：PT 35.4s，INR 3.18，APTT ＞170s，FIB 69mg/dL；CRP：64.7mg/L；
PCT：1.23ng/mL；动脉血气分析（鼻导管吸氧，氧浓度40%）：PH 7.50，PaCO2 31.10mmHg，
PaO2 102.9mmHg，SaO2 99.7%；G试验：200.5pg/mL；GM试验：0.254；CMV-DNA：1.66×104
拷贝/mL；T-SPOT、隐球菌荚膜抗原、EB病毒：均阴性；痰培养：烟曲霉1+；痰标本宏基因
组学二代测序：烟曲霉；胸部CT：两肺多发斑片灶，炎性病变较MT机会大；两肺部分不张，
双侧胸腔积液。
入院诊断：侵袭性肺曲霉病；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2）；肝硬化失代偿期；低蛋白血症；
电解质代谢紊乱。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44分；CTP(Child-Turcotte-Pugh)评分：
12分，C级。入院后，给予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联合血浆置换进行血液净化治疗。
给予伏立康唑200mg，ivgtt，qd（仅予1剂负荷剂量400mg）联合卡泊芬净50mg，ivgtt，qd
（首剂70mg）抗曲霉治疗。还原型谷胱甘肽1.8g，ivgtt，qd，复方甘草酸苷80mg，ivgtt，
qd，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2g，ivgtt，qd保肝降黄治疗。更昔洛韦250mg，ivgtt，q12h抗病
毒治疗，辅以肠内营养、肠道微生态维护（利福昔明、乳果糖）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未行
肝移植病死率极高，而难以控制的感染却是肝移植的禁忌证，患者亟待控制感染后接受肝移
植。鉴于抗真菌药物均具有肝毒性，尤其目前药品说明书尚无严重肝功能不全的用药经验推
荐，给治疗带来极大的困扰。尽管该患者已开始抗真菌治疗，为了优化治疗方案，确保治疗
的有效、安全，医生与药师共同探讨该病例的治疗方案。

临床药师参与一例服用安罗替尼后出现严重高血压的药学
监护
马红艳，黄开远，刘江红（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药剂科深圳 518110）

【摘要】 探讨临床药师在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安罗替尼不良反应药学监护的作用。临床
药师参与 1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服用安罗替尼后出现 3 级高血压后治疗方案的调整，通过查
阅文献，结合患者病情，选择合适降压方案。经过多次用药方案调整，患者血压初步得到有
效控制，并在后期随访中，控制理想。临床药师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尤其对初上市新药，展
开药学服务，最大程度减少因药物相关性不良反应而造成治疗终止，以确保临床治疗安全、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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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甲泼尼龙冲击治疗致肝功能损伤患者的病例分析并文献
复习
任刘丽，夏泉，孙旭群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化学三级实验室，合肥 230022）

【摘要】提高对甲泼尼龙致肝损伤不良反应的临床认识。方法：通过对 2 例甲泼尼龙冲击治
疗致肝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甲泼尼龙可引起药物
性肝损伤，及时减量并进行保肝治疗可逐渐恢复。结论：甲泼尼龙可引起肝损伤，使用甲泼
尼龙前后均应定期监测肝功能，出现肝酶异常应及时评估其与甲泼尼龙的关系，及早发现、
及时治疗可避免严重肝损伤的发生。

艾曲泊帕导致可逆性皮肤色素沉着一例并药物浓度和药物
基因组学分析
左玮，胡扬，高黛慧，韩冰，张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摘要】1 例 57 岁女性患者因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服用艾曲泊帕乙醇胺片 75mg、1
次/d。服药 4 个月后，患者发现头颈部皮肤色素沉着，进行性加重，其它部位肤色未发生变
化，皮肤科排除其它病理因素。考虑与艾曲泊帕有关，停用该药，并留取血液标本进行血药
浓度和相关药物基因组检测。血药浓度和药物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提示，患者携带代谢和转
运相关药物基因的突变，可能是导致常规剂量治疗剂量下艾曲泊帕浓度较高及浓度依赖的不
良反应的原因。停药 1 个月后头颈部皮肤颜色明显转淡，尚未完全恢复。
调整药物剂量 50mg、
1 次/d，症状未进一步加重。

临床药师干预 1 例甲磺酸阿帕替尼引起的心血管毒性
姜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甲磺酸阿帕替尼引起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中的作用。方法：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甲磺酸阿帕替尼引起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从初始用药方案评估、治疗药物
选择、不良反应处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药学监护并提出建议：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 po qd
控制血压。结果：采用上述治疗 6d 后，患者血压控制平稳，控制在 125/90mmHg 左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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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抗肿瘤治疗及药学监护，积极为医师提供合理用药建议，有助于提高患者临床
治愈率。

唑来磷酸致下颌骨坏死 1 例
张益志白向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20
通讯作者：白向荣，Email：xiangrongbai@163.com

【摘要】

1 例 58 岁男性患者因肺腺癌Ⅳ期接受化疗，具体方案：培美曲塞 900mg+顺铂

140mg+贝伐珠单抗 500mg+唑来磷酸 4mg（3 周/次）6 周期后病情稳定，调整方案为：培美
曲塞 900mg+唑来磷酸 4mg 维持化疗（3 周/次），总计化疗 12 周期后评估病情进展调整方
案：信迪力单抗 200mg+多西他赛 120mg+唑来磷酸 4mg（3 周/次）。14 周期化疗后患者突
发颌骨剧痛伴肿胀流脓，口腔科会诊下颌骨坏死，考虑与唑来磷酸相关故停药行局部治疗及
抗感染治疗，后患者好转出院。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致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死亡 1 例分析
徐悦崔朴梅陈敏
云南昆钢医院药学部云南昆明 650302
通讯作者：#陈敏，副主任药师，本科。研究方向：个体化用药

【摘要】目的:对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的发病原因进行分析，对抗菌药物使用进行合理性
评价。方法:对 2020 年发生的 1 例重症肺炎合并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死亡病案进行分析。
结果:引起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的原因以β-内酰胺类的交叉过敏反应为主，头孢哌酮舒巴
坦钠导致的凝血障碍导致消化道出血促进死亡。结论：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属于药源性疾
病，抗菌药物的不合理用药是导致药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屈螺酮炔雌醇片致血压异常升高伴急性肺栓塞 1 例
王丽岩柳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116011
通信作者：柳杰, herines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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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例 39 岁女性，因“发现血压升高 2 天伴左背部疼痛 1 天”，于 2020 年 07 月

24 日入院。冠脉 CT 提示急性肺动脉栓塞。药师询问病史，诉服用避孕药屈螺酮炔雌醇片 3
个月，直至此次入院。入院后停用屈螺酮炔雌醇片，医嘱停用屈螺酮炔雌醇片，继续予低分
子肝素钠注射液抗凝治疗，硝苯地平控释片口服降压，患者病情逐渐好转。

1 例心衰患者使用头孢曲松导致严重肝功能异常的用药分析
与药学监护
张青霞 1 ，董月鑫 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100053
2.北京市普仁医院药剂科，北京，100053

【摘要】

1 例 68 岁男性患者，患者既往有多次心衰发作住院病史，本次因“肺部感染、

心力衰竭”入住急诊，给予心衰常规治疗+头孢曲松 2g ivgttqd 抗感染治疗，用药前肝功能
正常，其中 ALT 值为 35IU/L，用药 4 天后肝酶轻度升高，其中 ALT 值为 84IU/L，但感染症状
和心衰症状明显缓解出院，出院没有带抗感染药物。出院第 4 天患者因心衰及肺部感染复发
入住心脏监护室，再次使用心衰常规治疗+头孢曲松 2g ivgttqd 治疗，患者心衰症状和感染
症状明显缓解但肝功能出现严重异常，其中 ALT 值高达 1078IU/L，是正常值上限的 27 倍，
达到严重肝功能损害的诊断标准，临床医生咨询临床药师是否和药物相关。临床药师对患者
治疗方案和用药前后肝功能变化、感染及心衰控制情况进行详细评估，并查阅相关文献，最
终判断患者肝功能异常与头孢曲松相关，建议停头孢曲松，医生接受建议停用头孢曲松；停
药后临床药师持续监护患者病情变化及转氨酶转归，在停用头孢曲松 19 天后，肝功能恢复
正常。

临床药师参与一例大剂量甲氨蝶呤致淋巴瘤患者急性肾功
能衰竭的诊治的病例分析
吴薇 1 ，李晓宇 1,吕迁洲 1（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200032）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救治药源性急性肾功能衰竭中的药学服务作用。方法：以
1 例大剂量甲氨蝶呤致淋巴瘤患者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药物治疗过程为例，根据患者的病情变
化和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并对患者进行药学监护。结果：临床药师通过参与患者的
药学监护，提出药学建议，促进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改善临床治疗结局。结论：临床药师参
与药源性急性肾功能衰竭的救治，可以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给药方案，并且提高了临床对药源
性疾病的认识，优化药物治疗方案，为今后的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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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一例足部损伤患者术后 MRSA 感染治疗的药学
监护
罗晶晶 1 吴新安 9解正东 2 叶剑波 2 薛刚 2 戎成婷 2
（合肥京东方医院 1.药学科 2.骨科，安徽合肥 230011）
【摘要】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术后感染 MRSA 患者药物治疗监护中作用。方法：通过参与
制定抗感染治疗方案、抗菌药物选择、识别 MRSA 感染高危因素、万古霉素疗效评估、利用
TDM 技术调整剂量，万古霉素不良反应监护及处理。结果：在临床药师的用药建议下，患
者得到有效治疗的同时，避免了万古霉素相关不良反应的进一步伤害。结论：临床药师应是
患者整合照护一部分，有助于加快患者康复时间，在患者精准安全用药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例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抗菌药物药学监护
张谦
（亳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安徽亳州 236800）
【摘要】 本文对一例临床药师参与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抗感染治疗方案进行分析，
运用循证医学证据及治疗指南对治疗过程中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进行分析讨论，提出了抗菌
药物的药学监护措施，探讨临床药师在抗感染治疗中的作用。

注射用替考拉宁致高热
薛玲喜莒县中医医院
薛玲喜主管药师莒县中医医院临床药学研究室 152 6583 1578 xuelingxi0203@163.com
【摘要】

1 例 33 岁男性患者因间断发热、胸痛 1 周，加重伴喘憋 2 天，给予患者注射用

替考拉宁 0.4g 2 次/日静脉滴注。患者在 3 次用药中均出现高热、寒战和喘憋。体温 38℃以
上。排除疾病及其他药物导致的高热，考虑为注射用替考拉宁导致的高热。停用该药，给予
患者二羟丙茶碱注射液静脉滴注和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静脉注射治疗。3 小时后，患者
症状明显好转，体温正常。

1 例西格列汀引起关节痛的报道
杨俊丽（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内蒙古 0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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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 1 例二肽基肽酶抑制剂 4（DPP-4）致关节痛不良反应。1 例 73 岁女性患者，
2 型糖尿病史 10 年，首次服用西格列汀 2 天后出现右肩关节及疼痛，风湿免疫性指标及关
节 X 光片均无异常，停药 2 天后症状缓解。DPP-4 抑制剂引起关节痛的机制目前尚未明确，
可能与细胞因子诱导的炎症相关。

一例罕见纹带棒杆菌及鲍曼不动杆菌肺部感染的药学实践
胡文君 1,2，白向荣 10,3,*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2.北京市丰台区妇幼保健院，药剂科，北
京 100069；3.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摘要】

1 例 84 岁老年患者，因“痰多伴发热 4 天”入院，诊断为脓毒性休克，细菌性

肺炎，脑出血等，入院后给予气管插管辅助通气、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联合盐酸万古霉素抗感
染治疗，后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细菌培养、肺部组织培养及二代测序（NGS）结果
均提示纹带棒状杆菌，行血药浓度监测提示谷浓度达标，因患者转按氨酶逐渐升高，与抗生
素的使用存在一定的时间相关性，考虑转氨酶升高与亚安培南西司他丁及盐酸万古霉素相关。
临床药师建议停用盐酸万古霉素和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更换抗感染方案为利奈唑胺。由于患
者单独使用利奈唑胺效果不佳，同时痰培养结果 2 次回报鲍曼不动杆菌，临床药师建议加用
替加环素首剂 200mg,维持剂量 100mg,q12h 及舒巴坦钠 3g,q8h 抗鲍曼不动杆菌及覆盖耐药
格兰阴性菌。患者体温及炎症指标逐渐好转，逐渐脱离呼吸机支持，循环和氧合状况良好，
纹带棒状杆菌治疗 7 天后考虑替加环素对纹带棒状杆菌敏感性良好，临床药师与医生商讨后
停用利奈唑胺，单独使用替加环素和舒巴坦钠继续治疗 4 天后患者体温正常，炎症指标正常，
停用抗生素后转入血管外科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

一例耶氏肺孢子菌合并奴卡菌患者的药学治疗
胡文君 1,2，白向荣 11,3,*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2.北京市丰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北京市丰台区妇幼保健院）药剂科，北京 100069；3.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
京 1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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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例 72 岁老年男性患者，BMI=20.28 kg∙m2，入院诊断为“发热，肺部阴影待查”，
入院后行支气管镜检查，留取肺泡灌洗液送二代测序及痰培养，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mNGS
结果回报耶氏肺孢子菌和盖尔森基兴奴卡氏菌，根据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mNGS）
结果和患者的临床表现，给予患者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1.44g,tid 联合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注射
液 1.0g,q12h，治疗 14 天后抗感染方案调整为头孢曲松 2g,qd 治疗。出院带药给予复方磺胺
甲噁唑调整为 1.44g ，q8h。临床药师给予患者全程药学监护，协助医师调整该患者抗感染
方案。患者患者体温恢复正常，肺部 CT 和临床表现好转后出院。

临床药师参与一例囊袋感染治疗的分析
曹文婷 1 宋文静 2
（1.青海省交通医院药剂科 2.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药剂科
青海西宁 810001）
【摘要】 临床药师参与日常查房时，发现一例心脏起搏器囊袋感染患者抗感染治疗疗效不
佳，协助医师分析与查阅资料，结合患者自身情况遴选替加环素给予个体化抗感染方案，并
为患者进行药学监护。保证抗感染治疗发挥最大效果的前提下，关注患者个体差异，体现临
床药师在合理用药及个体化给药中发挥的作用，实现患者用药安全目标。

糖尿病患者误服左甲状腺素钠片导致药源性甲状腺功能亢
进症 1 例
【摘要】

1 例 57 岁女性糖尿病患者未服降糖药而连续 18 天误服左甲状腺素钠片（L-T4）

100μg tid 后出现口干、多饮、多尿加重 1 周，伴四肢麻木、多汗，已停药 3 日。辅助检查
示空腹指尖血糖 20.5mmol/L、糖化血红蛋白（HbA1c）8.91%、促甲状腺激素（TSH）0.01mIU/L、
游离甲状腺素（FT4）36.03pmol/L、甲状腺素（TT4）202.6nmol/L、尿总蛋白 261 ㎎/24h、
微量白蛋白 56.88 ㎎/24h、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四肢感觉减退。诊断：Ⅱ型糖尿病性周围
神经病、Ⅱ型糖尿病性肾病、药源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经过积极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
停药第 7 日，辅助检查示 TSH0.02mIU/L、FT4 22.6pmol/L。停药第 14 日，患者血糖控制可，
要求出院。

SGLT2 抑制剂加重真红细胞增多症
郑卓婷，刘易陇，覃小貌，曾珍，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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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人民医院药学部，乐山 614000s
通信作者：郑卓婷，E-mail：707933740@qq.com

【摘要】

1 例 84 岁 2 型糖尿病合并真红细胞增多症（PV）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的老年患者出院后服用恩格列净 10mg po qd。1 月后因 COPD 再次入院，查红细胞数（RBC）
7.60×10^12/L，血红蛋白（HGB）181g/l，白细胞（WBC）36.24×10^9/L，中性粒细胞（NEUT）
34.67×10^9/L，血小板（PLT）472×*10^9/L，C 反应蛋白（hsCRP）43.65mg/l，降钙素原（PCT）
0.149ng/ml，并新发静脉血栓。入院后停用恩格列净，使用胰岛素降糖，并给于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 4.5g ivgtt q8h，羟基脲 0.5g po qd，利伐沙班 10mg po qd。治疗 14 天后，RBC 7.24×
10^12/L，HGB 175g/l，WBC 20.93×10^9/L，NEUT 19.44×10^9/L，PLT 399×10^9/L，hsCRP
6.44mg/L，PCT 0.082ng/ml。1 月后随访，RBC 7.06×10^12/L，HGB 171g/l，三系血细胞均有
好转。

1 例静滴异甘草酸镁 4 次后发生过敏性休克的分析
孙玉鹤 1，2，毕娟 1
1.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材科，上海市 200082；
2.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河南郑州 450000
通信作者：毕娟，Email：bjfclcys@163.com

【摘要】

1 例 72 岁女性患者因胆管恶性肿瘤、梗阻性黄疸入院，给予异甘草酸镁注射液

200 mg ivgttqd 保肝治疗。用药前 4 天患者无明显不适，第 5 天静滴异甘草酸镁 6 min 后出
现风团样红疹、大汗淋漓、四肢湿冷，立即停药，给予吸氧，心电监护，血压 76/24 mmHg。
5 min 后患者意识模糊，考虑药物引起的过敏性休克，立即给予肾上腺素 0.5 mg 肌肉注射，
地塞米松 5 mg 静推。15 min 后患者眼睑、口唇、颜面部水肿，再次给予肾上腺素和地塞米
松。25 min 后血压 84/40 mmHg，SpO2% 94，给予去甲肾上腺素泵入。45 min 后患者意识清
醒，临床症状逐渐好转。100 min 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红疹逐渐消退。

1 例托伐普坦联合左西孟旦治疗难治性心力衰竭的病例分析
刘莉 1，边原 2
（1.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剂科，西藏拉萨，850000；2.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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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力衰竭是一种常见、复杂的临床综合征，是各种原因导致心脏结构和/或功能发
生异常改变，使心脏收缩和/或舒张功能障碍，心输出量下降，使静脉系统血液淤滞，动脉
系统血液灌注不足，最终导致心脏泵功能衰竭，集中主要表现为机体出现肺循环和体循环淤
血，是各样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1]。目前针对心力衰竭内科常规治疗药物包括利尿
剂、强心药、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CEI/ARB）、
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等。难治性心力衰竭是经过上述内科常规药物积极治疗后，休息时仍有相
关症状，需要采取特殊干预措施，若救治不及时，会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本文介绍一例
在常规充分应用心衰药物治疗基础上仍出现症状的难治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病例，分析左西孟
旦联合托伐普坦应用的临床指征以及治疗过程中的药学监护要点，以期为临床合理安全用药
提供一定参考。

贝那普利致口唇水肿 1 例
刘莉 1，边原 2
（1.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剂科，西藏拉萨，850000；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随着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在高
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房颤、糖尿病肾病等临床疾病的应用，出现了低血压、刺激性干
咳、高钾血症、急性肾损伤等较为常见的不良反应。ACEI 致血管神经性水肿的发生较为罕
见，
美国一项利用大型综合电子健康记录进行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
在 134945 名接受 ACEI
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在 1 个月内、1 年内及 5 年内 ACEI 相关血管神经性水肿的发生率分
别为 0.07%、0.23%、0.7%[1]。贝那普利为第二代以羧基为核心基团的 ACEI，主要通过抑制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阻碍血管紧张素 I 转化为血管紧张
素 II，使循环中血管紧张素Ⅱ的水平降低，增加前列腺素的合成，发挥扩张血管、抗增生、
改善血管内皮的作用[2]。本文通过一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应用贝那普利片致口唇水肿
案例，临床药师对其发生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用药调整建议，以期为临床安全
用药提供一定参考。

1 例华法林与益气养阴中药方剂联合使用致皮下及牙龈出血
宿美林崇州市人民医院药剂科四川 611230 Email 645586112@qq.com

【摘要】

一例 55 岁女性患者，因风湿性心脏病心房纤颤，口服华法林长 2.5mg/天达 10

年左右，。2011 年到 2018 年一直规律复查凝血功能，INR 在 1.8-3 之间波动，2018 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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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未规律复查，2020 年 9 月 27 日患者因胆囊炎到上级医院治疗好转后出院，出院
后联合使用华法林及益气养阴中药方剂，服药 10 天后，患者出现双下肢腿部大片瘀斑，右
手背部大片瘀斑伴肿胀、牙龈出血，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100sec，部分凝血酶原时
间 90.7sec，INR 无法计算，入院后给予维生素 K 注射液 10mg 静脉滴注，凝血功能恢复正
常，未再出血。

伊马替尼和华法林联合治疗引起的血尿：药师监护和文献综述
田丹, 吴薇，许青，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200032）

【摘要】 目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已成为非常有前途的
抗癌药物。然而，一些 TKIs 被报道与血小板功能缺陷有关，并影响肝微粒体药物代谢酶，
这些酶与抗凝剂结合时具有潜在的相互作用，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增加。本研究旨在结
合具体病例探讨 TKIs 与华法林相互作用导致不良反应的临床诊治策略。方法：门诊咨询药
师报告一位 69 岁女性，在服用伊马替尼和华法林 7 个月后出现血尿。药师通过回顾治疗过
程，分析发生不良反应的原因，针对性提出 TKIs 与华法林合用的不良反应监测和处理方式，
与此同时对 TKIs 治疗检测进行文献综述。结果：TKIs 对药物代谢酶和药物转运蛋白的双重
作用可能是引起复杂的药物相互作用。血尿的产生极可能是伊马替尼和华法林的相互作用引
起两者血中浓度升高，药效均增强的结果，同时也不同忽视胃部 pH 过高和维生素 K 摄入不
足对 TKIs 和华法林生物利用度的潜在影响。针对此例患者，药师建议立即降低华法林剂量
至 1.5 mg qd，5 天后再次监测 INR。结论：华法林与 TKIs 合用时应严密监测，并建议在同时
开始 TKIs 治疗后的第一个月内调整华法林的剂量。对有相互作用危险的药物，伊马替尼血
药浓度监测应贯穿整个治疗过程。此外，药物相互作用的管理还需要医生和药剂师密切合作，
在治疗方案的早期进行密切跟踪和监测，并利用 PK-PD 模型预测最佳剂量。最后，药师还要
做好出院用药教育，确保患者提高安全用药意识。

疑丙戊酸钠致药源性血小板减少的病例分析
邹清梅（四川省崇州市人民医院药剂科成都 611230）

【摘要】 目的:临床药师通过对患者既往住院史和用药史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发现 1 例因
阴道流血就诊的女性患者，其血小板减少的原因疑是丙戊酸钠引起的，因为此病例复杂，不
易发现，易忽视，希引起医务人员重视，关注患者用药史，从而帮助避免或减少 ADR 的发
生。方法:临床药师对 1 例因阴道流血入院的患者进行既往住院史和用药史及丙戊酸钠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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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减少的文献调查分析，分析丙戊酸钠致血小板减少是否与用药时间、累计剂量有关。结
果:通过相关分析，临床药师疑患者阴道流血且血小板减少的原因是丙戊酸钠引起的，而临
床医生因忽视药源性疾病可能，认为血小板减少与原发病相关，因此患者出院诊断仍为血小
板减少待诊。结论:药源性疾病是临床常见疾病，但误诊率较高，而临床药师与临床医师的
临床思维习惯不同，可深入临床，了解患者更多用药史，与临床医师协作组建治疗团队，加
强临床用药全程监护，可避免或减少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Ig E 介导碘普罗胺致速发型罕见过敏性休克 1 例
赵小玲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药剂科临床药学室，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 通过 1 例 lgE 介导碘普罗胺注射液致速发型过敏性休克的病历分析，提示在临床
应用碘普罗胺时，高风险患者更易发生罕见的、特别严重的不良反应并且可能是免疫球蛋白
E(IgE)介导的，是造影剂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机制之一，应加强心脑血管疾病高危患者的监
护，医护人员应了解碘对比剂造成的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一旦发生过敏性休克，应早期、
正确给予肾上腺素挽救患者生命。

安非他酮联用艾司西酞普兰致幻视一例
李晓琳；刘舒静；肖桃；黄善情；温预关；尚德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摘要】1 例 73 岁女性患者因重度抑郁发作住院，在服用艾司西酞普兰（20mg/Qn）基础上
联用安非他酮（75mg/Tid）治疗。入院 6 周后患者出现幻视，考虑安非他酮与艾司西酞普兰
联合用药所致，查艾司西酞普兰血药浓度为 137.06ng/ml（高于有效治疗范围 15-80ng/ml），
减量艾司西酞普兰（15mg/Qn）、安非他酮（75mg/Qn），同时加用唑吡坦(5mg/Qn)。更改治
疗方案 16d 后，幻视复现，予停用安非他酮。停药 3d 后患者仍出现幻视，分析唑吡坦也存
在诱发幻视的可能，再停用唑吡坦。安非他酮停用 7d 后（唑吡坦停用 3d），患者不再出现
幻视，复查艾司西酞普兰浓度为 84.76ng/ml（接近有效治疗范围 15-80ng/ml）。停药 3 周
后患者未再出现幻视，抑郁焦虑症状得到缓解。本案例提示应避免安非他酮与 SSRIs 类药物
联用；如需合用，需要加强治疗药物监测。

1 例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致血尿的药学监护
梁晓宇刘敏姜威曹译丹马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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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吉林长春 1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发现和处理药物不良反应时的作用，加强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用药监护，促进临床合理应用。方法：临床药师参与 1 例肝移植术后伴
尿路感染患者抗感染过程中，发生血尿的分析与处理，并进行关联性评价及文献查阅印证。
结果：临床药师提出该患者发生血尿很可能与应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有关，及时停用后，患
者尿红细胞恢复正常。结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很可能导致血尿，临床药师从药学的角度，
在使用过程中加强监护，为临床中出现的与药物相关的问题提出专业的分析及合理建议，可
降低不良反应程度及发生率，发挥药物最大治疗效果。

1 例静脉用倍他米松引起过敏性休克的病例分析
任丛丛 1，王宏彦 2
1 聊城市人民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聊城 252000
2 聊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药剂科，聊城 252000

【摘要】患者，男性，40 岁，身高 174cm，体重 75kg，因“腰部及双下肢疼痛 3 月余，加
重 2 天”入院，患者 3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腰部及双下肢疼痛，下肢疼痛主要出现在大腿前、
外、后侧，未过膝盖，以左下肢疼痛为著，劳累后加重，休息后减轻，曾多次于外地行针灸、
推拿、中药等治疗，未见明显改善，2 天前无明显诱因腰部及双下肢疼痛加重，影响走路，
被收入我院。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史，否认药物及食
物过敏史，否认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
体格检查：体温 36.2℃，呼吸 22 次/分，心率 88 次/分，血压 122/89mmHg。双肺呼吸音粗，
未闻及干湿啰音。全身皮肤黏膜无黄染及出血点，腹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
专科检查：腰椎屈伸活动受限，L3-S1 棘间及椎旁压痛，叩击痛，双侧臀上皮神经投影处压
痛（+）。双侧梨状肌下孔压痛（+），股神经牵拉试验（+），仰卧挺腹试验（+）等腰椎间
盘突出症体征。疼痛 NRS 评分为 6 分。
辅助检查：腰椎正侧位：腰椎骨骨关节病、腰 4/5 椎间盘病变。
入院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排除手术禁忌后于 1 月 19 日晚间行“经皮椎间孔镜下腰椎间盘突
出髓核摘除术”，术后即给予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50mg，po，bid 止痛,甲钴胺片 0.5g，po，
tid 营养神经,七叶皂苷钠 10mg，ivgtt，qd 改善循环,倍他米松磷酸钠 10mg，ivgtt，bid 联合
甘露醇 250ml，ivgtt，bid 减轻手术部位水肿。1 月 20 日 14：22 患者在静脉输注注射用倍他
米松磷酸钠 5~6 min 时出现憋喘、胸闷、浑身发热、腹胀伴轻微呕吐。立即停止输液。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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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 55 次/分，血压 89/33mmHg，血氧饱和度 95%。立即予以面罩吸氧，持续心电监护监
测生命体征，0.9%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静脉滴注，地塞米松注射液 5 mg 静脉推注；多巴胺
注射液静脉滴注，14:30 心率 106 次/分，血压 105/34 mmHg，血氧饱和度 91%。患者周身皮
肤泛发红色斑丘疹。急查心电图及 D2 聚体，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D2 聚体 1.2 mg/L
（术前 0.5mg/L）。14：40 再次予以地塞米松注射液 5 mg 静脉推注。20 min 后（15：00）
血压 143/88mmHg，心率 100 次/分，血氧饱和度 98%，周身皮疹消退，腹胀、呕吐缓解，
无胸闷、憋喘。继续予以持续吸氧，心电监护监测生命体征。患者在输注倍他米松过程中出
现过敏性休克，临床实践中由静脉输注糖皮质激素引起过敏性休克的情况非常罕见，临床药
师查阅国内外文献后，与临床医师共同探讨此例过敏性休克的可能原因和抢救措施。

注射用倍他米松磷酸钠致过敏性休克
王宏彦 1 任丛丛 2
1 聊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药剂科，聊城 252000
2 聊城市人民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聊城 252000

【摘要】 报告 1 例静脉输注注射用倍他米松磷酸钠引起过敏性休克的病例。患者，男，40
岁，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入院。住院期间行“经皮椎间孔镜下腰椎间盘突出髓核摘除术”，
术后给予注射用倍他米松磷酸钠和甘露醇减轻手术部位水肿，在静脉输注注射用倍他米松磷
酸钠 5~6 min 后出现胸闷、憋喘、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等过敏性休克的表现，并有浑身发热，
腹胀伴轻微呕吐，周身斑丘疹等症状。立即停止输液，并予以多巴胺、地塞米松抗过敏性休
克的急救治疗后，患者休克得以纠正，发热及消化道症状好转。

一例拉帕替尼和长春瑞滨导致继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案例
报道
张卓 1，徐玲 2*，秦乃姗 3，向倩 1，刘倩 2，程元甲 2，白宇鸽 2，刘倩欣 1，刘荫华 2，
段学宁 2，崔一民 1*
1.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
北京 100034；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疾病中心，
北京 100034；
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影像科，北京 100034
通讯作者：徐玲，Email：xuling_en@126.com；崔一民，Email：cui.pharm@pkuf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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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例 61 岁女性因乳腺癌术后复发，为行第二周期注射用长春瑞滨联合拉帕替尼

化疗入院。患者既往多次化疗未出现肝功能异常且无肝脏相关疾病，本次入院生化检查提示
严重的胆汁淤积性肝损伤，核磁共振胆胰管造影提示继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可能。停用化疗并
接受保肝治疗后，肝功能未见明显改善，肝穿活检表明肝内小胆管上皮细胞及干细胞轻度损
伤。加用熊去氧胆酸及泼尼松龙保肝治疗后，肝功能指标改善。为防止肿瘤进展，患者恢复
拉帕替尼及长春瑞滨治疗，肝功能可见一过性升高。在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等
其他因素后，考虑为化疗导致的继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1 例妊娠期显性糖尿病患者的降糖治疗分析
李友佳，计成（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西安 710004）

【摘要】 目的：妊娠期显性糖尿病是妊娠期常见的合并症之一，妊娠期高血糖对母亲和胎
儿都有可能产生短期或/和长期的风险。这种风险与不可控的高血糖水平及其后果相关，并
随着血糖水平的升高而增加，妊娠期积极的降糖治疗以达到良好的血糖控制对母体和胎儿至
关重要。本文就 1 例妊娠期显性糖尿病患者的降糖治疗进行分析，并提出临床药师的监护建
议。方法：介绍患者治疗经过，讨论患者降糖治疗困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分析患者降糖治
疗药物的选择。结果：临床药师与医生和患者及家属讨论后，予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12U ihqn，
监测血糖，调整胰岛素剂量。第 5 天，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充分告知服用二甲双胍的利弊，
患者及家属考虑后同意使用。加用盐酸二甲双胍片 0.5g po bid 并进行超说明书备案，家属
签属知情同意书。第 7 天，调整盐酸二甲双胍片为 0.5g po tid。加强用药教育，综合治疗 9
天后，患者血糖控制平稳，予出院。结论：通过对本例妊娠期显性糖尿病患者的处置分析，
临床药师总结：①妊娠期生活方式干预血糖不能达标时应及时与患者沟通，积极的给予药物
治疗。在药物选择时，胰岛素是治疗首选。②结合患者血糖、体重、既往史、胰岛素抵抗等
情况，单纯胰岛素控制可能会使低血糖、体重上升风险增加，为减轻这种风险同时获得其他
治疗获益，必要时可加用口服降糖药物制定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③孕期糖尿病患者治疗过
程中，生活方式干预是治疗的基础，应贯穿于糖尿病治疗的始终；临床药师应加强患者用药
监护与教育，提高用药依从性，保障药物治疗的安全有效。

1 例美罗培南致新生儿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病例分析
孙艳波
滕州市妇幼保健院药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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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1 例新生儿因“新生儿重度窒息、低出生体重儿、早产婴儿、围生期脑损
伤、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新生儿呼吸暂停、新生
儿缺血缺氧性心肌损害”等先给予注射用头孢噻肟钠治疗 8 天，更改为注射用美罗培南抗感
染治疗 28 天，患儿整体反应明显好转，但同时出现中性粒细胞减少，对症给予口服维生素
B4 片、皮下注射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后无明显好转。临床药师会诊，考虑为注射用
美罗培南引起药源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可能性大，结合患儿感染基本痊愈，建议停用注射用
美罗培南。患者停药 2 天后，中性粒细胞计数明显升高，可以确诊为药源性中性粒细胞减少。

塞瑞替尼致重度肝损伤 1 例分析
陈刚 1 刘广 2 苏长海 1*
（ 1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药剂科，
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2.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 目的:提醒临床医师在使用塞瑞替尼时需密切关注用药安全。方法:报道 1 例肿
瘤患者使用塞瑞替尼后出现肝功能损伤的病例资料，查阅文献分析该药导致肝功能损伤的相
关性和发病机制。结果:该患者停用塞瑞替尼并对症处理后肝酶显著下降，通过因果关系评
估表评估得分为 9 分，相关性判断为极可能。结论:当患者使用塞瑞替尼时需考虑到该药所
致肝酶升高的可能性，尤其在门诊患者长期院外使用时需注意进行肝功能监测。

替吉奥与华法林联用致国际标准化比值升高并鼻出血 1 例
陈刚
01700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药剂科，Email：chengang5315@163.com

【摘要】 1 例 67 岁男性晚期胰腺癌患者口服替吉奥（S-1）40 mg、2 次/d。此前患者因房
颤长期规范服用华法林（3 mg/d），INR 波动在 1.5～2.1。服用替吉奥 3 个月后，患者出现
间断鼻出血，查 INR 升至 4.4，期间未服用其他药物，考虑 INR 升高与同时应用华法林和替
吉奥有关。停用华法林，7d 后 INR 降至 1.1，重新启用华法林 1.5 mg/d，逐渐调整剂量使 INR
维持在 2-3。

Delayed-Onset Vancomycin-Induced Neutropenia
Associated with Drug Fever
Congqin Chen, PharmM1, Chunmei Chen, MM2, Yige Liu, Pharm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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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esent 2 cases of vancomycin-induced severe neutropenia associated with drug fever, in
which both disorders were resolved with discontinuation of vancomycin. Case 1, a 42-year-old
male was treated with vancomycin 1 g q12 h for Staphylococcus aureus endocarditis. On day 14,
the dosage of vancomycin was adjusted to 500 mg q12 h due to the monitored trough
concentration at 26.10 mg/L. The patient experienced persistent high fever with decreased
neutrophil count since day 15. By day 18, the ANC had decreased to 1.63×109/L. Antibiotic was
changed to cefazolin (2 g q8 h). The patient’s fever resolved after vancomycin discontinuation.
Neutropenia was present for 9 days, and G-CSF was administered daily for 5 days. Case 2, A
30-year-old male was started on vancomycin 1 g q12 h for Staphylococcus aureus endocarditis.
On day 10, trough concentration of vancomycin was monitored at 12.10 mg/L. On day 13, the
patient’s body temperature increased to 38.5℃. On day 16, the patient became neutropenic
with an ANC of 1.98×109/L. On day 17, he continued to be neutropenic with an ANC of 1.68×
109/L, at which time vancomycin was switched to ceftriaxone and G-CSF was administered once.
The patient’s temperature returned to normal after vancomycin discontinuation. Follow-up ANC
on day 20 was 4.71×109/L.

1 例使用两性霉素 B 反复发热的播散性隐球菌感染患儿药学
监护
李薇，江灏，杨戈，唐敏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总结临床药师参与儿童隐球菌性脑膜炎 1 例反复发热的播散性隐球菌感染
患儿的治疗并开展药学监护的经验和体会。方法：临床药师参与药物治疗全过程，在抗真菌
感染方案制定、出现反复发热后药物相关性及治疗方案调整等方面对患儿进行全面的药学监
护。结果：临床药师通过对患儿的药学监护，提出合理的治疗建议，实现满意的治疗效果。
结论：临床药师参与播散性隐球菌感染的治疗，从药学角度提出安全、合理建议，提高了临
床治疗的安全有效性。

头孢哌酮舒巴坦致寒战高热和皮疹
燕乐乐刘晓勇郭菲范蒲迎党庆廉军利王宁
渭南市中心医院药剂科，陕西渭南 714000（燕乐乐、付琪）
通讯作者：付琪，Email 4549980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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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名 63 岁男性因左肾癌行左肾根治切除术，术后合并肺部感染静滴头孢哌酮舒

巴坦 3g,q8h,用药前患者体温正常 37℃，第一次给药结束后患者出现寒战高热，体温高达
39.5℃，间隔 8 小时给药结束后，再次出现寒战高热，次日早上发现患者背部出现大片红斑，
高出皮肤表面，无瘙痒破溃，将抗菌药物更换为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0.5g,qd,未再出现高热、
寒战，皮疹逐渐缓解，后续抗感染治疗效果明显，5 天后患者病情平稳，转出 ICU。

注射用矛头蝮蛇血凝酶（巴曲亭）致严重低纤维蛋白原血症
郭懿萍 1 周后凤 1
1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药剂科，成都，611130
通信作者：周后凤，Email：279004773@qq.com
【摘要】

1 例 55 岁女性因支气管扩张大咯血使用注射用矛头蝮蛇血凝酶 1U 静脉注射 2

次/d 止血治疗。用药后第 2d 查凝血功能，纤维蛋白原（FIB）0.97g/L,患者纤维蛋白原低，
临时给予人纤维蛋白原 2000mg 静脉滴注补充纤维蛋白原。用药后第 4d 再次复查患者凝血
功能，FIB 0.93g/L，患者经补充纤维蛋白原后，纤维蛋白原不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患者目
前无出血及咯血症状，考虑纤维蛋白原低与注射用矛头蝮蛇血凝酶有关，停用该药。停用 3
天后复查凝血功能，FIB 2.37g/L，纤维蛋白原指标恢复正常。停用第 8 天后查 FIB 2.24g/L，
正常范围内，患者病情稳定，未出现咯血，患者小便常规隐血阳性，再次给予注射用矛头蝮
蛇血凝酶 1U 肌肉注射 2 次/d 止血，使用后第 3d 查 FIB 1.85g/L，再次提示注射用矛头蝮蛇
血凝酶导致纤维蛋白原降低，立即停用。停用后第 3d 查 FIB 3.61g/L，再次恢复到正常范围。

复方利多卡因乳膏致孕妇过敏性休克 1 例
李娟，邓冬梅，张攀，毕小婷，幸海燕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药剂科，重庆市 400042
通信作者：幸海燕， Email： chenjhlab@126.com

【摘要】 1 例 28 岁青年女性因“停经 37+1 周，发现胎儿偏小 10+小时”入院。患者否认
食物药物过敏史。入院后羊水指数呈进行性下降，且伴胎动减少，拟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终
止妊娠。术前给予复方利多卡因乳膏润滑导尿管缓解疼痛及减少尿道刺激，5min 后患者出
现全身荨麻疹，以会阴部为最，血压、脉搏无异常，胎心 145 次/分，立即予以地塞米松 10mg
治疗。25min 后患者出现呼吸困难，血压 81/37mmHg、心率 78 次/分，胎心约 60 次/分，立
即予甲泼尼龙 40mg、肾上腺素 50ug，同时在全麻下实施紧急子宫下段剖宫产术，13min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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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一活女婴，体重 2500g。术毕孕妇血压脉搏正常，胸腹部、臀部、双下肢皮疹逐渐消失，
面部少量皮疹。2d 后患者一般情况良好，生命体征平稳好转出院。

临床药师参与药源性锥体外系反应患者的药学实践
李黎，张丹，朱亚宁，周楠*，方志远，张鹏
陕西省人民医院药学部，西安 710069
*通信作者
【摘要】 目的:通过参与 3 例药源性锥体外系反应患者的药学实践，探讨临床药师参与药
源性锥体外系反应（EPS）患者的药学监护切入点。方法:临床药师参与新型抗抑郁药、质子
泵抑制剂和钙离子拮抗剂等不同药物引起的 EPS 患者的诊疗过程，从避免高风险用药，关注
药物相互作用和警惕长期用药风险的角度，剖析发生 EPS 的危险因素，协助临床识别药物不
良反应，提出安全适宜的药物选择方案。结果:基底节区梗死可能是帕罗西汀发生药源性 EPS
的潜在危险因素，奥美拉唑引发的 EPS 可能与其剂量正相关，长期服用氟桂利嗪可能增加椎
体外系反应和诱发抑郁的风险，临床药师参与药源性 EPS 患者的临床治疗实践，为患者提供
了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避免了严重 ESP 的发生，保障了患者用药安全，提高了临床合理用
药水平。结论:临床使用可能引起 EPS 的药物时，应先评估患者个体化因素，对高风险人群
密切监护，避免重复选用可诱发 EPS 或具有相互作用的药物，同时加强对患者的用药宣教，
警惕长期用药风险，临床药师对 ESP 的药学实践为临床药源性 EPS 的预防、识别和处理提供
了参考。

1 例老年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药学监护
卢兆晨，曹雪，宋燕青，李艳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吉林长春 130021）
【摘要】

1 例 81 岁老年女性患者，因阵发性心前区刺痛 5 年，双下肢浮肿半月入院，入

院时合并有高血压、2 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入院后给予抗血小板聚集、抗心绞
痛、降压、降糖、稳定斑块等对症支持治疗。住院期间临床药师对患者进行药学监护，包括
血压、心率、电解质、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等，并根据监护结果参与抗心绞痛及降
压治疗方案的设计，以及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最终患者好转出院。

1 例加巴喷丁致飞蚊症患者的用药分析及药学监护
成利娟 1，蒋磊 1，覃旺军 2，张毅 3
（1.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合肥 230041，2.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29，3.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北京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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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例 56 岁女性患者口服加巴喷丁胶囊缓解神经病理性疼痛，首次 300mg 晚七点
服用，次日晨起出现嗜睡、乏力不适，三日内加巴喷丁剂量滴定至 300mg/次，一日三次，
患者出现外周水肿及飞蚊症，主诉为视野范围内大片状飞蚊，有视物模糊，但视野大小无明
显变化。申请眼科专家会诊，未发现眼部器质性病变。后随加巴喷丁剂量调整见飞蚊片状大
小与剂量呈正相关，考虑患者飞蚊症症状很可能为加巴喷丁药物不良反应。一周内减停加巴
喷丁，停药 3 日飞蚊症症状消失。临床药师积极参与患者疼痛药物治疗，提供治疗药物监测，
加强用药教育，定期随访，评估疗效，监护不良反应，为安全用药提供保障。

1 例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所致药物热的临床分析及药学监护
林意菊，朱迎欣，宁晓*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云南大理，671000）

【摘要】 目的:分析临床药师参与 1 例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引起药物热的药学监护过程，
探讨临床药师参与药物热诊治的药学实践模式，为临床识别药物热及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提供
参考。方法:通过临床药师参与诊治的过程，分析药物热的特点、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法。结
果:临床药师根据药物热发生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排他性诊断，总结了药物热
的特点和诊断依据，为临床药品不良反应提供参考依据。结论:临床药师深入临床，确保了
患者用药安全，促进了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药源性中毒性表皮松解症合并血流感染的
药学实践
解沛涛 1 苏云 2 张利宏 2 王星 1（1.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药剂科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2.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 目的：探索中毒性表皮松解症合并血流感染的治疗经验。方法：总结鄂尔多斯市
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2019 年 9 月 8 日收治的 1 例药源性中毒性表皮松解症的识别和继发血流
感染的抗菌药物治疗方案。结果：1 例脑出血后并发肺部感染的患者，先后针对性使用头孢
哌酮钠舒巴坦钠、替加环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等抗感染治疗 1 月后患者出现了中毒性表皮
松解症，临床药师使用特定的 ALDEN 方法评估引起中毒性表皮松解症（TEN）的药物因果关
系的个体评价，确定引起 TEN 的药物可能药物并给于激素和丙种球蛋白治疗；患者在出现
TEN 后伴体温升高，多次血培养提示鲍曼不动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药师协助医师识
别致病菌，并选择无交叉过敏的药物的利奈唑胺 600mg q12h。经过两周抗感染治疗转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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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病房进行康复治疗。结论：长疗程广谱抗菌药物的使用易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正确
及时识别药源性疾病对患者至关重要。

美罗培南致药源性类白细胞反应 1 例
解沛涛 1 景情 2 苏长海 1 张晨 3 刘俊保 1
1.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药剂科，2.乌审旗人民医院药剂科，鄂尔多斯 017000,3. 中国
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85 医院药剂科山西 030001
通讯作者：刘俊保，Email:szwqljb@163.com

【摘要】 目的：1 例主诉为间断发热 3 天伴纳差半天的 10 天龄患儿就诊于新生儿科。根
据入院时临床症状、体征和检验结果，诊断为新生儿败血症。入院当日血常规示白细胞正常，
血小板下降，降钙素原 11.06ng/ml，给予美罗培南治疗。治疗第 6 天，患儿精神好，偶有发
热，脐周肿胀发红，B 超提示脐尿管囊肿但无脓性积液，血常规示白细胞 86.3×109/L，降
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下降至近正常范围，临床药师考虑患儿感染症状明显好转，不除外药源
性白细胞升高，建议停用美罗培南调整为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第 10 天，患儿白细胞降
至 21.06×109/L。第 14 天停用抗菌药物，白细胞降为 18.10×109/L。第 17 天，患儿白细胞
降至正常范围。本文就 1 例脐尿管囊肿伴发感染的患儿，使用美罗培南治疗后出现类白血病
反应的不良反应进行分析，旨在区分感染还是药物导致的白细胞升高，对于临床安全合理用
药至关重要。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引起精神异常 1 例
解沛涛 1 方静 2 武红红 3 苏长海 1 刘俊保 1 郝朵 1*（1.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药剂科
017000；2.鄂托克旗人民医院；3.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

【摘要】患者男，70 岁，体重 70kg，2019 年 10 月 22 日因反复咳嗽、咳痰、喘息、气短 10
余年，加重 10 天入院，入院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肺源性心脏病；支气管
哮喘；肺炎；呼吸衰竭；心功能Ⅳ级；前列腺增生；消化不良；入院检查：血常规：白细胞：
7.68×109/L；中性粒细胞比率：85.4%；幼稚粒细胞数 0.40×109/L；幼稚粒细胞比率 5.4%；
肝肾功能及随机血糖示：谷丙转氨酶（ALT）：51U/L；总蛋白：55.7g/L；白蛋白：36g/L；
尿酸：716umol/L；血糖：11.4mmol/L，余正常；尿常规未见异常；C 反应蛋白：16.35mg/L；
N-脑利钠肽（BNP）：618.7pg/ml；患者入院后治疗药物：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0.4g ivgttqd；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mg ivgttqd；低分子量肝素钙注射液 4100IU ihqd；注射用多索
茶碱 0.3g ivgttqd；托拉塞米片 10mg po qd；螺内酯片 20mg po qd；
氯化钾缓释片 0.5g po 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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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 4mg po qd；非那雄胺片 5mg po qn；地高辛片 0.1250mg po qd；枸橼
酸莫沙必利片 5mg po tid；凝结芽孢杆菌活菌片 700mg po tid；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 0.5mg
雾化吸入 tid；丙酸倍氯米松气雾剂 2 揿雾化吸入 tid；既往慢阻肺病史 10 余年，前列腺增
生病史 6 年；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重大外伤史，无输血
史；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
患者入院前近 10 天咳嗽、气短症状再次发生并加重。本次发病以来，患者咳嗽伴有黄痰，
喘息、气短加重，胸痛，腹胀不适，无咯血、盗汗，无恶心、呕吐，无头晕、头痛。精神可，
睡眠、饮食差，小便不畅，大便正常，体重未见明显改变。查体：体温：36.8℃，脉搏：116
次/分，呼吸：20 次/分，血压：110/70mmH。营养一般，神清，查体合作，口唇发绀，咽
无充血，桶状胸，叩诊清音，呼吸音可，两肺可及喘鸣音及湿罗音。患者本次入院是 2019
年第四次入院，入院前规律使用治疗 COPD 的相关吸入剂，未出现受冷等情况，结合患者入
院检查及化验，考虑不除外真菌感染可能，入院当日给予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生产厂家：
FAREVAAMBOISE，批号：B339805）治疗，用法用量为 0.4g ivgttqd。该患者使用氟康唑氯化
钠注射液第 6 天（2019 年 10 月 27 日晚），出现胡言乱语，夜间入睡较少，医师当晚给予
右佐匹克隆片 3mg,qn，但治疗效果差。第 7 日（10 月 28 日上午），患者上述症状加重，
胡言乱语次数增多，出现幻视症状（如患者自述病房有很多土豆），之后患者出现胡言乱语
无法辨别；患者的头颅 CT 检查无异常，血气分析示:无二氧化碳潴留，临床药师查房时考虑
不除外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引起的药品不良反应，建议停用当日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其他
药物继续使用，医师采纳。停药第二日，患者意识清醒，可正常回答问题，未再出现胡言乱
语、幻视和失眠等精神异常症状。出院 1 个月后随访，患者未在出现上述症状。

一例肾移植术后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药学监护及相
关文献复习
陈婷婷，许明，陈璋璋，许青，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摘要】研究背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是一组罕见的微血管血栓出血综合征。
主要的临床特征包括：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神经精神症状、发热和肾脏受
累等。肾移植后并发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症是一种罕见但致命的并发症。 研究目的：本文报
道了一例肾移植术后并发 TTP 的药学监护，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案例报道：一名 53
岁的女性患者，因尿毒症在我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她的既往史有：慢性肾脏病（尿毒症
期）、高血压，阵发性房颤。青霉素过敏史。其余无特殊。患者术前血红蛋白 117g/L，血
小板 219×10^9/L。肾移植术后，肌酐稳定下降，未发热，但血小板逐渐下降，乳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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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上升，术后第 4 天，患者血小板 24×10^9/L，血红蛋白开始下降，外周血镜下显示有
红细胞大小不均，见破碎红细胞约 1.3%。术后第 6 天血小板下降至 20×10^9/L，血红蛋白
下降至 68g/L，患者双上肢可见瘀斑。结合患者血小板显著减低、外周血有破碎红细胞、LDH
升高及患者术后曾有头痛的症状，初步诊断为 TTP。患者术后使用的药物有美罗培南、米卡
芬净、达托霉素、他克莫司、米芙、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该患者的免疫诱导方案是 D1 和 D4
舒莱 20mg。临床药师考虑到患者肾移植术后并发的 TTP 可能与所用的抗菌药物有关，建议
停用米卡芬净，临床医生采纳药师的部分建议，同时停用了米卡芬净和达托霉素。停药后，
患者血小板开始上升，停药第 4 天，血小板上升至正常水平 178×10^9/L。但患者贫血并没
有得到改善，给予丙球 15g/d 冲击治疗，输注红细胞 2 个单位后，血红蛋白开始上升。出院
时血红蛋白 104 g/L。半个月后随访该患者，患者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均恢复至正常。 研究
结论：肾移植术后并发 TTP 除了考虑是免疫抑制剂的因素外，还应考虑其他的药物，比如围
术期预防感染的抗菌药物。临床药师作为移植团队中的一员，可以着眼于药物，有助于肾移
植后患者的管理。

1 例急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患者服用华法林致血尿、牙龈
出血病例分析
窦伟 1，曹雪 2，宋燕青 3，李艳娇 4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药师吉林长春 130021 邮箱：75693386@qq.com

【摘要】患者男，49 岁，2019 年 8 月 17 日因“间断胸骨后烧灼感 10 天”，加重 2 天，以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入院。入院查体：体温 36.5℃，脉搏 72 次/分，呼吸 18 次/
分，血压 140/80mmHg。入院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
梗死、KillipⅡ级。患者 1 个月前，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在医院治疗，日常医嘱药物
未服用，自行购买服用华法林钠片用量 2.5mg,qd,口服 1 个月，患者主诉服用华法林钠片第
3 天出现肉眼血尿和牙龈出血情况，不知道服用华法林有出血风险，用药期间从未监测 INR
值。患者入院前门诊检查：尿常规：尿潜血（BLD）3+，尿蛋白（PRO)3+，尿酮体（KET）
2+，尿红细胞（RBC）3306.2/HPF（0.0-3.0/HPF）；凝血常规：APTT143.4s（20.0-40.0s），
PT96.7s（9.0-13.0s），INR8.26（0.80-1.20），PTR8.26（0.80-1.20），PTA8%（80-120%），
FBG4.70g/L（2.00-4.00g/L）；肌钙蛋白Ⅰ：1.28ng/ml（0-0.043ng/ml）。患者 INR 值偏高伴
有血尿，考虑服用华法林所致，立即停用华法林钠片，给予肌注维生素 K15mg，静滴新鲜冰
冻血浆进行治疗。3 天后牙龈出血消失，5 天肉眼血尿症状消失。入院后复查尿常规正常；
凝血常规正常：APTT33.8s（20.0-40.0s），PT10.7s（9.0-13.0s），INR0.92（0.80-1.20），PTR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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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20），PTA115%（80-120%），FBG3.63g/L（2.00-4.00g/L），3 天后患者症状缓解出
院。

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致外源性胰岛素抗体综合症
邰世斌
安丘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山东安丘 262100
通信作者：邰世斌，Email：2689516965@qq.com

【摘要】

一例 53 岁的长病程 2 型糖尿病患者，1 年来应用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早晚各

12U，同时联用阿卡波糖片控制血糖，后效果不佳就诊。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提示血糖水
平、胰岛素水平均较高，实验室检查抗人胰岛素抗体强阳性。考虑为外源性胰岛素抗体综合
症，或与门冬胰岛素长程应用有关，遂停用胰岛素制剂，改用多药联服治疗方案。后复诊，
完善药物治疗方案，院内治疗数日血糖改善后出院，继续居家口服药物控糖。电话回访 1
年余，患者胰岛素抗体渐转阴。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不良反应监测及个体化治疗药学监护
谢姣 1*，张抗怀 1
1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陕西，西安 710004
通讯作者：谢姣，xiejiaoxjtu@163.com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 1 例血液科临床药师参与多发性骨髓瘤伴肾功能不全患者治疗的案
例，探讨对此类患者开展药学服务的方法及切入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因免疫功能低下，感
染发生风险高，因此在临床上使用抗菌药物比较常见。对伴有肾功能不全的恶性血液病患者，
在临床治疗中药师应注意药代动力学特点，掌握用药原则进行个体化给药，减少药物引起的
不良反应及避免药源性肾损害的发生。同时，结合二代测序技术帮助排除感染性疾病的诊断
也有助于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1 例糖尿病合并肝脓肿患者的抗感染治疗
智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摘要】目的：是形成细菌性肝脓肿独立、重要的基础疾病，近年来糖尿病病人合并细菌性
肝脓肿有增多趋势，已成为肝脓肿发病的高危因素。本文描述临床药师参与 1 例糖尿病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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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脓肿患者的治疗方案制定和药物监护，旨在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用药合理性，尽可能避
免重症肝功能损伤和全身感染的发生。方法：患者入院时已有 4 日的高热、寒战和腹痛，并
有一过性意识丧失，符合肝脓肿典型的三联征症状，判断为严重感染，立即给予亚胺培南西
司他丁 0.5g，q8h 静滴抗感染治疗，并行肝脓肿穿刺术，抽出乳糜色脓肿液 120mL，脓液送
细菌培养。同时给予患者胰岛素微泵 24u/d 控制血糖治疗。后患者脓液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
回报：肺炎克雷伯杆菌。更换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4.5g，q8h 静滴，联用甲硝唑 0.5g，q8h
抗厌氧菌感染。结果：患者入院第 13 天状态明显好转，饮食恢复，近三日未出现发热。并
全血细菌培养无细菌生长。停用抗感染药物。后行超声引导下肝脓肿置管引流术后拔出，出
院。结论：抗感染药物在肝脓肿的治疗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该患者为糖尿病患者，指
南推荐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感染，应早期即予足量广谱抗菌药物如三代头孢菌素、喹诺酮类
联合氨基糖苷类覆盖主要致病菌抗感染治疗，考虑到可能合并厌氧菌感染，常规加用抗厌氧
菌药物；病情严重时，可选用碳青酶烯类药物。患者入院时为严重感染给予高级别抗菌药物
后感染症状有所控制，临床药师建议更换低级别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加强对 G+球菌特
别是肠球菌的治疗，联用组织穿透力较强的甲硝唑抗厌氧菌感染和阿米巴性感染治疗，患者
此后未再次出现发热症状，血象恢复正常。

2 例甲巯咪唑致关节炎综合征病例报道与临床分析
谢希，肖灿，龙靓，雷海波，郭小兰，李伟，刘湘
411100，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市中心医院

【摘要】 目的:报道并分析 2 例因服用甲巯咪唑（商品名赛治）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出
现关节炎综合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为临床诊疗及辨识该不良反应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回顾
性分析 2 例因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服用甲巯咪唑后出现关节炎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2
例患者口服甲巯咪唑（10 mg，bid）治疗，分别于 80 余天、20 余天后出现游走性多关节疼
痛并活动受限。停用甲巯咪唑后，其中 1 例后续改用丙硫氧嘧啶治疗，另 1 例予以 131I 治
疗，关节疼痛好转。结论口服甲巯咪唑可发生抗甲状腺药物关节炎综合征的药物不良反应。

1 例输液反应引发降钙素原升高的病例分析
张晓丽 1，江晓霞 2

(1 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肛肠科;2 临床药学科山东青岛即墨区 266200)

【摘要】 目的:探讨输液反应引发降钙素原（PCT）升高的机制和治疗原则。方法:通过分
析总结一例输液反应引发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降钙素原（PCT）升高患者的治疗过程，结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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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相关文献及患者临床特点，讨论分析患者 PCT 升高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原因。结果:及
时的诊断了输液反应，给予停药及对症处理，患者 4 天后 PCT 降至正常，最终好转出院。结
论: PCT 并不是诊断脓毒血症的唯一标准，输液反应也可致 PCT 升高，需要综合分析，作出
准确的判断，避免抗菌药物的滥用，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例 FOLFOX 方案化疗后引起全身散在皮下肌肉出血
许城城 1,2 张述耀 2
1 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汕头 515041；2 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广东广州 510220
通讯作者：张述耀，E-mail：shuyao0754@qq.com

【摘要】

1 例 82 岁男性患者因转移性胃窦癌术后进行 FOLFOX 方案化疗，化疗四次期间，

患者出现血细胞减少，尤其于后三次化疗后均出现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凝血功能异常和广
泛的皮下肌肉出血，并伴有发热、寒战、出血部位疼痛等症状。我们考虑这种严重的血小板
减少伴随出血症状与奥沙利铂引起的免疫介导血小板减少有关，化疗结束后予以输注血小板、
红细胞、血浆、冷沉淀，同时使用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重组人白介素-11 促进血细胞生
成和氨甲环酸、维生素 K1 止血后，患者皮下肌肉出血症状得以控制，血小板减少、粒细胞
减少、贫血等也得以纠正。

临床药师参与我院肺病科感染性疾病治疗 3 例典型病例分析
孙清海王振华王冠杰（潍坊市中医院，山东潍坊 261041）

【摘要】 目的:探讨肺病科抗感染专业临床药学服务模式，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对医
院临床药师在肺病科参与用药的典型病例进行分析与总结。结果:临床药师对临床用药提出
合理化建议，对患者进行合理用药指导，监测患者用药安全，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高临床
疗效。结论:临床药师参与临床用药方案的制订，为临床提供合理化建议，对确保药物疗效、
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1 例服用甲巯咪唑致严重粒细胞减少患者的用药监护
第一作者信息：海文利，女，硕士，主管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学工作，Tel：02988335186
（13991876241），E-mail：haiwenli7@163.com，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团结南路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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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利 12侯晓叶刘苏利李娜吴寅*
（西安高新医院，陕西西安 710075）

【摘要】 目的：探索临床药师在药源性粒细胞缺乏症治疗中的作用。方法：临床药师对 1
例甲巯咪唑所致严重粒细胞减少不良反应的处理、抗感染药物的选择、患者教育及随访，全
程跟踪并进行药学监护。结果：患者粒缺伴发热最终得到治愈，并出院后在外院顺利进行
131I 治疗。
结论：临床药师对药源性粒细胞缺乏症患者提供药学监护，
充分发挥了专业特长，
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用药安全。

万古霉素致急性肾衰竭
张清华1,2 陈丽金1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广州510260；2 江门市中心医院药学部，
江门529030
通信作者：陈丽金，Emial: cljcarrie@163.com

【摘要】1 例23 岁男性患者因头皮脓肿行去骨瓣减压术+清创术，术后予万古霉素注射液1 g
q12h 静脉滴注。用药前患者体征和肾功能指标正常，用药11天后患者出现腹胀，双下肢浮
肿，尿量10 mL/d，血肌酐(SCr) 1112.7 μmol/L，万古霉素Cmin 99.5 mg/L。考虑患者出现
急性肾衰竭可能与万古霉素有关，予停用该药物，经过6 次间歇性高通量血液透析后，患者
临床症状逐渐恢复，万古霉素血药浓度降至3.5 mg/L。停药18 天后患者症状完全消失，肾
功能指标恢复正常。

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致外源性胰岛素抗体综合症
郃世斌
安丘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摘要】一例 53 岁的长病程 2 型糖尿病患者,1 年来应用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早晚各 12U,
同时联用阿卡波糖片控制血糖,后效果不佳就诊。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提示血糖水平、胰
岛素水平均较高,实验室检查抗人胰岛素抗体强阳性。考虑为外源性胰岛素抗体综合定,或与
门冬胰岛素长程应用有关,遂停用胰岛素制剂,改用多药联服治疗方案。后复诊,完善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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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院内治疗数日血糖改善后出院,继续居家口服药物控糖。电话回访 1 年余,患者胰岛素抗
体渐转阴。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致阴道出血 1 例
于泽胜（潍坊市中医院）

【摘要】患者女，77 岁，以“阴道脱出肿物 2 年，加重 1 年余”于 04 月 24 日上午就诊妇
科。患者绝经 25 年，绝经后无明显阴道流血及排液。2 年前自觉阴道脱出肿物，约枣大小，
休息时可还纳，活动后脱出，无明显尿频尿急尿痛等不适，未行检查。近 1 年自觉阴道脱出
肿物较前明显增大，休息时仍能还纳，无行走不适，无异常阴道流血及排液，今日就诊于我
院，行妇科检查见嘱患者平卧屏气后阴道前壁全部脱出于阴道口外，宫颈脱出于阴道口外，
子宫位于阴道内，阴道后壁略膨出，建议手术治疗，今由门诊以“盆腔脏器脱垂 III 度”收
入院。患者自发病以来，伴有下腹坠痛不适，伴有尿频尿急及尿不尽感，无明显尿痛，大便
正常，饮食休息可，大小便无异常。
既往史：平素身体健康。既往有双膝关节疼痛不适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病史。否
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血管病史，否认重大外伤及手术史，否认输血史，否认食物、
药物过敏史，预防接种史随当地。
查体：T 36.8℃，P 70 次/分，R 18 次/分，BP 147/82mmHg，妇科检查：外阴正常，阴道通
畅，嘱患者平卧屏气后阴道前壁全部脱出于阴道口外，宫颈萎缩宫颈口位于阴道口外，宫体
位于阴道内，阴道后壁略膨出，宫体萎缩，双附件未及明显异常。
5 月 6 日医嘱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200 毫克 1 次/1 日静脉滴注
活血通脉， 5 月 8 日 9 时 26 分患者阴道出血，T 37.5℃考虑不良反应。
处理：医师诊断为阴道出血过敏反应， 9 时 26 分停用丹参多酚酸盐，并给以注射氨甲环酸
1g，ST 止血，注射罂粟碱 90mg，ST 改善微循环治疗，5 月 10 日 9 时 28 分患者症状好转。

氨甲环酸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 2 例
陈焕蕾
（潍坊市中医院，山东潍坊 261041）

【摘要】氨甲环酸是一类抗纤溶类止血药，具有抗纤维蛋白溶酶作用，能强烈吸附纤溶酶和
纤溶酶原上的赖氨酸结合部位，从而阻止纤溶酶、纤溶酶原与纤维蛋白的结合，强烈抑制由
纤溶酶所致的纤维蛋白分解。同时，氨甲环酸的抗纤溶作用在血清中α2 巨球蛋白等抗纤溶
酶的存在下更加明显，止血作用更加显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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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化疗致药物性肝损伤患者的治疗分析
李娜 13任炳楠 2 海文利 1 刘苏利 1 侯晓叶 1 吴寅 1*
（1 西安高新医院，陕西西安 710075; 2 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石家庄 050051）

【摘要】 目的：探索临床药师在药物性肝损伤治疗中的作用。方法：临床药师参与 1 例化
疗药物致药物性肝损患者的临床治疗，通过因果关系量表（RUCAM）评估可疑药物与肝损
伤的关系，对患者进行用药监护。结果：临床药师对引起肝损伤的可疑药物进行分析，并对
顺铂与培美曲塞进行了 RUCAM 评分，两药的评分结果均为 9 分 (极可能)，考虑化疗药是引
起肝损伤的主要原因；协助医师选择保肝药物，建议仅使用异甘草酸镁和还原型谷胱甘肽进
行保肝治疗。结论：临床药师对患者出现的药物性肝损伤及时进行分析，协助医师选择合理
的治疗方案，充分发挥了专业特长，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用药安全。

糖皮质激素不同给药途径促胎肺成熟的 1 例不良反应风险分析
李宁
（潍坊市中医院，临床药学科，山东，潍坊，261041）

【摘要】患者女，28 岁，因“停经 7+个月，下腹紧缩感 1 天”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入院，
以往月经规律，14 岁 7/32-33 天，量中等，无痛经史。末次月经:2019.06.07，按期来潮，量
色质正常，预产期：2020.03.14。患者停经 39 天自测尿妊娠试验阳性，停经 39 天外院行超
声检查示宫内早孕（孕囊 1.2×0.8cm，符合孕 40 天左右），孕早期无明显恶心、呕吐等早
孕反应，孕期未定期产检，自述唐氏筛查低风险（未见报告单），OGTT 未做，空腹血糖
5.4mmol/l。停经 5 个月始觉胎动，持续至今。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血管病史。
诊断为：1.29+6 周妊娠 G1P0；2.先兆早产。予硫酸镁静滴抑制宫缩、倍他米松促胎肺成熟
等治疗，严密保胎观察。1.4 日尿常规检查（复合）：葡萄糖:4+;酮体:1+；电解质：钾:3.30mmol/L
↓;二氧化碳:13.0mmol/L↓;空腹血糖：葡萄糖:10.8mmol/L↑；考虑与肌注倍他米松有关，嘱
给予监测空腹+三餐后 2 小时血糖情况。1.5 日餐后 2 小时血糖：6.4-9.3mmol/L，1.6 日晨空
腹血糖：
5.5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分别为 5.8/6.2/5.0mmol/l；1.7 日晨空腹血糖 4.4mmol/l。

仙灵骨葆胶囊致严重肝损伤 1 例分析
王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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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中医院临床药学科，山东潍坊 261041

【摘要】仙灵骨葆胶囊是在苗族民间验方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制药技术研制而成，组成为淫羊
藿、续断、丹参、知母、补骨脂、地黄，临床主要用于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骨折，骨关
节炎，骨无菌性坏死等的治疗。随着本品的广泛使用，关于其不良反应的个案报道也越来越
多。2003 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就曾要求企业修改药品说明书，提示肝损伤风险。
国家在 2016 年发布通告要求警惕仙灵骨葆口服制剂引起的肝损伤风险，并在 2017 年将仙灵
骨葆胶囊和仙灵骨葆片调出非处方药目录，按处方药管理，同时要求药品企业对药品说明书
中的【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改，增加肝损风险警示[1,2]。现通过
临床收集到病例及复习相关文献，对仙灵骨葆胶囊导致的肝损伤进行分析，以期为临床合理
用药提供一些参考。

1 例 PCI 术后血小板减少患者的病例分析
曹文静
湘潭市中心医院

【摘要】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是治疗冠心病

的主要手段之一，围术期抗凝、抗血小板治疗是保证 PCI 疗效和安全的关键环节。然而，多
种抗凝、抗血小板药物亦是导致药源性血小板减少的常见药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1]。
本文就一例 PCI 术后血小板减少患者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临床实践中如何辨别及处理药源
性血小板减少，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白塞病并多系统隐球菌感染患者治疗的药
学监护
龙靓,刘湘，郭小兰
（湘潭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湖南，湘潭 411100）

【摘要】 目的：分析白塞病患者并多系统隐球菌感染后抗真菌治疗的复杂性，以及两性霉
素 B 至肾损害、氟康唑与华法林相互作用至出血不良反应的发生关系，探究临床药师在参与
抗真菌药物治疗安全和有效中的作用。方法：临床药师参与 1 例白塞病并多系统隐球菌感染
抗真菌治疗，两性霉素 B 至肾损害、及氟康唑与华法林相互作用至出血不良反应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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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措施，并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结果：患者抗真菌治疗有效，且
肾损害不良反应的发生与两性霉素 B 有关，出血不良反应与氟康唑、华法林之间相互作用有
关，经个体化用药治疗后逐渐消退。结论：临床药师全程参与患者治疗救治过程，制定个体
化给药方案，并实施药学监护，既保障了药物疗效，又避免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一例肿瘤患者三次药源性疾病诊治的药学监护
杨啸白陆红柳李桃园闫阔蔡泓敏张楠夏文斌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022
通信作者：夏文斌，Email：cylyyyjk@126.com

【摘要】 药源性疾病危害严重，及时识别、合理处置是药师的职责所在。本文汇报一例住
院患者历经三次药源性疾病诊治的药学监护。患者老年，为行直肠癌根治术入院，后因反复
肠粘连，先后三次接受手术。期间患者接连发生药物性肝损伤、医源性低血糖和医源性韦尼
克脑病三次药源性不良事件，药师借助药学查房和医嘱审核等手段，准确识别、正确干预、
及时止损，把药物对患者的伤害降到了最低，充分发挥了药师在治疗团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

药物致缓慢性心律失常的管理
李静，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探讨药物相关缓慢性心律失常的管理。方法: 通过对临床 3 个药物相关缓
慢性心律失常的案例的关注要点进行讨论，并查阅药物相关缓慢性心律失常的指南、共识及
研究文献，介绍药物相关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处理原则和治疗。结果：替格瑞洛、抗心律失常
药物如普罗帕酮等、抗肿瘤药物如阿来替尼等与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相关。结论：当患者
发生缓慢性心律失常情况时，药师需评估疾病因素，也需评估药物引起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可
能性，并做好药学监护。

临床药师对癫痫患者开展综合用药管理的实践
刘霞 1，余自成 1，胡亮 1，张敏杰 1,2
（1.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 上海 200090；2. 上海市宝山区仁和
医院, 上海 20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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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临床药师对癫痫患者开展综合用药管理（CMM）的可行性。方法:制定
癫痫患者 CMM 监护流程，收集 2 例癫痫患者相关用药信息，借助欧洲医药保健网（PCNE）
分类系统评估药物治疗相关问题（DRPs），对其原因分析，临床药师与医师讨论介入方案，
和医师协作面向患者执行监护计划。结果: 2 例癫痫患者 DRPs 为长期口服抗癫痫药物苯妥
英钠或丙戊酸钠，血药浓度偏高，发生了药物不良反应，同时伴有低钾、肝损药物治疗。临
床药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原因为苯妥英钠或丙戊酸钠剂量过高且未进行血药浓度监
测、补钾不足、阿托伐他汀用药疗程过长，与医师讨论介入方案，决定停用苯妥英钠或减少
丙戊酸钠服药频次，启用左乙拉西坦治疗，给予补钾和保肝等对症治疗，最终患者出院时症
状、体征、检验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整个 CMM 流程可行。结论:制定 CMM 监护流程和依
据 PCNE 分类系统评估 DRPs，可以使临床药师在开展 CMM 工作更加同质化和准确化，提高
临床药师在全程化药学监护中的效率。

左氧氟沙星致严重肝功能异常 1 例 并文献复习
周杨 1，宋智慧 2
（1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药剂科，成都 611130 ；2 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730）

【摘要】

1 名 34 岁女性患者，因为腹痛呕吐发热入院，入院诊断暴发性 1 型糖尿病、急

性胃肠炎，用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0.5g /d 抗炎，并采取补液、降糖对症治疗。左氧氟沙
星注射液用药 5 天，
患者体温正常后停药。停药 5d 后偶查肝功显示：
ALT645 U/L，
AST 661U/L。
患者既往无肝病史，肝炎病毒及巨细胞病毒、EB 病毒、风疹病毒、柯萨奇病毒的 IgM 阴性，
抗核抗体、抗线粒体抗体等均阴性。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 2 周，复查
肝功能：ALT 55U/L，AST63 U/L，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临床药师根据患者的用药情况，考
虑左氧氟沙星导致的肝损害可能性大。

基于 PK/PD 理论对 1 例李斯特菌性脑炎合并转氨酶升高患者
的治疗方案调整及药学监护
马向海 1a，2，何忠芳 1a*，王颖 1b，王强 1b，魏婷 1a
(1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a 药剂科，b 神经内科，中国兰州 730000，2 临夏州人民医院，中国
临夏 731100)
通信作者:何忠芳，Email：lzhez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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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总结临床药师参与治疗李斯特菌性脑炎伴并发症的临床经验，探索临
床药师参与救治相关疾病的临床实践模式，提高医护团队对临床药师的认可度，促进临床合
理用药。方法:分析转氨酶升高与药物的相关性，并为李斯特菌感染性脑炎合并转氨酶升高
患者调整治疗方案，实施动态药学监护。结果:调整治疗方案后，患者的李斯特菌性脑炎得
到有效控制，转氨酶明显降低。结论:临床药师通过分析临床问题，协助临床医师解决了临
床难题，提高了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阿司匹林致过敏性休克 2 例
韩丽珠 2，史亦丽 1，边原 2，童荣生 2，胡扬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730；2.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 药物治疗过程中应重视预防和减少严重不良反应对患者的严重伤害。除新药安全
性待考证外，老药安全性亦不容忽略。阿司匹林的常见不良反应已有充分文献积累。本文讨
论的阿司匹林引起过敏性休克两例，临床上确认因果关系，用药单纯，混杂因素简单，激发
试验阳性，结果可信。临床药师全程追踪第一例不良反应发生事件始末，并在对第二例患者
进行问诊中，知晓该患者曾发生的过敏性休克史，进行干预和教育。
本文提示临床药师应与临床医师紧密协作，加强日常药学监护，如出现可疑药物不良反应，
及时文献检索、参与会诊或联系药品有关信息，协助临床更改治疗方案或制定应急的临床管
理措施。

万古霉素致药物热伴白细胞减少 2 例
张春霞 1 杨建华 2 赵志军 2 董志强 1 张勇 3
1.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包头 014010；2.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包头 014010；3.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目的：分析 2 例万古霉素致发热伴白细胞减少病例，帮助临床医师和药师认识、
了解其发生机制及处理方法，为临床判断万古霉素药物热伴白细胞减少不良反应提供参考。
方法:通过分析 2 例临床药师参与的经万古霉素治疗感染控制后再次发热伴白细胞减少病例，
结合文献学习、临床特点和诊治过程进行关联性分析。结果: 2 例患者分别于使用万古霉素
第 12d、13d 出现发热，均在输注万古霉素后 1～2 小时出现发热，查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减
少，予以停药后第 2d 患者无发热，后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根据 Naranjo 评估量表，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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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发生发热伴白细胞减少与怀疑药物万古霉素的关联性进行分析评价，得分为 7 分，评
价关系为很可能有关。临床医师与药师根据药物热发生的时间规律、体温变化特征及伴随的
机体反应进行鉴别诊断，证实 2 例患者发热伴白细胞减少与使用万古霉素有关。结论:临床
药师参与临床查房和会诊，可发挥药学专长，优化治疗方案，提高药物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
性。

3L 袋营养液致 5 例患者低血糖发生的病例分析与药学监护
赵承宽 1

，2

张述耀 2

1.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汕头 515041
2.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广东广州 510220

【摘要】

5 例汉族老年患者因行胃/结直肠癌根治术或解除肠梗阻治疗而禁食并静脉滴注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以下简称“3L 袋营养液”）1440ml。连续用药
几天后在静脉滴注 3L 袋营养液过程中均发生低血糖事件，立即静脉注射 50%葡萄糖注射液
40ml 后继续静脉滴注 3L 袋营养液仍有 2 例患者再发低血糖事件。考虑 5 例老年患者低血糖
事件的发生与 3L 袋营养液相关，其发生率及发生机制尚未明确，有待进一步的大样本数据。

静脉滴注血栓通致腹泻 1 例
魏婷 1a，何忠芳*1a，陈军 1b，雒扬 1b，武文娟 1b，马向海 1a,2
(1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a 药剂科，b 神经内科，
兰州 730000，2 临夏州人民医院，临夏 731100)
通讯作者：何忠芳，E-mail：lzhezf@163.com

【摘要】 1 例 74 岁女性患者因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于 2020 年 12 月 13 日静脉滴注血
栓通冻干粉（500mg/d）治疗。当日下午患者出现腹泻症状给予蒙脱石散对症治疗，12 月
14 日血栓通再次静滴后，腹泻症状明显加重，呈黄色稀水样便约 3 小时一次，共约 7-8 次。
送检粪便常规：潜血+。余未见异常。考虑腹泻为血栓通冻干粉引起的药物不良反应立即停
用该药，其他药物继续治疗，并予止泻、补液、调节肠道菌群治疗后腹泻症状明显好转。患
者在院期间未再发生腹泻，好转出院。

临床药师对 1 例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伴重症药疹患者的药
学监护
林燕刘晓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药剂科 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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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药师在治疗团队中对重症药疹不良反应药物的识别和药学监护的
作用。方法：临床药师参与 1 例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治疗中使用桉柠蒎肠溶软胶囊所
致重症药疹诊疗的全过程。临床药师通过筛查使用药物、文献查阅、运用 Naranjo 评分等，
进行层层剖析，找出怀疑致敏药物桉柠蒎肠溶软胶囊，并给予患者家属用药教育，每日随访
和疗效评价等药学监护。结果：医师采纳临床药师建议，调整原治疗方案，停用怀疑药物，
患者药疹逐渐消褪，原发疾病慢支急性感染好转。结论：桉柠蒎肠溶软胶囊引起的重症药疹
极为少见，临床药师全程参与治疗过程，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药学服务，确保患者用药的安
全、有效。

吲哚布芬导致老年患者血小板降低
戴亨纷 1a 郑彩云 2 张维波 1b 谢瑛华 1b 林建玲 1b 卓健 1b
1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 a 药学部 b 老年医学科，福州 350009；2 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福清市医院临床药学 350300
通信作者：卓健，Email: zj9925@126.com

【摘要】

1 例 92 岁老年男性患者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持续性房颤和动脉闭塞

等其他慢性疾病服用吲哚布芬片（0.1~0.2g、2 次/d）和华法林钠片（2.25mg、1 次/d）进行
抗凝血和抗血小板治疗。6 个月后，实验室检查示血小板计数（PLT）3*109/L、血红蛋白（HGB）
112g/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2.44、贫血指标（转铁蛋白）1.53g/L，粪便隐血：阳性。
立刻停用吲哚布芬和华法林，给予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静脉滴注、乳果糖口服溶液，发病第
2 天至第 3 天给予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地塞米松磷酸钠
注射液等治疗。半月后实验室检查示 PLT 148*109/L、HGB 97g/L、INR 1.24，考虑患者的血小
板急剧下降可能与吲哚布芬片有关，一直停用该药，其他治疗方案未变。患者症状较快缓解，
持续随访该患者，PLT 4 个月后一直处于正常范围。

1 例疑似伏立康唑引起的药物热
王云娜 1 陈杰 2 何杏仪 3
1. 528308，佛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药剂科 2.510080，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药学部 3.528306，佛山，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顺德医院临床药学科
通讯作者：王云娜，Email:415419636@qq.com

【摘要】 1 例 61 岁女性肺癌术后患者因重症肺炎怀疑烟曲霉感染，给予静脉滴注伏立康唑
200mg,1 次/d，2 天后改为 200mg,2 次/d。用药前患者无诉不适，生命体征平稳，左肺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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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减弱，右肺呼吸音粗，双肺可闻及湿性啰音，体温 36.5℃，WBC 5.97x109/L ，ENUT
3.18x109/L ，EO 0.12x109/L ，PCT 0.12ng/mL ；CRP 4.4mg/L 。用药 5 天后出现反复高热，
Tmax39.0℃，WBC 6.57x109/L ，ENUT 4.01x109/L ，EO 0.15x109/L ，PCT 0.05ng/mL ；CRP
118.32mg/L 。考虑为伏立康唑引起的药物热，第 7 天停用该药。停药 24h 后，患者体温下
降至 36.6℃。停药后 7 天复查血常规，WBC 8.57x109/L ，ENUT 6.19x109/L ，EO 0.26x109/L ，
PCT 0.06ng/mL ；CRP 8.68mg/L 。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合并糖尿病的免疫相关性肾损伤患者的药
源性疾病鉴别、处置和药学监护
王春晖，吴薇，李晓宇，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上海，200032）

【摘要】 1 例 58 岁老年男性，高血压病史 10 年，2 型糖尿病史 3 年，因霍奇金淋巴瘤行
2 个周期免疫治疗联合 AVD 方案化疗（信迪利单抗 200 mg d1、d15 静脉滴注，多柔比星脂
质体 40mg d1、d15 静脉滴注，长春地辛 4mg d1、d15 静脉注射，达卡巴嗪 0.6g d1、d15 静
脉滴注，21 d 为 1 个周期）后出现急性肾功能损伤（Scr 244 μmol·L-1，eGFR 22 mL·min-1，
尿蛋白 +++）。药师建议停用二甲双胍，改予利格列汀 5mg 治疗糖尿病。经鉴别诊断，考
虑为信迪利单抗致急性间质性肾炎（3 级），当日起予甲泼尼龙 80 mg 静脉滴注治疗，次日
测空腹血糖 8.8 mmol·L-1，餐后血糖 10.8 ~ 15.1 mmol·L-1，糖化血红蛋白 7.0%，C 肽 1.24
ng/mL。药师经查阅文献后认为患者血糖升高考虑为继发性药源性疾病（糖皮质激素相关波
动），而非原发性药源性疾病（新发免疫性糖尿病），建议予利格列汀的同时，早餐和晚餐
前各予那格列奈 60mg。3 天后测空腹血糖 7.2 mmol·L-1，餐后血糖 9.5 ~ 11.2 mmol·L-1。
随着患者肾功能好转，激素逐渐减量并序贯转换为泼尼松口服，那格列奈改为早餐前 60mg
口服，每日监测血糖，
与泼尼松一起停药。
出现肾损后 27d 复查肾功能示：Scr 111 μmol·L-1，
eGFR 55 mL·min-1。出院后随访空腹血糖 6.6 ~7.5 mmol·L-1，餐后血糖 8.1 ~ 10.1 mmol·L-1，
糖化血红蛋白 5.0% ~ 5.9%。临床药师运用药源性疾病、药物代谢动力学、特殊人群药物代
谢特点等知识的参与对 1 例合并糖尿病的免疫相关性肾损伤患者的药源性疾病鉴别、处置提
出建议，对患者治疗全程进行药学监护。医师接受药师提出免疫相关性肾损伤和糖皮质激素
致血糖升高的鉴别诊断和处置建议，根据肾功能调整降糖治疗方案，通过临床药师的药学监
护，患者随访肾功能逐渐恢复正常，血糖恢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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