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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著 

非布司他对比别嘌醇治疗痛风的心血管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邓健浩，张家兴
2
，庄茜

3
   

1
龙岩市第二医院药学部，福建 龙岩 364000；

2
贵州省人民医院药学部，贵州 贵阳 550000；

3
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药学部，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非布司他对比别嘌醇治疗痛风的心血管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CNKI、WanFang Data、CBM、VIP、WHO 临床试验注册平台、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平台和

美国临床试验注册库，搜集关于非布司他对比别嘌醇治疗痛风的心血管安全性的相关临床研究，检索时限均为

建库至 2021 年 9 月。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 23个研究，其中随机对照研究（RCT）16项，队列研究 7项，共包括 386362

例患者。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别嘌醇相比非布司他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更高[RCT：RR＝1.13，95％CI（1.03, 

1.24），P＝0.008）]，但在亚洲国家[RCT：RR＝1.47，95％CI（0.95, 2.30]），P＝0.02]中未发现两者的差

异。与非布司他相比，别嘌醇失代偿性心力衰竭的发生率更高[RCT：RR＝1.41，95％CI（1.06, 1.89），P＝

0.02]，脑卒中、急性冠脉综合征、血运重建、心血管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别嘌醇相比非

布司他的心血管原因死亡发生率在亚洲国家[cohort study：RR＝0.71，95％CI（0.62, 0.81]），P＜0.001]

中更低。结论 当前证据表明，与别嘌呤醇相比，非布司他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更低，但这一结果在亚洲国

家中未能得到证实。考虑到本研究的局限性，期待有更多更高质量的研究结果来验证。 

【关键词】非布司他；别嘌醇；心血管安全性；系统评价； Meta 分析；临床研究 

 

 

基于属性层次模型的妇产科围手术期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合理性评价 

孟冰冰，宋佳伟，陈慧娟，赵欢欢，刘丽，张鹏程 

亳州市人民医院临床药学中心，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目的 建立妇产科围手术期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合理性评价标准，为妇产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预防使

用提供参考。方法：以药品说明书、《妇产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预防使用指导方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2015版）》、相关国内外指南和专家共识为依据，制定妇产科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合理性评价

标准。采用属性层次模型（Attribute Hierarchical Model，AHM）对 2021年 1月—2021年 9月亳州市人民医

院妇产科共 126 例手术患者的归档病例进行分析评价。 结果：该科室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主要不合理

类型及扣分值为药物选择 33 例（420.09）、给药时机 39 例（419.64）、用药指征 19 例（257.76）、用药疗

程 34 例（213.86）。病例得分（Medical Record Score，MRS）≥90 的有 47 例（37.30%），85≤MRS＜90 的

有 33例（26.19%），80≤MRS＜85 的有 21 例（16.67%），MRS＜80的有 25例（19.84%）。结论：该院妇产科

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合理性较差，需加强管理和综合干预提高妇产科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的合理

性。AHM法简便、客观实用、评价结果量化，可应用于围手术期抗菌药物预防使用合理性评价。 

【关键词】属性层次模型；妇产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合理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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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癌性疼痛患者阿片类药物应用评价及其合理性分析 

刘彦会，王菲菲，吴新安
 

1
合肥京东方医院药学科，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评价我院住院癌痛患者阿片类药物应用现状，为临床合理使用阿片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6 月-2021 年 6 月我院 280 例癌痛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阿片类药物的应用信息。结

果 阿片药物种类、爆发痛和肿瘤的转移为影响应用阿片类药物剂量的因素。我院癌痛患者应用阿片类药物品

种和结构符合要求，用药频率最高的为芬太尼透皮贴，限定日费用排名第 5位，经济性好。吗啡片、吗啡注射

液用量低，癌痛患者整体爆发痛控制良好。阿片类药物整体应用合理（88.26%），不合理项目主要为药物选择

不适宜和药物剂量问题。结论 我院住院癌痛患者阿片类药物整体应用合理，但仍需关注阿片类药物选择、爆

发痛处置剂量和给药频次等问题，且需加强关注中重度癌痛患者阿片类药物的应用。 

【关键词】癌性疼痛；阿片药物；合理性；用药分析 

 

 

静脉滴注拉氧头孢预防阑尾炎手术部位感染的疗效评价  

闫波，郑荣耀，杨东亮，张全梅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学部 药品供应调剂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目的 观察静脉滴注拉氧头孢在预防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手术部位感染的临床疗效，为急性阑尾炎围手

术期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在某院住院行腹腔镜下阑尾切除

术的急性化脓性阑尾炎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对照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使用拉

氧头孢预防感染，对照组使用头孢呋辛钠预防感染，观察并记录 2 组患者的手术前、后血清学指标、术后恢

复时间、感染发生情况等指标。结果：经过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及手术治疗后，2 组患者血清学指标均较术前下

降，其中，拉氧头孢组 PCT、CRP、IL-6 下降幅度、住院时间、下地活动时间、感染发生情况均优于头孢呋辛

钠组；拉氧头孢组治疗有效率为 86.44%，优于头孢呋辛钠组 67.2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拉氧头孢可以改善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手术患者术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缩短术后恢复时间、降低手术部

位感染的发生，从而提高临床治疗的有效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感染；拉氧头孢；预防性用药  

 

 

替加环素致低纤维蛋白原血症与血药浓度相关性分析 

金路
1，2

，罗雪梅
1
，杨晓璇

3
，朱怀军

1
，葛卫红

1
 

1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学部，南京 210008；

2
南京医学中心，南京 210008；

3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鼓楼

医院，南京 210008 

 

【摘要】目的 评估替加环素造成的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是否与浓度有相关性并确定造成不良反应发生的浓度阈

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9年 4月至 2021 年 4月间使用替加环素的患者，记录其用药后血药浓度监测结果和



3 
 

用药前后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值以及其他临床指标，按设定的标准将患者分为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组和对照组。分析两组患者替加环素的血药浓度值得差异并通过 ROC 曲线获得发生 ADR

的浓度折点。结果：本研究按照纳排标准最终有 123 名患者入组，分为 ADR 组和对照组后两组在年龄、性别、

剂量、疗程等临床特征上无统计学差异。在替加环素谷浓度（Cmin）、峰浓度（Cmax）和 24小时 AUC（AUC0-24）

上有显著性差异，p<0.001。通过 ROC 曲线得到替加环素造成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的折点为 Cmin=0.775μg/ml，

AUC0-24=28.38。结论：本研究揭示了替加环素血药浓度与造成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的相关性，并获得了造成不良

反应的替加环素 Cmin 及 AUC0-24阈值。临床在应用替加环素治疗重症感染时，一方面要考虑疗效，另一方面也

不能忽视替加环素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运用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定期进行

血药浓度监测或许是一个有效的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的手段。 

【关键词】替加环素；浓度-毒性关系；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治疗药物监测 

 

 

临床药师基于信息学技术改良 PDCA 管理模式对骨科围术期使用 

抗菌药物预防感染的干预效果评价 

罗晶晶
1
，吴新安

1
，薛刚

2
，戎成婷

2
，于海洋

3
，方玉婷

4 

合肥京东方医院 

 

【摘要】目的 探究临床药师在信息技术帮助下，运用 PDCA 管理模式对骨科围术期使用抗菌药物预防感染的干

预效果。方法 随机选择我院骨科 2019年 5月－2020年 8月收治的手术患者 301例作为对照组、2020年 9月

-2021年 5月收治的手术患者 303 例作为干预组，干预组给予在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持下，应用 PDCA管理模式干

预性应用抗菌药物；对照组为人工审核下，应用 PDCA 管理模式给予干预性应用抗菌药物。比较两组抗菌药物

使用情况、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炎性因子等指标的差异。结果 干预组住院时间、人

均抗菌药物费用、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抗菌药物给药

频次、剂量，术后用药疗程时间、抗菌药物使用指征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

与对照组术后 3天中性粒细胞、血沉均明显高于手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手术前、手术后 3

天白细胞、超敏 C 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血沉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临床药师在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持下，

通过运用 PDCA 循环管理工具，显著改善骨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合理性，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抗菌药物费用和

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 

【关键词】临床药师；信息技术；PDCA；骨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干预 

 

 

4 例脉络宁注射液聚集性不良反应分析 

丁兰，孟景，刘玲，刘滔 

安徽省淮北市皖北康复医院药械部临床药学室，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目的 分析我院使用脉络宁注射液的住院患者出现聚集性不良反应的原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

究方法，抽阅 2020 年 7 月～2020 年 8 月我院外科病区所有使用脉络宁注射液的住院患者病历，对患者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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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用药情况、药品不良反应（Cas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信息等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影响不良

反应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脉络宁注射液的不良反应生率为 6.45 % (4/62)，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

损害及心血管系统损害，如头晕(26.67 %)、血压升高（26.67 %）等。有呼吸困难等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卡

方分析结果显示，脉络宁注射液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为生产批次，其中不同生产批次显著性地增加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 P＜0.01)。结论：药品本身质量问题会增加聚集性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一旦出现聚集性不良反应，

应及时停药，防止严重不良反应发生，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 脉络宁；聚集性； 生产批次；药品不良反应；患者用药安全 

 

 

托法替布安全警戒信号挖掘与分析 

潘晨
1
，郑明伟

2
，孙一琦

1
, 尹航

3
，董瑞华

3#
，沈素

1,3#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050；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科综合二病区，北

京 100050；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北京 100050） 

 

【摘要】 目的 挖掘托法替布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法和

比例报告比值法两种方法挖掘美国 FDA不良事件数据库中托法替布相关风险信号（2012.11.08 至 2020.12.31）。

对报告数排名前 50、阳性信号强度排名前 50 以及致死报告数前 10 的不良事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

托法替布相关不良事件报告数 83184 例，女性患者报告数约为男性患者 4.23 倍（77.53% VS 18.31%），老年

（≥60 岁）患者比成年（18-59 岁）患者多（43.84% VS 32.86%）。报告数排名前 50 的不良事件主要累及：

感染及浸染类疾病（9个）、胃肠道系统疾病（8个）、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的反应（7个）等。阳性信号强

度排名前 50 的不良事件主要累及感染及浸染类疾病（13 个）、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9 个）、各类

检查（6个）等。致死报告数排名前三的不良事件分别是感染性肺炎 87例（5.02%）、间质性肺疾病 45例（2.60%）、

脓毒症 45 例（2.60%）。结论: 本研究收集了托法替布真实世界不良事件数据，共发现 40 个说明书未详细记

载的不良事件，对该药在临床安全合理使用具有重要提示作用，也为将来说明书补充修改提供参考。 

【关键词】 托法替布；类风湿性关节炎；感染；肿瘤；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116 例碘造影剂致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李晶 遂宁市中心医院 药学部，四川 遂宁 629000 

 

【摘要】目的 探讨 ICM在临床应用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特点，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回顾性

研究方法，对我院 2015~2021年间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的碘造影剂不良反应病例资料，分别按照

患者性别、年龄、ICM类型、不良反应发生时间、累及系统及临床表现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使用 ICM的 232615

例患者中，116例发生了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05%，其中男性 55例（47.41%），女性 61例（52.59%）；

涉及药品包括离子型造影剂泛影葡胺及非离子型造影剂碘佛醇、碘海醇、碘帕醇、碘普罗胺、碘美普尔及碘克

沙醇，其中泛影葡胺不良反应发生率最高；临床表现以瘙痒、皮疹等皮肤及其附件最为常见，过敏性休克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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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87 例（75.00%）不良反应发生在用药后 10min 内。结论 临床在应用 ICM 时，应密切观察患者情况，一

旦发生不良反应，要尽快采取干预措施，以提高 ICM在临床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关键词】碘造影剂；药品不良反应；分析；预防 

 

 

福建省近十年药物性肝损伤不良反应特征分析 

阳丽梅，张全超
2
, 蔡陈超

2
, 刘江龙

2
, 沈煜楠

2
  

1
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福建省立医院药学部，福建 福州 350000；

2
福建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福建 福

州 350000 

 

【摘要】目的 分析福建省近十年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病例特点，为福建省 DILI 的发病及用药提供参考，

为药物性肝损伤指南的修订以及福建省 DILI 数据库的建设提供数据支持。方法：从福建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数据库中检索 2011年 1 月~2020 年 12月的 7777 例 DILI 患者的数据，采用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不同年龄、

性别、地区、可疑 药物等进行分组，分析 DILI 的病例学特点。结果：在 7777 例 DILI 病例中，男性 4467 例

（57.4%），女性 3310例（42.6%），男性多于女性。患者平均年龄（51.1±18.9）岁，以 50～60岁最多。10

年以来 DILI 患者例数与占比逐年上升；地区分布上，以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的患者上报比例最多。可疑

药物主要以抗肿瘤药最多（占 21.5%），其次依次为抗结核药（16.9%）、抗菌药物（15.0%）、调血脂药（11.5%）、

抗精神分裂药（4.4%）。结论：福建省 DILI 病例男性多于女性，抗肿瘤药所致的 DILI发生率最高，发病年龄

以 50~60 岁居多，临床上应引起足够重视。 

【关键词】药物性肝损伤；可疑药物；临床特征；合理用药；回顾性分析 

 

 

武汉市第三医院 2019 年门诊使用疏风解毒胶囊处方分析 

陈灵，熊迪，王丹，李颖*  

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药学部，湖北 武汉 430060 

 

【摘要】目的 对武汉市第三医院 2019 年门诊使用疏风解毒胶囊治疗疾病的处方进行分析，促进临床合理用

药。方法 统计处方资料，包括人口统计、临床诊断、使用科室、联用药品、处方金额、抗菌药使用率等信息。

利用 SPSS Clementine 12.0 软件中的 Apriori 算法对联合用药进行关联分析。结果 共收集到 2913 张处方，

其中 49.6%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抗菌药使用率为 19.8%，处方合格率为 92.7%。关联分析显示疏风解毒胶囊

与头孢克肟分散片（颗粒）、强力枇杷露、头孢地尼分散片（胶囊）、银黄含化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

片、阿奇霉素分散片（胶囊）联用最为密切。结论 疏风解毒胶囊主要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或过敏性

咽炎、急性支气管炎，主要与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及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中成药联用。 

【关键词】疏风解毒胶囊；处方分析；联合用药；关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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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甲啡烷微球口腔速溶膜剂的制备及质量评价 

王倩
1
，吴新安

1
，何广卫

2
，苏峰

2
  

1
合肥京东方医院药学科，合肥 230012；

2
合肥医工医药有限公司，合肥 230088 

 

【摘要】目的 研制一种兼顾速溶膜剂的剂型优势和掩味效果的儿童药物新剂型——磷酸二甲啡烷微球口腔速

溶膜剂（DPM-OFDF）。方法：采用溶剂浇铸法制备 DPM-OFDF，以美国市售 Listerine
®
口腔速溶膜剂（口气清新

速溶膜片）为参照
[1]
，采用膜剂外观、溶化时限、机械性能指标评价联合制剂质量。结果：以磷酸二甲啡烷微

球（DPM ）0.430 g、HPMC 0.5 g、增塑剂 0.25 g、木糖醇 0.25 g、纯化水 50 mL 处方制备的 DPM-OFDF，能在

29 s 内完全溶化，含量均匀度( A+2. 2 S＜15) 符合规定，30 min 药物溶出达 80%以上，pH 中性环境中磷酸

二甲啡烷基本不溶出。结论：该方法制备的 DPM-OFDF 外观平整光滑、掩盖苦味、口感好、速溶、体外释放度

好。 

【关键词】磷酸二甲啡烷；速溶膜剂；微球 

 

 

难治性癫痫患者术前凝血功能障碍的特征及处理 

乔梁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 100053 

 

【摘要】目的 研究难治性癫痫患者术前筛查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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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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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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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7例患者使用的抗癫痫药物中含有丙戊酸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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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癫痫；凝血功能；障碍 

 

 

某二甲医院儿科应用抗菌药物的现状分析 

郭碧娜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 临床药学室 

 

【摘要】目的 分析儿科应用抗菌药物的现状，对我院儿科门诊抗菌药物处方、住院病历进行点评，并提出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的建议。方法 医院 HIS 系统随机抽取 2018 年 7 月～ 2019 年 6 月 2450张儿科门诊处方、

720 份住院病历，按照药物的说明书、《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医院处方点评管理制度》和《处方

管理办法》，从儿科的疾病分布情况，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和不合理处方、医嘱进行分析。结果 应用抗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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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共 1707 份，占比 53.85%，抗菌药物口服有 795 份，占比 25.08%，输液有 912 份，占比 28.77%，口服＋输

液 53 份，占比 1.67%；抗菌药物单一使用 1503 份（47.41%），二 联使用 198 份（6.25%），三联使用 6 份

（0.19%）。 其中抗菌药物不合理的处方总数为 80份（2.52%），分别为用药适应证不适宜有 46份（57.5%）；

遴选药品不适宜 20 份（25%）；溶剂选择不合理 6 份（7.5%）；联合用药不合理 6 份（7.5%）；用法用量不

合理 2 份（2.5%）。 结论 我院儿科抗菌药物使用较为合理，但是也存在抗菌药物使用比例较高和一定程度

的不合理用药处方，相关的儿科医生和药师都要针对这样的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加强相关规定的管理，规范

抗茵药物的使用，确保儿童用药安全、有效。 

【关键词】 儿科；处方点评；抗菌药物；合理用药  

 

 

某院住院患者质子泵抑制剂使用情况及合理用药分析 

丁臻  安徽省儿童医院  临床药学部 合肥 230000 

 

【摘要】目的 分析某院住院患者质子泵抑制剂使用情况及合理用药。方法：调取某三级综合医院 2020年 7月

-12 月住院患者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数量和金额，分析医院质子泵抑制剂的日均费用( DDDC) 、用药频度( DDDS)

以及销售金额等主要的指标，并随机选取研究对象，均为 2020年 7月-12月期间出院的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来开

展临床治疗的患者（共计 300 名），统计记录所选研究对象在院期间质子泵抑制剂使用情况及合理用药情况。

结果：300例患者中，不合理用药占比 32.33%（83/300），不合理用药项目中占比最高的为无指征用药 13.67%

（41/300），其次是溶剂选择不合理 6.33%（19/300），依次是给药途径选择不合理 6.00%（18/300）、用药

剂量不合理 4.00%（12/300）、给药途径选择不合理 2.33%（7/300）。结论：改院在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方面还

有不规范、不合理的问题，多用于预防性治疗，面对存在不合理用药情况，应通过加强监管和落实制定规范及

指导原则的应用，降低不合理用药情况。 

【关键词】住院患者；质子泵抑制剂；合理用药 

 

 

基于加权 TOPSIS 法的注射用奥沙利铂的药物利用评价 

龚文俊, 黄丹, 李锡闻,刘宇, 陶佳, 邹剑* 

彭州市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四川 彭州 611930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加权 TOPSIS法的注射用奥沙利铂评价方法，评价注射用奥沙利铂在我院临床应用的适

应性，并对药物不良反应及相互作用监测的及时性进行分析评价，为临床合理应用注射用奥沙利铂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以注射用奥沙利铂药品说明书、国内外肿瘤治疗指南、专家共识等为依据，制定基于加权 TOPSIS

法的注射用奥沙利铂临床应用评价标准明细，随机抽取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2020年 1-12月使用了注射用奥沙

利铂 100 份出院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使用了注射用奥沙利铂的 100 份病例中，相对接近度大于 80%的

有 4例，相对接近度在 60%-80%之间的有 16例，相对接近度小于 60%的有 80例。结论：基于加权 TOPSIS法的

注射用奥沙利铂药物利用评价体系可尝试在临床应用中推广。 

【关键词】加权 TOPSIS法；注射用奥沙利铂；药物利用评价；药品相互作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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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质谱联用法测定人血清中美金刚药物浓度的方法学研究 

及临床应用 

苏甦
12
， 褚燕琦

1,2
， 沈芊

1,2
， 王彦改

1,2
， 闫素英

1,2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市，100053；

2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摘要】目的 建立测定人血清中美金刚的方法。方法： 200 μL 血清样本采用 600 μL 乙腈沉淀蛋白，离心

取上清后，采用 HPLC-MS/MS测定，以氯雷他定为内标，色谱柱为 Waters Xselect CSH C18 （150 mm×3 mm I.D. 

2.5 μm），流动相为水（含 10 mmol·L
-1
乙酸铵）-乙腈（20∶80，v/v），流速 0.4 mL·min

-1
，柱温 40℃，

进样量 10 μL，采用电喷雾离子源，以多反应监测方式进行正离子扫描，以[M+H]
+
作为分子离子峰，用于美金

刚的反应离子对分别为 m/z 180.1→m/z 163.1，用于内标定量的反应离子对为 m/z 383.1→m/z 337.1，美金

刚出峰时间 3.72min，单个样品分析时间 4.5 min。结果：美金刚在 0.5-400 ng·mL
-1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

＞0.99），定量下限均为 0.5 ng·mL-1；美金刚的日内、日间精密度为 1.00% ～ 14.34%，相对偏差（RE）为

-5.36% ～ 5.33 %，提取回收率为 67.04% ～ 70.58%，RSD＜15%。美金刚样品在经历 3次冻融（-40 ℃到室温）

循环、-40℃放置 49 d 条件下均稳定，处理后样品在自动进样器中（4℃）放置 7 h 均稳定（RSD＜15%）。应

用该方法成果测定某临床研究 57例次患者血样，结果可靠。结论：该方法快速、准确、灵敏度高、专属性强，

可应用于服用美金刚的中重度阿尔兹海默患者血药浓度测定和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 

【关键词】 美金刚；LC-MS/MS；方法学评价；人血清药物浓度 

 

 

门诊老年患者服用潜在不适当用药对全因住院时长和住院药品费用 

影响的研究 

苏甦
1,*
  高灵灵

2,*
  马文瑶

2
  王春光

3
  崔晓辉

1
  刘彤

1
  闫素英

1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2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北京 

100191；
3
普华和诚（北京）信息有限公司，北京 100124  

*
苏甦和高灵灵对本文有同等贡献，均为第一作者 

 

【摘要】目的 研究门诊老年人使用潜在不适当用药（PIM）对患者全因住院时长和住院费用的影响。 方法 回

顾性分析北京市医保数据库 2016 年 7月-2016 年 9月数据。纳入的患者年龄均≥65岁，应用 Beers 2015 版识

别 PIM。暴露 PIM的定义为在三个月内被处方至少一个 PIM。结局事件定义为患者在暴露于 PIM 或非 PIM 14天

后（≥14 d）发生住院。通过门诊数据中患者 ID 匹配住院数据的患者 ID，抓取发生住院的患者，计算这些患

者的住院时长和住院药品费用。 结果  研究共纳入 506214 位患者，中位年龄 74岁（范围 65-105岁），50.10%

为女性。门诊老年人服用 PIM后发生住院的患者共 5200 人（1.03%）。服用 PIM=0，PIM=1，PIM=2、PIM≥3后

住院天数分别 10.00天(7.00天,14.00天)，11.00天(7.00天,15.00天)，11.00天(8.00天,14.00天)和 11.00

天(7.00 天,14.00 天)，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服用 PIM=0，PIM=1，PIM=2、PIM≥3 后住院费用

分别 13488.42 元(8926.00,20914.36)，14325.67 元(9484.81 元,22626.31 元)，14201.07 元(9274.79

http://www.baidu.com/link?url=nHAj4lGy63_-UAOcl5HDyacZGcTQOCTSREf7VUyrrvnecOae5XyvCarjjgHvUP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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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1673.86元)和 14214.64 元(9716.09元,22098.23 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经多因素分析

后，PIM暴露数量与住院时长和住院费用无相关性（p＞0.05）；年龄≥75岁、胆碱能评分≥2、糖尿病、就诊

次数 5-8 次可增加住院时长（p＜0.05）；CCI≥3 分、二级医院就诊、就诊次数 5-8 次、药品使用种类数 5-9

种增加住院药品费用（p＜0.05）。结论  随着 PIM 暴露数量增加，老年患者住院时长增加，但住院药品费用

未增加。本研究为评估门诊老年人服用 PIM 对住院医疗资源使用的影响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潜在不适当用药目录；老年；多重用药；保险；住院；时长；药品费用 

 

 

门诊潜在不适当用药对老年患者发生因心力衰竭急诊或住院事件的 

影响 

苏甦
1
  高灵灵

2
  马文瑶

2
  王春光

3
  崔晓辉

1
  刘彤

1
  闫素英

1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2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北京 

100191；
3
普华和诚（北京）信息有限公司，北京 100124  

 

【摘要】 目的 调查门诊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PIM）与因心衰急诊或住院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

顾性分析北京市医保数据库 2016 年 7月至 2016年 9月 3个月的数据。纳入患者的年龄均≥65岁，应用 Beers 

2015 版识别 PIM。暴露 PIM 的定义为在 3 个月内至少被处方 1 种 PIM。临床结局事件定义为患者暴露或未暴露

PIM 处方药≥14 d 后发生了急诊或住院。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因心衰急性或住院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

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研究共纳入 506 214例患者，男性 252 604例（49.90%），女性 253 610例（50.10%）；

年龄 65～105 岁，中位年龄 74（68，80）岁。249 例患者发生了临床结局事件。PIM 暴露组的患者比 PIM 非暴

露组的患者因心衰急诊或住院的发生率均增加[急诊率：0.04%（78/192 740）比 0.02%（53/313 474），P<0.001；

住院率：0.04%（71/192 740）比 0.01%（47/313 474），P<0.001]。使用频次在前 3 位的 PIM 为血管扩张剂、

利尿剂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IM 暴露、使用血管扩张剂及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对因心衰

急诊和住院事件的发生均无明显影响；年龄≥75岁和使用利尿剂对因心衰急诊和住院事件的发生均有明显影响。

与 65～74岁年龄组比较，75～84岁组和≥85岁组因心衰急诊的风险分别增加 3.00倍（OR=4.00，95%CI：2.46～

6.51）和 7.14 倍（OR=8.14，95%CI：4.64～14.29），因心衰住院的风险分别增加 1.33倍（OR=2.33，95%CI：

1.52～3.57）和 2.59 倍（OR=3.59，95%CI：2.03～6.36）；与未使用利尿剂患者相比，使用利尿剂患者因心

衰急诊和住院事件的风险分别增加 1.91倍（OR=2.91，95%CI：1.72～4.93）和 1.72倍（OR=2.72，95%CI：1.56～

4.74）。  结论  PIM 增加老年心衰急诊或心衰住院的发生风险，但 PIM 不是老年心衰急诊或住院的独立影响

因素。年龄≥75岁和使用利尿剂是老年患者心衰急诊或住院的独立影响因素。 

【关键词】潜在不适当用药目录；心力衰竭；老年；多重用药；保险，健康 

 

 

 

 

 

http://www.baidu.com/link?url=nHAj4lGy63_-UAOcl5HDyacZGcTQOCTSREf7VUyrrvnecOae5XyvCarjjgHvUP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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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伐沙班联合阿司匹林致死性不良事件分析：基于 WHO VigiBase 相关数

据的研究Δ 

张青霞
1#*
，丁倩

2*
，闫素英

1
，岳群英

3#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2
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临床药

学系，北京 100069；
3
 WHO乌普萨拉监测中心，瑞典乌普萨拉 75140 

 

【摘要】目的 分析利伐沙班联合阿司匹林相关的致死性不良事件的临床特征，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检

索世界卫生组织个案病例安全报告全球数据库（VigiBase）中联合使用利伐沙班和阿司匹林的致死性不良事件，

对报告信息充分（VigiGrade完整性评分≥ 0.80 分）案例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结果：1968年建网至 2020年

1 月 19 日统计时，VigiBase 中利伐沙班联合阿司匹林的致死性不良事件报告 2309 例，来自 21 个国家。报告

信息充分 120例：女性 42例（35.0%），男性 78例（65.0%），平均年龄 76岁（34~93岁），老年患者（≥65y）

109 例（90.8%）。致死性不良事件：出血 114例（主要为颅内出血和消化道出血，分别为 59例和 46例，共占

87.5%），缺血 6 例（缺血性卒中 3 例、急性心肌梗死 2 例和心肌梗死合并急性肝功能衰竭 1 例）。出血不良

事件中有 108 例（94.7%）存在出血危险因素：疾病（高血压、肾功能损害、既往卒中史、消化道溃疡史、既

往出血史）、药物（阿司匹林剂量偏大、抗血小板药物、抗凝药、P-gp 抑制剂/ CYP3A4 抑制剂、非甾体抗炎

药、激素和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或其他因素（老年、低体重、生姜、鱼油和酗酒），45例同时合并

除外利伐沙班和阿司匹林的 2个及以上的出血危险因素。发生缺血事件的患者往往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

病（ASCVD）的超高危人群或自行停药。22 例（18.2%）患者存在用药错误：过度治疗 15 例，药物相互作用 3

例，频次错误 2 例，过度治疗合并药物相互作用、自行停药各 1 例。 结论：利伐沙班联合阿司匹林相关的致

死性不良事件包括出血事件和缺血事件绝大多数是老年患者，用药错误是一个重要的引发因素。主要是严重出

血事件，并多数同时合并多个出血危险因素。利伐沙班联合阿司匹林时应纠正或控制出血危险因素、超高危

ASCVD人群建议进行利伐沙班凝血监测，并注意防范用药错误，以避免致死性不良事件，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利伐沙班；阿司匹林；致死；药品不良事件；个案病例安全报告全球数据库;用药错误 

 

 

利用 CHPS 探究院外药品对 ADR 漏报的影响 

章文真  武汉市中心医院  

 

【摘要】目的 探究院外药品对药品不良反应（ADR）漏报的影响，为 ADR 监测机构提供参考。方法 利用中国

药物警戒系统（CHPS）检索 2021 年 7 月－12 月 ADR 信息，判断导致 ADR 药品是否为我院药品，如是我院药品

则在 CHPS 上报，记为对照组，如否则记为研究组，EXCEL 表格记录患者住院号、姓名、性别、年龄、检索词、

ADR 名称、ADR累及系统-器官、药品名称、药品种类、ADR类型，将院外药品致 ADR的数量、新的/严重的 ADR

数量和占比，与对照组比较，进一步对院外药品致 ADR 患者基本情况、检索词、合并用药情况、ADR 涉及药品

种类、ADR 累及系统-器官、新型抗肿瘤药物和中草药致 ADR 等进行分析。结果 对照组 ADR 例，新的/严重的

ADR 例，占比 ，研究组 ADR 140例，新的/严重的 ADR 110例，占比 78.6%，P<0.001，研究组新的/严重的 ADR

占比远高于对照组；研究组以新型抗肿瘤药物为主，占比 98.0%（49 例），对照组共 60 例，以传统化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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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新型抗肿瘤药物仅占 8.3 %（5例），P<0.001；研究组中草药致 ADR 14例，对照组为 0例。结论 应重

视院外药品致 ADR上报，特别是新型抗肿瘤药物、中草药致 ADR。 

【关键词】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不良反应；用药安全；新型抗肿瘤药物；中草药 

 

 

中国药物警戒系统检索词优化对某院不良反应上报的影响 

章文真  武汉市中心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CHPS）中不同检索词对药品不良反应（ADR）上报的影响，为医疗

机构进行 ADR监测提供参考。方法：通过 CHPS导出 2021 年上报的 ADR原始报表，根据住院号查询相应病程记

录，Excel记录患者住院号、姓名、ADR名称、ADR类型、累及器官-系统、A组检索词（系统默认检索词）、B

组检索词（优化后的检索词）。统计含 A 组和 B 组检索词 ADR 数量和新的/严重的 ADR 数量、检索词出现的频

数以及累及器官-系统情况。统计本院 2018－2021年已上报 ADR数量，分析变化趋势。结果： 932例 ADR可通

过检索词发现， A 组检索词可发现 ADR 275 例，新的/严重的 ADR 123 例，B 组检索词可发现 ADR 873 例，新

的/严重的 ADR 288例，分别为 A组的 3.17倍和 2.34倍；A组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占比高于 B组（55.3% vs. 28.6%，

P<0.01），A 组血液系统损害占比高于 B 组（20.0% vs. 3.8%，P<0.01），B 组检索词对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和

血液系统损害以外的 ADR检索更有效；2019－2021年本院上报 ADR数量逐年上升，2021 年新的/严重的 ADR数

量超过前 3 年之和，占比 36.0%，为近 4 年最高。结论：利用优化后的检索词进行 ADR 监测，对医疗机构 ADR

上报的数量及质量有明显提升。 

【关键词】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不良反应；用药安全 

 

 

胺碘酮对人工心脏瓣膜术后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的影响 

丁征 1，管小元 2，胡崧 3，谭江山 3，闫婷婷 1，郭婷婷 3，吴艳 3，高鑫 3，严欣欣 3，孟颖 4，刘盛 4，郑英丽 1，

华潞 3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药剂科，北京，100037；2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心血管药物

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7；3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呼吸与肺血管疾病诊治中心，北京，

100037；4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外科，北京，100037 

 

【摘要】目的 探讨人工瓣膜术后患者使用胺碘酮对华法林抗凝治疗的影响。 方法 采用电子医疗病例系统和

随访记录收集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抗凝门诊因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而服用

华法林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临床信息和华法林相关基因型信息，将患者分为胺碘酮组和非胺碘酮组，主要

终点指标为 90 天内 TTR。 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无显著性差异，胺碘酮组患者的华法林稳定剂量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随访 3 个月的 TTR 显著低于对照组；无论 VKORC1-1639G＞A 和 CYP2C9 是何种基因分型，胺

碘酮组的华法林稳定剂量均显著低于非胺碘酮组；对于 VKORC1-1639AA 型和 CYP2C9*1/*1 的患者，胺碘酮

组的 TTR 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对于 VKORC1-1639AG 型和携带 CYP2C9*2 或*3 等位基因的患者，两组患者的



12 
 

TTR 无差异；胺碘酮组在前 14 天、15~90 天、前 3 个月的随访时间窗内 INR＞3 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胺碘酮组 INR＞3 的情况分别在第 3 周、第 7 周和第 11 周出现峰值。 结论 胺碘酮在人工瓣膜术后 3 个月内显

著并持续地增强华法林的抗凝作用，降低了华法林抗凝治疗质量，为保持较高的 TTR、降低抗凝过度的风险，

应谨慎地监测 INR 值，如果必要，可以经验性地降低华法林剂量，并在之后几周加强 INR 值的监测。 

【关键词】人工心脏瓣膜；华法林；胺碘酮；相互作用 

 

 

基于 FDA 不良反应报告数据库对抗生素导致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的 

信号检测 

孔文强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检测和分析抗生素导致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的安全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抗生素提供参考。方法：

使用 OpenVigil 2.1提取美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FAERS）数据，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方法检测信号。

结果 纳入符合标准的报告 155份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段集中在 18~44岁、严重不良反应报告数最多。ROR法

检测发现替加环素（ROR= 543.5）、阿米卡星（ROR= 41.3）、美罗培南（ROR= 40.4）、利奈唑胺（ROR= 11.8）、

头孢哌酮（ROR= 10.7）、万古霉素（ROR= 7.7）、左氧氟沙星（ROR= 3.9）、复方磺胺甲恶唑（ROR= 3.8）、

环丙沙星（ROR= 3.6）、阿莫西林（ROR= 3.2）与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相关。结论：替加环素、阿米卡星、美罗

培南、利奈唑胺、头孢哌酮、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恶唑、环丙沙星、阿莫西林有导致低纤维蛋

白原血症的风险，临床使用时应密切监测凝血功能。 

【关键词】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抗生素；数据挖掘；安全信号 

 

 

帕洛诺司琼联合地塞米松对腹腔镜手术术后恶心呕吐预防效果的 

Meta 分析 

张涛，张浩科，滕亮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帕洛诺司琼联合地塞米松对比帕洛诺司琼治疗腹腔镜手术术后恶心呕吐（PONV）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方法：计算机检索 CNKI、Wan Fang Data、VIP、 PubMed、Embase、Google 、Cochrane Library

获取帕洛诺司琼联合地塞米松（联合用药组）对比单用帕洛诺司琼（单独用药组）治疗腹腔镜手术 PONV 的随

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均为从建库起至 2021 年 10 月，提取数据并进行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Man5.3

软件行 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 RCT 9 项，包括 830例受试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的 0-2h PONV

发生率[RR＝0.63，95%CI（0.44，0.91），P=0.01]和 0-24h PONV 发生率[RR＝0.61，95%CI（0.43，0.86），

P=0.006]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RR＝0.62，95%CI（0.42，0.92），P=0.02] 均显著低于单独用药组，而两组

0-6h PONV 发生率[RR＝0.82，95%CI（0.57，1.19），P=0.30]、0-48h PONV 发生率[RR＝0.73，95%CI（0.45，

1.20），P=0.22]相当。结论：相较于单独使用帕洛诺司琼，帕洛诺司琼联合地塞米松并不能完全降低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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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术后恶心呕吐（PONV）发生率，但能够显著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由于纳入研究的局限性，该结论有待

大样本、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腹腔镜手术；术后恶心呕吐；帕洛诺司琼；地塞米松；Meta 分析 

 

 

某医院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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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21年9月上报的2913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对整理出306

例新的和严重的ADR报告进行综合分析。结果：306例新的和严重的ADR报告，新的ADR284例（占92.8%），严重

的ADR22例（占7.2%）。其中，成人年龄组（20～59岁）144例报告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占病例总数的47.06%；

老年人（≥60岁）114例报告，占病例总数的37.25%。引发的新的和严重的ADR数量最多的是中成药，其中以中

成药口服制剂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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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新的药品不良反应；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监测 

 

 

门诊老年心衰患者使用可能诱发或加重心衰药物的现状 

与影响因素分析 

刘彤
1
，苏甦

1
，张阳鑫

1
，于思琪

2
，闫素英

1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2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100069

 

 

【摘要】目的 分析我院门诊老年心衰患者使用可能诱发或加重心衰的药物现状，并探讨使用这些药物的影响

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年门诊处方，依据美国心脏协会（AHA）2016 年科学

声明中发布的可能诱发或加重心衰的药物目录（以下简称：心衰目录药），识别我院门诊处方药物，并根据患

者性别、年龄、医保类型、用药种数、就诊科室数、医师职称、合并症等因素，进行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和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确定使用心衰目录药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11412人次， 其中 1135

人次（发生率 9.95%）使用了可能诱发或加重心衰药物，女性患者 411 人次（36.21%）。使用频率最高的 3 种

药物为硝苯地平 350 人次（30.84%），地尔硫卓 208 人次（18.33%），二甲双胍 142 人次（12.51%）。AHA 声

明中对潜在心衰的诱发或加重强度，药物被分级为具有严重、中等或轻微等级。本次研究的药物均为声明中被

归类为强、强-中、中等级的药物，即为可危及生命或导致住院或额外就诊可能的药物。单因素 Logistic分析

及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70岁、医保患者、用药种数≥5种、主任医师开具处方、

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帕金森氏病 、骨关节炎、支气管哮喘均为使用诱发或加重心衰药物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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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OR＞1，P＜0.05）。结论：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门诊老年心衰患者使用可心衰目录药的发生

率为 9.95%，患者使用心衰目录药受多种因素影响，对于合并上述影响因素的心衰患者，用药前权衡利弊，尤

其对于作用强度等级为强的药物（如硝苯地平、维拉帕米、地尔硫卓、二甲双胍、呲格列酮等）加强患者用药

后疾病进展的追踪。本研究为今后干预患者使用相关药品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老年；心力衰竭；美国心脏协会；多重用药；影响因素 

 

 

基于 WOS 数据库的治疗药物监测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 

潘晨
1  
曹明楠

2  
尹航

3  
刘冉佳

1  
徐菀佚

1  
郭明星

1  
赵莹

1  
韩强

4  
崔向丽

1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050；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北京，北京  

100070；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北京  100050；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

科，北京  100050 

潘晨和曹明楠对本文有同等贡献，均为第一作者 

 

【摘要】目的 对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 TDM）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探索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 方法 以“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OR“Drug monitoring”检索 WOS数

据库，分析 TDM研究年发文量、发文国家、作者、机构和期刊，用 CiteSpace 软件检测引文突现，使用 VOSviewer

作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和研究热点。结果 共纳入 2318 篇文献，第一篇发表于 1975 年；美国是发文量第

一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最为密切；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

澳大利亚学者 Roberts JA；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共检测到 10篇突现引文；

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 6 个 TDM 相关聚类，最近的国际研究热点包括炎症性肠病患者生物制剂 TDM、危重症患者

抗感染药物 TDM、抗肿瘤用药 TDM。结论 我国的 TDM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建议参照国际研究热点，开展

更多药品的 TDM（如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和伊马替尼等），为更多患者提供个体化用药监护。 

【关键词】药物治疗监测；炎症性肠病；生物制剂；伊马替尼；可视化分析 

 

 

儿童新冠肺炎药物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张涛
1
, 郑伟

1
，李旭芳

2
，莫小兰

1
 

1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药学部，广东 广州 510623；

2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感染科，广东 广州 510623 

 

【摘要】目的 通过对 13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儿的病例分析，探讨临床 COVID-19 患儿用药的

安全性、有效性、合理性。方法：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确诊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儿

童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患儿的治疗用药、药物疗效及安全性进行考察。 结果：13例患儿主要为普通型、

轻型，入院后给予一般治疗。抗病毒治疗药物主要为干扰素α-2b，营养支持主要为维生素 AD 滴剂，咽拭子

SARS-CoV-2 核酸转阴时间为 2~10 天，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5 例患儿服用了中药方剂，其中 1 例出现

大便次数增多和剑突下疼痛，停服中药后上腹不适感明显缓解。结论：儿童新冠肺炎的治疗以干扰素α-2b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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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治疗及其他对症治疗为主，药物治疗安全有效。此外服用中药方剂因注意胃肠道反应，加强药学监护。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治疗；用药分析；儿童 

 

 

基于我司自主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主动监测哨点医院项目下的不良反应结

果分析 

漆蜀杰，丁轲，闫婵，孙朝静，陈洪章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药物警戒部，天津，301799 

 

【摘要】目的 监测血必净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旨在为临床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自主开展哨点医

院项目，主动监测血必净注射液在临床上的不良反应。结果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通过对 3 个省 12 家医

院的主动监测，血必净注射液累计发生不良反应 8例，其中严重不良事件 1例，平均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081%。

结论 本周期主动监测血必净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罕见（0.01％-0.1％，含 0.01％）。 

【关键词】药物警戒，主动监测，不良反应，血必净注射液 

 

 

度拉糖肽致药品不良反应文献分析 

周杨
1
，蒋伟豪

2
 

1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四川 成都 611130；

2
西南医科大学临床药学专业，四川 泸州 64600 

 

【摘要】目的 探讨度拉糖肽致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规律和临床表现特点，为其临床安全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载的度拉糖肽致药品不良反应的个案

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文献 11 篇，涉及患者 13例，其中男性 7例，女性 6例。药品不良反应主要集中在用

药后两个月内发生，患者经停药或对症处理后基本好转。结论：临床中使用度拉糖肽要加强用药监护和用药教

育，密切关注药品不良反应。 

【关键词】药品不良反应；度拉糖肽 

 

 

基于中国标准评价社区老年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的研究 

栗芳，陈张勇
2,
，吐达洪

3
，刘炜

1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药学部，北京 100069；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药学部，浙江杭州 

310003；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社区医疗中心，北京 100038 

 

【摘要】目的 调查我市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患者用药情况，分析潜在不适当用药的发生情况，以期为保

证老年患者的用药安全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信息，以《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

药判断标准(2017 年版)》为依据，评价在社区医疗机构就诊的老年患者的用药情况。结果 实际纳入 943 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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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年用药患者，存在可能与药物相关的潜在不适当用药 295 例（占 31.28%），共包括 25 种/类药物，合计

345 项 PIM，发生率较高的前三种/类药物分别为氯吡格雷 90项（占 26.09%），艾司唑仑 61项（17.68%），胰

岛素 55项（15.94%）。结论 社区老年患者多病共存和使用多种药物情况普遍，较大比例存在潜在不适当用药

现象，用药及疾病情况复杂，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减少不合理用药，保证社区老年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老年人；社区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 

 

 

心理护理在CO2激光联合派特灵对复发性尖锐湿疣的疗效观察 

李晓翠，程瑞玲
1
，马军格

2
，张洪峰

1
，邢瑞敏

1
 

1
邯郸市中心医院药学部；

2
邯郸市中心医院皮肤科 

 

【摘要】目的 观察心理护理在CO2激光联合派特灵治疗复发性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7年10月至

2018年10月我院收治的138例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68例) 和观察组(68例)。对

照组采用CO2激光联合派特灵治疗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两组均观察随访6个月。结果：

观察组62例(91.18%) 治愈，对照组58例(76.47%) 治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心理护理在

CO2激光联合派特灵对复发性尖锐湿疣的治疗中效果明显，可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有较强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心理护理；CO2激光；派特灵；复发性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艾滋病患者应用复方磺胺甲噁唑致不良反应报告及危险因素分析 

邱新野
1
，朱晓虹

1
，尹月

2
，刘炜

1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药学部，北京 100069；

2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药剂科，

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42 

 

【摘要】目的 探讨复方磺胺甲噁唑致艾滋病患者不良反应的特点，分析危险因素，为临床药物警戒及合理用

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统计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并服用复方磺胺甲噁

唑片艾滋病患者的基本信息、实验室检查、复方磺胺甲噁唑使用情况、不良反应信息及转归，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308例服用复方磺胺甲噁唑的艾滋病患者共 78例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男性占 97.44%。

不良反应最常累及器官为血液系统及皮肤。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 92.31%经对症治疗后不良反应症状好转或痊愈。

相关因素分析显示，复方磺胺甲噁唑日剂量＞0.96g（OR=10.402）、CD4+T 淋巴细胞计数≤100个/ul（OR=7.690）

及 HIV病毒载量≥200 copies/ml(OR=49.404)为艾滋病患者服用复方磺胺甲噁唑发生不良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结论：低 CD4+T 淋巴细胞计数及 HIV 病毒载量较高的艾滋病患者，使用治疗剂量的复方磺胺甲噁

唑，应加强对常见不良反应的监测，并对不良反应及早采取干预措施。 

【关键词】复方磺胺甲噁唑片；艾滋病；药品不良反应；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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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DAD 法检测中成药和保健品中非法添加的 8 种新型降糖化学药物 

徐硕，徐文峰，邝咏梅，金鹏飞 

北京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院，北京市药物临床风险与个体化应用评

价重点实验室（北京医院），北京100730 

 

【摘要】目的 应用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HPLC-DAD）技术，建立降糖类中成药和保健品中可能添加

的维格列汀、沙格列汀、阿格列汀、利格列汀、恩格列净、达格列净、卡格列净和西格列汀等 8种化学药物的

检查方法。方法  采用 Agilent Zorbax C18 色谱柱（250 mm × 4.6 mm, 5 µm），以乙腈-0.01 mol•L
-1
磷酸

二氢铵水溶液（含 0.04%辛烷磺酸钠，用磷酸调 pH 至 3.3）为流动相，梯度或等度洗脱，流速 1.0 mL•min
-1
，

柱温 25 ℃，检测波长为 210，220 nm。结果  8种化学成分在一定质量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相关系数 r ≥ 0.9999）；低、中、高 3个浓度的平均回收率（n=9）为 98.78%～100.7%，相对标准偏差（RSD）

为 0.44%～0.76%；精密度和稳定性良好，RSD 均小于 1.0%；检测下限为 0.022～0.54 μg•mL
-1
；定量下限为

0.070～1.7 μg•mL
-1
。结论  该方法简便、准确、易于推广，适用于降糖类中成药和保健品中 8种可能非法添

加的新型降糖化学药物的检测。 

【关键词】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新型降糖化学药物；中成药；保健品；非法添加；二肽基肽酶-4

（DPP-4）抑制剂；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SGLT2）抑制剂 

 

 

基于 FAERS 数据库的贝伐珠单抗不良反应信号挖掘与分析 

谢婧
1
，纪立伟

2
，刘炜

1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69；

2
北京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北京 100730 

 

【摘要】目的 利用美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挖掘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药品不良反应信号，

为其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对美国 FDA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

数据库中于 2004 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上报的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不良事件进行数据挖掘，分析不

良事件涉及的人口学特征、不良反应构成和信号。结果：共收集到贝伐珠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DR报告159284，

挖掘出贝伐珠单抗 ADR 信号 4956 个；排除无效信号后，最终得到 ADR信号 745个，主要累及 22个系统。结论：

贝伐珠单抗的药品不良反应信号集中在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眼器官疾病等，临床用药时应注

意关注患者血细胞相关指标、胃肠道及眼部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关键词】贝伐珠单抗；美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药品不良反应；信号挖掘 

 

 

注射用艾普拉唑钠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白细胞减少的回顾性分析 

张红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研究注射用艾普拉唑钠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白细胞减少的发生及其相关临床特征。方法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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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021.08 阜阳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出院的、使用过注射用艾普拉唑钠且用药前白细胞计数（WBC）在正

常范围（4.0-10.0）×10
9
/L 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病历，使用 EXCEL 软件记录患者的相关信息及注射用艾普

拉唑钠的用法用量、疗程、合并使用的药物、使用注射用艾普拉唑钠前后的血常规检测数据、WBC 减少发生的

情况及其干预、转归等。并计算 WBC 减少的发生率、分析 WBC减少的临床特征。结果 共 72例患者纳入本研究，

其中，男 9例（占 64.29%），女 5例（占 35.71%），年龄（60.64 ±18.01）岁。注射用艾普拉唑用法为 10mg 

静脉滴注，一天 1 次（伴或不伴首剂加倍），共有 14 例患者发生了 WBC 减少，发生率为 19.44%。使用注射用

艾普拉唑钠致 WBC减少的发生时间为 1-7 d，其中有 10例（71.43%）在用药后 3 d及之内发生。WBC从给药治

疗前的（3.51-9.82）×10
9
/L降至（1.75-3.41）×10

9
/L，中性粒细胞数从给药治疗前的（2.27-8.08）×10

9
/L

降至（0.97-2.35）×10
9
/L，有 1例（7.14%）出现 Hb减少超过 20g/L、3例（21.43%）出现 RBC下降超过 0.5

×10
12
/L，PLT均无明显下降，嗜酸性粒细胞均无明显升高。14例患者均未行临床干预，5例（35.71%）在停药

后 1-16 d WBC 恢复正常，9 例（64.29%）不详，也未回院随访。结论 注射用艾普拉唑钠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WBC 减少的发生率为 19.44%，大多在用药后 3 d及之内发生，一般无特异的临床表现。 

【关键词】艾普拉唑，白细胞减少，上消化道出血，回顾性分析 

 

 

基于 logistic 回归联合 ROC 曲线预测艾迪注射液抗肿瘤致相关性 

腹泻模型的建立 

汪晓娟  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目的  探讨艾迪注射液抗肿瘤致相关性腹泻的危险因素，并基于 logistic 回归联合 ROC 曲线建立预

测模型。方法:选取我院呼吸科使用艾迪注射液抗肿瘤的 91例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础疾病、艾

迪注射液使用剂量和疗程、发生腹泻时间和严重程度、联合化疗药物等。依据是否发生相关性腹泻，分为腹泻

组（n=20）和无腹泻组（n=71），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艾迪注射液抗肿瘤致相关性腹泻的独立危险因

素，预测模型依据危险因素建立，并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评价预测模型，按 1:0.7原则抽取 63例

患者临床资料交叉验证。 结果: 91例使用艾迪注射液抗肿瘤患者中，20例患者发生相关性腹泻，发生率 21.98%，

相关性腹泻平均发生时间为（5.45±3.05）d，腹泻持续时间（2.85±1.42）d，早发性腹泻 2 例（10.00%），

迟发性腹泻 18例（90.00%），腹泻程度以轻中度为主（17例，85.00%），严重腹泻（III级）3例（15.00%）。

与无腹泻组相比，腹泻组在年龄、艾迪注射液使用疗程、吸烟/饮酒史、联用垂体后叶素、联用铂类药物方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4岁）和吸烟/饮酒史是艾迪注射液抗肿

瘤相关性腹泻的独立危险因素（均<0.05）。二元 logistic回归拟合建立预测相关性腹泻模型 Logit(P)=3.177 

-2.204×年龄-1.727×吸烟/饮酒史。2 种危险因素联合建立预测模型的 ROC 曲线 AUC 0.783，准确度 73.00%，

特异度 80.28%。经 63 例患者临床资料交叉验证，该模型准确率为 79.37%。结论: 年龄（>64岁）和吸烟/饮酒

史是艾迪注射液抗肿瘤致相关性腹泻的高危因素，两者拟合模型预测相关性腹泻具有一定的价值，临床实际应

用准确、方便。 

【关键词】艾迪注射液；抗肿瘤；相关性腹泻；预测模型；化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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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权 TOPSIS 法的罗沙司他在治疗肾性贫血中的合理性评价 

梁海，夏茹楠，吴炜，孟冰冰，赵欢欢，张鹏程，鲁宁，杨淼，林紫薇
 

亳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目的 建立罗沙司他药物合理性评价标准，为治疗肾性贫血临床合理应用罗沙司他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 参考罗沙司他的药品说明书、专家推荐意见和应用指南等制定罗沙司他药物合理性评价细则，并应用加

权优劣解距离法（TOPSIS）对亳州市人民医院 2020年 1月至 2021年 7月 116例应用罗沙司他的出院病历进行

评价。结果： 116份病历中，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Ci）大于 90%的 15例（占 12.93%），Ci在 80%~90%

之间的 2例（占 1.72%），Ci在 70%~80%之间的 27例（占 23.28%），Ci在 60%~70%之间的 31例（占 26.72%），

Ci 小于 60%的 41例（35.35%）。结论：基于加权 TOPSIS法制定的罗沙司他在治疗肾性贫血中的药物合理性评

价方法切实可行，评价结果显示该院罗沙司他使用存在不合理现象，医院需在用法用量、治疗过程实验室参数

监测和肾性贫血评估等方面进一步规范罗沙司他的合理使用。 

【关键词】加权 TOPSIS法；罗沙司他；药物合理性评价；肾性贫血；合理应用 

 

 

儿童潜在不适当处方识别工具的系统评价 

李思雨
1,2,3,4

，黄亮
1,2,3

，陈哲
1,2,3

，曾力楠
1,2,3

，李海龙
1,2,3

，刁莎
1,2,3

，贾知军
1,2,3,5

，成果
3,6,7

，余勤
3,8*

， 

张伶俐
1,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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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成都 610041;5 四川大学华

西药学院，成都 610041;6 四川大学转化医学中心分子转化医学实验室，成都 610041;7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儿科，成都 610041;8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当前已有儿童潜在不适当处方识别工具及其实证研究，促进该领域发展，并为后续的

研究提供方向。 方法：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NKI、VIP、万方等 6个数据库，检

索时间为建库至 2021 年 5 月。本研究由两名研究者独立根据纳排标准筛选文献以及提取儿童 PIP 识别工具基

本信息及具体条目，并统计各工具的覆盖疾病或药物领域，计算各识别工具条目数和条目重合率。 结果：最

终确定 5个儿童潜在不适当处方识别工具，大多数工具使用德尔菲专家共识构建，重点关注呼吸系统、抗感染

以及胃肠道用药。从各工具的条目重合率来看，POPI 与 POPI Int、POPI UK的重合率分别为 82.0％、55.1％；

POPI UK 与 POPI int、PIPc 的重合率分别为 51.0％、2.2％；KIDs List 与其他 4 个工具无重复条目。目前仅

有法国专家制定的 POPI 工具有临床实证研究结果提示其在法国儿科临床实践中有较好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总

体来看，儿童潜在不适当处方识别工具重合度不高，当前缺乏对儿童潜在不适当处方识别工具的实证研究。 结

论：儿童潜在不适当处方识别标准的研究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基于现有最佳临床证据和各

国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儿童潜在不适当处方识别标准，以利于促进儿童的临床合理用药，降低儿童用药风险。 

【关键词】儿童；青少年；潜在不适当处方；合理用药；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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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甲医院门诊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管理成效分析 

蒋思思，刘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分析我院门诊第二类精神药品的处方审核管理成效及不合理处方原因，提高我院第二类精神药

品处方合格率，为规范化管理我院门诊第二类精神药品提供思路。方法：制定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审核标准，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门诊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进行审核、分析，针对发现问题采取相应整改措施，同时与多部

门进行联动，共同制定可实施的整改方法。结果：我院门诊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合理率由开始点评时 2019 年

第四季度的 89.6%稳步提升至 2021年第四季度的 98.1%，效果显著。 

【关键词】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审核;成效分析 

 

 

儿童药物性肝损伤：基于 FAERS 的可疑药物信号分析 

刘燕；李海龙；潘蔓萍；黄亮；曾力楠；张伟；余勤；成果；张伶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目的 描述近期儿童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的特征，并识别相关可疑药

物信号。方法：通过 OpenVigil 2.1提取并分析 2004 年至 2020 年 FAERS中 18岁以下人群的 DILI 报告，描述

性分析 DILI 的特征。采用比例失衡法，使用报告比值比(reporting odds ratio，ROR）和比例报告比值比

（proportional reporting ratio，PRR）来确定与 DILI 相关的可疑药物信号 结果：共获得 14143 例儿童 DILI

病例，其中男性占 49.6%、女性占 45.1%、性别不明者占 5.2%。0-2 岁者 2358 例（16.7%），3-5 岁者 2048 例

（14.5%），6-18岁者 9737 例（68.8%）。在各种明确的结局中，住院排第一位，共 7207例，占所有儿童 DILI

报告的 37.2%。比例失衡分析共发现 264 个可疑药物信号。按儿童 DILI 报告数量排序，前 10 的药物是扑热息

痛（1365 例，ROR=3.6，95%CI[3.4，3.8]）、甲氨蝶呤（878 例，ROR=2.5，95%CI[2. 3, 2.7]）、长春新碱

（649例，ROR=3.0，95%CI [2.8, 3.3]）、丙戊酸（511例，ROR=3.2，95%CI [2.9, 3.6]）、环磷酰胺（490

例，ROR=2.4，95%CI[2.2，2.6]）、他克莫司（427例，ROR=2.4，95%CI[2.2，2.7]）、泼尼松（416例，ROR=2.1，

95%CI[1.9，2.3]）、泼尼松龙（401例，ROR=2。 3，95%CI[2.1，2.5]）、依托泊苷（378例，ROR=2.3，95%CI[2.1，

2.6]）和阿糖胞苷（344 例，ROR=2.8，95%CI[2.5，3.2]）。在排除说明书或研究已证实后，首次发现六种可

能与儿童肝损伤有关的药物：乙酰半胱氨酸、硫喷妥、替马西泮、奈福泮、伯氨喹和乙胺嘧啶。结论: 乙酰半

胱氨酸、硫喷妥、替马西泮、奈福泮、伯氨喹和乙胺嘧啶与儿童 DILI 可能存在关联，在儿科临床实践中应注

意，其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 

【关键词】药物性肝损伤；儿童；信号分析；FA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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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药物性肝损伤文献分析 

刘燕；李海龙；黄亮；曾力楠；张伟；余勤；成果；张伶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目的 系统分析中文文献中儿童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的基本情况，为

减少儿童 DILI 提供参考。方法：以“儿童”“小儿”“药物性肝损伤”“药物性肝损害”“肝损害”等词，

检索 3个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建库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发表的文章，纳入与儿童 DILI 有关

文章，提取相关信息并分析。结果：共检索 1723 篇文献，经筛选后最终纳入 82篇文献，包括 2篇随机对照试

验、3 篇队列研究、40 篇病例系列和 37 篇病例报告。共有 2554 名 DILI 患儿，包括男性 1579 (61.82%)名、

女性 973 (38.10%)名。患儿的基础疾病中前 3 位是结核（505 例，40.46%）、肿瘤（包括白血病）（385 例，

30.85%）和感染（153例，12.26%）。致儿童 DILI 的药物中前 5位是抗生素（526例，23.89%）、抗结核药（623

例，28.29%）、抗肿瘤药（308例，13.99%）、中药（中成药、中草药）（266例，12.08%）和解热镇痛药（202

例，9.22%）。DILI 发生时间多<4周（473/510, 92.75%），临床分型以肝细胞型为主（692/1192, 58.05%），

临床表现多为黄疸或尿黄、纳差、精神差、恶心呕吐、无明显症状等（>50%），仅 1例多器官功能衰竭和 1例

肝性脑病患儿，大部分患儿（1692/1778, 95.16%）经及时处理预后良好。结论：在儿科临床用药中，使用抗

生素、抗结核药、抗肿瘤药、中药和解热镇痛药时，要密切监护儿童的肝功能，以便尽早发现肝功能损害并及

时处理。 

【关键词】药物性肝损伤；儿童；文献分析 

 

 

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相关胰腺炎文献病例分析 

沈姗
1
 张晔

2
 梁霄

1
 张雅慧

1
卢翠翠

1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药学部，济南 250021；

2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鲁东医院药剂科，烟台 246000 

通信作者：卢翠翠，Email：cece2021@163.com 

 

【摘要】目的 分析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抑制剂（SGLT2抑制剂）相关胰腺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 PubMed、

Embase、ScienceDirect、Ovid、Scopus数据库（截至 2022 年 3月），收集 SGLT2 抑制剂相关胰腺炎的病例报

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国籍、性别、年龄、SGLT2抑制剂应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胰腺炎发生情况、

治疗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 SGLT2 抑制剂相关胰腺炎的患者 12 例，美国 6 例，非

裔美国 2例，西班牙、中国、印度和非裔加勒比各 1例。6例男性，6例女性；年龄 26~71岁，≥40岁者 10例

（占 83.3%）。SGLT2 抑制剂用药指征均为 2型糖尿病，合并其他疾病者 9例。12例患者均存在合并用药情况，

合并用药 1~12种。12例患者服用 SGLT2抑制剂后至发生胰腺炎时间为 1~104 d，其中≤30 d者 9例（占 75.0%）。

实验室检查结果示，12例患者脂肪酶（LPS）和/或淀粉酶（AMY）均升高，其中 10例患者 LPS升高，6例患者

AMY 升高。10例患者影像学检查异常，提示胰腺炎的存在。12例患者均出现腹部不适，9例患者伴有恶心或呕

吐。诊断为胰腺炎后，12 例患者均停用 SGLT2 抑制剂，并给予补液、止吐、镇痛等对症治疗。11 例患者症状

在 7 d 内得到改善或痊愈；1 例症状缓解后，再次使用 SGLT2 抑制剂后再次发生急性胰腺炎，停药后好转。结

mailto:cece2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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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SGLT2 抑制剂相关胰腺炎多发生在用药 30 d内，主要临床表现为腹部不适、恶心和呕吐；停用 SGLT2抑制

剂并给予对症治疗后，多可得到好转。 

【关键词】SGLT2抑制剂；胰腺炎；药物相关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神经外科围术期使用丙戊酸钠的安全性分析 

刘琛
1
，赵浩

2
，王宁

2
，李靖杰

1
，褚燕琦

1
，闫素英

1*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53 

2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 北京 100053 

 

【摘要】目的 评价神经外科围术期使用丙戊酸钠预防癫痫的患者用药期间的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收集我院

2021 年 3-6 月神经外科围术期使用丙戊酸钠的患者信息，包括患者基本信息、丙戊酸钠使用及合并用药情况、

丙戊酸钠血药浓度及药品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分析用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原因。 结果：共有 107 例患

者，其中男性 48 例（44.86%），男：女=1：1.23。年龄平均 54.28±12.97 岁，BMI 平均 25.21±3.11，住院

天数 16（13-20）天。患者使用丙戊酸钠后血药浓度平均值为 53.51±19.55μg/ml，其中 2例患者丙戊酸钠血

药浓度高于正常值范围。用药后血氨水平中位数为 88（76-109）μg/dl，33 例（30.84%）患者血氨升高，其

中 8例伴有意识障碍，1人同时出现丙戊酸钠浓度升高。丙戊酸钠用药后 AST升高和 APTT 延长的发生率分别为

23.26%和 11.65%。 结论：神经外科围术期使用丙戊酸钠预防癫痫发作总体上安全有效，存在血氨升高、肝功

能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需要临床引起关注。 

【关键词】神经外科，围术期，丙戊酸钠，用药安全，血氨 

 

 

基于 FAERS 数据库的艾多沙班不良事件信号挖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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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广州 510080；

2
中山大学药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目的 挖掘艾多沙班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其临床安全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基于美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利用 OpenVigil2.1 对 2004年第一季度（Q1）至 2021年第三季度（Q3）上报的艾多沙

班 AE 报告进行数据挖掘，采用报告比值比法和比例报告比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同时，统计报告病例的性

别、年龄、报告国家或地区等基本信息。 结果 经过筛选后纳入艾多沙班相关 1153 例 AE报告，其中女性（408

例，占比 35.39%）与男性（455，占比 39.46%）比例相当；年龄主要分布在≥60 岁（697 例，占比 60.45%）；

上报年份主要集中在 2020 年（330 例，28.62%）；主要上报国家为日本（369，32.00%），其次是德国、意大

利等。艾多沙班 AE信号的 SOC主要包括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系统（21个信号）、各类检查（18个信号）、胃肠

系统疾病（16个信号）等。艾多沙班 AE报告数排序前 20的 PT分布显示，艾多沙班造成的 AE主要以出血事件

为主，除此之外还有间质性肺炎和肾脏功能损害等。艾多沙班对不同性别的使用者，导致的 AE 有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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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减退、低血压、肾衰在男性艾多沙班使用者中是 AE 风险信号，而心动过速、便秘、高血压在女性艾多沙

班使用者中是 AE 风险信号。 结论 艾多沙班报告数较多的 AE 为出血事件、贫血，骨血管瘤、血管发育异常、

泌尿生殖道出血等的风险信号较强；挖掘出说明书未收录的 AE 风险信号，如间质性肺炎、肾功能损害等问题

需重点关注。此外，不同性别患者服用艾多沙班引起的 AE风险信号有区别。 

【关键词】艾多沙班；不良反应；FAERS；数据挖掘 

 

 

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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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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硫酸多黏菌素 B 的临床使用情况，将纳入的 311 例病例根据是否发生多黏菌素 B 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分为 AKI

组（n=52）和非 AKI 组（n=259）。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和重要的

临床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多黏菌素 B 引

起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为 16.7%。单因素分析显示，AKI组 APACHEII评分、SOFA评分、多黏菌素 B平均日剂量

均显著高于非 AKI组，但负荷剂量使用率低于非 AKI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平均日剂

量≥150mg 是多黏菌素 B 引起急性肾损伤（OR 4. 208, 95%CI 1.591-11.13, P=0.004)的独立危险因素，负荷

剂量则是肾损的保护因素（OR 0.498，95%CI 0.251-0.988，P=0.046）。结论：平均日剂量≥1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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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急性肾损伤的风险。 

【关键词】多黏菌素 B；急性肾损伤；不良反应；危险因素 

 

 

某院儿童心血管专业门急诊处方的用药点评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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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某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心 血管专业的全年度门急诊处方进

行用药点评，对临床合理用药现状进行分析。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汇总 2021 年度心血管专业门急诊

处方在每日经普华和诚合理用药软件审核后的所有阳性不合理处方，再经药师、医师双方复审判定出真阳性不

合理处方，并用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抽取 2021 年度心血管专业门急诊所有处方共计 84821 张，

经合理用药软件点评得到不合理阳性处方 335 张，包含 360 条药品信息条目，其中适应症不适宜 169 条

（46.94%）、用法用量不适宜 134 条（37.22%）、重复用药 24 条（6.67%）、药品遴选不适宜 17 条（4.72%）、

药物相互作用 10 条（2.78%）、给药途径不适宜 6 条（1.68%）。 经儿童心血管专科临床药师/医师联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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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置审核系统筛出的阳性不合理处方后，判定真阳性不合理处方 166 张，占抽查处方的比例为 0.20%，涉

及到不合理用药条目共计 171 条，其中适应症不适宜 88 条（51.46%）、用法用量不适宜 63 条（36.84%）、

药品遴选不适宜 17 条（9.94%）、重复用药 2 条（1.17%）、给药途径不适宜 1 条（0.58%）。通过帕累托

图分析可知，适应症不适宜和 2 种用药量不适宜为主要因素，药品遴选不适宜为次要因素，3 种用法用量不

适宜、1 种用法用量不适宜、重复用药和给药途径不适宜为一般因素。不合理处方涉及到的 62 种药品中，心

血管专业用药方面极少存在用药问题。结论：儿童心血管专业门急诊处方用药不合理情况很少，目前存在的不

合理用药情况主要表现为适应症不适宜和用法用量不适宜。为进一步优化儿童心血管专业门急诊的合理用药，

在实时前置处方审核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超说明书用药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用法用量系统规则，并针对现

存的主要用药问题进行重点药学干预以期进行持续改进与优化。  

【关键词】门急诊；心血管专业；儿童；处方点评；合理用药 

 

 

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病例分析 

李峥嵘，孙桂玲，郭德群，魏延津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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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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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共20例

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16例（80.0%），女性4例（20.0%），年龄（65.9±11.7）岁，≥65岁患者12例（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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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25，

19.75）h，18例（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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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1.5）h，

17例（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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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

著差异[12.0（6.25，19.75）h vs 17.5（11.5，21.5）h，Z＝2.375，P＝0.018]，其中13例（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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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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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例患者在给予不同处理后血小板计数恢复至正常

水平时间为4.4（4.0，7.25）d;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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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 1.30）×10
9
/L vs（9.69± 5.79）×10

9
/L，t＝-2.642，P＝

0.007]，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值时间无显著差异[6.7（4.0，7.5）d vs 4.3（4.0，6.7）d，Z＝0.449，P＝0.703]；

18例患者中有11例患者未停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的1种或2种，其血小板计

数最低值与同时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患者无显著差异[5.00（4.00，13.00）×10
9
/L vs 3.00（1.00，10.00）

×10
9
/L，Z＝-1.228，P＝0.246]，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值时间无显著差异[4.5（4.0，8.6）d vs 4.0（4.00，

7.0）d，Z＝-1.008，P＝0.328]; 7例同时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的患者在重新启动抗血小板治疗时检测血小

板计数为（100 ± 64）×10
9
/L，最低值为32×10

9
/L，最高为225×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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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替罗非班；血小板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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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际标准化比值预测老年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过度的 

临床价值 

李峥嵘，张宗林，魏延津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水平与接受华法林治疗的老年心房颤动(AF)患者抗凝过度的关系，

评价其预测接受华法林治疗的老年 AF 患者抗凝过度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纳入接受华法林治疗的老年 AF

患者 387例，均分别在用药 3d、7d后的次日清晨检测 INR，按照用药 7d后 INR是否＞3.0，将患者分为抗凝过

度组(90 例)和非抗凝过度组(297 例)。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接受华法

林治疗的老年 AF患者抗凝过度的相关因素，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用药 3d INR（早期 INR）水平

预测接受华法林治疗的老年 AF 患者抗凝过度的价值。结果  抗凝过度组患者华法林剂量高于非抗凝过度组

(P<0.05)，服药前 INR和早期 INR 水平高于非抗凝过度组(均 P<0.05)，血清谷丙转氨酶和血清谷草转氨酶水平

高于非抗凝过度组(均 P<0.05)，瓣膜病型房颤、低蛋白血症、联用胺碘酮和联用糖皮质激素比例高于非抗凝过

度组(均 P<0.05)；抗凝过度组患者体重低于非抗凝过度组 (P<0.05)，血清白蛋白水平则低于非抗凝过度组 

(P<0.05)。多元 Logistics 回归显示，早期 INR 水平和血清谷丙转氨酶水平是老年 AF 患者华法林抗凝过度的

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ROC 曲线显示早期 INR 水平预测华法林抗凝过度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19(95%CI：0.888~0.950，P<0.0001)，灵敏度为 82.2%，特异度为 86.9%；此时预测抗凝过度的最佳界值为

早期 INR≥1.65。结论  早期 INR水平与老年 AF患者华法林抗凝过度密切相关，可将其视为 1种华法林抗凝过

度的预测因子，应注意监测接受华法林治疗的老年 AF患者早期 INR水平以降低抗凝过度事件的发生率。 

【关键词】心房颤动；华法林；抗凝治疗；国际标准化比值 

 

 

53 例肝功能异常者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监测及临床用药分析 

张军娣，王双双，吴新安* 

合肥京东方医院 

 

【摘要】目的 对 53例肝功能异常者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监测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某医院伏立康唑临床合理应用

情况。方法:采用液质联用法测定患者使用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对我院 2020年 10月~2022年 4月住院患者的

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用药剂量及肝功能进行关联统计和分析。结果:伏立康唑谷浓度在治疗窗范围内的占 69.82%

（37/53），低于治疗窗的患者占 5.66%（3/53）。谷浓度超过 5μg/mL 为 16例，占总例数的 30.19%(16/53)。

3例因肝酶升高被迫停药的患者谷浓度＞9μg/mL，肝功能轻度损害组及中重度损害组的伏立康唑谷浓度与肝功

能正常组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功能中重度损害组在伏立康唑用药前后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

功能正常及轻度损害组在伏立康唑用药前后的 ALT及 AST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伏立康唑血药

浓度个体间差异大，总体谷浓度偏高与肝毒性相关，宜加强其血药浓度的监测，同时结合患者的肝功能情况及

合并用药情况，调整给药剂量及间隔，以实现个体化及合理用药。 

关键词: 伏立康唑  血药浓度监测  肝功能  用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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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药师咨询门诊”中药及中成药妊娠期暴露管理体系的构建

及实践 

王柯静，郑丹，陈小红，吕宗杰，陈 琳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重庆，401147 

 

【摘要】目的 构建中药及中成药妊娠期暴露管理体系，探讨妊娠期中药及中成药暴露人群管理的必要性及存

在问题。 方法 整合现有证据形成中药及中成药妊娠期安全性数据库；以我院妊娠期哺乳期药师门诊为依托,

对暴露于中药或中成药的孕妇开展风险评估及用药指导；搭建基于互联网的妊娠期药物暴露咨询随访平台，对

暴露人群的妊娠结局及子代安全性进行研究，为中药及中成药妊娠期安全性提供证据；以微信公众号、宣传海

报和孕妇学校为载体开展科普宣教，提高公众尤其是育龄期妇女用药警戒意识，减少不必要的药物暴露以及药

物所致的出生缺陷。统计分析 2017 年 10 月-2020 年 2 月咨询中成药的患者信息和暴露药物信息，分析暴露人

群风险信息及暴露药物特点；对 2017年 10月-2019年 10月的咨询患者进行随访，分析不良妊娠结局与暴露药

物的相关性。结果 2017 年 10 月-2020 年 2 月共有 2288 例患者咨询妊娠期中成药使用相关问题，累计咨询中

成药 4849例次，涉及 1105种中成药品种，人均使用中成药 2.12 种。共随访 1992 例患者，1634 名孕妇完成随

访，随访率 82.03%。有效随访中单用中成药 503 例，活产率和自然流产率分别为 72.84%和 3.58%。结论 我国

妊娠期中药及中成药潜在暴露人群基数大，但中药及中成药在妊娠期的安全性证据较少且一致性差。应重视中

药及中成药在妊娠期的安全性证据研究，加强暴露人群管理。 

【关键词】中成药；妊娠禁忌；药师门诊；药物暴露；安全性 

 

 

万古霉素血药浓度监测对其合理用药影响及成本-效果分析 

韦孝晨，王双双，吴新安 

合肥京东方医院有限公司，安徽合肥，230000 

 

【摘要】目的 分析万古霉素血药浓度监测结果对合理用药的价值及成本效益分析。 方法：回顾分析治疗 105

例患者万古霉素用药情况, 统计万古霉素用药等情况。 结果：105 例患者中 , 经验性使用 61 例 (58.10%)、

日剂量 (1.94±0.56)g、疗程 (5.21±3.27)d。目标治疗 44例 (41.90%)、日剂量 (2.13±0.77)g、疗程 (8.07

±5.09)d。联用抗菌药物包括美罗培南、头孢曲松、伏立康唑等。革兰阳性菌病原学检查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大肠埃希菌等。不合理使用 12 例。送检科室包括肾内科、骨科、外科

重症医学科 , 其中, 万古霉素谷浓度 >20 μg/ml。送检科室中骨科占比最高 , 万古霉素谷浓度 <10 μg/ml 

送检科室中心血管外科占比最高。送检及时性方面 , 整体送检时间偏晚。达标情况方面 , 达标率欠佳 , 谷

值检测 52例次, 万古霉素谷浓度<10 μg/ml 23例 (43.59%) , 10~20 μg/ml 16例 (35.00%),>20 μg/ml 13

例 (45.00%)。TDM组低、正常及高三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87.0%、87.5%和 85.7%无显著地统计学差异。成本效果

比来看，效益比最高的是低浓度组959.24±792.92，其次是正常组1509.47±108.23，最高的是高浓度组1815.02

±1112.25。而非 TDM 组的成本效果比为 419.94±574.27，均要好过 TDM 组。结论：进行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并

没有更好成本效果。 

【关键词】万古霉素 ；血药浓度 ；合理用药 ；成本效果比；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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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权逼近理想解排序-秩和比法的肿瘤科药品不良反应报表 

质量评价   

吴娜
1
，苏丹

2*
，王海坤

1
 

1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亳州医院，安徽 亳州 236800；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 合

肥 230001 

 

【摘要】目的 建立药品不良反应（ADR）报表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为科学评价肿瘤科 ADR 报表质量提供参考。

方法 参照相关评分标准及文件，制定 ADR 报表质量评价标准。使用加权 Topsis 与秩和比（RSR）相结合的方

法，对 2021年亳州市人民医院（简称：我院）药学部收到的 120份肿瘤科 ADR原始报表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档。

结果 20份报表质量较高（Ci＞0.570 0）；75份报表质量中等（0.360 0＜Ci≤0.570 0）；25份报表质量较差

（Ci≤0.360 0）。报表主要存在问题包括 ADR 过程描述过于简短，药品信息错误、不全等。结论 基于加权

Topsis-RSR 法评价 ADR报表质量，可避免单一方法的局限性，具有操作切实可行，结果具体科学的优点。评价

结果表明我院肿瘤科 ADR报表质量仍有待提升。 

【关键词】药品不良反应；报表质量; 加权 Topsis法；秩和比法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探讨保和丸“异病同治”非酒精性脂肪肝和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分子机制 ∆ 

王海坤
1∗，吴毓婷

2
，吴娜

1
，苏丹

2# 

1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亳州医院药学部，安徽 亳州 236800；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目的 探讨保和丸“异病同治”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和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潜在分子机制。

方法：基于中药系统药理学分析平台搜集保和丸的化学成分和对应靶点；基于 GeneCards 等数据库搜集 NAFLD

和 FD疾病靶点；化学成分对应靶点与疾病靶点取交集获得保和丸治疗 NAFLD和 FD的交集靶点。“药物-成分-

靶点”网络基于 Cytoscape 3.8.0 建立；交集靶点的蛋白互作网络基于 String平台建立。GO功能和 KEGG通路

富集分析基于 R语言进行；分子对接验证基于 AutoDock Vina软件进行。结果：共获得保和丸治疗 NAFLD和 FD

的交集靶点 112个。筛选出木犀草素等 6种核心成分，TP53 等 8个核心靶点。GO功能共富集 2456个条目，主

要涉及营养、甾体激素等因素；KEGG通路共富集 162条通路，包括白介素（IL）-17、缺氧诱导因子 1（HIF-1）

等。分子对接初步验证了以上网络药理学结果。结论：保和丸核心成分木犀草素等可通过作用于 TP53 等核心

靶点，调控 IL-17、HIF-1等信号通路，从而发挥“异病同治”NAFLD 和 FD的作用。 

【关键词】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保和丸，非酒精性脂肪肝，功能性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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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法替布与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风险：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黄文辉
*
，陈秀芬，费燕，薛鸿林，许小鑫，陈秋红，张云琛，陈锦珊

#
 

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药剂科，福建省漳州市 363000  

 

【摘要】目的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RCTs )的 Meta分析，探讨托法替布对成人系统性炎症性疾病(SIDs)患者的

心血管和恶性肿瘤风险的影响。方法 检索数据库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和 ClinicalTrials.gov

等建库至 2021年 12月 18日的所有文献，筛选出接受托法替布的 SIDs患者出现安全性问题报告的 RCTs。观察

指标包括主要的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采用 Mantel-Haenszel 固定效应法计算 OR和 95%Cl。为评估纳入研究

的方法学质量，采用了修订的 Jadad 量表。结果 共纳入 33 项研究(均为 RCTs)。总体上，托法替布与安慰剂、

甲氨蝶呤、TNFi 和 CNIs 等对照物相比，显著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OR=1.30， 95% CI（1.03，1.64）]。

与安慰剂相比，托法替布的脑血管疾病和静脉血栓栓塞(VTEs)风险显著降低[OR=0.31，95% CI(0.10，0.96)和

OR=0.14，95% CI(0.04，0.51)]。与 TNFi 相比，托法替布也显著增加了 VTEs的风险[OR=3.53，95% CI(1.66，

7.51)]。此外，低剂量的托法替布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肌梗死风险显著高于高剂量[OR=2.08，95% CI(1.07，4.05)

和 OR=2.10，95% CI(1.17，3.78)]。但是，托法替布与恶性肿瘤之间没有相关性。结论 现有的 RCTs 证据表明，

托法替布不仅未增加 CVD和恶性肿瘤的风险，甚至可能降低 SIDs患者脑血管疾病和静脉栓塞的风险。 

【关键词】托法替布；系统性炎症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风险；Meta分析 

 

 

液质联用法测定人血中丙戊酸钠浓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双双，韦孝晨，张军娣，吴新安 

合肥京东方医院有限公司，安徽合肥，230000)  

 

【摘要】目的 建立 LC-MS/MS 法，用于测定丙戊酸钠（VPA）血药浓度，回顾性分析血药浓度监测结果，指导

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采用内标法定量，蛋白沉淀法处理样品，取上清进样，LC-MS/MS 检测。分析年龄、性别、

药物剂型等因素对 VPA 血药浓度水平和达标率的影响。结果 该方法定量下限为 5.0μg/mL，在 5.0~200.0μ

g/mL 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日内、日间精密度和准确度的变异系数均小于±15%。癫痫患者 VPA 血药浓度低

于治疗窗的 36 例（34.95%），位于治疗窗内的 48 例（46.60%），高于治疗窗的 19 例（18.44%）。年龄、

药物剂型对 VPA 治疗窗内血药浓度水平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性别对 VPA 治疗窗内血药浓

度水平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年龄、性别、药物剂型对癫痫患者 VPA 血药浓度达标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高效、准确、灵敏的 LC-MS/MS 法，用于测定人体内 VPA 血

药浓度。癫痫患者 VPA 血药浓度达标率低，个体差异大，应该常规监测 VPA 血药浓度，重视个体化药物治疗，

保障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丙戊酸钠；血药浓度；LC-MS/MS；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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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 FAERS 数据库抗感染药物致药物热的风险信号挖掘 

淡重辉
1
  吴燕燕

2#  

1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药剂科 400013；

2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药学部 401147 

 

【摘要】目的 借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呈报系统（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FAERS）

挖掘药物热警戒信号，探索抗感染药物在临床使用中引起药物热的风险评估，为判断和治疗临床不明原因发热

提供参考。方法：用 OpenVigil 2.1 软件对 FAERS 数据库进行药物热不良反应数据挖掘，以“body temperature 

increased”等为首选术语进行检索，采用报告比值比法（ROR）对抗感染药物引起的药物热警戒信号进行数据

分析和处置。结果：FAERS 数据库中共收录涉药物热 ADE(Adverse Drug Events)报告 53605份，纳入符合条件

29种抗感染药物致药物热 1638份，以 ROR值排序前 10位的分别是头孢他啶（ROR= 4.355，95%CI：2.524~7.514）、

美罗培南（ROR= 4.167, 95%CI：3.002~5.785）、头孢哌酮（ROR= 4.072，95%CI：1.309~12.666）、头孢噻

肟（ROR=3.666，95%CI：1.830~7.344）、甲氧苄氨嘧啶（ROR= 3.630，95%CI：3.159~4.172）、亚胺培南（ROR=3.609，

95%CI：2.172~5.995）、哌拉西林（ROR=3.572，95%CI：2.681~4.761）、他唑巴坦（ROR=3.469，95%CI：2.595~4.637）、

磺胺甲恶唑（ROR=3.368，95%CI：2.892~3.921）、克拉维酸（ROR=3.167，95%CI：2.384~4.208）。结论：通

过对 FAERS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发现大部分抗感染药物均有引起药物热的风险，掌握抗感染药物致药物热的特点，

对相关药物风险进行识别与比较，持续监测该不良事件，进而有效降低临床用药风险。 

【关键词】药物热；不良事件；信号挖掘；抗感染药物 

 

 

基于文献调研的尖吻蝮蛇血凝酶临床应用情况及合理性分析 

唐筱婉，张波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730 

 

【摘要】目的 通过文献调研分析尖吻蝮蛇血凝酶临床应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临床合理用药及相关药事管

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尖吻蝮蛇血凝酶” “HaemocoagulaseAgkistrodon”等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

网、万方、维普和 Pubmed 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从中筛选出与其临床应用相关的文献，从科室和诊断分布分析

其使用情况，从用药指征、用法用量、给药途径等方面分析其合理性，并汇总文献报道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共纳入符合条件的文献 124篇，其中关于该药临床应用相关研究的文献 84篇，不良反应相关文献 40篇。

该药临床应用中，在用药指征、用法用量及给药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超说明书用药情况。结论：注射用尖吻蝮蛇

血凝酶临床应用合理性仍需要进一步规范，且目前尚缺乏国内外权威数据库及权威指南的相关循证证据，需要

更多大规模的 RCT研究推进其适应证的扩大以及合理有益的给药剂量和给药方式等信息的完善。 

【关键词】尖吻蝮蛇血凝酶，文献调研，合理性，超说明书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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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验介绍 

2021 年 ESC 共识文件：主动脉和外周动脉疾病的抗血栓治疗解读 

尹琪楠，韩丽珠，边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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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2021年 7月，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主动脉和周围血管疾病

组、血栓工作组以及心血管药物治疗工作组联合发布了主动脉和外周动脉疾病的抗血栓治疗共识。主动脉和外

周动脉疾病患者具有极高心血管风险，抗血栓治疗是其最佳药物治疗的重要支柱。本文分别从颈动脉、椎体动

脉和锁骨下动脉疾病，主动脉疾病，下肢动脉疾病，肾和肠内动脉疾病的抗栓方案，以及需要口服抗凝药物的

外周疾病患者的抗栓方案等方面详细解读，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更新的主动脉和/或外周动脉疾病患者最佳抗

血栓策略。 

【关键词】抗血栓治疗；抗凝剂；抗血小板药物；外周动脉疾病；主动脉疾病 

 

 

1 例抗磷脂综合征反复支架内再狭窄患者抗栓药物治疗管理 

韩丽珠
1
，胡扬

2
，王鹏伟

3
，陈怡然

4
，边原

*
，舒永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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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药剂科，北京 100730；

3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药学部，

河南 卫辉 453100；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 100730 

 

【摘要】 目的 本文通过对 1例抗磷脂综合征反复支架内再狭窄患者抗栓药物治疗全过程的分析，探讨临床药

师对于免疫系统疾病患者血栓的药物治疗管理模式。方法 临床药师在患者住院期间对其抗栓治疗过程进行药

学监护，患者出院后，药师对其进行跟踪随访，确保用药有效性、安全性和依从性。结果 患者同时存在高血

栓和高出血风险，抗栓治疗期间出现了牙龈出血、月经量增多等症状，临床药师通过对其进行抗栓药物调整，

保障了患者的药物治疗安全有效。结论 通过对该例患者抗栓药物治疗管理，体现临床药师在特殊人群药物治

疗中的作用，以“住院药学监护-出院跟踪随访-定期门诊随诊”的药物治疗管理模式，进行个体化药学服务，

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关键词】支架内再狭窄；抗磷脂综合征；抗栓治疗；氯吡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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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SC 共识：心力衰竭调整药物治疗的患者特征解读 

韩丽珠，尹琪楠，边原，黄雪飞，雷洋，唐凌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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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610072 

 

【摘要】目的 2021年 6月，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发布了《共识文件：心力衰竭调整药物治疗的患者特征》，

共识指出，虽然目前指南推荐明确，证据充分，但心力衰竭的治疗效果仍然不佳。这是由于多数患者用药剂量

不足，究其原因主要与血压低、心率慢、肾功能不全或高钾血症相关。共识确定 9种可能与射血分数降低心力

衰竭患者治疗实施相关的患者特征，根据患者特征调整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可以使每名患者比传统的最大限

度滴定疗法获得更好、更全面的治疗。相比 2021年 4月加拿大心血管学会（CCS）和加拿大心力衰竭学会（CHFS）

联合发布的《心力衰竭指南更新：定义新的射血分数降低心力衰竭药理学标准》，本共识更侧重于根据不同患

者特征进行个性化治疗建议，本文对其进行解读，以期为我国心力衰竭患者的药物治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 心力衰竭；指南指导药物治疗；临床特征；心率；血压；慢性肾病；心房颤动 

 

 

智慧药房建设赋能药学服务实践 

 王倩  吴新安 

合肥京东方医院药学科，230012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三级非公医院智慧药房搭建及实践。利用物联网、自动化调剂设备，围绕药品管理、

药事质控、药学服务搭建智慧化药房，并实践和赋能。智慧化药房建设推动医院药学工作模式转变，提高药事

工作效率和质量、提升临床合理用药管控效力，有助于推动药学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同质化。 

【关键词】智慧药房；药学服务；实践 

 

 

临床药师参与 1例过量服用阿米替林老年患者的急诊诊疗策略及思路分析 

琚娜娜
1
 ，屈茹楠

2
，熊华蓉

1
，罗林

1*
 

1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西药剂科，四川成都 610041，

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嘉定分院，上海 201803 

 

【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参与急诊患者的药学监护对用药安全的影响。方法 临床药师参与 1例高剂量阿米

替林导致老年患者意识障碍的病例抢救诊疗过程，通过评估分析患者的既往用药史、检查结果及治疗情况，探

讨临床药师对急诊患者开展药学监护的必要性，以及这项工作的应急性与多变性。结果 药师详细询问了患者

家属出现意识障碍前的服药情况，查看患者自备药物剩余数量，发现阿米替林数量异常，推测患者药物过量可

能，建议可予以补液、利尿等对症治疗，次日患者苏醒后确认误服药物，经补液水化治疗后无特殊，生命体征

平稳，予以出院。结论 临床药师将药学专业知识与一线临床实践相结合，在急诊患者诊疗中起到了积极重要

作用，积累了临床治疗经验，为急诊药学监护提供参考资料。 

【关键词】阿米替林；临床药师；急诊药学监护；老年人；药物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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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补充药物的分析及带来的药物经济学思考 

靳浩槟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摘要】目的 通过对我院常用体液补充药物的分析，为临床医师选择经济合理的补液药物提供可能的借鉴和

参考。 方法：选择我院常用的九种补液药物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查看药品说明书、药品采购网价格和医保等

内容，详细对比分析这九种补液药物的成分、适应症、药物过量、特殊人群、价格及医保情况，确定这九种补

液药物之间存在的差异。 结果：通过分析，九种补液药物的成分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混合糖电解质注射液的

成分较复杂，含有氯化钠成分的补液药物占比为 88.89%，并且在适应症、药物过量和特殊人群方面各有差异，

尤其是在价格和医保方面差异较大，醋酸钠林格液的价格约是乳酸钠林格液的 20.2 倍。 结论：补液药物的成

分不同效果也是各有差异，临床医师在选用补液药物进行补液时，不仅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疾病状态，还要考

虑患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和药物的医保情况等，选择经济合理的补液药物，降低患者的治疗费用，确保临床经济

合理的使用补液药物。 

【关键词】体液补充；醋酸钠；乳酸钠；经济合理 

 

 

某三甲医院药师在高危药品安全用药管理中的使命与行动 

拜年，吴博，陈雯雯，李红玲，胡琰婷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目的 为持续提高高危药品的管理水平提供参考。方法：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

院”）为例，基于国际化（JCI）的认证标准，针对我院临床高危药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高危药品管理

制度，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多智能体系药物管理系统，成立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委员会，制订高危药品目录

和全院统一的高危药品标识，完善高危药品存储方案，规范医师开具医嘱的行为，规范高危药品的审方、调配、

配制、配送，规范高危药品的给药，并对高危药品进行系列规范化检测，并根据效果进行持续优化。分别比较

优化前（2018-2019年）、后（2020-2021 年）药师对高危药品的认知水平（满分为 10分，评分越高表明其认

知水平越高）、高危药品差错占比和护士的管理达标率。结果：我院高危药品管理制度优化后，药师对高危药

品的认知（包括药品目录、适应证、禁忌证、配置、审核 5个方面）水平显著提高，上述 5方面的评分分别由

优化前的（9.32±0.32）、（9.10±0.32）、（9.21±0.46）、（9.24±0.40）、（9.35±0.45）分提高到优

化后的（9.90±0.10）、（9.90±0.14）、（9.90±0.10）、（9.90±0.10）、（9.85±0.15）分， 3/320）

降低至 1.25%（1/80），药师高危药品差错占比由 10.31%降至 1.25%，护士的管理达标率由 95.25%提高至 99.63%，

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危药品管理制度及流程的建立与持续优化，能降低差错处方

中高危药品差错比例，促进高危药品的安全管理。 

【关键词】高危药品；安全用药；使命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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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AS 提高注射用曲妥珠单抗用药安全的实践 

王觅觅 

安庆 116医院 

 

【摘要】目的 探索注射用曲妥珠单抗在 PIVAS 使用中的的安全管理，提高用药安全。方法：前期调研中，发

现该药品在保管、运送、配置等环节均存在安全隐患。为提高临床用药安全性，通过护理部、药剂科、静配中

心、肿瘤片区医药护多部门沟通协调，制定注射用曲妥珠单抗在 PIVAS 使用流程，集中配置，余药集中管理。

同时对该模式开展前后一直在我院使用该药治疗的患者 20例，从就医感受、用药改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统计。

结果：采用药品集中配置、集中管理后，在解决曲妥珠单抗使用安全隐患和患者就医不方便方面，解决率为 100%；

在患者就医感受和治疗依从性方面，提高率为 100%。结论：我院对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集中管理的模式，解决了

该药在临床使用中的安全隐患，提高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和治疗依从性，值得推广。 

【关键词】PIVAS；注射用曲妥珠单抗；用药安全 

 

 

妇产科临床药师在 DRGs 付费中的实践与探索 

王安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摘要】目的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s）的基本目标是确定病例分组，依照分

组使得医院行为可以被测量和评估，从而实行疾病诊断相关组-预付费（DRG-PPS），对各 DRGs 的支付标准提

前预付医疗费用，实现医院医疗规范合理、医疗保险高效利用、患者享有高质量治疗和合理的经济支出等三方

均获益的目标。本研究结合国内外 DRGs研究现状、国家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关分组（CHS-DRG）实施条件和妇

产科常见疾病 DRGs 费用情况，阐述妇产科临床药师的如何进行药师角色转变，以及如何把控与医保、医生和

患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妇产科临床药师在推行 DRGs和 DRG-PPS中的作用和意义，为专科临床药师提供参考。 

【关键词】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妇产科临床药师；DRGs；CHS-DRG；合理用药 

 

 

警惕二甲双胍最严重的并发症——乳酸酸中毒 

王明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摘要】  二甲双胍具有良好的降糖作用，而且很安全，不增加低血糖风险，不损害肝肾功能，具有多种降糖

作用之外的潜在益处，被国内外指南推荐为 2型糖尿病患者首选和全程药物，应一直保留在糖尿病治疗方案中。

二甲双胍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胃肠道反应，但是多数可以耐受，其最严重的并发症是二甲双胍相关乳酸酸中毒

（MALA），发病率极低，但死亡率却极高，临床中需要警惕，熟悉其发生的条件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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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院”模式下处方药快递的用药安全保障策略和实践 

李锋，方晓宇，王亚楠* 

界首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目的 在疫情时期，因隔离和交通不便，很多患者无法便利的到医院就诊取药，互联网医院作为全新

的服务模式，成为更多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家属的选择方式。本文旨介绍某医院在“互联网医院”模式下处方

药快递的用药安全保障策略和实践。方法 处方事前审核，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咨询医生，医生根据患者病情

开具药品后，审方药师在手机端会收到审方提醒短信，及时对处方问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调剂药师方能发药。

事中指导，患者在收到药的同时还会收到该处方的用药指导单。事后答疑，如用药后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互联

网医院、微信公众号、微信交流群、电话咨询等进行咨询，药师会多方位保证用药安全。结果 药师在互联网

医院模式下，做到了事前审核、事中指导、事后答疑。药师的行动贯穿患者整个用药过程，可保障快递处方药

的用药安全。结论 在疫情当下，处方药快递的模式，能减少患者出门次数，避免不必要接触风险。整个用药

过程都药师均可做到参与与指导，患者用药安全可以得到极大的保障，该模式值得借鉴。 

 

 

基于互联网平台对居民用药安全意识干预研究与应用 

——以重庆市某区县为例 

王忆飞
1
，陈吉

2
，谢程武

3
，张怡

4
 

1
重庆益回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重庆 400000  

 

【摘要】目的 通过调查研究了解重庆市某区常住居民对安全用药意识风险等因素，方便日后能够有针对性地

进行规范用药干预和业务开展。方法 通过随机调查的方式根据网络问卷数量和实地走访调查来收集数据，用

搭建的药学服务程序平台在 2021 年 9 月-2022 年 4 月期间，通过制作用药安全科普短视频、“患者版”药物

说明书视频上传至平台，向居民传播常用药物的服用方法、最适宜用药时间、注意事项、相互作用、储存方法、

用药技巧等相关知识；定期与平台签约患者进行面对面用药安全指导教育和发放药品安全使用指南材料等多项

干预措施，将获取的数据进行比较
[1]
。结果 首期共计得到 596份和干预指导后 403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发现

在干预后对用药安全意识高于未经干预的居民，通过干预指导后居民用药安全方面情况较干预前有较大改善，

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中在知识方面，药物基本认知处于高水平，药物管理和用药原则处于中等水平；

在行为方面，居民的服药依从性处于高水平，关注药品信息和自行服药管理处于中等水平；在态度方面，药品

主动认知处于高水平，自我服药管理和服药选择处于中等水平。结论 居民在用药安意识里的行为和态度上仍

需要干预指导，在互联网平台科普用药安全知识要注意重视规范用药、合理用药的作用，其中干预效果有利于

增强居民用药安全意识。 

【关键词】用药安全； 患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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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小程序的 OTO 药学服务在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中的应用 

张玮，杨敏，高波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药学部，山西阳泉，045000 

 

【摘要】目的 探索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构建信息化、科学化、精准化抗菌药物管理模式，提升安全用

药水平，创新药学服务模式，为临床精准用药提供新的途径和治疗策略。方法 根据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要素

为基本原则，设计开发抗感染方案速查微信小程序。结果 通过抗感染速查微信小程序的临床使用及线下反馈

沟通，解决了临床抗感染用药查找费时、药物使用偏差、临床反馈滞后、干预手段欠缺等问题，微信小程序使

用覆盖了 80%以上的临床科室，超过 100个临床医师完成了注册，规范了临床用药，完善了抗菌药物管理体系。

结论 基于微信小程序 OTO（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实现精准的抗感染药物治疗，能有效提高临床抗菌药物使

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在抗菌药物全程化、科学化管理方面有较好的实践意义和科学价值。 

【关键词】抗菌药物；信息化管理；微信小程序； 

 

 

慢阻肺患者“4+6 科普干预”管理路径构建与应用 

张玮，杨敏，潘苗，高波，任建业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药学部，山西阳泉，045000 

 

【摘要】目的 构建慢阻肺患者“4+6科普干预”管理路径，为出院和门诊患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药学服务，保证

用药全过程安全有效。方法:设计涵盖用药在内的 5 个维度问卷筛查表。通过问卷筛查，发现慢阻肺患者治疗

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科普干预为主导，建立慢阻肺患者“4+6 科普干预”管理路径并实践。结果: 基于

4 个科普维度、6 个干预技术、21 项干预内容和与干预内容相对应的各项评价标准，对慢阻肺患者进行闭环式

药学服务，通过路径干预和管理，规范了患者吸入剂操作、提高了对疾病的掌握程度、肺功能得到改善、用药

依从性提高、疾病得到控制、进一步降低了医疗费用。结论: 本研究从慢阻肺患者治疗问题出发，构建 “4+6

科普干预”管理路径，实现了药物治疗精准化；药学服务专业化；医、药、护、家属四元管理同质化，提高了

慢阻肺患者用药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增强了患者自我管理水平，使疾病进一步得到有效控制，在慢阻肺疾病管

理和药物治疗方面具有推广性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慢阻肺；4+6科普干预；管理路径；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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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亚太心脏病学会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抗栓治疗共识建议解读  

雷 洋，边 原，韩丽珠，尹琪楠，吕子彦，童荣生，舒永全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药学部/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 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

川 成都 610072 

 

【摘要】目的 2021 年 7 月 27 日亚太心脏病学会（APSC）发布《2020APSC 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抗栓治疗共

识建议》，探讨了亚太地区患者缺血和出血风险的评估方法以及长期抗栓治疗的选择，上述共识首次提出了针

对缺血和出血的“CVD”“ABO”评估方法以及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使用抗凝联合抗血小板的抗栓治疗策略，此

外长期抗栓治疗内容还包括单药抗血小板和双联抗血小板的抗栓方案选择。本文将结合我国情况对本共识针对

亚太地区的评估方法和抗栓方案进行重点解读，以期为我国 CCS 患者抗栓的药物治疗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冠状动脉疾病；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缺血；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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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述 

某院常用药品用药年龄限制研究进展 

黄晶，胡令涛
 

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空港医院药学部，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目的 基于各种原因，药品说明书中常对使用对象作出适当限制。而对使用者年龄的限制通常与安全

用药的考虑相关。该文对某院常用药品中设有用药年龄限制的品种及设限原因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安全用药；药品；年龄限制 

 

 

伊伐布雷定用于心律失常的研究进展 

尹琪楠，韩丽珠，边原，黄雪飞，宋玉洁，陈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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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伊伐布雷定作为首个选择性、特异性窦房结 If通道阻滞剂，减慢心率的同时不影响心肌收缩

力和心脏传导。在国内外主要被批准用于治疗慢性心力衰竭，能有效的控制窦性心律，延缓病情进展、改变心

力衰竭患者的预后。此外还获批了稳定性心绞痛以及儿童扩张型心肌病引起的稳定性心衰的适应证。多项研究

均表明伊伐布雷定在治疗心律失常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现对伊伐布雷定在心律失常中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关键词】伊伐布雷定，心律失常，心血管疾病 

 

 

药物性肝损伤发病机制与诊疗的研究进展 

胡锦华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损伤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药物不良反应，可以引起 DILI 的药物已经超过 1000 种，成为世界性的医

疗安全问题。本文综述了近年来 DILI 的发病机制、因素、诊断和药物治疗的相关研究进展,为预防 DILI 的发

生和改善 DILI的预后提供参考。 

【关键词】药物性肝损伤，保肝药，发病机制，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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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病例报告 

临床药师参与伊立替康致迟发性复杂腹泻患者的药学实践 

何青青
1
，李晓春

2
 

1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陕西 咸阳 712000；

2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腺体血管腹壁外科，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目的 1 例 70 岁男性患者因确诊直肠癌在我院行 FOLFIRI 方案化疗，入院后医师给予患者伊立替康 

288mg，ivd，d1+亚叶酸钙 640mg，ivd，d1+5-FU 640mg，静脉推注，d1+5-FU 3800mg，持续输注 48小时，d1-d2，

q2w*12 次，抗肿瘤治疗。患者在首次化疗的第 3天诉腹痛，第 5天腹泻 4次，医师咨询药师，经查阅资料考虑

患者腹泻、便血系伊立替康致迟发性复杂腹泻，建议查血常规、粪常规、肝肾功能等，给予洛哌丁胺止泻，同

时注意补充电解质及液体。给予洛哌丁胺后患者腹泻未缓解，第 6 天腹泻加重达 8 次/日，第 7 天诉便血，血

常规结果提示患者骨髓抑制，遂给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升高白细胞，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抗感染治疗，

用药 3天后患者症状好转，办理出院。 

【关键词】伊立替康，复杂腹泻，药学监护 

 

 

卡瑞利珠单抗引起严重糖尿病后免疫再挑战一例 

吕子彦  四川省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本文报道分析了一例使用卡瑞利珠单抗后发生严重高血糖的患者，期间停用免疫治疗一年后于

最近重新使用信迪利单抗进行再挑战的的案例，旨在为临床实践中免疫检查点抑制的使用和不良反应的管理以

及再挑战策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PD-1抑制剂；不良反应；糖尿病；再挑战 

 

 

1 例不良反应上报案例建全我院门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制的思考 

田雪莉  四川省建筑医院 

 

【摘要】目的 我国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网上报告以来对于药物上市后的安全性评价起到很大作用，并查阅欧盟

人用医药产品药物警戒体系。本文从 1例中成药不良反应的上报分析如何提高门诊药房不良反应上报率和及时

采集不良反应信息存在的痹端及工作的改进思考，更加完善我院药品不良反应上报机制。 

【关键词】门诊药房 药品不良反应 1例中药不良反应的上报。欧盟人的药物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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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甲泼尼龙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糖升高病例分析 

杜宁宁，李春芝   

沂源县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常见慢性病之一，临床医师一般会利用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但糖皮质激

素易导致多种不良反应，如通过多种复杂的机制促进血糖升高
[1]
，高血糖状态如不及时处理，将不利于患者原

发病的控制，并易并发感染。了解糖皮质激素致血糖变化的机制及危险因素，做好预防对策和处理措施，对于

减少慢阻肺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时导致的不良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临床药师对一例甲泼尼龙致慢阻肺患者血糖

升高案例进行分析，旨在为关注慢阻肺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导致不良反应提供参考。 

【关键词】慢阻肺；糖皮质激素；甲泼尼龙；血糖； 

 

 

高剂量替加环素致急性肝损伤 

韩舟
1
  许青

2
  王婷

3
  石晓萍

2
 

1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剂科 210008；

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200032；

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重症医学科 200032 

 

【摘要】目的 1 例 68 岁男性肝移植受者，因肺炎克雷伯菌肺部感染给予替加环素 100 mg（首次剂量 200 mg）

静脉滴注、2次/d。用药第 4天，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移酶（ALT）106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33 U/L，

碱性磷酸酶（ALP）374 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169 U/L，总胆红素（TBil）23.3 μmol/L，结合胆

红素（DBil）13.0 μmol/L。由于肝功能受损不能除外药物性因素和移植术后排斥可能，停用替加环素，加用

免疫抑制剂。但肝损仍在加重，为明确原因进行肝穿刺活检术，肝穿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提示细胞毒性损伤。

使用糖皮质激素、复方甘草酸苷以及还原型谷胱甘肽进行治疗。替加环素停药第 5天，患者肝功能好转，ALT 79 

U/L，AST 45 U/L，ALP 461 U/L，γ-GT 219 U/L，TBil 16.0 μmol/L，DBil 5.0 μmol/L。停药 16 天后复

查，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ALT 34 U/L，AST 13 U/L，ALP 106 U/L，γ-GT 56 U/L，TB 15.4 μmol/L，DBil 

0.4 μmol/L。出院 1个月后复查，患者肝功能未见异常。 

【关键词】药物性肝损伤；替加环素 

 

 

1 例抗磷脂综合征患者 PTPA 术后血肿伴血栓形成的抗栓治疗分析 

韩丽珠
1
，胡扬

2
，尤宏钊

3
，边原

*
，童荣生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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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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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

北京 100730） 

 

【摘要】目的 抗磷脂综合征（APS）的常见临床特征为动静脉血栓栓塞，抗栓治疗为其核心。本例APS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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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冠状动脉血栓形成行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PCI），术后进行抗血小板治疗；肺动脉血栓栓塞后导致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血压（CTEPH），规律抗凝治疗，此次行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术（PTPA），术后出现穿刺

部位血肿，加压制动后出现了下肢静脉的血栓形成。当血肿与血栓矛盾并存时，其抗栓治疗成为一大难题。临

床药师在患者住院期间全程参与其抗栓治疗过程，确保用药有效性、安全性和依从性，为患者的安全合理用药

保驾护航。 

关键词：抗磷脂综合征；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术；血

肿；血栓 

 

 

氨磺必利药物不良反应个案报道的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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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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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报道的发生频率及特点，为

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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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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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篇文献，共计 28 例 ADR 病例。氨磺必利 ADR 以男性

为主（60.71%）、年龄段以 18~45 岁居多，ADR 多发生于 1 个月内（67.86%），ADR 以神经系统（42.86%）和

循环系统（25.00%）损害为主，ADR主要表现为迟发性运动障碍（9例），QTc间期延长（3例），窦性心律过

缓（3例）等。结论 氨磺必利个案报道所致 AD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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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氨磺必利；不良反应；文献分析；病例 

 

 

利奈唑胺致脓肿分枝杆菌患者双腓神经/足底神经损伤一例 

李荣辉，龙靓，雷海波，吴石威，刘洋，刘湘 

湘潭市中心医院，湖南 湘潭 411000）  

 

【摘要】目的 脓肿分枝杆菌是快速生长型非结核分支杆菌，利奈唑胺对该菌具有较好抗菌活性，临床常用于

联合治疗脓肿分枝杆菌所致感染
[1]
。目前，利奈唑胺致周围神经损伤报道尚不多见，本文为 1 例患者长疗程使

用利奈唑胺致双腓神经、足底神经损伤，作者使用诺氏评估量表法对该不良反应进行评价分析。 

【关键词】利奈唑胺；脓肿分枝杆菌；腓神经；足底神经；诺氏评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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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婴儿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药学监护 

尚飞能
1,2
，朱逸清

2
，卢金淼

2
，宋 芳

1
，李智平

2 

1
宏州人民医院，云南 678400；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 201102.） 

 

【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对婴儿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药学监护要点，以提高对治疗药物的管理水平。方

法：参与 1 例婴儿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治疗，对可能出现的药物相互作用及不良反应进行分析和药学监护，

促进患儿病情转归。结果：经过含临床药师在内的诊疗团队共同评估，调整治疗方案，提出用药建议，为患儿

及家属提供药学监护和用药宣教，患儿好转出院，期间随访病情没有复发。结论：临床药师在药物超敏反应综

合征治疗中可发挥药学专业优势进行药物精细化监护管理，提高疗效，以保障婴幼儿用药安全。  

【关键词】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婴儿；药学监护 

 

 

羟氯喹致肾功能损伤 

王晔
12
，卢张阳

12
，张海霞

1
，刘晶

3
，杨婷

13
（1.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南京 210008；2. 中国

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南京 210009；3.南京鼓楼医院肾内科，南京 210008） 

 

【摘要】目的 1例 53岁男性肾穿刺病理诊断为 IgA肾病后予羟氯喹 200mg口服、2次/天联合缬沙坦氨氯地平

片 160mg/10mg 口服、1 次/天控制血压及减少尿蛋白。用药前血清肌酐（Scr）为 124μmol/L，尿素氮（BUN） 

9.7mmol/L，既往口服缬沙坦氨氯地平片控制血压，并且每年体检复查肾功能无明显改变。加用羟氯喹 3 月后

门诊复查 Scr 186μmol/L，BUN 9.2mmol/L，Scr较基线值上升 50%，诊断为肾功能损伤，怀疑可能与羟氯喹有

关。立即停用该药，同时予肾康注射液、黄葵胶囊护肾治疗，一周后复查 Scr 119μmol/L，BUN 9.3mmol/L，

Scr 值下降至服用羟氯喹前的水平，患者出院后 12周随访复查 Scr μmol/L，BUN 8.4mmol/L。 

【关键词】IgA肾病；羟氯喹；肾功能损害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行气散结膏致急性重度肝损伤 

刘金春
1,2
  严晓敏

3 

1
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

2
南京临床药学中心；

3
南京鼓楼医院感染科，南京 210008 

 

【摘要】目的 1 例 38 岁女性患者，因甲状腺结节服用行气散结膏（1 袋、2 次/d）4 个月后，患者出现尿黄、

皮肤及巩膜黄染，4 d后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3 201.1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 262.4 U/L，

总胆红素（TBil）257.2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186.9 μmol/L 及碱性磷酸酶（ALP）158.5 U/L。7 d

后实验室检查示 ALT 1 498.1 U/L，AST 574 U/L，ALP 105.8 U/L，TBil 396.2 μmol/L，DBil 231.3 μmol/L。

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重度），考虑与行气散结膏关。停行气散结膏，给予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注射用还原型

谷胱甘肽、水飞蓟素胶囊、熊去氧胆酸胶囊、苦黄注射液和注射用腺苷蛋氨酸保肝治疗。28 d后实验室检查示

ALT 209.1 U/L，AST 117.1 U/L，ALP 81.8 U/L，TBil 92.7 μmol/L，DBil 63.2 μmol/L。患者肝功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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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好转，予出院，继续口服水飞蓟素胶囊、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腺苷蛋氨酸肠溶片和熊去氧胆酸胶囊保肝

治疗。57 d后，患者门诊复查肝功能检测结果示 ALT 36.6 U/L，AST 22.4 U/L，ALP 58.1 U/L，TBil 30.3 μ

mol/L，DBil 14.7 μmol/L。 

【关键词】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行气散结膏；重度肝损伤 

 

 

替诺福韦致低磷性骨软化症 

钟燕
1
，万素馨

2
，李文渊

3
，朱显军

4 

1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药剂科，成都 610041；

2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药学部，重庆 404100；

3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成都 610072；

3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成都 610072 

 

【摘要】目的 1 例 32 岁慢性乙型肝炎女性患者服用替诺福韦不久后逐步出现足底部、腰骶部及臀周疼痛，生

化检查示低血磷、低尿酸、高碱性磷酸酶、25-羟基维生素 D 缺乏、骨转化标志物升高，影像学检查示多处骨

折、胸椎腰椎诸椎体及骨盆诸骨骨质疏松改变、骨密度下降，诊断为低磷性骨软化症，考虑与药物相关，调整

抗乙肝病毒药物为恩替卡韦，并予补磷、补钙、补维生素 D治疗，加强营养和休息，一个月后患者疼痛症状缓

解、血磷恢复正常，三个月后恢复正常工作，一年后碱性磷酸酶降至正常范围、25-羟基维生素 D 上升至

24.98ng/ml。这是我国大陆报道的第 1例接受替诺福韦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发生低磷性骨软化的病例，综

合国内外文献，分析替诺福韦导致低磷性骨软化症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及应对措施，提示临床替诺福韦可导

致可逆或不可逆的肾脏毒性，并继发严重的骨骼毒性，用药过程中若出现持续或加重的骨痛、四肢痛、骨折、

肌肉疼痛或者无力应及时鉴别诊断。 

【关键词】替诺福韦；肾小管酸中毒；低磷血症；骨软化症 

 

 

肌注地佐辛致低血压性休克 1 例 

刘瑞玲，李纪尧，王宏彦，徐晓艳 

聊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药剂科，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目的 1例 60岁女性患者，因突发意识不清伴呕吐入院。CT诊断左侧基底节脑出血，行左侧颅内血肿

清除加去骨瓣减压术，术前结束 30 min 肌内注射地佐辛 0.1 mg kg
-1
，手术进展顺利，术后 10 min血压持续性

下降，降至 87/43 mmHg，心率降至 45 次/min，表现为胸闷、口唇发绀、呼吸困难。患者既往无心脏疾病，排

除手术出血原因，考虑地佐辛引起的低血压休克可能性大。立即给予多巴胺 100 mg 持续静脉泵入、盐酸洛贝

林注射液 3 mg、尼可刹米注射液 0.375 g 静脉注射对症支持治疗。30 min后患者胸闷、呼吸困难缓解，2 h后

血压、心率逐渐恢复正常。5 d后症状好转，患者未再次发生不适，转至普通病房。 

【关键词】地佐辛；低血压性休克；肌内注射；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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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感冒药诱发癫痫发作 

姚乐萌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床药学室  710089 

   

【摘要】目的 一例 32 岁女性患者因头痛头晕服用 1 粒“酚咖麻敏胶囊”和 2 粒“氨咖黄敏胶囊”，1 个多小

时后四肢出现不自主抽搐，伴有意识不清、呼之不应。送入外院后患者再次出现抽搐，伴有颜面部青紫、心率

缓慢、呼吸微弱，立即给予行气管插管并呼吸机辅助呼吸，给予持续胸外心脏按压等抢救性治疗，约 3分钟后

患者恢复自主心率，但仍间断出现抽搐。转入我院给予镇静、抗癫痫、降颅压等治疗，患者未再出现癫痫发作，

病情平稳出院。 

【关键词】复方感冒药；癫痫 

 

 

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液致过敏性结膜炎 1 例 

董珉翔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 1例 32 岁男性患者，因“手部血管瘤”术后静脉滴注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液（500ml，qd），半

小时后突发双眼刺痛明显，睁眼困难，且有分泌物，医师嘱立即停药并密切观察，患者疼痛持续 60min后逐渐

缓解。 

【关键词】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液；过敏性结膜炎；药物不良反应 

 

 

4 例替加环素致肌酸激酶升高的不良反应分析 

廖世雄
1*
，刘燕好

2
 

1
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药学部，广东 惠州  516001；

2
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药剂科，广东 惠州  516001 

 

【摘要】目的 关注替加环素临床使用的安全性，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临床药师通过2例使

用替加环素的会诊，全程监护过程中发现2例患者均出现肌酸激酶不同程度的升高。通过借助中国医院药物警

戒系统主动监测软件筛选2020年1月-2021年12月所有使用过替加环素106例（含会诊2例）患者资料，结合电

子病历和药品不良反应判定标准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06例患者中4例使用替加环素后出现肌酸激酶升高。

结论：临床使用替加环素时，应定期监测肌酸激酶，减少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替加环素；肌酸激酶升高；药品不良反应 

 

 

替雷利珠单抗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致全身皮疹 1 例 

张家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州 350000
 

 

【摘要】目的 1例 63岁男性左上肺鳞状非小细胞癌接受 3周期替雷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卡铂方案治疗，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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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1月余患者突发全身性皮疹伴瘙痒等症状。查体：胸部、背部及四肢，可见粉红色聚集性斑疹和丘疹伴瘙痒，

面部及掌跖部未见皮疹；心肺腹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9.16×10
9
；嗜酸性粒细胞 0.01×10

9
；

嗜碱性粒细胞 0.02×10
9
；IGE：3457ng/m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1IU/L；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等检查

未见明显异常。参考 CTCAE分级，我们考虑该例患者为替雷利珠单抗治疗引起的 3级皮肤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

请肿瘤内科、皮肤科会诊，遵嘱予醋酸泼尼松片 15mg tid、苯磺贝他斯司汀片 10mg bid、糠酸莫米松乳膏等

对症治疗后好转。4月后患者返院行术前评估，完善相关检查排除手术禁忌后，行“胸腔镜下左上肺叶切除术+

纵膈淋巴结清扫术”，术顺，术后行 6周期替雷利珠单抗辅助治疗，过程顺利。 

【关键词】替雷利珠单抗 皮疹   

 

 

替雷利珠单抗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致甲状腺功能异常 1 例 

张家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州 350000
 

 

【摘要】目的 1 例 58 岁男性左肺鳞状非小细胞癌接受 4 周期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方案治疗后出现甲状腺功

能异常，查体：甲状腺 I度肿大，质软，无触痛，心、肺、腹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TSH:＞48.9 mIU/L；

FT3：3.15 pmol/L；FT4：＜3.2 pmol/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56I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0IU/L；肾功

能、电解质、凝血功能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该例患者在接受 2周期治疗后复查发现甲状腺功能亢进，参考 CTCAE

分级，我们考虑该例患者为免疫治疗引起的 1级不良反应，未予特殊处理，嘱其定期复查监测甲状腺功能；在

接受 4周期治疗后，患者复查甲状腺功能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参考 CTCAE分级我们考虑为 2级内分泌免疫相

关性不良反应，请内分泌科会诊，遵嘱予“优甲乐 100mg qd”长期替代治疗后好转，1月后患者返院行术前评

估，完善相关检查排除手术禁忌后，行“胸腔镜下左肺癌根治术(左全肺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术顺，

术后行 6周期替雷利珠单抗辅助治疗，过程顺利。 

【关键词】替雷利珠单抗  甲状腺功能异常  

 

 

1 例心房颤动并发痛风发作患者自服 NSAIDs 诱发上消化道出血的 

用药分析与药学监护 

李晓娟
1,2
，张青霞

1* 

1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53；

2
唐山市丰南区医院药剂科，

河北唐山，063300 

 

【摘 要】目的 探讨 1 例心房颤动并发痛风发作患者自服 NSAIDs 诱发上消化道出血的用药分析与药学监护。

方法 临床药师参与 1例心房颤动并发痛风发作患者自服 NSAIDs诱发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治疗，协助医师制定

抗栓以及抗痛风方案，并对患者进行全程化的药学监护。结果 临床药师发挥专业特长，针对消化道出血后重

启抗栓药物时机以及消化道出血患者伴发急性痛风选择何种抗炎止痛药物提出合理建议，并同时关注药品不良

反应，患者最终症状好转出院。结论 临床药师通过参与 1例心房颤动并发痛风发作患者自服 NSAIDs诱发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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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出血的临床治疗，提供个体化的用药方案及用药监护，并及时识别药品不良反应，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促进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心房颤动；上消化道出血；抗栓治疗；痛风急性发作；用药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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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53;

2
北京市普仁医院药剂科，北

京，100053 

 

【摘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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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心衰常规治疗及头孢曲松抗感染治疗，用药前肝功能正常（ALT 35IU/L），用药 4天后肝酶轻度升

高（ALT 84IU/L），但感染症状和心衰症状明显缓解出院，出院后未使用抗感染药物。出院第 4天患者再次因

心衰及肺部感染复发入住心脏监护室，延续出院前药物治疗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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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1078IU/L，符合严重肝功能损害的诊断标准）。临床药师详细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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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查阅相关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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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持续监护患者病情变化及转氨酶转归，停用头孢曲松 19 天后肝功

能恢复正常。 

【关键词】头孢曲松；药源性肝损伤；心衰；药学监护 

 

 

1 例冠心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致出血性甲状腺肿大的药学分析 

张青霞
1*
，丁倩

1,2△
，李博宇

3
 

1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53;

2
都医科大学药学院临床药学系，

北京，100069;
3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脏内科，北京，100053 

 

【摘要】目的 提醒医生和药师关注阿司匹林对甲状腺的影响。 方法 通过分析 1 例阿司匹林引起出血性甲

状腺肿大的案例，从用药与不良反应的相关性、阿司匹林致出血性甲状腺肿大的药学分析和药学建议等方面进

行讨论。 结果 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前甲状腺超声提示多发结节、甲状腺功能正常，服药 24 天后患者发现脖

子肿大、甲状腺超声提示有血流信号，脖子肿大越来越明显，4 个月后就诊医药联合门诊，药师和医生建议停

用阿司匹林并复查甲状腺功能，复测甲状腺功能正常，停药 10天后，自觉脖子肿大逐渐缩小，1个多月后颈部

肿大完全消退、复查甲状腺超声未见血流信号。 结论 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甲状腺肿大可能是阿司匹林出血

导致，应引起医生和药师的关注，建议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若出现甲状腺肿大应行甲状腺功能和甲状腺超声检

查，尤其是既往有甲状腺疾病的患者。 

【关键词】阿司匹林；甲状腺肿大；出血；药品不良反应；药学分析；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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呋喃唑酮致严重神经系统不良反应 2 例并文献复习 

吕淑贤，黄欣，李晓，崔学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临床药学，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目的 患者 1为 54 岁女性，患者 2为 49岁男性，均因幽门螺杆菌感染服用呋喃唑酮等四联药物治疗，

分别于治疗第 10天和第 8天出现剧烈疼痛，患者 2于治疗第 14天又出现精神异常、言语不轻、走路不稳等症

状，怀疑为呋喃唑酮导致的中毒性脑病、神经病理性疼痛，停用呋喃唑酮，给予激素、营养神经及对症支持治

疗后，两例患者疼痛均消失，患者 2走路不稳等中毒性脑病表现明显好转。 

【关键词】呋喃唑酮；疼痛；中毒性脑病；不良反应；神经系统 

 

 

万古霉素致严重肝损害 1 例 

侯佳，张丽娜，张媛，李进峰  

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药剂科，威海 264200 

 

【摘要】目的 1例 70岁男性患者因左侧腰背部疼痛 10天，发热 1天入院，诊断尿源性脓毒血症。入院时及抗

感染治疗后，患者肝肾功能均无异常。入院第 8天，尿液及全血细菌鉴定加药敏实验培养结果示：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万古霉素<=0.5），将抗菌药物调整为注射用万古霉素（1g，q12h，ivdrip），当日肝功生

化：谷丙转氨酶 21.5 U/L、谷草转氨酶 30.3 U/L。入院第 11 天，复查肝功生化示谷丙转氨酶 677.7 U/L、谷

草转氨酶 1527.9 U/L，排除原发病因素，考虑药物性肝功能损害，停用万古霉素，替换成注射用替考拉宁（600mg，

q12h，ivdrip），加用护肝药注射用谷胱甘肽（1.2g，qd，ivdrip）及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80ml，qd，ivdrip）。

2天后复查生化示谷丙转氨酶 228.7 U/L、谷草转氨酶 171 U/L，较前显著下降，停药第 5天患者肝功能恢复正

常。 

【关键词】万古霉素；严重肝损害；药物诱导；不良反应 

 

 

临床药师协助治疗替硝唑致口腔溃疡 1 例 

汪渝婷，黄娟 

1
四川省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药学部，邛崃 611530； 

 

【摘要】目的 替硝唑为硝基咪唑类抗菌药物，主要用于厌氧菌引起的感染。临床药师协助医生评估和治疗一

例替硝唑引起口腔溃疡的患者，患者恢复良好，对治疗满意。替硝唑说明书暂未将口腔溃疡纳入不良反应中，

临床使用时应注意警惕。 

【关键词】替硝唑 口腔溃疡 药物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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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唑帕尼致心衰个案报道及文献分析 

刘芬
1
，陈素华

2
，尹月

3* 

1
湖南省肿瘤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0；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广东 深圳 518107；

3
北京肿瘤医院，北京

100000） 

 

【摘要】目的 分析培唑帕尼致心衰的发生特点及可能机制，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

晚期肾癌患者应用培唑帕尼致心衰的病例，并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CNKI）及万方数据库关于培唑帕尼致

心衰的个案报道，对患者信息、培唑帕尼致心衰的特点等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结果 本文报道 1 例培唑帕尼首

次治疗 35 天后出现气短，因腹泻停用培唑帕尼又减量再挑战 5 天后再次出现憋喘，LVEF 进一步降低，停药并

治疗后好转的病例。文献分析共纳入 8 篇个案，其中肉瘤 6 例，肾癌 2 例，男女比例 3：5，平均年龄 55 岁。

培唑帕尼致心衰的平均发生时间20.9天。2例患者心衰发生后等量或减量再次使用培唑帕尼，均再次发生心衰。

8例培唑帕尼致心衰患者中 4例死亡，死亡病例均是既往经蒽环或吉西他滨治疗的肉瘤患者。结论 培唑帕尼致

心衰的发生率低，但致死率高，应早期识别高危因素，加强临床监测，确保临床用药安全。 

【关键词】培唑帕尼；心衰；病例；文献分析 

 

 

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1 例 

刘建新 1，王春键 1，张梅香 1 

1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北京，102206 

 

【摘要】目的 病史摘要： 患者女性，70 岁，因鼻衄、皮肤瘀斑 1月就诊。血常规：白细胞（WBC）7.38×10
9
/L，

血红蛋白（Hb） 136g/L，血小板（PLT）1×10
9
/L；血涂片血小板少见，余未见异常。 

症状体征：口腔血肿，皮肤散在瘀点瘀斑，下肢显著。  

诊断方法： 患者通过完善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检查除外其他疾病，根据成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诊断与

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年版）明确诊断。 

治疗方法：甲基强的松龙、泼尼松治疗。 

临床转归：国内疗效标准评估为缓解。 

【关键词】疫苗 血小板减少 

 

 

1 例抗栓治疗致消化道出血的分析与药学监护 

董珉翔，王楠楠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010030 

 

【摘要】目的 临床药师参与治疗方案的选择，包括初始用药方案的制定、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和抗凝药物、以

及重新启动抗血小板药物等方面，并且对抗栓治疗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进行了药学监护，为临床医师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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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抗血小板；抗凝；消化道出血；药学监护 

 

 

度拉糖肽引起胰腺炎的病例分析 

宦娣,吴子静
1
,李佳会

1
,王瑞

2
,李文翔

2
  

1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药剂科,安徽蚌埠 2330001；

2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外科,安徽蚌埠 233000 

 

【摘要】目的 通过使用度拉糖肽后引起胰腺炎的病例分析，加强对药源性疾病的认识。方法 通过 1 例二型糖

尿病患者使用度拉糖肽后诊断为胰腺炎的患者，分析度拉糖肽与胰腺炎发生的相关性。结果 患者使用度拉糖

肽后，腹痛腹胀明显，胰脂肪酶逐渐升高，考虑为药源性胰腺炎。结论 临床药师患者的病情和用药情况，分

析药物使用与药物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及时调整用药方案，为患者合理用药保驾护航。 

【关键词】度拉糖肽;胰腺炎; 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临床药师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致阿尔兹海默症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抗生素脑病

的药学分析 

张海伟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哈密市中心医院药剂科，哈密 839000 

 

【摘要】目的 研究目的：探讨 1 例阿尔兹海默症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脑病发作原因及针对该类患者的抗

感染药物使用原则和用药监护。方法：对 1例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出现脑病的阿尔兹海默症合并慢性肾肾功

能不全患者进行药学监护，同时检索、查阅相关文献，探讨脑病发生的原因。结果：患者脑病很可能由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导致;对于阿尔兹海默症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抗感染药物须在已调整的剂量基础上进行减量。

结论：常规剂量的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可导致老年患者抗生素脑病，当阿尔兹海默症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发

生感染时，医务人员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应格外谨慎，以减少或控制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阿尔兹海默症；慢性肾功能不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生素脑病；药学监护 

 

 

1 例独一味胶囊致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的药学分析 

龚文俊
1
, 边原

2*
 

1
彭州市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四川 彭州 6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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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目的 为临床安全使用独一味胶囊提供参考。方法：临床药师对我院关节骨科 1 例独一味胶囊致急性

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acute generalized exanthematous pustulosis，AGEP)的发生与治疗过程进行介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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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查阅相关药品说明书及检索相关文献资料，评估该药品不良反应（ adverse drug reactions，ADR）的原因

及严重程度，提出独一味胶囊导致严重皮疹的合理用药建议。结果与结论：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

理办法》，分析本例患者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与独一味胶囊的关联性为“很可能”，以上症状延长患者住

院时间，定义为“严重的 ADR”。临床药师建议临床在使用独一味胶囊时应当详细询问患者过敏史，在用药早

期密切监测患者过敏反应。对于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应尽快停止给药，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抗过敏治疗，

避免过敏性反应持续进展，延长患者住院时间。临床药师对使用独一味胶囊的患者应及时进行用药教育，告诫

患者后期就诊时务必告知医师此次严重 ADR 的相关药物，避免过敏性反应的再次发生，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关键词】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独一味胶囊；药品不良反应 

 

 

1 例疑似瑞芬太尼与酮咯酸氨丁三醇相互作用致儿童呼吸抑制 

赵欢欢  亳州市人民医院，安徽亳州 236800 

 

【摘要】目的 1例 4岁儿童因车祸伤术后先使用瑞芬太尼与酮咯酸氨丁三醇，第 2剂瑞芬太尼 5.00 μg/(kg·h)

结束 77min后，予以第 3剂酮咯酸氨丁三醇 83.33 μg/(kg·h)，酮咯酸氨丁三醇给药 1h后患者出现呼吸抑制。

立即清理呼吸道、自口腔及鼻腔内吸出少许白色粘液，鼻导管吸氧，停用镇痛药酮咯酸氨丁三醇，同时予以纳

洛酮应用，患者呼吸抑制改善。 

【关键词】瑞芬太尼；酮咯酸氨丁三醇；药物相互作用；呼吸抑制；儿童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致鼻粘膜水肿 1 例 

刘丽  亳州市人民医院，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目的 分析 1 例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致鼻粘膜水肿不良反应，提醒临床医生在使用盐酸法舒地尔时需

密切关注用药安全。方法 报道 1 例肺动脉高压患者使用法舒地尔过程中出现鼻粘膜水肿的病例资料，并分析

其可能的原因。结果 鼻粘膜水肿为法舒地尔的新的不良反应，停药后可缓解。法舒地尔致鼻粘膜水肿的机制

与其扩张毛细血管的作用有关，除此以外还可能与患者的原患疾病和药物过敏史也有一定相关性。结论当患者

使用法舒地尔前需严格严格掌握药物适应症和用法用量，其次还应仔细询问患者个人病史及过敏史，用药过程

中注意缓慢滴注并关注患者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输注过程中发现异常时应立即停药，必要时实施救治。 

【关键词】法舒地尔；鼻粘膜水肿；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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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婴儿口服吗替麦考酚酯致药物性结肠炎 

宁俊杰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1 例 11 月女性患儿 4 月龄时因“先天性胆道闭锁”行“肝移植术”，术后予以吗替麦考酚酯联

合他克莫司口服治疗，用药后 7月患儿出现顽固性腹泻，行止泻、肠内外营养等保守治疗无效。实验室检查粪

便检测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弯曲杆菌、艰难梭菌、耶尔森氏菌、产肠毒素大肠杆菌、寄生虫均阴性；血浆巨

细胞病毒聚合酶链反应阴性；血清他克莫司药物浓度：9.3ng/ml（治疗范围：5-20ng/ml），未检测血清吗替

麦考酚酯水平。结肠镜及病理检查显示：炎症性肠病特征。考虑到该患儿有服用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病史，不除外此药致肠道损伤可能，治疗方案更改为在原有治疗基础上停用 MMF。停用 MMF 后

1周患者未再腹泻，痊愈出院。 

【关键词】肝移植; 吗替麦考酚酯; 药物性结肠炎； 

 

 

1 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合并血液透析患者的药学监护 

李莉莉，吴新安  合肥京东方医院 药学科，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目的 药师通过对 1 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合并血液透析患者的用药监护，及时跟踪患者用药信息、

监护并分析患者在溶栓抗凝过程中反复出血的原因和透析患者出院后抗凝药物的选择等，临床药师及时查阅资

料并给出建议，有效改善患者病情，最终患者好转出院。 

【关键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置管溶栓；抗凝；出血；感染；药学监护 

 

 

1 例奥硝唑分散片口服引起的固定型药疹报告 

张华俊
1
，李昕岳

2
  

1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066000；

2
吉林大学，130021 

 

【摘要】目的 分析固定型药疹的临床干预和治疗。方法   临床药师与医生共同参与 1例固定型药疹的治疗与

随访。结果  1名 43岁女性患者因盆腔炎口服奥硝唑分散片 1次后出现口唇水疱，手指、脚趾关节肿胀，外阴

及肛周肿胀。停用药物且给予抗过敏治疗后患者好转，抗过敏药物治疗 3 天后患者关节及外阴肿胀减轻，7 天

后口唇水疱消失，但口唇色素沉着，3 个月色素沉着消失。结论  提高对固定型药疹的早期识别和治疗，减轻

患者严重不反应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固定型药疹；奥硝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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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卡瑞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例分析 

李晓翠 

 

【摘要】目的一例男 66 岁患者因食管癌先后行新辅助化疗和术后化疗 1 月余为行进一步治疗就诊我院，

2020.9.18 行“紫杉醇 300mg+顺铂 140mg+卡瑞利珠单抗 200mg”静脉滴注。治疗前患者甲状腺功能正常，第 1

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首次用药后第 22 天）患者出现乏力，疲劳等症状，甲状腺功能检查结果：促甲状腺

激素，93.760μIU/ml，游离甲状腺素，1.12pmol/L，考虑甲状腺功能减退，暂停抗肿瘤治疗，予左甲状腺素

钠片进行补充，患者症状逐步缓解，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因疾病治疗周期，2020.11.11 重启卡瑞利珠单抗

200mg免疫治疗联合紫杉醇 300mg 和顺铂 140mg 化疗，同时补充甲状腺素，治疗后 42天，患者出现畏寒，乏力，

疲劳，体重增加等症状，甲状腺结果：促甲状腺激素，35.54μIU/ml，游离甲状腺素，10.22pmol/L，甲状腺

功能减退加重，调整左甲状腺素钠剂量后，患者症状缓解，甲状腺功能逐渐恢复正常。2 月后复查：促甲状腺

激素，0.735μIU/ml，游离甲状腺素，19.27pmol/L。左甲状腺素钠逐渐减量后，4月后患者恢复正常。 

【关键词】食管癌；卡瑞利珠单抗；甲状腺功能减退 

 

 

度伐利尤单抗致重度免疫相关性胰腺炎 1 例 

魏浩洁  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 患者，男，54 岁，2020 年 10 月 21 日院外胸部 CT 提示：左肺门占位伴阻塞性肺炎（3*2.1 cm），

纵膈淋巴结转移伴周围癌性淋巴结管炎。支气管检查提示：左下叶基底段管口明显狭窄，管腔黏膜浸润，未见

明显新生物 

【关键词】度伐利尤单抗；免疫相关胰腺炎；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皮质醇激素 

 

 

那屈肝素钙抗凝治疗致腹直肌鞘血肿 1 例并文献复习 

汪小英 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陈瑞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 

 

【摘要】目的 探讨那曲肝素钙致腹直肌鞘血肿（ Rectus sheath hematoma,RSH）发生的机理及危险因素。方

法 分析 1 例应用那曲肝素钙抗凝致患者发生 RSH 的治疗经过，通过文献阅读及分析，探讨 RSH 发生的机理、

危险因素及处理措施。结果 经暂停抗凝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后，患者死亡。结论 RSH 的发生与高龄、2 型糖

尿病、肥胖、注射方式、咳嗽等因素有关，提示临床应加强对高危患者的识别，定期监测凝血指标。 

【关键词】那曲肝素钙；抗凝；腹直肌鞘血肿；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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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结肠炎 1 例 

魏浩洁  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目的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可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期，但其独特的免疫相关

不良反应也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分析 1例 60岁晚期肺癌男性患者使用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 200 mg ivgtt 

后，出现严重腹泻，考虑为 PD-1 抑制剂引起的免疫相关性结肠炎，予以激素冲击联合美沙拉嗪肠溶片及其他

对症治疗，最终好转。 

【关键词】帕博利珠单抗；免疫相关性结肠炎；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致Ⅱ型 Kounis 综合征 1 例 

武东
1
，汪晓娟

1*
，魏浩洁

1
，马震

2
，刘文光

2
 

阜阳市人民医院，
1
药剂科；

2
心血管内科，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 患者，男，63岁，因“反复剑突下疼痛 4月，再发加重 3 d”于 2021年 3月 22日入院。4月前患者

无明显诱因下出现阵发性剑突下针刺样疼痛，持续约半分钟自行缓解，无放射性疼痛。3 d 前症状加重，性质

及持续时间同前，伴下腹部隐痛和恶性，无呕吐、畏寒等症状。既往史：高血压病 20年，硝苯地平缓释片 30 mg 

qd 治疗，血压控制良好；2 型糖尿病 10 年，二甲双胍肠溶片 0.5 g bid 治疗，空腹血糖控制在 7 mmol/L，餐

后血糖未监测；有颈椎和白内障手术史，否定药物过敏史。 

【关键词】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Kounis综合征；过敏反应；急性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临床药师对卡马西平致糖尿病患者白细胞降低的药学监护 

谷宏伟
1
，海鑫

1*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医院药学部，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对使用卡马西平的糖尿病患者出现白细胞减少的药学监护内容和要点，为临床药

师的药学监护提供思路和参考。方法 以 1 例使用卡马西平的女性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提供个体化用

药监护。结果 临床药师用药前评估患者的各种生理指证，对其提供药物治疗方案，充分发挥药师在治疗团队

中的作用。结论 临床药师积极提供药学服务，制定个体化的给药方案，确保合理用药安全。 

【关键词】临床药师；卡马西平；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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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炔诺酮致急性肝损伤的病例分析 

李夏炎  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目的 药物性肝损伤是临床常见和相对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而炔诺酮作为一种避孕药是口服有效的孕

激素,它还可以用于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内膜异位症、妇女不育症等. 常见的副作用有恶心、头晕、乏

力、突破性出血等,而炔诺酮导致急性药物性肝损伤的病例较为罕见,并且说明书中未记载该药物具有肝毒性.

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一例炔诺酮所致药物性肝损伤的病例，现报道如下. 

【关键词】 炔诺酮；不良反应；药物性肝损伤；病例分析； 

 

 

抗结核及保肝治疗致肾病综合征 1 例 

廖恒，陈寒梅，杨雪梅，刘心霞*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四川 成都 610036；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 昆明 650032；雅安市雨城区人

民医院，四川 雅安 625000；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目的 通过对 1 例抗结核及保肝药治疗致肾病综合征病例进行分析，为临床优化治疗方案减轻药物不

良反应提供参考。方法 根据发生肾病综合征的可能因素，分析其与病理因素及药物治疗的相关性，并讨论抗

结核药物及硫普罗宁治疗存在的危险因素和处置方法。结果 停用抗结核药物和硫普罗宁，并予利尿等对症治

疗处理，患者水肿及尿蛋白情况得到逐步改善。结论 病人长期使用抗结核药物及硫普罗宁存在药源性器官损

伤的风险，临床需对有报道引起类似药物不良反应有敏感性与警觉性，并进行合理判断及时处理。 

【关键词】利福喷丁；硫普罗宁；肾病综合征；药物不良反应； 

 

 

卡瑞利珠单抗致过敏性休克一例 

徐保平
1
，刘凯

2
，程伟

2，3
 

1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六安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安徽 六安 23700；

2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六安市中医院放疗科  

安徽 六安23700；
3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六安市中医院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安徽 六安 23700 

 

【摘要】目的 患者，男性，84岁，体重41Kg，身高163cm。2021年1月12日患者因"食管癌放化疗后11年余，再

次放疗后1年余"入院。2020年12月24日我院第一次行免疫治疗，治疗方案：卡瑞利珠单抗（江苏恒瑞公司，批

号: 202001001A）200mg+0.9% NS100ml 静脉滴注，未发生不良反应。3周后，患者于2021年01月19日第二次进

行免疫治疗，方案同前。静脉输注卡瑞利珠单抗10分钟后患者诉胸闷，心慌不适，有濒死感，胸部以及上肢多

处皮疹。心电监护示：P 110次/min，BP 69/24mmHg，R 28次/min，SPO2 86%，考虑过敏性休克。立即停止静脉

输注卡瑞利珠单抗，予吸氧，抗过敏，补液扩容等对症治疗。2小时后患者症状基本缓解，无心慌不适，上肢

以及胸部皮疹消退。由于卡瑞利珠单抗的广泛使用，其引起的过敏反应或过敏性休克应当引起临床医师和药师

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卡瑞利珠单抗；药物不良反应；过敏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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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泊芬净致低钾低钙血症 

徐保平，杨浩，魏启国，彭怀文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六安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安徽 六安 23700 

 

【摘要】目的 1 例 35 岁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酮症酸中毒纠正后，因并发肺曲霉菌感染，予静脉应用醋酸

卡泊芬净（50mg，q12h）治疗，使用卡泊芬净第三天出现低钾血症，对症处理后恢复正常。使用卡泊芬净第六

天再次出现低钾、低钙血症，予补钾补钙后恢复正常。使用卡泊芬净第八天再一次出现低钾、低钙血症，予补

钾补钙后电解质恢复正常。怀疑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所致不良反应，停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使用卡泊

芬净第十天又出现低钾、低钙血症，排除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所致不良反应，考虑卡泊芬净所致低钾、低钙

血症，停卡泊芬净，改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并予补钾补钙对症处理后电解质恢复正常。停卡泊芬净后第二

天以及第四天复查电解质均正常。 

【关键词】卡泊芬净；低钾低钙血症；药物不良反应 

 

 

他莫昔芬致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文献病例分析 

牛晓强，王慧敏，赵智卉，李宝剑，魏泽卉，胡晓玲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药剂科，长治 046000 

 

【摘要】目的 探讨他莫昔芬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

Medline 和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截至 2021年 5月），收集他莫昔芬致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

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一般情况、原发疾病、合并疾病、他莫昔芬应用情况、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查、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 16例，均为女性；年龄 36~55岁，

平均 47岁；原发病均为乳腺癌；合并其他疾病者 11例。他莫昔芬相关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发生在首

次服用他莫昔芬 1~48 个月，中位时间为 8.5（3.75~15）个月（12例≦12个月）。他莫昔芬致高甘油三酯血症

性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症状和实验室、影像学检查结果与其他原因引起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类似。临

床表现多为腹痛伴有恶心、呕吐、发热等；实验室检查示血淀粉酶和/或脂肪酶水平升高、血甘油三酯异常升

高。16例均停用他莫昔芬，视情况给予禁食、抑酸抑酶、补液、止痛、抗感染等急性胰腺炎对症处理；9例给

予降低血甘油三酯水平治疗。停用他莫昔芬后 3~60 d，14例患者痊愈出院，1例因感染性休克自动出院，1例

因肝衰竭死亡。痊愈出院患者中 6 例给予来曲唑替代治疗，1 例给予醋酸戈舍瑞林替代治疗。 结论 他莫昔芬

相关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可发生在用药 1~48个月，多发生在用药≦12个月。合并有高甘油三酯血症、

糖尿病患者可能更易诱发急性胰腺炎。临床表现与其他原因引起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类似，多数患

者表现为中度重症胰腺炎，个别患者发展为重度重症胰腺炎。及时停药、急性胰腺炎对症治疗、降低血甘油三

酯水平治疗后，患者多可痊愈，个别死亡。 

【关键词】胰腺炎；高甘油三酯血症； 他莫昔芬；药物相关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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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 COVID-19 疫苗接种致膜性肾病复发的病例分析 

陈寒梅
1
，刘心霞

2,3
，黄桦

1
 

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科，云南 昆明 650032；

2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四川 成都 6100722；
3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722 

 

【摘要】目的 本文就 1 例接种 COVID-19 灭活疫苗致膜性肾病复发的案例进行分析，为此类患者安全使用

COVID-19灭活疫苗提供参考。 方法  临床药师对该患者进行药学监护，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分析 COVID-19灭

活疫苗接种致肾病综合征新发或复发的研究进展。 结果  近来有文献报道接种者在接种 COVID-19疫苗后发生

新发肾小球病或原有肾小球病复发，其中 mRNA疫苗相关报道较多，灭活疫苗相关报道较少（检索到国外报道 4

篇）。在肾脏病领域，尚缺乏在肾病患者中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数据，COVID-19 疫苗接种与新发和复

发肾病综合征的深层次关系尚需研究。 结论  肾病综合征患者接种 COVID-19 疫苗应更密切关注病情的变化，

警惕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还需更多临床数据支持该类患者个体化接种策略以促进该类人群 COVID-19 疫苗接

种获益。 

【关键词】COVID-19疫苗；膜性肾病；肾病综合征；复发 

 

 

一例肺腺癌患者口服吉非替尼片诱发肝损的病例分析 

吴庆荣，张丽华，张宇，宋晓兵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目的 通过 1例药物性肝损害病例，探讨临床药师在药物性肝损害治疗方案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临

床药师参与 1例吉非替尼导致肺腺癌患者肝损伤的的临床治疗分析，协助医生完善治疗方案，分析了不良反应

治疗的药学监护过程和治疗过程。 结果  临床药师以其专业特长参与治疗方案的调整，临床医师接受药师意

见，最终患者治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肝损伤患者的治疗与监护，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

生，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临床药师；吉非替尼；药物性肝损伤；药学监护 

 

 

联合应用卡瑞利珠单抗和阿帕替尼致药疹 1 例 

戴丽，王凤玲，邢海燕，孟祥云 

安徽省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合肥 230011 

 

【摘要】目的 1例 80 岁男性患者因左肺腺癌行 6个周期化疗后进展，采用免疫治疗，给予卡瑞利珠单抗 0.2g

静脉滴注（第 1天，21天为 1个周期）。首次静脉滴注卡瑞利珠单抗后 1周，患者躯干部出现多处皮疹伴瘙痒，

对症治疗后好转。继续第 2周期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后 5天，患者头面部、躯干及四肢再次出现大

面积皮疹伴瘙痒，诊断为发疹型药疹。停用卡瑞利珠单抗及阿帕替尼，给予糖皮质激素和抗过敏药物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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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后皮疹基本消退。 

【关键词】卡瑞利珠单抗；阿帕替尼；药品不良反应；皮疹； 

 

 

一例 TDF 治疗 allo-HSCT 术后 HBV 再激活致肾损伤分析 

马源源，龚妍，徐臻，陈晨，陈芬，秦琰杰，李嘉欣，汪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武汉 430022 

 

【摘要】目的 分析一例使用逆转录酶抑制剂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术后乙型肝炎病毒（HBV）再激活致肾损伤不良反应。分析急性肾损伤发生的原因及发生机制。

为临床合理应用 TDF提供参考，警惕 TDF肾毒性反应，以提高临床用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关键词】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肾损伤；乙肝病毒激活；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左乙拉西坦致肝损伤文献病例分析  

梁霄
1
，沈姗

1
，魏敦灿

2，
张雅慧

1
，张文

1
，卢翠翠

1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药学部，济南 250021；

2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汕头 515041 

通信作者：卢翠翠，Email：cece2021@163.com 

 

【摘要】目的 了解左乙拉西坦致肝损伤的临床特点。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Embase 和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收集左乙拉西坦致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基

本信息、左乙拉西坦应用情况、合并用药、肝损伤发生情况、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共

检索到左乙拉西坦相关肝损伤患者 17 例，男性 9 例，女性 8例；年龄 1 个月~76 岁，平均 35岁；左乙拉西坦

用药指征为原发性癫痫 7 例，继发性癫痫 10 例；合并其他疾病者 5 例。12 例有用药剂量记录，均在说明书推

荐范围内；17 例患者开始左乙拉西坦治疗至诊断肝损伤的时间为几小时~5 个月，≤2 个月者 14 例（82.4%）； 

7例为肝细胞损伤型，1例为胆汁淤积型，1例混合型肝功能损伤，余 8例因缺乏相关数据而无法确定肝损伤类

型；9 例有临床表现描述，主要包括皮肤巩膜黄染（5 例）、发热（3 例）、恶心（2 例）、呕吐（2 例）和胆

汁尿（2 例）；诊断肝损伤后，13 例患者减量或停用左乙拉西坦，9 例未给予其他干预，1 例给予甘草酸单铵

半胱氨酸治疗 3例给予糖皮质激素等治疗；6例患者无肝功好转时间记录，7例患者于停药或减量后 3 d～37 d

肝功逐渐好转。1例患者因肝衰竭需要进行肝移植，术后再次应用左乙拉西坦，再次发生肝损伤，停药后好转。

1例无是否停用左乙拉西坦记录，给予人工体外肝支持，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2例未停用左乙拉西坦，1例出

现急性肝衰竭后进行了肝移植，预后不详；1例出现爆发性肝衰竭并死亡。结论 左乙拉西坦可导致肝损伤，多

发生在用药 2个月内，主要临床表现为皮肤巩膜黄染、发热、恶心、呕吐和胆汁尿等；左乙拉西坦后停用或减

量后，肝损伤多可好转。  

【关键词】左乙拉西坦；化学及药物性肝损伤；药物相关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mailto:cece2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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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头孢哌酮舒巴坦致严重凝血功能异常并文献复习 

李锋
1    

王亚楠
1    

褚永培
1
    刘琼

2
   苏丹

3
 

1
界首市人民医院 安徽 界首 236500；

2
淮北市人民医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目的 了解头孢哌酮舒巴坦（CPA/SAM）对凝血功能的影响及处置措施。方法 对我院 1 例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导致严重的凝血功能异常的病历进行分析，结合文献探讨引起凝血功能异常的相关原因及预防措施。

结果 在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后第 4天后，复测患者凝血功能，发现 INR、凝血酶原时间（PT）严重升高，立即

停用头孢哌酮舒巴坦。结论 当头孢哌酮舒巴坦导致凝血功能异常时应立即停药，并肌肉注射维生素 K1，并对

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提前干预，减少凝血功能异常风险的发生。 

【关键词】头孢哌酮舒巴坦； 不良反应； 凝血功能异常 

 

 

卡瑞利珠单抗致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刘慧，刘源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 河南商丘 476900 

 

【摘要】目的 1 例 73 岁男性患者因左肺鳞癌采用免疫治疗，予卡瑞利珠单抗 200 mg 静脉滴注，1 次/21 d。

患者无糖尿病病史，治疗前血糖正常。应用卡瑞利珠单抗 8 周期+75 d 后，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口干、胸闷、

乏力伴头晕、言语不清症状，3 d后症状加重，实验室检查示空腹血糖 37.38 mmol/L，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示

空腹、餐后 1、2和 3 h血糖水平均高于参考值上限，C肽值和胰岛素释放均低于参考值下限，考虑为卡瑞利珠

单抗导致的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经多次调整降糖方案，最终确定为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12 U皮下注射、三餐前；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16 U 皮下注射、睡前；12 d后，患者症状好转，空腹血糖 5.1~ 8.9 mmol/L，餐后血糖 6.5~8.6 

mmol/L。 

【关键词】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卡瑞利珠单抗 

 

 

过量甲氨蝶呤诱发异位妊娠患者全身毒性的药学监护 1 例  

 

蒋陈晓
1
，蒋云飞

2
，徐吟秋

1
，王军

2
，葛卫红

1
  

1
江苏省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学部，江苏南京 210000；

2
江苏省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急诊医

学科，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目的 背景：甲氨蝶呤（MTX）是一种叶酸拮抗剂，主要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恶性肿瘤、 银屑

病和异位妊娠。在临床实践中，肌肉注射 50mg/m2 或 1mg/kg MTX 是指南推荐的治疗异位妊娠的标准剂量。

过量肌肉注射 MTX 可能导致严重的全身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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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我们报告一名 35 岁女性，诊断为异位妊娠，服用过量 MTX 和米非司酮后出现全身毒性，临床表现为

口腔粘膜溃疡、口腔脓疱、表皮坏死、急性肝肾损伤、骨髓抑制和味觉丧失。MTX 使用后第 4 天于当地医院

进行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MTX 使用后第 7 天，我们医院使用亚叶酸解毒、水化和尿液碱化来减轻 MTX 引起

的全身毒性。临床药师通过 MTX 血药浓度和基因检测协助指导临床治疗。  

结论：临床医生应警惕 MTX 的剂量，避免过量使用，并关注 MTX 相关的急性全身毒性。  

一旦发生毒性后应尽快给予 CRRT 治疗、解毒方法和支持性治疗，以减轻 MTX 的毒性。血药浓度和基因检测

在 MTX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甲氨蝶呤；全身毒性；异位妊娠；血药浓度检测；基因检测 

 

 

基于前置处方审核系统的儿童专科医院心内科门急诊超说明书 

用药合理性分析  

杜朝阳
1*
，史强

1
，邵魏

2
，张雷

1
，袁越

2#
，王晓玲

1#
  

1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药学部 北京 100045；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心脏内科 北京 100045） 

  

【摘要】目的 对儿童专科医院心内科的全年度门急诊处方进行点评，分析超说明书的合理用药现状。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汇总 2021 年度心内科门急诊处方在每日经前置处方审核系统普华和诚合理用药软件审

核后的所有阳性不合理处方，经药师、医师联合复审判定出假阳性不合理用药处方，再根据循证医学证据进一

步判定超说明书用药情况，并用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抽取 2021 年度心内科门急诊所有处方共

计 84821 张，经合理用药软件点评得到不合理阳性处方 335 张，包含 360 条药品信息条目。经儿童心血管

专科临床药师/医师联合复审前置审核系统筛出的阳性不合理处方后，判定假阳性不合理处方 169 张，抽查处

方的比例为 0.20%，涉及医嘱条目 189 条，其主要原因为儿科超说明书用药情况未在系统中完善，以及系统

无法审核处方医嘱的临床特殊事宜备注而导致的系统误判，其中超适应症用药 81 条（42.86%）、超用法用量 

71 条（37.57%）、超说明书重复用药 22 条（11.64%）、超相互用药 10 条（5.29%）和超给药途径用药 5 条

（2.65%）。结论：儿童心内科门急诊存在一定的超说明书用药情况，主要表现为超适应症用药和超用法用量。

为进一步规范儿童心内科门急诊的合理用药，在门急诊实时前置处方审核的基础上，每天合理用药软件事后点

评结合药学/医学联合复审，并通过不断完善超说明书用药规范化管理和系统规则，以期全方位提升临床的合

理、规范用药。  

【关键词】 前置处方审核；门急诊；心内科；儿童；超说明书用药；合理用药 

 

 

含马兜铃酸中药及其制剂相关肾损害国内文献分析 

严远梅 

 

【摘要】目的 马兜铃酸肾病（aristolochic acid nephropathy, AAN）是我国常见的慢性肾间质性疾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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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群较多，AAN 仍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本文拟调查含马兜铃酸中药及其制剂相关肾损害的临床特征和

发病原因，以为临床合理使用中草药提供预警，更好地预防中草药相关性肾损害。方法：以“马兜铃酸”为关

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收集 2000-2020年国内文献报道的与含马兜铃酸中药及其制剂相关的药物

性肾损害病例，对患者的一般情况、用药情况、肾损害的临床表现、预后和转归进行归纳分析。结果：含马兜

铃酸中药及其制剂相关的肾损害共 425 例，多发于中老年，用药后肾损害发生时间最短 3d，最长可达数十年，

临床主要表现为恶心乏力、尿检异常、肾功能减退。经过治疗，报告病例均有不同程度不可逆的肾功能受损，

其中进展为肾功能衰竭患者以血液透析为主的替代治疗，有 4个死亡病例。结论：含马兜铃酸中药及其制剂可

引起肾损害，临床用药过程中应给予重视，并为相关肾损害的治疗措施探索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马兜铃酸；肾损害；药品不良反应 

 

 

环孢素致自限性卡波西肉瘤  

束庆
1
，唐冯一

1,2
 孔玮

3
，彭宇竹

4
，葛卫红

1
，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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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药学部，南京 210008；

2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鼓楼医院 药学部，南京 210008；

3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风湿免疫科，南京 210008；
4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 210008  

 

【摘要】目的 一名 62 岁女性应用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胺治疗系统性血管炎 11 月余，因病 情控制不佳加用

环孢素 5 月余。患者因右下肢出现暗红色皮疹就诊，皮肤活检结合免疫组 化考虑卡波西肉瘤。但是，患者未

遵医嘱针对性治疗卡波西肉瘤，遵医嘱在停用环磷酰胺、 环孢素，约 7d 后右下肢皮疹逐渐好转。分析提示，

患者前期使用环磷酰胺未出现卡波西肉 瘤相关体征表现，而在使用环孢素 5 月后出现相关症状，因此考虑患

者的卡波西肉瘤发生 与环孢素副作用相关。  

【关键词】环孢素；自限性卡波西肉瘤；免疫抑制剂；系统性血管炎 

 

静脉滴注莫西沙星致过敏性休克伴瘙痒性皮疹 

康乐，王彦，胡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淞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940 

 

【摘要】目的 1例 65 岁女性患者因肺部感染予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0.4g静脉滴注，1次/d。用药前患

者心率 78次/min，呼吸 20 次/min，血压 135/85mmHg。用药开始 10分钟左右，患者双手出现红晕伴瘙痒症状，

继而主诉心慌、出冷汗、眼冒金星，测心率 120次/ min，呼吸 28次/ min，血压 82/40mmHg，考虑为莫西沙星

导致的过敏性休克。立即停用该药，予心电监护，吸入医用氧，静脉推注注射用甲波尼龙琥珀酸钠 40mg，肌肉

注射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10mg。30min后上述症状逐渐缓解，心率85次/ min，呼吸23次/ min，血压106/80mmHg。 

【关键词】莫西沙星、过敏性休克、瘙痒性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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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迪利单抗致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综合征 

赖颖瑜  贺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贺州 542899，Email：398805267@qq.com  

 

【摘要】目的 1 例 49 岁女性患者因结直肠癌术后及多发转移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第 6 周后出现典型口干、

多饮、体重减轻症状，1 周内进展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院，随机血糖 26.83mmol/L，入院后予补液、降糖等

对症治疗。实验室检查示糖化血红蛋白 7.5%，空腹胰岛素及 C肽水平均远低于正常值下限，胰岛功能低下，谷

氨酸脱羧酶抗体阳性，诊断为免疫介导性 1型糖尿病，予胰岛素治疗。同时，甲状腺功能检查示患者存在甲状

腺毒症，摄碘功能明显受损，彩超提示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伴有甲状腺球蛋白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升高，

但并无甲亢相关症状，考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不予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定期检查甲状腺功能。患者既往无

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病史，考虑为信迪利单抗致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综合征。多次调整降糖方案后血糖控制

稳定，予出院。 

【关键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抑制剂；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综合征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致混合型药物肝损伤 

张华俊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 

 

【摘要】目的 1 例 35 岁女性患者因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皮下注射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 3.75 mg。皮下注

射 3 次后患者出现严重恶心、呕吐，不能忍受，实验室检查示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 442.6 U/L，天冬氨酸

转氨酶(AST) 212.9U/L，总胆红素(TBil) 101.4μmol/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 126.2 U/L，血清碱性磷

酸酶 480.5U/L；尿胆红素＋＋。考虑为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致肝损伤，给予退黄、保肝、减轻胆汁淤积对

症治疗。10d后患者 ALT 17.5U/L，AST 9.7U/L，TBil 15.8μmol/L，γ-GT 38.1 U/L，ALP 85.2U/L，尿胆红

素阴性。 

【关键词】亮丙瑞林    肝损伤 

 

 

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多器官损伤 

陈科帆
1，2

，陈杰
2 

1
中山大学，广州 510080；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广州 510080 

 

【摘要】目的 1例 61岁老年男性因胆管癌综合治疗后肿瘤复发，于我院接受帕博利珠单抗 200mg 静脉滴注 q3w

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化疗方案治疗。在第三程免疫联合治疗 1周后患者出现免疫相关性心脏毒性，予以停药和

对症处理，此后患者还经历免疫相关性肝损伤、肺毒性和神经肌肉病变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在经甲泼尼

龙联合丙球冲击治疗和血浆置换后，患者临床症状和实验室相关指标好转，生命体征平稳。 

【关键词】帕博利珠单抗；免疫相关性多器官损伤；糖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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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抑制剂致糖尿病 3 例并文献复习 

茅蕾蕾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报道 3例肿瘤患者应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 1，PD-1）

或程序性死亡配体-1抑制剂（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后出现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PD-1/PD-L1

抑制剂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因其抗肿瘤作用靶向性强，被广泛用

于各种肿瘤的临床治疗。ICIs 相关性糖尿病起病急，进展迅速，目前缺乏有效的预测手段，临床应用此类药物

时应加强血糖监测。 

【关键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糖尿病；药源性疾病 

 

 

PD-1 抑制剂致横纹肌溶解伴肌炎 1 例 

付渊洁
1
，吉英杰

1
，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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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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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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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老年医学科，北京，100039；

2
通讯作者：Email: chengyq302@126.com 

 

【摘要】目的随着 PD-1 抑制剂（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在肿瘤疾病应用日益增多，其引起的严重免疫相关

不良反应日渐增多。本文对 1 例 PD-1 抑制剂特瑞普利单抗治疗 2 周后出现多发性肌炎、呼吸衰竭、急性心肌

梗死等不良反应的案例进行了讨论分析。 

【关键词】PD-1抑制剂 横纹肌溶解 肌炎 特瑞普利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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