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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发展史

精准医学模式 精准医疗综合检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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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疗与传统医疗的用药差异

13种常见化药45种批准靶药 45+临床靶药

用药有效率25% 用药有效率75%

---第五届肺癌个体化治疗大会（2015）
---精准医疗与基因测序大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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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发生依赖于驱动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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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长失控= 癌症

如果我们理解了癌细胞
的特异性改变，那么就
能用靶向疗法而非放疗
或化疗阻止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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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诊断是精准医疗的基础

精准医学是未来临床医学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分子诊断已经进入NCCN推荐的标准
诊疗方案。其中肺癌的精准诊疗是所有肿瘤的领跑者。

精确基因诊断并进行靶向治疗可延长肿瘤患者OS

• 279例(28%)伴驱动基因突变患者的数据用于选择靶向治疗或入组靶向研究

• 在有后续临床随访信息的938例患者中，总生存分析如下：

不伴驱动突变
的患者 (n=361)

P<0.0001

OS 中位生存时间 (年)

伴驱动突变没有接受靶
向治疗的患者(n=313)

伴某种驱动突变接受
靶向治疗的患者(n=264)

Kris MG,et al. JAMA. 2014 May 21;311(19):1998‐2006.

Figure 1 Various classes of tumour heterogeneity in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

肿瘤的动态检测，将为全面理解异质性和肿瘤的发展动态提供窗口

基因分型指导的个体化治疗对指导用药至关重要

Mitsudomi, T. et al. (2013Nat. Rev. Clin. Oncol. doi:10.1038/nrclinonc.2013.22

肺腺癌人群 经驱动基因
筛选分类

检测结果指
导用药

TKI治疗过
程中动态监

测

理解单个病
人耐药机制

变化

靶向治疗药物数量增加

今天：
15种已批准药物

针对10种靶点变异

即将到来：
~700种化合物正在研发中

针对150种靶点变异

靶向特定的信号通路及驱动突变是很好的癌症治疗策略

为某一肿瘤类型检测时，要做哪些分子检测或者要做多少种检测会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

年
2005 2012 2015 2020 2025

针对150种靶点变异

Hanahan D and Weinberg RA, Cell 144, 2011

精确诊断 靶向治疗

肺癌精准医学是精确诊断与靶向治疗的结合

分子靶点 药物

EGFR 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阿法
替尼、CO-1686, AZD9291

ALK 克唑替尼、Alectinib

Met
Tivantinib(ARQ197), 
Onartuzumab(MetMab)
Cabozantinib(XL184)

Li TH, et al. J Clin Oncol 2013; 31:1039-1049.
Vari S, et al. Expert Opin Drug Discov 2013; 8(11):1381-1397.

( )

FGFR1 Nintedanib, XL999

HER-2 阿法替尼

RET/ROS融合基因 克唑替尼, AP 26113, ASP 3026

RAS/MAPK通路
Trametinib(GSK1120212)，
Pimastertib，Refametinib, 
TAK733……

PI3K/PTEN/AKT BEZ235, XL-765……

PD-1/PDL-1 Nivolumab,MPDL3280A

HSP 90 ….. Ganetespib

肺癌患者主要驱动基因对比:东亚v.s欧美

Kohno, Takashi, et al. "Beyond ALK-RET, ROS1 and other oncogene fusions in lung cancer." Translational lung cancer research 4.2 (2015):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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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肺腺癌患者基因突变谱

Wu YL, et al. 2012  PLoS ONE 7(6): e40109. 
Koh Y, et al. 2013 ASCO Abstract 7572.

中国 (n=354)

EGFR依然是亚裔腺癌最常见的驱动基因

日本 (n=201)

IPASS开启了EGFR-TKI的肺癌精准医学时代

莫树锦 吴一龙 等 N Engl J Med. 2009; 361: 947‐957  IF: 54.42

IPASS的结果被不断验证

IPASS WJOG3405 EURTAC

LUX‐LUNG3FIRST 
SIGNAL

第一个发现吉
非替尼在EGFR
基因突变阳性
患者中显著优
于化疗

再次证实了吉
非替尼在一线
突变阳性患者
中的优越疗效

证实厄洛替尼
在西方突变患
者中优于化疗

重复了IPASS
的结果

第一次证实了第二代
TKI阿法替尼对于突变
阳性患者一线的疗效

CONVICE

证实埃克替尼
在中国突变患
者中优于化疗

Mok et al NEJM 2009, Lee et al WCLC 2009, Mitsudomi et al Lancet Oncology 2010.
Maemondo NEJM 2010, Zhou et al ESMO 2010, Rosell Lancet Oncol 2012.
Yang JC et al  ASCO 2012, Wu YL et al ASCO 2013，Yuankai Shi. Abs 9041 ASCO 201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6

NEJ002 OPTIMAL LUX‐LUNG6
证实厄洛替尼
在中国突变患
者中优于化疗

再一次证实了阿法替
尼较在一线突变患者
中较化疗的优势

第一个证实在
突变患者中吉
非替尼的疗效
显著优于化疗

IPASS (EGFR; NEJM  2009) PROFILE 1014 (ALK; NEJM  2014)

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是非常成功的治疗策略

N Engl J Med 2009; 361:947-957
N Engl J Med 2014; 371:2167-2177

八项随机研究奠定了TKI在EGFR
基因突变阳性患者中一线治疗的地位

研究 RR   中位PFS 

IPASS  71.2% vs 47.3%  9.8 vs 6.4 月

First‐SIGNAL  84.6% vs 37.5%  8.4 vs 6.7 月

WJTOG 3405  62.1% vs 32.2%  9.6 vs 6.6月

对于EGFR基因突变阳性患者

TKI

化疗

缓解率
约70%

约30%

NEJGSG002  73.7% vs 30.7%  10.8 vs 5.4 月

OPTIMAL  83% vs 36%  13.1 vs 4.6 月

EURTAC  58% vs 15%   9.7 vs 5.2 月

LUX‐LUNG 3  61% vs 22%   11.1 vs 6.9 月

LUX‐LUNG 6  67% vs 23% 11.0 vs5.6 月

Mok et al NEJM 2009, Lee et al WCLC 2009, Mitsudomi et al Lancet Oncology 2010, 
Maemondo NEJM 2010 Zhou et al ESMO 2010, Rossell et al Lancet Oncology 2012, Yang JC et al  ASCO 2012

TKI
化疗

无进展生存
10‐11个月

5‐6个月

对于EGFR突变阳性患者，TKI在缓解率及PFS上显著优于化疗

Beyond EGFR, ALK  and RO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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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NA水平常用的基因检测方法

ARMS ddPCR NGS

1st Gen 2nd Gen

Roche Cobas v1 Cobas v2

Amoy ARMS Super   
ARMS

Qiagen Therascre
en

开发商 平台 测序原理

Illumina MiSeq
边合成
边测序

Life Tech Ion 
torrent

半导体 测
序

开发商 平台 测序原理

Bio‐RAD QX200 微液滴 数
字

Rain‐
Dance

RainDrop
微液滴 数

字

项目 ARMS Cobas AS-
PCR ddPCR BEAMing

ddPCR NGS

检测下限 1.5% 1.5% <0.1% 0.01% <0.2%(根据测序
深度来定)

覆盖范围 单基因，已知突变 单基因，已知突
变 较广 较广 非常广

可否定量 否 半定量 可以 可以 可以

实验操作难易程度 简单 简单 相对容易 相对容易 较难

数据处理难易程度 简单 简单 相对简单 相对简单 较难

基因检测方法学比较

检测周期 2-3天 2-3天 3-4天 3-4天 5-7天

敏感性 29% 41% 71% 69% 96%

特异性 100% 100% 83% 67% 98%

检测成本 低 低 高 高 较高

试剂盒/仪器是否获批 否 否 否 否 否

优点 操作简单，平台成
熟

操作简单、平台
成熟

灵敏度高，特
异性好

灵敏度高，特
异性好

灵敏度和特异性都
较高

缺点 检测T790M的敏感
性相对较低

平台仪器设备兼
容性差一些

一次只能检测
一个位点

但仍处于实验
室阶段，未大

规模使用

需要专业人员进
行数据解析，检

测成本高

肺癌靶向药物的研发高速发展

Tsao AS, et al.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2016;11:613–38.

临床药师的角色与定位

肺癌诊疗组织取样的四大困境

肿瘤组织异质性组织取样有创性 肿瘤复发难检测

手术刀 穿刺针

肿瘤早诊难度大

 不同患者间肿瘤差异
 同一患者，同一肿瘤组织

间差异
 同一患者，不同肿瘤组织

间差异
因此，易造成诊断结果的偏
差，难以精准用药

 药物疗效不便监测
 预后效果难以判断
 复发情况难以监控
特别是在手术切除之
后无样可取

 病理切片观察是癌症诊
断的金标准，但是切片
获得是一种有创行为

 不能多次取样
 无法做到实时动态监测

肿瘤进展

 CT、MRI与肿瘤标记
物筛查只能检测长到
一定程度的肿瘤细胞

 而且肿瘤标记物的特
异性不够强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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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精准治疗之液态活检

ctDNA

CTC

Szallasi Z. (2016) Another surprising role for exosomes? Improv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based cancer diagnostics in liquid biopsies. Ann Oncol
27(4):557‐8.

ctDNA

外泌体

miRNA

液体活检之ctDNA

正常组织
 无创性癌细胞死亡或破裂后

释放在血液中，无需组织穿刺，
只需10毫升血液即可

 精准 克服肿瘤异质性，体现体
内肿瘤综合情况，对肿瘤基因
突变检测更加精准

 实时 半衰期不到2小时，且可
根据需要随时进行, 持续跟踪检
测,实时动态监测肿瘤发展、疗

炎症组织肿瘤组织

效和复发情况
 敏感较其他肿瘤标志物敏感，

有望可应用于在肿瘤早早期进
行诊断

 难点含量极少，不易检测。占
cfDNA的0.01%-1%；而cfDNA
约占血浆DNA的

ctDNA检测在临床用药中的应用

易瑞沙（Iressa）血液ctDNA伴随诊

断获欧盟批准

2014年9月，欧洲药品管理局（EMA）

已批准易瑞沙（Iressa）标签II型变化更

易瑞沙（Iressa）血液ctDNA检测获

CFDA批准

CFDA在2015年2月已批准吉非替尼说明

书进行更新，在推荐所有NSCLC患者的已批准易瑞沙（Iressa）标签II型变化更

新，使ctDNA检测方法成为医生评估

EGFR突变状态的重要方法之一，该方法

的使用能鉴别出最可能从易瑞沙治疗中受

益的患者群体。

书进行更新，在推荐所有 患者的

肿瘤组织都应进行EGFR突变检测基础上，

补充了如果肿瘤标本不可评估，则可使用

从血液（血浆）标本中获得的ctDNA进

行评估。

• 作者：《非小细胞肺癌血液EGFR基因突变检测中国专家共识》制订专家组
• 来源：中华医学杂志2015年12月8日第95卷第46期

CFDA在2015年2月已批准吉非替尼说明书进行更新，在推
荐所有NSCLC患者的肿瘤组织都应进行EGFR突变检测基
础上，补充了如果肿瘤标本不可评估，则可使用从血液
（血浆）标本中获得的 进行评估

NSCLC血液EGFR基因突变检测中国专家共识

（血浆）标本中获得的ctDNA进行评估。

系统工程四项
内容缺一不可

肺癌精准诊疗六大专家共识

精准医学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发现
基因异常，到发明靶向药物，到寻
找有效性安全性证据，最后证明证
据可重复性，任何一项缺一不可

发现未知基因
建议使用NGS

用于发现未知基因，探
索疗效监测、预后判断
和发现耐药机制等，建
议使用NGS

液体活检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新技

——《第1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会议》2016.3

三大对象&三
大技术

依据靶点多少
推荐检测技术

CTC和ctDNA可能用于
肺癌早期诊断和复发监
测，但目前仅限于科研
探索

用于临床研究
患者利益至上

早诊复发监测
应用仅限科研

用于临床研究，需平衡
患者利益、伦理要求和
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
以患者利益为至上

检测已知的、单个临床可药物抑制
的靶点，推荐ARMS；检测已知的、
多个平行临床可药物抑制的靶点，
推荐NGS。

术，在精准医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其检测对象包括CTC、
ctDNA和Exosome，检测技术包括
ARMS、ddPCR和NGS

1. EGFR检测：敏感性、特异性、一致性较高，ctDNA可作为组织补充

ctDNA检测的优势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5



2. ctDNA对靶向治疗的预测性好

ctDNA解决无组织的困境；
ctDNA检出率与组织持平；
一致性：155/192(81%)

ctDNA检测的优势
3. ctDNA可应用于动态监测

ctDNA检测的优势

ctDNA检测可作为肺癌基因检测的有效补充手段

Clin Cancer Res.2016 Sep 6.

A：组织活检时并未检测到EGFR、ALK或ROS1基因突变，
但ctDNA检测捕获到了EML4-ALK 易位和TP53突变；
B：组织活检发现EGFR G719A突变，未检测到耐药突变，
而ctDNA检测发现患者携带EGFR G719A和 T790M突变

C：组织检测发现患者携带EGFR L858R和TP53 
D281N突变，无T790M耐药突变。7天后取样进行
ctDNA检测，证实了前两个突变，并检测到低丰度
的EGFR T790M 突变

Plasma EGFR T790M ctDNA status is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outcome 
in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with acquired EGFR-TKI resistance.

NGS方法检测117例接受EGFR-TKI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ctDNA

接受二线EGFR-TKI治疗的患者中，携带
T790M突变的患者总生存期显著降低

Zheng D, et al. Sci Rep. 2016 Feb 12;6:20913.

发现携带T790M突变的患者中，约50%的患者PD前
2.2月ctDNA中即检测到T790M突变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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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审核处方审核的一般流程和方法的一般流程和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刘晓琰

的一般流程和方法的一般流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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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琰

调剂学调剂学

 调剂，是依据医师的用药指示或处方笺

好，能发挥预期疗效而方便投药的剂型

一定时间内服用

 研究调剂技术之学问称为调剂学

是依据医师的用药指示或处方笺，将药品调制成外观

能发挥预期疗效而方便投药的剂型，以供特定的病人在

研究调剂技术之学问称为调剂学（Dispensing Pharmacy）

调剂学变迁调剂学变迁
 源于夏商周：商代伊尹即开始配制中药材汤液；

以供医事”

 神医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为病患手术

 孙思邈著有药典《千金要方》、《唐新本草》、

 李时珍完成药学巨著《本草纲目》

 传统调剂学研究方剂的调配、服用的相关技术和理论

 20世纪，西医药学的引入使药师的职业逐渐独立出来

 新中国成立，划分了医师和药师执业领域，转向关注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技术

伍和相互作用等

 2007.5施行《处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医师和药师在合理用药中的职责和法律地位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

、《大医精诚》被誉为“药王”，

服用的相关技术和理论，医师、药师职业不区分

西医药学的引入使药师的职业逐渐独立出来

转向关注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技术，研究给药方法、药物配

明确规定了医师和药师在合理用药中的职责和法律地位

处方处方的定义的定义

是指由注册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由取得药学

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以下简称药师

为患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

处方包括医疗机构病区用药医嘱

4

执业助理医师（以下简称医师）在诊

由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以下简称药师）审核、调配、核对，并作

医嘱

处方的书写处方的书写
 前记完整

 字迹清楚

 修改应签名

 药名规范

 剂量正确

 用法用量准确

 每张处方不得超过5种药品

 空白处划斜线以示完毕

 医师签章 5

处方的开具处方的开具

 药品通用名称

 当日有效（特殊情况延长有效期，

 急诊处方不超过3日用量；门诊处方不超过

 非癌症患者 注射剂，每张处方为一次常用量

不超过7日常用量；其他剂型，每张处方不超过

儿童多动症，不超过15日常用量；

每张处方不超过3日常用量；控缓释制剂

其他剂型，每张处方不超过7日常用量
6

，不得超过3天）

门诊处方不超过7日用量、特殊情况适当延长

每张处方为一次常用量；控缓释制剂，每张处方

每张处方不超过3日常用量；哌甲酯治疗

；癌症或中、重慢性疼痛患者注射剂，

控缓释制剂，每张处方不超过15日常用量；

日常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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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的流程调剂的流程

 审核处方

 准确调配

 正确书写药袋或粘贴标签

 发药时进行用药交待与指导（用法用法、用量、注意事项）

7

调剂原则调剂原则--四查十对四查十对

 查处方，对科别、姓名、年龄

 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

 查配伍禁忌，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

 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

数量

用法用量

8

处方审核处方审核

 《处方管理办法》35条：“药师应当对处方用药适宜性进行审核

 《处方管理办法》36条：“药师经处方审核后

应告知处方医师，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

或者用药错误，应当拒绝调剂，及时告知处方医师

关规定报告”

药师应当对处方用药适宜性进行审核”

药师经处方审核后，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

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

及时告知处方医师，并应当记录，按照有

处方审核的必要性处方审核的必要性

10

审方相关审方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处方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上海市医疗机构药剂管理规范》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84号文)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

 “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工作

[2017]2号文

法规、规范依据法规、规范依据

》

)

年版

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工作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的通知 ” 沪卫计药政

审方的定义审方的定义

 审方是药师综合运用药理学、药动学

包括常识和经验等相关知识对医师处方

性进行审核、判断和干预的过程

 审方是保证患者药物治疗安全、

药动学、药物学、药政法规，也

包括常识和经验等相关知识对医师处方、医嘱的有效性和合理

判断和干预的过程

、有效的重要的药学服务措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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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审核的方式处方审核的方式

 处方审核(事先)

 处方点评（事后）

处方审核的两个层面处方审核的两个层面

 规范性

 适宜性

处方审核的两个层面处方审核的两个层面

处方规范性审核处方规范性审核

医师签名：是否为本院医师或经本院合法授权的医师所开具

处方权限：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处方的完整性与规范性

是否为本院医师或经本院合法授权的医师所开具

精神药品、抗菌药物

处方适宜处方适宜性审核性审核
 皮试药品，处方医师是否注明过敏试验及结果的判定

 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

 剂量、用法的正确性

 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的合理性

 是否有重复给药现象

 是否有潜在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

 违反禁忌症

 其它用药不适宜情况

16

处方医师是否注明过敏试验及结果的判定

药物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

皮皮试结果及过敏史判定试结果及过敏史判定

 青霉素钠

 青霉胺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磺胺过敏史者开具塞来昔布、

试结果及过敏史判定试结果及过敏史判定

17

、呋噻米、磺脲类药物

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

 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开具抗菌药

 上感患者使用5%GS250ml+

qd。更昔洛韦主要用于免疫缺陷患者巨细胞感染的预防及治

疗，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常见致病病毒

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

18

高血脂患者开具抗菌药

5%GS250ml+更昔洛韦(锋利韦)0.2g ivgtt

更昔洛韦主要用于免疫缺陷患者巨细胞感染的预防及治

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常见致病病毒无效

调剂的流程调剂的流程

 审核处方

 准确调配

 正确书写药袋或粘贴标签

 发药时进行用药交待与指导（用法用法、用量、注意事项）

7

调剂原则调剂原则--四查十对四查十对

 查处方，对科别、姓名、年龄

 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

 查配伍禁忌，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

 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

数量

用法用量

8

处方审核处方审核

 《处方管理办法》35条：“药师应当对处方用药适宜性进行审核

 《处方管理办法》36条：“药师经处方审核后

应告知处方医师，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

或者用药错误，应当拒绝调剂，及时告知处方医师

关规定报告”

药师应当对处方用药适宜性进行审核”

药师经处方审核后，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

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

及时告知处方医师，并应当记录，按照有

处方审核的必要性处方审核的必要性

10

审方相关审方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处方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上海市医疗机构药剂管理规范》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84号文)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

 “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工作

[2017]2号文

法规、规范依据法规、规范依据

》

)

年版

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工作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的通知 ” 沪卫计药政

审方的定义审方的定义

 审方是药师综合运用药理学、药动学

包括常识和经验等相关知识对医师处方

性进行审核、判断和干预的过程

 审方是保证患者药物治疗安全、

药动学、药物学、药政法规，也

包括常识和经验等相关知识对医师处方、医嘱的有效性和合理

判断和干预的过程

、有效的重要的药学服务措施

12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9



处方用法处方用法
用法不当

 头孢替安2g ivgtt qd

 阿卡波糖片 100mg tid po.饭后

破坏制剂工艺

 拜新同片15mg qd po.

 拜阿司匹林片 50mg qd

饭后

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

Ordinary preparation

Control release ~

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

Ordinary preparation

Control release ~

Sustained release ~

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控、缓释片剂：20h内恒速释放

 多单元控释小丸系统，47.5mg

 微囊为药芯+控释膜包衣（乙基纤维素

 可掰开使用，增加了剂量灵活性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内恒速释放；24h内先恒速后缓慢释放

47.5mg含800-900个微囊

乙基纤维素+致孔剂）

增加了剂量灵活性

处方用量处方用量
剂量过小

肾八味胶囊 1粒，tid

剂量过大

 琥珀酸美托洛尔47.5mg tid

 MTX 10mg qd

 阿仑磷酸钠(福善美、固邦) 70mg 

 含KCL溶液中加入门冬氨酸钾镁、谷氨酸钾和青霉素钾等含钾制剂

) 70mg qd

谷氨酸钾和青霉素钾等含钾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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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的合理性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的合理性

病毒性结膜炎开具阿昔洛韦软膏

手足癣开具硝酸咪康唑栓

中药剂型与给药途径：《本经》指出

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并随药性

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的合理性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的合理性

开具阿昔洛韦软膏

指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

并随药性，不得违越”

处方重复用药处方重复用药

 支气管哮喘患者开具复方甲氧那明(氨茶碱25mg

那敏2mg )2粒 tid+茶碱缓释片0.4 bid

 日夜百服宁(对乙酰氨基酚500mg，右美沙芬15mg

酰氨基酚250mg，异丙安替比林150mg，咖啡因

生成较少，可与谷胱甘肽(GSH)结合排出 ，解毒

成大量NAPQI，耗竭GSH以后，再与肝细胞结合

 中成药含西药成份：消渴丸含格列本脲；感冒灵中含对乙酰氨基酚及氯苯那敏

与氢氯噻嗪；新癀片中含吲哚美辛

25mg，盐酸甲氧那明12.5mg，那可丁7mg，马来酸氯苯

15mg，伪麻黄碱30mg；氯苯那敏2mg)+散利痛(对乙

咖啡因50mg)。常规剂量时， N-乙酰对苯醌亚胺（NAPQI

解毒；短期内总量＞10-15g或日剂量＞4g，持续数天，生

再与肝细胞结合，引起肝细胞坏死

感冒灵中含对乙酰氨基酚及氯苯那敏；珍菊降压片中含可乐定

潜在临床意义的潜在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药物相互作用

 高血压患者上感开具日夜百服宁

 冠心病支架术后患者关节痛开具美洛昔康

 冠心病PCI术后患者予阿司匹林肠溶片

75mg qd+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药物相互作用药物相互作用

患者上感开具日夜百服宁

支架术后患者关节痛开具美洛昔康

术后患者予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 qd+氯吡格雷片

美拉唑肠溶胶囊20mg qd

中西药物相互作用框架中西药物相互作用框架
I类途径：体内或体外直接接触后的物理或化学反应

 中西药物注射剂的联用（体外作用）：复方丹参＋氧氟沙星配伍

 溴化物与含朱砂中药的联用（体内作用）：生成溴化汞

II类途径：以药物代谢动力学（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活胃胶囊与阿司匹林的联用（吸收环节）

 含香豆素类中药与甲磺丁脲的联用（分布环节）

 甘草与苯巴比妥的联用（拮抗作用）

 山楂与呋喃妥因的联用（排泄环节）

III类途径：通过药理效应或生物学通路的协同或拮抗产生的相互作用

 丹参与华法林的联用（协同作用）

 麻黄与胍乙啶的联用（拮抗作用）

中西药物相互作用框架中西药物相互作用框架

氧氟沙星配伍（乳白色）

生成溴化汞

排泄）过程为中间媒介的相互作用

通过药理效应或生物学通路的协同或拮抗产生的相互作用

配伍禁忌配伍禁忌
 维生素C＋胰岛素

 5%GS 250ml +速尿20mg iv

 VitB6+地塞米松,前者为碱性，后者为酸性

变质、失效，故不宜合用

 多烯磷酯酰胆碱(易善复)＋NS，易

溶性沉淀，使溶液变成乳白色，因此说明书要求严禁与电解质溶液混合

且在使用时必须保证溶液是澄清的

后者为酸性，酸碱结合易发生沉淀，使药物

易善复在含电解质的溶液混合后会产生不

因此说明书要求严禁与电解质溶液混合，

违反禁忌症违反禁忌症
 儿童尿路感染使用左氧氟沙星抗炎

 急性下壁心梗、心动过缓使用异丙肾上腺素提高心率

 高热使用阿托品

 CKD3b期患者使用二甲双胍

 肌酐清除率<30ml/min患者使用瑞舒伐他

 活动性脑出血使用甘露醇

心动过缓使用异丙肾上腺素提高心率

患者使用瑞舒伐他汀

处方用法处方用法
用法不当

 头孢替安2g ivgtt qd

 阿卡波糖片 100mg tid po.饭后

破坏制剂工艺

 拜新同片15mg qd po.

 拜阿司匹林片 50mg qd

饭后

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医院常用的缓控释制剂

Ordinary preparation

Control release ~

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

Ordinary preparation

Control release ~

Sustained release ~

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不同制剂工艺释药特点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控、缓释片剂：20h内恒速释放

 多单元控释小丸系统，47.5mg

 微囊为药芯+控释膜包衣（乙基纤维素

 可掰开使用，增加了剂量灵活性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内恒速释放；24h内先恒速后缓慢释放

47.5mg含800-900个微囊

乙基纤维素+致孔剂）

增加了剂量灵活性

处方用量处方用量
剂量过小

肾八味胶囊 1粒，tid

剂量过大

 琥珀酸美托洛尔47.5mg tid

 MTX 10mg qd

 阿仑磷酸钠(福善美、固邦) 70mg 

 含KCL溶液中加入门冬氨酸钾镁、谷氨酸钾和青霉素钾等含钾制剂

) 70mg qd

谷氨酸钾和青霉素钾等含钾制剂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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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其它
疗效减弱

 糖皮质激素＋抗凝药，前者可削弱后者的抗凝效果

不良反应相加

 呋噻米＋强的松片氢氯噻嗪增加尿钠、钾等离子排泄

皮质激素，也有一定盐皮质激素样保钠排钾作用两药

监测血钾水平

特殊生理病理状态

 肾功能不全患者低分子肝素的使用

 妊娠期使用ACEI、ARB类药物降压(C/D)

前者可削弱后者的抗凝效果

钾等离子排泄，可能引起电解质紊乱；强的松是糖

也有一定盐皮质激素样保钠排钾作用两药联用可致严重低钾血症，故联用时，需

不适宜处方的处理不适宜处方的处理

 药师经处方审核后，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

师，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

 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

告知处方医师，并应当记录，

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应当告知处方医

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

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应当拒绝调剂，及时

，按照有关规定报告

处
方
点
评

处
方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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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处方点评组织医院处方点评组织

处方点评专家组
在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组）下建立

物学、医疗管理等多学科专家组成，

处方点评工作小组
医院药学部门成立，负责处方点评的具体工作

药经验和合理用药知识；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中级以上药学

院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药师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34

下建立，由医院药学、临床医学、临床 微生

，为处方点评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咨询

负责处方点评的具体工作。人员需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用

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二级及以上医院处

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中级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其他医

院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药师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

抽样方法
按照确定的处方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处方

抽样率
门急诊处方的抽样率不应少于总处方量的

数不应少于100张

病房（区）医嘱单的抽样率（按出院病历数计

点评出院病历绝对数不应少于30份

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

35

处方

急诊处方的抽样率不应少于总处方量的1‰，且每月点评处方绝对

按出院病历数计）不应少于1%，且每月

专项处方点评专项处方点评
三级以上医院应当逐步建立健全专项处方点评制度

专项处方点评是医院根据药事管理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确定点评的范围和内容

特定疾病的药物（如国家基本药物

肠外营养制剂、抗菌药物、辅助治疗药物

及超说明书用药、肿瘤患者和围手术期用药等

行的处方点评
36

级以上医院应当逐步建立健全专项处方点评制度

专项处方点评是医院根据药事管理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现

确定点评的范围和内容，对特定的药物或

国家基本药物、血液制品、中药注射剂、

辅助治疗药物、激素等临床使用

肿瘤患者和围手术期用药等）使用情况进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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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专项处方点评抗菌药物专项处方点评

卫办医政发［2013］37号文

每月组织对25%的具抗菌药物处方权医师所开具的处方

数量：每位医生不少于50份处方

重点点评：感染科、外科、呼吸科

抗菌药物专项处方点评抗菌药物专项处方点评

37

文

的具抗菌药物处方权医师所开具的处方、医嘱点评

份处方、医嘱

呼吸科、ICU、I类切口、介入诊疗

42

其它其它
疗效减弱

 糖皮质激素＋抗凝药，前者可削弱后者的抗凝效果

不良反应相加

 呋噻米＋强的松片氢氯噻嗪增加尿钠、钾等离子排泄

皮质激素，也有一定盐皮质激素样保钠排钾作用两药

监测血钾水平

特殊生理病理状态

 肾功能不全患者低分子肝素的使用

 妊娠期使用ACEI、ARB类药物降压(C/D)

前者可削弱后者的抗凝效果

钾等离子排泄，可能引起电解质紊乱；强的松是糖

也有一定盐皮质激素样保钠排钾作用两药联用可致严重低钾血症，故联用时，需

不适宜处方的处理不适宜处方的处理

 药师经处方审核后，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

师，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

 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

告知处方医师，并应当记录，

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应当告知处方医

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

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应当拒绝调剂，及时

，按照有关规定报告

处
方
点
评

处
方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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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处方点评组织医院处方点评组织

处方点评专家组
在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组）下建立

物学、医疗管理等多学科专家组成，

处方点评工作小组
医院药学部门成立，负责处方点评的具体工作

药经验和合理用药知识；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中级以上药学

院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药师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34

下建立，由医院药学、临床医学、临床 微生

，为处方点评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咨询

负责处方点评的具体工作。人员需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用

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二级及以上医院处

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中级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其他医

院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药师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

抽样方法
按照确定的处方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处方

抽样率
门急诊处方的抽样率不应少于总处方量的

数不应少于100张

病房（区）医嘱单的抽样率（按出院病历数计

点评出院病历绝对数不应少于30份

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处方点评抽样方法与抽样率

35

处方

急诊处方的抽样率不应少于总处方量的1‰，且每月点评处方绝对

按出院病历数计）不应少于1%，且每月

专项处方点评专项处方点评
三级以上医院应当逐步建立健全专项处方点评制度

专项处方点评是医院根据药事管理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确定点评的范围和内容

特定疾病的药物（如国家基本药物

肠外营养制剂、抗菌药物、辅助治疗药物

及超说明书用药、肿瘤患者和围手术期用药等

行的处方点评
36

级以上医院应当逐步建立健全专项处方点评制度

专项处方点评是医院根据药事管理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现

确定点评的范围和内容，对特定的药物或

国家基本药物、血液制品、中药注射剂、

辅助治疗药物、激素等临床使用

肿瘤患者和围手术期用药等）使用情况进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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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处方点评专项处方点评

43

处方点评处方点评结果结果

• 合理处方

• 不合理处方

• 不规范处方

• 用药不适宜处方

• 超常处方

不规范不规范处方处方
• 处方的前记、正文、后记内容缺项，书写不规范或者字迹难以辨认的

• 医师签名、签章不规范或者与签名、签章的留样不一致的

• 药师未对处方进行适宜性审核的（处方后记的审核、调配、核对
未执行双签名规定）

• 新生儿、婴幼儿处方未写明日、月龄的

• 西药、中成药与中药饮片未分别开具处方的

• 未使用药品规范名称开具处方的

• 药品的剂量、规格、数量、单位等书写不规范或不清楚的

• 用法、用量使用“遵医嘱”、“自用”等含糊不清字句的

• 处方修改未签名并注明修改日期，或药品超剂量使用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的

• 开具处方未写临床诊断或临床诊断书写不全的

• 单张门急诊处方超过五种药品的

• 无特殊情况下，门诊处方超过7日用量，急诊处方超过3日用量，

• 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处方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

• 医师未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规定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

书写不规范或者字迹难以辨认的

核对、发药栏目无审核调配药师及核对发药药师签名，或者单人值班调剂

或药品超剂量使用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的

，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况下需要适当延长处方用量未注明理由的

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处方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

不适宜不适宜处方处方
• 适应证不适宜的

• 遴选的药品不适宜的

• 药品剂型或给药途径不适宜的

• 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国家基本药物的

• 用法、用量不适宜的

• 联合用药不适宜的

• 重复给药的

• 有配伍禁忌或者不良相互作用的

• 其它用药不适宜情况的

超常超常处方处方

• 无适应证用药

• 无正当理由开具高价药的

• 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的

• 无正当理由为同一患者同时开具无正当理由为同一患者同时开具2种以上药理作用相同药物的

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
《处方管理办法》第45条

 医疗机构应对超常处方3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提出警告

 一年中开具超常处方5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

合格，离岗参加培训

 对患者造成危害的，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

业6个月至2年的行政处罚，停止执业期间

 情节恶劣且后果严重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吊销其

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

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提出警告，限制其处方权

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应认定为医师定期考核不

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作出停止执

停止执业期间，医疗机构应当取消其处方权

卫生行政部门应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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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师的处罚对药师的处罚

《处方管理办法》第56条

 药师未按照规定调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的

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处方管理办法》第58条

 药师未按照规定调剂处方药品，情节严重的

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并由所在医疗机构或者其上级单位给予纪律处分

精神药品处方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

》第73条规定予以处罚

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

并由所在医疗机构或者其上级单位给予纪律处分

处方点评

定期监测分析、评估

药事管理委员会
医疗质量管理

药学部技术分析

行政干预+

再评价、

处方点评

评估、报告

药事管理委员会
医疗质量管理部门决策

药学部技术分析

+技术干预

、持续改进 点
评
结
果
的
持
续
改
进

点
评
结
果
的
持
续
改
进

公
示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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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成效成实况监测

2016.1-9月左卡尼汀使用数量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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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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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点评处方点评结果结果

• 合理处方

• 不合理处方

• 不规范处方

• 用药不适宜处方

• 超常处方

不规范不规范处方处方
• 处方的前记、正文、后记内容缺项，书写不规范或者字迹难以辨认的

• 医师签名、签章不规范或者与签名、签章的留样不一致的

• 药师未对处方进行适宜性审核的（处方后记的审核、调配、核对
未执行双签名规定）

• 新生儿、婴幼儿处方未写明日、月龄的

• 西药、中成药与中药饮片未分别开具处方的

• 未使用药品规范名称开具处方的

• 药品的剂量、规格、数量、单位等书写不规范或不清楚的

• 用法、用量使用“遵医嘱”、“自用”等含糊不清字句的

• 处方修改未签名并注明修改日期，或药品超剂量使用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的

• 开具处方未写临床诊断或临床诊断书写不全的

• 单张门急诊处方超过五种药品的

• 无特殊情况下，门诊处方超过7日用量，急诊处方超过3日用量，

• 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处方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

• 医师未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规定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

书写不规范或者字迹难以辨认的

核对、发药栏目无审核调配药师及核对发药药师签名，或者单人值班调剂

或药品超剂量使用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的

，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况下需要适当延长处方用量未注明理由的

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处方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

不适宜不适宜处方处方
• 适应证不适宜的

• 遴选的药品不适宜的

• 药品剂型或给药途径不适宜的

• 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国家基本药物的

• 用法、用量不适宜的

• 联合用药不适宜的

• 重复给药的

• 有配伍禁忌或者不良相互作用的

• 其它用药不适宜情况的

超常超常处方处方

• 无适应证用药

• 无正当理由开具高价药的

• 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的

• 无正当理由为同一患者同时开具无正当理由为同一患者同时开具2种以上药理作用相同药物的

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
《处方管理办法》第45条

 医疗机构应对超常处方3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提出警告

 一年中开具超常处方5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

合格，离岗参加培训

 对患者造成危害的，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

业6个月至2年的行政处罚，停止执业期间

 情节恶劣且后果严重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吊销其

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处方点评结果的处罚

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提出警告，限制其处方权

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应认定为医师定期考核不

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作出停止执

停止执业期间，医疗机构应当取消其处方权

卫生行政部门应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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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医院临床药师培训模式介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新华医院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简介
 2005年成为卫生部首批临床药师培训基地
 2011年成为上海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实践培训基地

 共有3个培训专业

抗感染药物 小儿用药 ICU抗感染药物、小儿用药、ICU

 已培养学员人数

卫生部一年期临床药师学员10届59人
上海临床药师培训班学员5届57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上海：1414人人
儿童 新华 市北 公卫
龙华 胸科 仁济 十院
肿瘤 儿科 长海 崇明

河南：河南：22人人
河南中医附属第一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

湖北：湖北：11人人
襄樊铁路中心医院

陕西：陕西：22人人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西安市儿童医院

甘肃：甘肃：22人人
兰州大学附属一院
甘肃省中医院

新疆：新疆：22人人
乌鲁木齐第一医院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浙江：浙江：11人人
温医附属二院

福建：福建：33人人
厦门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广东：广东：44人人
中山市博爱医院
中山市中医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贵州：贵州：11人人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云南：云南：11人人
昆明医学院附属二院

湖南：湖南：22人人
郴州第一人民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院

培训基地组织架构

分管院长

医务处/科教处

药剂科主任

2009年卫生部专家对培训基地考评

药剂科主任

抗感染带教组 小儿用药带教组

临床带教：
刘芳
杜隽铭
费爱华

药学带教：
李方
刘海涛
张春
周佳

临床带教：
葛欣
何大可
卫敏江
朱晓东

药学带教：
卜书红
李莉霞
李平

沈艳琳

ICU带教组

临床带教：
江来
吴增斌
朱晓东

药学带教：
李莉霞
卜书红
周佳

专业编号 专科名称 临床药师配备

1（带教专业） 抗感染专业 卜书红（师资证）、

沈艳琳、张金莲

2（带教专业） 小儿用药专业 李方（卫生部学员证、师资证）

刘海涛（师资证）

3（带教专业） ICU专业 李莉霞（师资证）、

我院临床药师人员与师资情况新华医院临床药师工作场景

5

3（带教专业） ICU专业 李莉霞（师资证）、

周佳（卫生部学员证）

4 神经内科 刘海涛（师资证）

5 肾内科 张 春（上海学员证）

6 心血管内科 李 平（上海学员证）

7 消化内科 祁 佳（卫生部学员证）

8 内分泌科 姚慧娟（上海学员证）

9 呼吸内科 李方（卫生部学员证、师资证）

10 肿瘤内科 陈 伦
5

培训教学总体思路
 主要方式：基于实践的教学

 培训要点：学方法、学思路

 培养目标：临床服务型人才
专业技能专业技能
持续学习技能
交流技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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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药物

治疗专家，

在治疗团

提供药学

监护，确

保及促进

合理用药，

主动工

作,而不

仅仅是作

为临床顾

与患者和
医疗专业
人员进行
交流，提

有自己的
工作职责
和工作内
容，既可
以单独工
作也可以

临床药师的培养目标

在治疗团

队中不可

缺少

合理用药，

避免药害

为临床顾

问

交流，提
供用药建
议

德智兼备 积极主动 沟通交流

作也可以
与其他医
疗专业人
员合作

团队协作监护预防

培训教学实践管理

培训制度系统规范
• 报名流程
• 工作计划
• 培训目标
• 各专业组培养标准

培训计划

培训计划严密细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各专业组培养标准
理论课安排计划

• 临床实践培训计划
• 带教老师职责
• 学员考核办法

抗感染专科临床药师的培训要求和发展规划
——本院临床药师要求

第1年临床药师培训要求

1．熟悉细菌学基础知识：包

第2-3年临床药师培训要求

1．熟悉本病区常见致病微生
物及耐药情况；
2 掌握各种常见感染性疾病

第4-5年临床药师培训要求

1．掌握抗感染药物的经验
用药方案设计；
2．掌握个体化给药方案的
设计,熟练掌握抗感染药物

9

熟悉细菌学基础知识 包
括微生物分类及其耐药机制，
熟悉常用的细菌学检查方法，
熟悉本院常见的病原菌和药敏
情况；
2．抗菌药物基础知识：掌握
各种抗菌药物的作用机理、药
效学、药代动力学、适应症、
常用剂量和给药方法、不良反
应、禁忌症、药物相互作用；
3．熟悉各种常见感染性疾病
的临床表现、临床过程及治疗
规范；
4．掌握药历书写的方法。

2．掌握各种常见感染性疾病
的临床表现、临床过程及治
疗规范；
3．掌握抗感染药物治疗感染
性疾病的疗程及终点判断；
4．当使用抗感染药物治疗感
染性疾病疗效不佳时,能够进
行药物因素分析以及其他影
响疗效的原因分析；
5．掌握常用抗感染药物引起
的常见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
和处理方法。

个体化给药剂量的计算方
法；
3．掌握血药浓度测定结果
的合理解释和正确利用；
4．掌握对重症感染病人进
行用药方案建议或会诊的
技能。

1、掌握各种常见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表现、临床过程及治疗规范
学习病种及例数要求（至少选择其中5种，病例总数不少于10例）1)呼吸内

科感染（至少2种）种:包括社区获得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医院获得性肺炎，
COPD合并感染 ; 2)外科感染（至少2种）:包括急性乳腺炎、腹腔感染、胆道感
染、急性阑尾炎、肝脓肿、胰腺炎、骨关节感染性疾病;3)ICU 感染（至少１
种）：包括脓毒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深部真菌感染
2、掌握本病区常见致病微生物及耐药情况

抗感染专科临床药师的培训要求和发展规划
——临床药师学员要求

2、掌握本病区常见致病微生物及耐药情况
3、掌握抗感染药物的经验用药方案设计
4、掌握抗感染药物治疗感染性疾病的疗程及终点判断
5、当使用抗感染药物治疗感染性疾病疗效不佳时,能够进行药物因素分析以及
其他影响疗效的原因分析
6、掌握常用抗感染药物引起的常见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和处理方法
7、掌握个体化给药方案的设计,熟练掌握抗感染药物个体化给药剂量的计算方
法
8、掌握教学药历的书写
9、掌握血药浓度测定结果的合理解释和正确利用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

 日常查房

 书写药历

 疑难病例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抗菌药物调查

 会诊、医疗事故讨论

 药学理论授课

 不良反应监测

培训教学实践科室

专业 轮转科室

抗感染专业 急诊内科、外科、 老年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ICU专业 SICU、 EICU、PICU

小儿用药专业
儿肾科、儿神经、儿呼吸、PICU、

儿血液、新生儿、 儿外科、儿保科（仅卫生部

一年期学员轮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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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教学实践环节------日常查房

提前熟悉病例提前熟悉病例

回答临床咨询

优化用药方案

做好工作记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出院带药教育

带教老师指定重点关注病例；

带教老师把握关键环节实践质量；

培训目的：

训练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思路；

依据不同培训阶段建立药

学临床思维。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书写药历

带教老师辅导选择病例；

培训目的：

熟悉指南规定病种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诊疗常规和治疗方案。

建立“特定病种”的

系统药学监护思维。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药物咨询记录

记录内容

所咨询的问题

药师解答具体内容药师解答具体内容

临床对此解答的反馈

2006届学员在解答患儿家属咨询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用药建议记录

记录内容

原方案治疗目的

需调整的原因需调整的原因

所建议的治疗方案

临床是否接受

患者后续治疗结果

 每周一次
 学员主讲，带教老师补充、总结
 培训目的：

训练专业口头表达能力；
训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能力；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疑难病例讨论
2011年临床药师+卫生部学员+上海学员的病例讨论

训 发 题，分析 题 ；
讨论中取长补短，拓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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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抽查30份手术病史、30份非手术病史、50张门急诊处方，对全院抗菌药

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每年一次上海市抗菌药物使用监测网的调查工作；

 抗菌药物调查报告上交科主任和医务处、质控办，根据我院主管院长的要求，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抗菌药物调查

由质控办反馈给临床科室，督促临床对存在的用药问题进行整改；

 有时应临床邀请，临床药师会到相关临床科室就报告内容与医生共同讨论交

流，为他们解答药学问题。

 培训目的：

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反馈、交流培训等环节将常规工作做深做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抗菌药物调查报告

 学员参与带教老师的

抗菌药物调查工作，

学习带教老师临床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体病例在抗菌药物使

用的评价方法。

 学习带教老师与临床

沟通报告结果的方法。

 带教老师主导完成，学员随同参与学习

 带教老师事后对全院大会诊或医疗事故中涉及的药学问题在例会上告

知学员，共同进行回顾性的分析讨论。

 培训目的：

培训实践教学环节------会诊及医疗事故讨论

 培训目的：

训练解决“复杂药学问题”的思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临床药师在会诊

临床药师作为治疗团队的一员，
参加小伊伊的的会诊和救治

临床药师

22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药学理论授课
时间

（2012年）
课程 授课者

5.2 内科ICU常见感染疾病的病员菌特点及选药原则 EICU 卜书红

5.10 儿肾脏科常见疾病介绍与药物治疗 小儿肾内 张 春

5.17 外科感染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消化内科 祁 佳

特殊人群不良反应发生特点及对策 小儿神内 刘海涛

5.24

特殊人群不良反应发生特点及对策 小儿神内 刘海涛

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监护 SICU 李莉霞

老年感染患者的用药监护 老年科 李 平

哮喘患儿的药学监护 小儿呼吸 李 方
5.31 化疗患者粒缺性发热的治疗 肿瘤内科 陈 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培训目的：
紧扣实践提升理论，更好应用于实践。

为学员上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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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带教老师指导学员密切留意临床病区药物不良反

应，或对门急诊退药的病人进行电话回访，获取信息。填写不良反应

报告，特别关注对新的、严重的不良反应的申报。每位学员每年需完

成至少10份不良反应报告的填写。

培训教学实践环节------不良反应监测

 培训目的：
多渠道实施日常药学监护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用药宣教：住院患者的用药指导

26

用药宣教：大型社区咨询活动

2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用药宣教：面向患者的专题讲座

28

用药宣教：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用药指导

29

实验室技术支持服务项目

血药浓度检测：
万古霉素 、去甲万古霉素、 拉莫三嗪、奥卡西平、

华法林、美罗培南

体外肿瘤细胞药敏试验

30

体外肿瘤细胞药敏试验
待开发：线虫药敏试验

个体化基因检测：
氯吡格雷、华法林、卡马西平等

所有检测连入lis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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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TDM报告系统

31

血药浓度测定报告单示例

姓名 ** 性别 男 年龄 37 体重 血肌酐 42umol/L

检测目的（√） 测稳态血药浓度（ √ ） 怀疑中毒（ ） 疗效不佳（ ）

检测药物 （√）万古霉素 （）去甲万古霉素 （ ） 咪达唑仑 （ ）氟康唑

（ ）拉莫三嗪 （ ）奥卡西平

TDM报告举例

测定结果 项目名称 实测值 参考范围

谷浓度 25.13ug/ml 5-10 ug/ml
峰浓度 46.42 ug/ml 25-40ug/ml

临床药师建议

消除速度常数k= 0.06137h-1
T1/2=11.29h
理论推算：如需获得10ug/ml的谷浓度，给药剂量应为397.87mg q12h
建议剂量：原给药剂量过大，建议给予万古霉素500mg q12h，根据此剂量推

算谷浓度为12.57µg/ml
调整给药方案后3天复测肌酐值和万古霉素血药浓度

32

基因检测报告单示例基因检测报告举例

33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培训模式的规范化

严格执行招生遴选、培训计划、考勤管理和考核制度

招生环节：通过公平规范的入学考核，对学员基本状况有一定的了解，

并适当考虑筛选有一定基础的学员入学。

招生考核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招生考核方式：

• 2008~2012：面试 理论考试+案例考核

• 2013：网上理论考试+药历+问卷调查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培训模式的规范化

面试招生场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培训模式的规范化

面试招生场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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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培训模式的规范化

培训计划实施环节：
 紧扣卫生部要求的同时，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将重点教学环节实施

细节具体化，明确化，培训活动设置阶段化，保证培训质量。

 督促学员按时完成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 把培训作业细化分解到每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督促学员按时完成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把培训作业细化分解到每个
月，每一周，明确规定学员在每一个时间点的学习任务和所要完成的
药历等培训作业，及时点评和辅导。

严格考勤管理：学员如确实有需要请假，需学员工作单位主任出具请假

证明。
培训考核环节：明确考核要求、规范考核流程。

阶段性评价
包括：

每月带教老师对学员学习和作业完成情况点评，
每季度理论考试，
每半年科主任对基地带教和学员情况总体评估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考核和评价方式的标准化

科主任对基地带教和学员情况进行评估

每半年科主任对基地带教和学员情况总体评估
优点：

帮助学员及时把握阶段性学习的重点；
提高带教的针对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结业考核

严格按照卫生部规定的程序进行

考核专家：相关临床科室的带组主任、外院药学专家、外院医学专家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考核和评价方式的标准化

考核专家 相关临床科室的带组主任、外院药学专家、外院医学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7年卫生部专家对培训基地学员考核进行督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12年上海医院协会专家对培训基地学员考核进行督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13年卫生部专家对培训基地学员考核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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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培训基地学员考核现场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充分发挥临床医师带教作用

基础条件：

• 临床药师与医师的配合度好

• 担任带教老师的临床药师在相关临床科室都有多年的工作基础

• 临床带教医师主动 乐意担任学员的带教医师

临床药师与临床医生讨论病例，积极互动

• 临床带教医师主动、乐意担任学员的带教医师。

选择带教医师条件：

• 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高级职称医师；

• 有丰富带教经验，有兴趣致力于药学带教的医师；

• 能经常主动地对学员进行讲解和提问，对药历的点评准确到位的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强调所有参与人员积极参与互动，而非仅仅是主讲学员单一病例汇

报。

 学员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病例讨论材料的撰写后，由带教老师

在讨论前三天发给全体临床药师和学员。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病例讨论互动

在讨论前三天发给全体临床药师和学员。

 讨论时，由主讲学员完整讲解病例情况，提出分析要点并进行充分

分析。随后带教老师对病例情况进行补充，对学员的分析进行点评

。之后由其他参与讨论的临床药师或学员针对该病例进行提问，由

学员回答，再由带教老师或其他参与人员补充回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11年卫生部学员+上海学员

热火朝天的病例讨论

培训经验总结与思考：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合理用药咨询活动

《儿童合理用药咨询》，由儿科组负责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宣传和咨询》，由抗感染组负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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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临床药师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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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药 学学 信信 息息 学学 概概 论论

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

储文功储文功

内容内容

一、信息概述一、信息概述

二、医药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二、医药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

三、药学信息学的定义三、药学信息学的定义

四、药学信息学的研究范畴四、药学信息学的研究范畴四、药学信息学的研究范畴四、药学信息学的研究范畴

五、药学信息的分类五、药学信息的分类

六、药学信息的特征六、药学信息的特征

七、药学信息的研究规范七、药学信息的研究规范

八、药学信息产品八、药学信息产品

九、药学信息学结构的金字塔模型九、药学信息学结构的金字塔模型

一、信息概述一、信息概述

 Alvin TofflerAlvin Toffler《《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农业社会

第二次浪潮：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工业社会第 次浪潮 社会第 次浪潮 社会

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

一、信息概述一、信息概述

信息社会信息社会

信息产业：美国信息产业：美国GDPGDP的的80%80%
信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信 服务信 服务

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911991年年
 日本日本2733627336美元美元

 美国美国2255022550美元美元

 瑞士瑞士3510035100美元美元

得益于信息得益于信息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地处孤岛，资源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地处孤岛，资源
缺乏，只花了缺乏，只花了2020年的时间全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年的时间全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

 整个国家都竭尽全力地追求信息，走整个国家都竭尽全力地追求信息，走““引进、消引进、消
化、综合、创新、返销、赚钱化、综合、创新、返销、赚钱””富国之路富国之路

年出 总额年出 总额 亿美元亿美元 19521952年出口总额年出口总额88亿美元亿美元

 2020年时间和年时间和5757亿美元购买外国的情报和专利亿美元购买外国的情报和专利

 19901990年出口总额年出口总额28602860亿美元亿美元

 19951995年出口总额年出口总额4400440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美国，亿美元，仅次于德国、美国，
居世界第三位居世界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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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梭子鱼像梭子鱼

 日本人收集情报信息手段多种多样，具有日本人收集情报信息手段多种多样，具有
独创性独创性

 每年在近千种科技文献、政府报告和报刊每年在近千种科技文献、政府报告和报刊
上获得美国有价值的论文约上获得美国有价值的论文约77万篇，内容几万篇，内容几
乎涉及所有的科技领域。乎涉及所有的科技领域。

 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大学情报站有上千个，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大学情报站有上千个，
高薪聘用美国的专家高薪聘用美国的专家

 国际情报公司：国际情报公司：日本人收集情报，信息像日本人收集情报，信息像
梭子鱼一样，极其厉害，什么都不放过。梭子鱼一样，极其厉害，什么都不放过。

故事一故事一

 丹麦是最早开啤酒厂的国家丹麦是最早开啤酒厂的国家

 日本有个老板也想开啤酒厂，由于当时啤酒厂的日本有个老板也想开啤酒厂，由于当时啤酒厂的

工艺技术非常保密，很难学到手，这个老板就每工艺技术非常保密，很难学到手，这个老板就每

天蹲在丹麦一家大啤酒厂门口找机会天蹲在丹麦一家大啤酒厂门口找机会

 他看到每天早晚都有一部黑色大轿车进出，打听他看到每天早晚都有一部黑色大轿车进出，打听

到这是啤酒厂的老板，于是有一天等这个丹麦人到这是啤酒厂的老板，于是有一天等这个丹麦人

刚开车出来，他就过去把大腿伸到车轮下压断了刚开车出来，他就过去把大腿伸到车轮下压断了

 丹麦人把他送到医院并问他有什么要求，日本人丹麦人把他送到医院并问他有什么要求，日本人

说等我医好脚，你就让我在啤酒厂看门吧说等我医好脚，你就让我在啤酒厂看门吧

 这个日本人大腿养好后就去当门房，他这个门房这个日本人大腿养好后就去当门房，他这个门房

跟世界上所有看门的人不一样，人家都看门外，跟世界上所有看门的人不一样，人家都看门外，

他看门里头。他看门里头。

 经过经过33年观察摸索，对啤酒厂的设备、原料、工艺年观察摸索，对啤酒厂的设备、原料、工艺

了如指掌，尔后不辞而别，回国开了最大的啤酒了如指掌，尔后不辞而别，回国开了最大的啤酒

厂。这就是日本有名的“朝日啤酒厂”厂。这就是日本有名的“朝日啤酒厂”

一条大腿换了一个啤酒工艺，这种收一条大腿换了一个啤酒工艺，这种收

集信息的方法真是独特，世界上很难集信息的方法真是独特，世界上很难

找到找到

正因为日本人有时信息这样如饥似渴正因为日本人有时信息这样如饥似渴

的追求，才有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的追求，才有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

故事二故事二

在在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日本出于战略上的年代，日本出于战略上的

需要，极为重视中国石油的发展，于需要，极为重视中国石油的发展，于
是把摸大庆油田的情况作为情报工作是把摸大庆油田的情况作为情报工作
的重中之重的重中之重的重中之重。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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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情报专家据此解开了大庆油田之谜日本情报专家据此解开了大庆油田之谜

 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
4646度至度至48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

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
间间

片中 进喜 握 式 推片中 进喜 握 式 推 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
的直径的直径

 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
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

有了如此多的准确情报，日本人迅速有了如此多的准确情报，日本人迅速
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
备备

当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当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
油田的设计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油田的设计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

信息分类信息分类

自然界信息自然界信息

生物信息生物信息

机器信息机器信息机器信机器信

人类信息人类信息

 InformationInformation

信息信息 情报情报

信息是指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变信息是指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变
化和特征的最新的反应，以及传递化和特征的最新的反应，以及传递
后的再现。后的再现。

 19921992年年99月国家科委副主任周平在全国科技月国家科委副主任周平在全国科技

情报工作会议上宣布：经国家科委研究决情报工作会议上宣布：经国家科委研究决

定 将科技情报改称为科技信息定 将科技情报改称为科技信息定，将科技情报改称为科技信息定，将科技情报改称为科技信息

 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 科技信息司科技信息司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二、医药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二、医药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

 19561956年正式创立科技情报事业年正式创立科技情报事业

 1958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设置医学情报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设置医学情报
室室

 19591959年卫生部年卫生部《《关于建立医药科学情关于建立医药科学情

报工作的方案报工作的方案》》，各省市开始建立情，各省市开始建立情
报机构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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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1978年卫生部年卫生部《《19781978--19851985年全国医学情年全国医学情

报工作规划报工作规划》》建立区域性的医学情报建立区域性的医学情报
网络网络

 19781978年国家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建立国年国家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建立国
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情报所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情报所

三、药学信息学的定义三、药学信息学的定义

 A.I. A.I. MikhailovMikhailov, , 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所长，所所长，19661966年年《《信息学基础信息学基础》》中定中定

义义信息学为研究科学信息的结构和特信息学为研究科学信息的结构和特
点以及科学交流内在规律的学科点以及科学交流内在规律的学科点以及科学交流内在规律的学科点以及科学交流内在规律的学科

药学科学（药学科学（Pharmaceutical science)Pharmaceutical science)是是
研究药物及其作用规律的科学研究药物及其作用规律的科学

与药学科学相关的信息学与药学科学相关的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

化学信息学化学信息学

医学信息学医学信息学学信 学学信 学

 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学是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以生物信息学是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以
计算机为工具对生物信息进行储存、检计算机为工具对生物信息进行储存、检
索和分析的科学，是生物学与计算机科索和分析的科学，是生物学与计算机科
学以及应用科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学以及应用科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
的一门学科的一门学科。它是当今生命科学和自然。它是当今生命科学和自然
科学的重大前沿领域之科学的重大前沿领域之科学的重大前沿领域之一。科学的重大前沿领域之一。

 其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基因组学其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基因组学
(Genomics)(Genomics)和蛋白学和蛋白学(Proteomics)(Proteomics)两方面，两方面，
具体说就是从核酸和蛋白质序列出发，具体说就是从核酸和蛋白质序列出发，
分析序列中表达的结构功能的生物信息分析序列中表达的结构功能的生物信息

 化学信息学化学信息学((ChemoinformaticsChemoinformatics))
 以化学、化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基以化学、化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基
础的新的交叉学科，础的新的交叉学科，化学信息学首先由化学信息学首先由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JJ．．J.M J.M 
LehnLehn于于19871987年在获奖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年在获奖报告中首次提出的。

 分子化学、化学计量学、化学信息检索、分子化学、化学计量学、化学信息检索、分子化学、化学计量学、化学信息检索、分子化学、化学计量学、化学信息检索、
工艺优化、智能专家系统、化学软件、工艺优化、智能专家系统、化学软件、
药物设计、定量构效关系等。通过化学药物设计、定量构效关系等。通过化学
信息学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化合物检索、信息学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化合物检索、
数据库查询、合成设计、分子性质和分数据库查询、合成设计、分子性质和分
子行为模拟，以及各实验室之间的化学子行为模拟，以及各实验室之间的化学
信息的交流。信息的交流。

医学信息学医学信息学(medical informatics) (medical informatics) 
医学信息学是应用系统分析工具这一医学信息学是应用系统分析工具这一
新技术来研究医学的管理、过程控制、新技术来研究医学的管理、过程控制、
决策和对医学知识科学分析的科学，决策和对医学知识科学分析的科学，
是信息技术学和各医疗卫生科学的交是信息技术学和各医疗卫生科学的交
叉学科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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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信息学定义药学信息学定义

应用信息科学的理论，以计算机为主应用信息科学的理论，以计算机为主
要工具，对药学信息流全程中的信息要工具，对药学信息流全程中的信息
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进行研究，以扩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进行研究，以扩
展药学 作者思维功能为目的 而建展药学 作者思维功能为目的 而建展药学工作者思维功能为目的，而建展药学工作者思维功能为目的，而建
立的信息科学与药学之间交叉的边缘立的信息科学与药学之间交叉的边缘
学科学科

 人们习惯上将医药信息学理解为计算机在医药学人们习惯上将医药信息学理解为计算机在医药学
领域中的应用。这种理解是狭义的。领域中的应用。这种理解是狭义的。

 计算机仅是药学信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计算机仅是药学信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通
常所说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计算机的结构常所说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计算机的结构
和方法论。而根据现在的发展，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方法论。而根据现在的发展，计算机科学研究
远超过了这一范围。远超过了这一范围。

8080年代末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便把计算机科学年代末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便把计算机科学 8080年代末，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便把计算机科学年代末，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便把计算机科学
更名为信息科学，其意义是研究信息源、信息的更名为信息科学，其意义是研究信息源、信息的
产生、获取、识别、转换、组织、存储、处理、产生、获取、识别、转换、组织、存储、处理、
检索、表达、评价和信息的提供等有关的理论和检索、表达、评价和信息的提供等有关的理论和
方法论。方法论。

四、药学信息学的研究范畴四、药学信息学的研究范畴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drug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drug 
information)information)

 Pharmacy InformaticsPharmacy Informatics
 PharmainformaticsPharmainformatics
 Pharmaconsulting Pharmaconsulting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drug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drug 
information)can be defined as an information)can be defined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hat solves problems emerging discipline that solves problems 
and makes decisions using biomedical and makes decisions using biomedical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at has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at has 
been expertly stored, retrieved, managed, been expertly stored, retrieved, managed, 
and evaluated. and evaluated. 

 While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 draws While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 draws 
upon the areas of computing, upon the areas of computing,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pidemiology and others, management, epidemiology and others, 
the prime focus is solving therapeutic the prime focus is solving therapeutic 
problems and making the best decisions problems and making the best decisions 
about the care of patients. about the care of patients. 

 Pharmacy Informatics is the realization of Pharmacy Informatics is the realization of 
informatics in a cost effective environment informatics in a cost effective environment 
that benefits the Pharmacist and the practice that benefits the Pharmacist and the practice 
of Pharmacy through utilization of of Pharmacy through utilization of 
efficacious systems and toolsefficacious systems and toolsefficacious systems and tools.efficacious systems and tools.

 We have defined pharmacy informatics as We have defined pharmacy informatics as 
that subspecialty of informatics which is that subspecialty of informatics which is 
applied directly to pharmaceutical care. applied directly to pharmaceutical care. 

 Pharmacy informatics is a tool to Pharmacy informatics is a tool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impro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harmacist,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pharmacist,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i (Fi 4) I h l i li ii (Fi 4) I h l i li ipatient (Fig. 4). It helps in streamlining patient (Fig. 4). It helps in streamlining 
the work of hospital / clinical / retail the work of hospital / clinical / retail 
pharmacist .pharmac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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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rmainformatics: pharmainformatics: The multidisciplinary The multidisciplinary 
informatics need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 need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dustry (HTS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HTS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高通量药物筛选高通量药物筛选 )) data,data, combinatorialcombinatorial高通量药物筛选高通量药物筛选 )) data, data, combinatorial combinatorial 
chemistry, ADME informatics, chemistry, ADME informatics, 
cheminformaticscheminformatics, toxicology, etc. , toxicology, etc. 
information access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ccess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various departments like the between various departments like the 
development and discovery teams. development and discovery teams. 

医药咨询业医药咨询业(pharmaconsulting) (pharmaconsulting) 
医药咨询业是指运用医药专业知识对医药咨询业是指运用医药专业知识对
各类医药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分析，各类医药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分析，
整理，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产品（比整理，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产品（比
如：为医药企业提供研发方向的市场如：为医药企业提供研发方向的市场
调研，技术指导，管理策略及营销方调研，技术指导，管理策略及营销方
案等）的产业。案等）的产业。

国内国内3434家医药咨询公司家医药咨询公司
主要业务分类汇总主要业务分类汇总

 信 息 咨 询  业 务 咨 询 

 市场调研报告 销售信息数据库 企业个性化调研  转让中介 申报代理 认证评估 承办药品招标会 

  公司数 23 6 11 29 32 25 22 

百分比 67.6% 17.6% 32.3% 85.3% 91.2% 73.5%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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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药学信息的分类五、药学信息的分类

（（ll）按行业分类）按行业分类

药政管理药政管理

药学教育药学教育药学教育药学教育

药学研究药学研究

药品生产药品生产

药品流通药品流通

医院药学（药品使用）医院药学（药品使用）

（（22）按信息流分类）按信息流分类
研究部门

新药设计
不良反应
监测

临床研究

生产上市

宣传推广产品经营

临床使用

疗效评价

（（33）按信息学分类）按信息学分类

 数据处理与统计数据处理与统计

 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

 智能化专家系统智能化专家系统

 多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技术应用

 文献检索查询文献检索查询

 辅助设计与辅助教学辅助设计与辅助教学

 药学信息的传播及方案策划药学信息的传播及方案策划

 药学信息产品研制药学信息产品研制

 药学信息服务药学信息服务

（（44）按信息的加工程度）按信息的加工程度

一次信息：零星、分散、无规则一次信息：零星、分散、无规则

二次信息：有序的、有规则二次信息：有序的、有规则次信 有序的 有规则次信 有序的 有规则

三次信息：经研究、核算的新信息三次信息：经研究、核算的新信息

六、药学信息的特征六、药学信息的特征

客观性：反映药学科学的客观内容客观性：反映药学科学的客观内容

可再现性：借助文字、图像、胶片、可再现性：借助文字、图像、胶片、
磁带、声波、光波表现磁带、声波、光波表现

价值性：信息比黄金还贵价值性：信息比黄金还贵

时效性：信息的价值与时间成反比时效性：信息的价值与时间成反比

可分享性：信息的交流是共享的可分享性：信息的交流是共享的

可传输性：信源可传输性：信源 信道信道 信宿信宿

可扩散性：宣传合理用药知识可扩散性：宣传合理用药知识

可加工性：用计算机软件可加工性：用计算机软件可加 性 用计算机软件可加 性 用计算机软件

可积累性：信息的积累就是知识可积累性：信息的积累就是知识

可开发性：军卫一号信息再利用可开发性：军卫一号信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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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药学信息的研究规范七、药学信息的研究规范

以本学科发展中以本学科发展中““问题域问题域””为核心为核心

 SS规范规范

 TT规范规范规范规范

 UU规范规范

申农通讯系统模型申农通讯系统模型

 SS规范规范

面向信息源（面向信息源（source)source)，研究对象是情，研究对象是情
报的来源，侧重文献研究报的来源，侧重文献研究

 TT规范：面向传递过程（规范：面向传递过程（transmission)transmission)
 T1T1规范：面向传递过程的一般理论，规范：面向传递过程的一般理论，
研究对象是交流的一般过程研究对象是交流的一般过程

 T2T2规范：面向传递过程的技术，研究规范：面向传递过程的技术，研究
对象是自动化传播手段对象是自动化传播手段

 UU规范规范

面向信息用户（面向信息用户（useruser），研究对象信息），研究对象信息
吸收利用的效果吸收利用的效果

我国药学信息研究的四个时期我国药学信息研究的四个时期

 SS规范时期规范时期

 2020世纪世纪5050到到6060年代初，主要矛盾是文年代初，主要矛盾是文

献的大量增长与情报源的无序，工作献的大量增长与情报源的无序，工作
重点是编译国外医药学文献和编辑出重点是编译国外医药学文献和编辑出
版国内医药学文献检索书刊。版国内医药学文献检索书刊。

 19581958年年《《世界医学世界医学》》，，19611961年年《《医学文医学文
摘摘》》，后改名，后改名《《国外医学国外医学》》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32



 T1T1规范时期：规范时期：

 19781978年开始建立区域性的医学情报网年开始建立区域性的医学情报网
络络

 19871987年全军药学情报网成立年全军药学情报网成立

 T2T2规范时期：规范时期：

 19831983年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免费提供年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免费提供
MEDLARSMEDLARS脱机检索服务脱机检索服务

年我国正式成为年我国正式成为 SS国际检国际检 19861986年我国正式成为年我国正式成为MEDLARSMEDLARS国际检国际检
索中心（第索中心（第1616个）个）

 19891989年，开始建立年，开始建立《《中国生物学文献中国生物学文献
分析和检索系统分析和检索系统》》

 UU规范时期规范时期

 19981998年年44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成立，医药管理局科技情报所翻牌局成立，医药管理局科技情报所翻牌
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

 直接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服务直接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服务

 承担办公自动化建设、提供监管决策信息支持和承担办公自动化建设、提供监管决策信息支持和
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信息网络系统的运行和管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信息网络系统的运行和管
理理理理

 SFDASFDA网站，网站，《《中国医药信息网中国医药信息网》》、、《《中国医疗中国医疗
器械信息网器械信息网》》

 为全国医药企事业单位服务为全国医药企事业单位服务

 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医药企事业单位、大专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医药企事业单位、大专
院校及其它有关单位提供医药政策法规、科技、院校及其它有关单位提供医药政策法规、科技、
经济、市场等方面的信息服务经济、市场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医药咨询业的迅猛发展医药咨询业的迅猛发展

药品生产、销售、使用信息系统不断药品生产、销售、使用信息系统不断
完善完善

市场促进了药学信息学的不断发展市场促进了药学信息学的不断发展

八、药学信息产品八、药学信息产品

初级的信息产品初级的信息产品

中级的信息产品中级的信息产品

高级的信息产品高级的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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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的信息产品初级的信息产品

 药学领域信息资源十分丰富药学领域信息资源十分丰富

 信息原料：大量的、原始的、需要规范信息原料：大量的、原始的、需要规范
的数据和信息的数据和信息的数据和信息的数据和信息

 初级的信息产品：加工、处理，满足药初级的信息产品：加工、处理，满足药
学领域各行业或药学信息流中各节点需学领域各行业或药学信息流中各节点需
求求

 医院药品物流数据管理、药学情报检索、医院药品物流数据管理、药学情报检索、
一般的药学分析计算等一般的药学分析计算等

中级的信息产品中级的信息产品

 信息产品：药学信息学工作者开发供药学领域信息产品：药学信息学工作者开发供药学领域
中各行业、各层次，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软件、中各行业、各层次，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软件、
系统、技术、方法和服务等。系统、技术、方法和服务等。

 药学工作者利用这些信息产品最大限度地发掘、药学工作者利用这些信息产品最大限度地发掘、
利用药学领域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药学领域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计算机资源。

 医院药剂科基干网络的药品管理信息系统的实医院药剂科基干网络的药品管理信息系统的实
现，促进了药学部门的分工、人才的结构、工现，促进了药学部门的分工、人才的结构、工
作的方式及效益评估的标准等诸方面的变革。作的方式及效益评估的标准等诸方面的变革。

高级的信息产品高级的信息产品

 药学工作者的信息功能得到极大的扩充，药学工作者的信息功能得到极大的扩充，
药学专家、医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密切合药学专家、医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密切合
作，应用人工智能和知识库技术，创建各作，应用人工智能和知识库技术，创建各
种专家系统等高级信息产品种专家系统等高级信息产品种专家系统等高级信息产品种专家系统等高级信息产品

 为政府部门、研究部门、生产企业、经营为政府部门、研究部门、生产企业、经营
企业、医疗单位、市场专家、临床医生、企业、医疗单位、市场专家、临床医生、
临床药师等提供决策支持临床药师等提供决策支持

九、药学信息学结构的金字塔模型九、药学信息学结构的金字塔模型

决策层

（专家系统）

信息系统层

数据处理层

（（ll）底层一数据层）底层一数据层

 数据层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数据层是整个体系的基础

 信息处理的绝大部分工作在底层进行信息处理的绝大部分工作在底层进行

 数据录入 输出 规范筛选 加工分类 存储数据录入 输出 规范筛选 加工分类 存储 数据录入、输出、规范筛选，加工分类、存储、数据录入、输出、规范筛选，加工分类、存储、

传输等传输等

 在较低档次的单机上即可完成在较低档次的单机上即可完成

 需人工干预的成分较大，人的工作量也最大需人工干预的成分较大，人的工作量也最大

 信息系统的子系统或功能模块信息系统的子系统或功能模块

（（22）中层一信息系统层）中层一信息系统层

 医药信息学体系的核心信息系统医药信息学体系的核心信息系统

 由计算机硬件、应用软件和人的影响所组成由计算机硬件、应用软件和人的影响所组成

 大量医药信息事务处理在这一层系统中完成大量医药信息事务处理在这一层系统中完成

 计算机网络环境或中高档单机、工作站上实现计算机网络环境或中高档单机、工作站上实现

 中层的信息产出与传输无论从质或从量上都远比中层的信息产出与传输无论从质或从量上都远比
底层高得多，人的干预明显减小底层高得多，人的干预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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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顶层一决策支持层）顶层一决策支持层

 决策层为领域专家诊断、监控、治疗、科研等决策层为领域专家诊断、监控、治疗、科研等
提供决策支持，扩展人的智能的最高层次提供决策支持，扩展人的智能的最高层次

 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能实时地监控医生处方、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能实时地监控医生处方、
医嘱 合理用药 并进行自动分析合理用药监医嘱 合理用药 并进行自动分析合理用药监医嘱、合理用药，并进行自动分析合理用药监医嘱、合理用药，并进行自动分析合理用药监
控知识库管理系统控知识库管理系统

 新药、新剂型研制开发的辅助设计系统，医学新药、新剂型研制开发的辅助设计系统，医学
专家系统等专家系统等

 对提高和发挥医药信息学在支持医药工作者诊对提高和发挥医药信息学在支持医药工作者诊
治疾病中的最大效应具有巨大意义治疾病中的最大效应具有巨大意义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35



药物治疗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决策药物治疗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决策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蔡映云蔡映云

目录

一、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的依据

二、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的过程

三、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的结果

四 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结果的影响因素四、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结果的影响因素

五、药物治疗临床决策的基本原则

六、临床药师在药物治疗临床思维中的优势

一、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的依据

•法规伦理

•医药知识

•临床资料包括患者信息

法规伦理

执业医师法

药品管理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

其它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制度

诊疗规范

医药知识

医学知识 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循证医学

诊治指南

药学知识 基础药学

药事管理学

药理学、临床药理学

药剂学、临床药剂学

药物治疗学、说明书、药典

药物经济学

临床资料
（病史、症状、体征、辅助检查）

• 与诊断、分型分期分度有关

• 与病因、诱因有关

与并发症 伴发症 夹杂症有关• 与并发症、伴发症、夹杂症有关

• 治疗史、治疗反应、伴随用药

• 过去史、个人史、家族史

• 不良反应史（含过敏史）

• 有关肝肾功能

• 疗效、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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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信息
患者生物学资料：年龄、性别、妊娠、哺乳

体质特点 、职业

患者社会人文资料：民族国籍 宗教信仰

社会支持 文化水平社会支持 文化水平

心理情绪 家庭环境

经济水平 医疗保障

价值取向

患者的依从性

（一）、临床资料的收集和评估
1、临床资料收集的方法

2、临床资料的分析

3、临床资料的处理

4、临床资料的综合判断

临床资料在药物治疗中的意义（A）

• 病症的分析和安排

• 治疗方向的确定和安排

• 治疗措施的选择和安排

• 预期的结果和步骤

• 发现治疗矛盾的信息

• 发现治疗风险的线索

临床资料在药物治疗中的意义（B）

• 制定执行和修改治疗方案(药物选择、
药物剂型、给药途径、剂量、给药间隔、
疗程 )

• 制定执行和修改药学监护计划（观察疗
效、发现不良反应、确定依从性）

• 制定、开展和修改用药指导(因病而异、
因人而异、因药而异)

• 估计预后

1、临床资料收集的方法

• 系统问诊和重点问诊

• 系统体检和重点体检

• 实验检查和器械检查的选择、准备、执行
和结果报告和结果报告

• 在多数场合进行重点问诊和重点体检，实
验检查和器械检查的选择更是有目的有意
义的。其完整性、针对性和必要性显示水
平的高低、学识的深浅、经验的多寡、思
维的清浊。不能机关枪打蚊子，也不能轻
易地毯式排查

2、临床资料的分析
（1）、单个信息的性质

• 客观－主观

• 生理－病理

• 器质－心理

• 动态－静态

• 间歇－持续

• 明显－隐匿

• 结构－功能

• 局部－整体

• 表面－内在

• 特异－非特异

• 过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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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 先后或同时

• 邻近或远离

• 有关或无关

• 原发或继发• 原发或继发

• 因或果

3、临床资料的处理

（1）处理的方法

重复问诊、体检和辅助检查

改变问诊对象、检查项目方法和指标

查询相关资料（门诊记录 出院小结 手术查询相关资料（门诊记录、出院小结、手术
记录、影像资料、检查或治疗记录、病理
切片）

动态观察

（2）处理的目标和要求

真实化：不实－事实

偏倚－恰当

完整化：零星－全面

局部－整体

中断－连贯

系统化：繁琐－简明

紊乱－条理

矛盾－一致

4、临床资料的综合判断

• 可靠－不可靠

• 重要－次要

• 医源性－病源性医源性 病源性

二、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的过程
（三个评估）

• （一）病情评估

• （二）病人评估

• （三）治疗评估（主要讲药学评估)

• 评估的时间点：制定治疗计划方案时、执行治疗
计划方案时、结束或调整治疗计划方案时

• 评估的要点：疾病的严重性、复杂性、可逆性和
治疗的效果与困难

（一）病情评估（这是什么样的病？）

• 1、诊断

• 2、病症的分析

• 3、病情的判断

4 病情的变化趋势• 4、病情的变化趋势

• 5、疾病的转归和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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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疾病的诊断
（基本要求：正确和全面）

• （1）诊断要全面（有多少病症？）

• 主症

• 并发症

• 伴发症（合并症）

• 夹杂症

• 后遗症

• （2）诊断要全面

• （每个病的诊断都要全面）

• 病变部位

病 解剖 病 生• 病理解剖、病理生理

• 病因、诱因

• 功能障碍

• 分型、分期、分度

病症全面诊断的意义

• 各个临床信息及其变化是由何病症引起的？

• 何病症是主要矛盾？

• 何病症最难处理？

各病症 逆性如何• 各病症可逆性如何？

病症全面诊断的意义

• 病症影响药代动力学

• 病症影响疗效

• 病症影响不良反应

• 病症影响治疗计划• 病症影响治疗计划

• 病症影响药学监护

• 病症影响用药指导

病症全面诊断的意义

• 要不要治疗

• 治疗的先后

• 治疗的重点

• 治疗的相互影响(顾此而不失彼)• 治疗的相互影响(顾此而不失彼)

• 各个治疗措施是针对何病症的？

多病多症患者，病症处理的先后

• 先治要命，后治不要命

• 先治原发，后治继发

• 先治活动，后治稳定

• 先治激进的，后治缓进的

• 先治可逆性大的，后治可逆性小的

先治痛苦大的 后治痛苦小的• 先治痛苦大的，后治痛苦小的

• 先治易处理的，后治不易处理的

• 先治见效快的，后治见效慢的

• 先治促进其它病症恢复的，后治对其它病
症有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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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全面诊断的意义

• 何病症好转了？

• 何病症恶化了？

• 是病情变化还是药物不良反应？

• 有好有坏，总体趋势如何？

2、疾病特点

• 急性病－慢性病

• 缓解期－发作期

• 稳定－活动

• 激进－缓进激进 缓进

• 重症-轻症

• 可逆-不可逆

• 医源性－病源性

• 早期－晚期

• 急性加重－终末阶段

3、疾病与疾病的关系

原发-继发

因-果（诱因、病因、危险因素、靶器官）

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4、病情的动态变化趋势

病情变化结果：好转－恶化－稳定

病情变化的表现：症状、体征、辅助检查

病情变化的病症：主症、伴发症、夹杂症

（原发症－并发症）（原发症 并发症）

病情的重要变化：主要和次要矛盾的转化

重症和轻症的转化

可逆和不可逆的转化

致病性和抵抗力的转化

病源性和医源性的转化

分析病情变化趋势的注意事项

• 临床表现的不一致

• 各个病症变化的不一致

• 病情变化重要性的不一致

5、疾病的估计转归和预期结果

转归的类型：痊愈－好转－无变化－死亡

发生转归的病症：主症、伴发症、夹杂症

（原发症－并发症）

预期的结果：有无后遗症

后遗症是功能减损还是结构异常

后遗症有无可逆性

今后会反复发作还是静止不发

病情会急转直下还是长期稳定

理想的指标：阶段性或最终理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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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人评估
（这是怎么样的病人？）

• 1、病人的生物学特征

• 2、病人的社会心理学特征

• 3、依从性

1、病人的生物学特征

（1）、生理特征：

年龄：老年、婴幼儿、早产儿

性别：男女、妊娠、哺乳

生活习惯 吸烟 酗酒生活习惯：吸烟、酗酒

32

• （2）、体质特点

• 过敏体质

• 药物代谢类型

• 耐药基因• 耐药基因

• 受体缺陷

33

• （3）、病理特征

• 伴发症

• 伴随用药

• 营养

• 免疫

举例 吞咽障碍• 举例：吞咽障碍

• 卧床不起

• 难治性咳嗽-高血压-ACEI

• 难治性骨松症-乙肝病毒阳性-口服阿
德福韦酯-低磷血症

34

2、病人的社会心理学特征

民族国籍 宗教信仰

社会支持 文化水平

心理情绪 家庭环境

经济水平 医疗保障经济水平 医疗保障

价值取向 职业

• 3、病人的依从性

• 是否信任医务人员

• 是否信任治疗方案

• 是否按要求用药

• 会不会规范用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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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疗评估（主要讲药学评估）
（这是怎么样的治疗？）

• 1、治疗计划和方案的评估

• 2、执行治疗计划和方案的评估

• 3 治疗反应的评估• 3、治疗反应的评估

• 4、治疗问题的评估

1、治疗计划和方案的评估

（1）必要性

（2）适当性

（3）可行性

（4）收益与代价（4）收益与代价

（5）矛盾与风险

2、执行计划和方案的评估

• 保存保管问题？

• 配制适当吗？

• 先后顺序合理吗？

• 给药速度控制吗？• 给药速度控制吗？

• 方法正确吗？

3、治疗反应的评估

疗效的评估

不良反应的评估

病人用药依从性的评估病人用药依从性的评估

疗效

• 疗效好不好？

• 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不良反应

• 不良反应有吗？

• 什么药引起的？

• 不良反应严重吗？

• 不良反应有可能减轻或消失吗？• 不良反应有可能减轻或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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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依从性

• 病人信任医务人员吗？

• 病人信任该治疗方案吗？

• 病人遵守用药要求吗？

• 为什么用药依从性不好？• 为什么用药依从性不好？

4、造成药物治疗问题的相关因素评估

• 客观因素：病情因素、病人因素、治疗因素

• 主观因素：医务人员因素、患者或家属主观因素

三、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的结果
（形成治疗计划方案和决策）

（一）总体安排

（二）具体治疗方案（二）具体治疗方案

（三）药学监护计划

（四）用药指导

• 临床药师切忌抓中间、轻两头

（一）总体安排
1、病症的分析及其安排
2、治疗方向及其安排
3、治疗措施及其安排
4 预期结果及其步骤4、预期结果及其步骤
5、治疗矛盾及其处理
6、治疗风险及其处理

不但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

1、病症的分析及其安排
主症（本次就诊或住院的主要病症）

原发症－并发症（病源性、医源性）

伴发症（合并症）（伴随主症的仍需关注或处理的其他病症）

原发症－并发症（病源性、医源性）

夹杂症（主症之后发生的与主症或伴发症都无关的其他病症）

原发症－并发症（病源性、医源性）

后遗症

病症处置的安排

观察－处理

同时－先后

急症－限期或择期

重点－次要重点 次要

根治－姑息

维持－调整或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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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疗的方向及其安排

• 诱因治疗

• 病因治疗

• 病理治疗

• 对症治疗对症治疗

• 支持治疗

• 康复治疗

• 预防发作

• 诊断性治疗

3、治疗措施及其安排
（1）.治疗场所：门诊、急诊、留观、住院、监护室

（2）.饮食：普食、半流、流质

胃肠营养、静脉营养

盐、水、糖、蛋白、脂肪、其它

（3）.体位：平卧、半卧、头低、翻身

（4）.活动：自主、限制、运动

（5）.药物：中药、西药

（6）.非药物：手术（微创－常规）、介入、放疗、
透析、理疗、康复、心理

（7）.其它：如中止妊娠

4、预期结果及其步骤

（1）.最佳转归：痊愈、好转

（2）.有无后遗症

（3）.后遗的症状、体征、检查异常

（4）.后遗功能损害还是结构改变

（5）.分阶段指标(如稳定生命体征)

（6）.理想的最终指标和参数值

（7）.达标速度

不是每个病人都能痊愈的，不是每项指标都能正常
的，不是每种病的治疗效果都能一步到位的

5、治疗矛盾及其处理

• 所谓矛盾

• 从辩证法上指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内
部各个对立面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赖部各个对立面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赖
的关系

• （1）药物治疗矛盾的表现

• 药物选择

• 剂型、给药途径

• 剂量

• 给药方法（溶媒、先后、快慢）

• 疗程

（2）.引起药物治疗矛盾的因素

A.由于病情的因素引起矛盾

如肺炎（体位引流）－股骨骨折牵引（体位受限）

慢阻肺气急（半卧位）－低血压（平卧）

肠梗阻营养不良（静脉营养）－左心衰（控制进水）

外伤后肺炎（翻身拍胸背）－腰椎和肋骨骨折（活外伤后肺炎（翻身拍胸背） 腰椎和肋骨骨折（活
动受限、不敢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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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于病人的因素引起矛盾

如对有效药物过敏

孕妇禁用药

经济困难不能承受

吞咽障碍不能用口服药

C.由于治疗措施的因素引起矛盾

如抗生素相关性肠炎患者需鼻饲益生菌－中央静脉置
管禁忌

药物必须用葡萄糖液稀释，用于糖尿病人

贫血病人口服铁剂又口服左氧氟沙星

• 禁忌症和适应症如对甲症适应，对乙症禁忌；同一个
病对甲环节适应，对乙环节禁忌

• 药效如正作用和副作用；局部有效，全身有害；近期
有效，远期有害；结构改善，功能恶化

• 药代动力学如吸收、代谢、排泄环节的矛盾

• D.其它治疗措施

• 手术如术前准备、术前用药、术前停用
药物、术后并发症、切除器官的影响

• 腹透、血透腹透、血透

• (3)处理药物治疗矛盾的方法

• 调整治疗的重点

• 调整治疗的措施

• 调整治疗方向• 调整治疗方向

• 调整预期结果

• 调整治疗方案

6、药物治疗的风险及其处理

• 药物治疗的风险是指药物治疗产生非预期
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影
响的程度

（1）风险因素

• 风险因素是指造成药物治疗风险的情况
和状态

• 药物因素

• 病情因素病情因素

• 病人因素

• 管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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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风险的处理

• 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的监管

• 制定管理制度和督察

• 培养和教育参与药物治疗的从业人员培养和教育参与药物治疗的从业人员

• 开展科普教学和用药指导

（3）风险事件

• 药物治疗的风险事件是指药物治疗风险所
引起的实际发生的不良事件，也就是风险
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 用药差错

• 无效

• 药物不良反应

• （4）风险事件的后果

• 延长疗程或住院天数

• 增加躯体痛苦和心理伤害

引起后遗症（结构异常或功能障碍）• 引起后遗症（结构异常或功能障碍）

• 增加医疗费用

• 造成病人残疾或死亡。

• （5）风险事件的促发因素

• 促发因素是指诱导、助长、促使风险事
件发生的因素

• A 客观因素• A.客观因素

• B.医务人员主观因素

• （6）风险事件的处理

• 警惕和发现风险

• 评估风险：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严重性

可逆性

疾病风险与药物治疗风险的比较

• 处理风险事件：

避免风险事件

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减轻风险事件造成的不良后果

与患方沟通和告知

（二） 药物治疗具体方案
1、药物选择和联合

2、剂量

3、剂型

4 给药途径4、给药途径

5、给药间隔

6、疗程

7、替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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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药学监护计划

1、如何观察疗效

2、如何发现不良反应

3、如何监测治疗方案的执行情况

4、如何观察用药依从性

（四）用药指导

• 药物保存

• 剂量用法

• 观察监护指标

• 随访计划• 随访计划

四、药物治疗临床思维结果的影响因素

（一）临床思维能力

（二）临床技能高低

（三）临床知识水平（三）临床知识水平

（四）临床经验多寡

（五）设备条件

（六）患者及其家属意愿

（一）临床思维能力

• 1、临床资料收集和评估能力

• 2、疾病诊断和病情评估的能力

• 3、病人评估的能力

• 4、药学评估的能力4、药学评估的能力

（二）、临床技能高低

1、病史采集

2、体检技能

3、检查结果分析（如化验单、心电图、X线片）

4 动手操作4、动手操作

（三）临床知识水平

• 知识结构

• 知识更新

• 知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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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临床经验多寡

1、成功经验、失败教训、间接经验

2、适当收集和分析临床资料

3、迅速正确全面地诊断和病情评估

4、恰当的患者评估

5、及时的药学评估

6、科学组织和合理安排检查和治疗措施

7、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五）设备条件

1、药品供应和设备要求

2、药学监护要求

3、联合措施

（六）患者及其家属意愿

1、过度关注疗效

2、过度担心副反应

3、经济上考虑

能 受痛苦4、不能忍受痛苦

5、强调给药方便

举例：一定要进口药

一定要中药或中成药

一定要美国FDA批准的药

五、药物治疗临床决策的基本原则

 突出重点

 趋利避害

 标本兼治

 综合治疗 综合治疗

 个体化

 全程监护

治疗决策中应权衡的关系

 适应 －－ 禁忌

 局部 －－ 整体

 近期 －－ 远期

 形态 －－ 功能

 疗效 －－ 副作用

 效益 －－ 成本

 疾病危害－－治疗风险

 治疗效果－－可能意外形态 功能

 治病 －－ 防病

 诊断 －－ 治疗

治疗效果 可能意外

 治病 －－ 致病

六、临床药师在药物治疗临床思维中的优势

• （一）、药学知识

• （二）、药学思维

• （三）、药学测定

• （四） 药学信息• （四）、药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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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学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药师更能发挥优势的患者群）

• 多病患者

• 用多种药物患者

• 肝肾功能损害的患者

• 药物吸收、代谢、排泄异常的患者

• 妊娠、哺乳期患者

• 老年、儿童患者

• 依从性差的患者

（一）药学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 2014年GINA：

• HFA驱动的二丙酸培氯米松的剂量为CFC驱动的1/2

• 而沙丁胺醇或特布他林没有差别

• 同样是吸入糖皮质激素的布地奈德也没有差别同样是吸入糖皮质激素的布地奈德也没有差别

• 为什么？

• 临床药师用药学知识回答了这个问题。
• 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2015；38（6）：470-471

80

（二）、药学思维

• 风险思维(潜在的用药问题)

• 横向思维（药学特点的横向比较）

• 顶层思维（基础药学知识解释临床药学问题）

风险思维（潜在的用药问题）

• 举例：

• 阿糖胞苷/阿糖腺苷

• 他巴唑/地巴唑

• 青霉素过敏用头孢霉素• 青霉素过敏用头孢霉素

药学问题的警惕性

• 肺栓塞溶栓术后，出院前华法林口服每天1粒
*5天，每天2粒*5天，每天4粒*5天

• INR一直在1.2左右

• 心内科、血液科、血管科会诊过，建议加量到心内科、血液科、血管科会诊过，建议加量到
每天6粒，出院，一周后随访

• 临床药师发现每天静脉营养液中输入维生素K

• 停用维生素K后，INR马上上升

•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2011；20（3）：174-175

横向思维（药物特点的横向比较）

• 金葡菌败血症用万古霉素，脑外伤利尿脱水，尿量多
。万古霉素血浓度过低，怎么办？

肺栓塞高危人群咳血 如何选择止血药 如何监测• 肺栓塞高危人群咳血，如何选择止血药？如何监测？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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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思维（基础药学知识解释临床药学问题）

• 冠脉安置支架后2周堵塞。手术操作、支架质
量、出院带药、用药依从性都没有问题。

• 临床药师检测氯吡格雷代谢酶CYP2C19基因表
型为慢代谢。前体药氯吡格雷在体内代谢形型为慢代谢 前体药氯吡格雷在体内代谢形
成的活性药物不足，药师提出改用不经过该
酶代谢的药物或者增加氯吡格雷的剂量

（三）药学测定
（如血药浓度、相关基因）

• 慢阻肺急性发作已经控制

• 血气分析和血清电解质达到预期结果

• 出现精神症状

• 氨茶碱每日1g静脉滴注• 氨茶碱每日1g静脉滴注

• 左氧氟沙星每日0.5g静脉滴注

• 血茶碱浓度37mg/L

（四）药学信息

• 举例：

• 男性，72岁

• 肺真菌感染

• 静脉点滴伏立康唑有效 口服伏立康唑过敏静脉点滴伏立康唑有效，口服伏立康唑过敏

• 为什么？

• 序贯治疗需要用哪个口服抗真菌药？

87

信息

查阅了FDA网站，发现虽然威凡片剂和针剂是同一个厂家生

产，并且都是伏立康唑。但是两者制剂的辅料是完全不同的，

患者可能是辅料过敏。具体哪个辅料并不清楚。

同一药物，不同剂型，由于
辅料不同，是否发生过敏反
应也会有差异

泊沙康唑口服液：
治疗曲霉效果较好，且不良反应相对较小；
其价格是很贵的，不过该患者经济条件非常好；
对于该患者也许选择泊沙康唑序贯口服是可行的。

信息

Polysorbate 80 聚山梨酯80

泊沙康唑口服液 制剂辅料

待患者病情稳定出院后，序贯治疗方案如何确定？

Polysorbate 80 聚山梨酯80
Simethicone 二甲基硅油
Sodium benzoate  苯甲酸钠
Sodium citrate dehydrate  枸橼酸钠二水合物
Citric acid monohydrate   一水柠檬酸
Glycerin                              甘油
Xanthan gum    黄原胶
Liquid glucose    液态葡萄糖
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钛
Artificial cherry flavor  人工樱桃香精
Purified water  纯净水

谢谢！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50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
李晓宇

目录目录

临床药学的定义

为什么需要临床药学

2

为什么需要临床药学

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

总结

ACCPACCP对临床药学的定义对临床药学的定义

 ACCP  美国临床药学协会

——American College of Clinical Pharmacy

 定义：关于合理用药方面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药学领域

3

 定义：关于合理用药方面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药学领域

http://www.accp.com/clinical_pharmacy.php

临床药学（临床药学（Clinical PharmacyClinical Pharmacy））

 是药师利用药学专业的知识、理论、技术、方法及仪器和药

师特有的专业思维、判断能力，在药物治疗的各个环节为医

师、护师及病人提供帮助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4

 目的：病人用药更加 安全、有效、经济、合理。

ACCPACCP对临床药学的定义对临床药学的定义

 临床药学是一门关于卫生健康科学的学科领域。在此领域中

药师向病人提供最优化的药物治疗以促进人类的健康和预防

疾病。临床药学的实践支持了药学监护的基本原理。

 它的定位是：要求将专业的药物治疗学知识 治疗经验及药

5

 它的定位是：要求将专业的药物治疗学知识、治疗经验及药

师的判断力融为一体，以保证病人的药物治疗达到最佳效果。

作为一门学科，临床药学有义务对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

高做出贡献。

ACCPACCP对临床药学的定义对临床药学的定义

在卫生保健的体系中，临床药师
 是药物治疗专家

 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向病人和医疗工作者提供药物治疗评估和

建议

6

建议

 在安全、合理和经济的药物使用中，临床药师是科学有效的

信息和建议的第一手资料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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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PACCP对临床药学的定义对临床药学的定义

 临床药师应该关注病人卫生保健的各个方面。他们不仅具有

全面而深厚的药物学知识，而且应该具有能够将生物医学、

药学、社会行为学及临床医学科学与药物学知识结合起来为

7

药学、社会行为学及临床医学科学与药物学知识结合起来为

病人服务的能力。

ACCPACCP对临床药学的定义对临床药学的定义

 为了达到预期的治疗目标，临床药师应该将循证医学、新兴

的医药科学理论、新型的技术以及相关法规、伦理、社会、

8

文化、经济的原则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去。

为什么需要临床药学？为什么需要临床药学？

 医疗需求 提高药物治疗效果,缩短药物疗程

减少药物治疗差错和事故

 经济需求 降低病人经济支出

9

 医改需求 节约卫生资源

 医疗保险需求 减轻国家经济负担

为什么需要临床药学？为什么需要临床药学？

 药学学科发展变化的需求

信息化、工业化、自动化、集约化

 社会需求 药物警戒、人文进步、科技进步

生命质量需求 药物治疗和生活质量的平衡

10

 生命质量需求 药物治疗和生活质量的平衡

 人才培养、出路需求

 药学专业结构合理化需求

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

 发现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用药问题

 解决实际发生的用药问题

11

 防止潜在的用药问题发生

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

 有研究表明，临床药师能：

① 缩短平均住院日；

② 降低死亡率；

③ 减少患者医疗费用

12

③ 减少患者医疗费用，

④ 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⑤ 降低药品不良反应及不良药物相互作用发生比率；

⑥ 减少药物差错、事故。

C. A. Bond.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Mortality Rates, Drug Costs, Total Cost of Care, and 
Length of Stay in United States Hospitals: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s and Staffing[J]. Pharmacotherapy. 2001;21(2): 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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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方法

临床治疗结果 主题=("controlled trials") AND 主题=(pharmacist) AND 

主题=(patient)；精炼依据: 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PHARMACOLOGY PHARMACY)

用药差错 主题=("medic* error") AND 主题=(pharmacist) AND 主题

=(patient)；精炼依据: Document Type=(ARTICLE OR REVIEW)

13

=(patient)；精炼依据: Document Type=(ARTICLE OR REVIEW) 

不良反应 主题=("adverse drug event" or "adverse drug reation" or 

adr) AND 主题=(pharmacist) AND 主题=(patient)；精炼依据: 

Document Type=(ARTICLE OR REVIEW)

检索工具 web of knowledge        检索年限 2001-2012

检索方法

医疗费用 主题=(cost) AND 主题=(pharmacist) AND 主题=(patient)；

精炼依据: Document Type=(ARTICLE OR REVIEW) AND 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HEALTH CARE SCIENCES SERVICES)

平均住院日 主题=("length of stay") AND 主题=(pharmacist)；精炼依

据: Document Type=(ARTICLE OR REVIEW)

14

据: Document Type=(ARTICLE OR REVIEW)

依从性 主题=(complian* or adherence) AND 主题=(pharmacist) AND 

主题=(patient)；精炼依据: 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HEALTH CARE 

SCIENCES SERVICES)

检索工具 web of knowledge        检索年限 2001-2012

检索结果——类别统计

类 别 数量

临床治疗结果（Clinical Outcome） 49

用药差错（Medication Error） 115

不良反应（ADR） 109

医疗费用（ ）

15

医疗费用（Cost） 127

平均住院日（Length of Stay, Los） 72

依从性（Compliance） 84

汇总（去重复） 490

序号 国家 数量 百分比
1 USA 250 51.020%

2 Canada 41 8.367%

3 England 37 7.551%

4 Australia 31 6.327%

5 Netherlands 29 5.918%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国家统计国家统计

6 France 15 3.051%

7 Spain 15 2.857%

8 Germany 9 1.837%

9 Japan 9 1.837%

10 Scotland 9 1.837%

11 China 7 1.429%

16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国家统计国家统计

17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出版物统计出版物统计

序号 出版杂志 影响因子 数量 百分比

1 Journal of Managed Care Pharmacy  2.250 49 10.000 %

2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System Pharmacy  1.962 27 5.510 %

3 Annals of Pharmacotherapy  2.126 26 5.306 %

4 Pharmacotherapy  2.900 24 4.898 %

5 Pharmacy World Science  1.215 23 4.694 %

18

6 American Journal of Managed Care  2.458 20 4.082 %

7 Drug Safety  3.634 17 3.469 %

8 Quality Safety in Health Care  1.683 16 3.265 %

9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660 15 3.061 %

10 Disease Management Health Outcomes  14 2.857 %

11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2.958 13 2.653 %

……

加权平均影响因子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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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检索结果————机构统计机构统计

19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发表年份统计发表年份统计

20

检索结果——文献类型统计

21

改善临床治疗结果（Clinical Outcome）

TI SO RP
Medication review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pharmacist and general practitioner and the 
benefit for the patient: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Netherlands 2012

Effectiveness of Dader Method for Pharmaceutical Care 
on Control of Blood Pressure and Total Cholesterol in 
Out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or 

JOURNAL OF MANAGED 
CARE PHARMACY

Colombia 2012

22

Cardiovascular Risk: EMDADER‐CV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mpac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on health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OP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Jordan 2012

减少用药差错（Medication Error）

TI SO RP
Tenfold Medication Errors: 5 Years' Experience at a 
University‐Affiliated Pediatric Hospital

PEDIATRICS Canada 2012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ported Preventable 
Adverse Drug Events: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ANNALS OF 
PHARMACOTHERAPY

IN USA 2012

23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of Pharmacist 
Activities Resulting in Medication Error Interception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USA 2012

降低不良反应（ADR）

TI SO RP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ternational multicentre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Germany 2012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adverse drug event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CRITICAL CARE MEDICINE USA 2012

24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n Older Peopl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DRUGS & AGING Belgiu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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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医疗费用（Cost）

TI SO RP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Agents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Sclerosis: Consensus Statements 
from a Panel of US Managed Care Pharmacists and 
Physicians

JOURNAL OF 
MANAGED CARE 
PHARMACY

USA 2012

An Integrated Pharmacy‐Based Program Improved 
Medication Prescription And Adherence Rates In

HEALTH AFFAIRS RI USA 2012

25

Medication Prescription And Adherence Rates In 
Diabetes Patients

Narcotic analgesic utilization amongst injured workers: 
using concept mapping to understand current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ysicians and pharmacists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Canada 2011

缩短平均住院日（Length of Stay）

TI SO RP

Clinical Pharmacists on Medical Care of Pediatric 
Inpatients: A Single‐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LOS ONE China 2012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 pharmacist‐managed 
inpatient anticoagulation service for warfarin

JOURNAL OF 
CLINICAL 

Singapor
e

2011

26

p g
initiation and titration PHARMACY AND 

THERAPEUTICS

Cos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ssues in Managing 
Hyponatremia. The Pharmacist's Role

PHARMACOTHERA
PY

USA 2011

提高依从性（Compliance）

TI SO RP

An Integrated Pharmacy‐Based Program 
Improved Medication Prescription And 
Adherence Rates In Diabetes Patients

HEALTH AFFAIRS RI USA 2012

The Impact of 90‐Day Prescriptions on 
Adherence at Workplace Pharmacie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ail Order

POPULATION HEALTH 
MANAGEMENT

USA 2011

27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ail Order

Effects of a clinical pharmacist service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prescribing of 
drugs: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MJ QUALITY & 
SAFETY

Sweden 2011

国内相关研究

1 2 3 4

web of

检索网络

Pharmacist;

关键词

中国

限定区域

2001-2012

检索时间

28

web of 
knowledge

Pharmacist;
Pharmaceutical 

care;
Pharmaceutical 

service

中国 2001 2012

共 41 篇文章，通过筛选获得 9篇关于药师临床干预的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

文献 试验方案 人数 时间 干预方式 研究切入点 结果

[1] 随机对照
研究：
干预组和
对照组

105：
I=51
C=54

9mo 药师提供咨询服务 2型糖尿病患者的
冠心病风险水平及
患者依从性

干预组较对照冠心病风险下降
1.64%*，中风率下降1.37%*

（控制组风险升高），血红素
A1c水平下降1.17%*，LDL水
平下降0.33 mmol⁄L*，依从
性从2%提高至22.5%*

[2] 随机对照 160: 药师提供治疗意见， 多种儿科疾病治疗 干预组较对照组平均住院日缩

29

研究：
干预组和
对照组

I=80
C=80

检验处方向出院病人
提供咨询服务

情况：用药差错，
平均住院日，依从
性，医疗费用

短4.43天*，依从性提高
11.14%*，以及较少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与用药差错

[3] 随机对照
研究：
干预组和
对照组

278：
I=139
C=139

6mo 药师向干预组提供
192项用药意见：
42.7%为增添一种
抗高血压药，
39.8%于首次访问
时给出

高血压病人的血压
控制水平及用药依
从性

干预组较对照组血压控制率提
高25.8%*，SBP下降
8.5mmHg*，DBP下降
4.7mmHg*；依从性提高
16.9%*

*表示数据有显著性差异； I代表干预组，C代表对照组

国内相关研究

文献 试验方案 人数 时间 干预方式 研究切入点 结果

[4] 随机对照
研究：
干预组和
对照组

354：
I=178
C=176

14mo 药师纠正抗生素不
合理运用，从五方
面提供治疗意见：
适用症、剂量、给
药时间，持续时间、
剂型更换

呼吸道感染患者
医疗费用，住院
日，五项抗生素
不合理用药评分

干预组较对照组住院费用及抗生
素用药费用分别减少$287.6*与
$111.9*，住院日缩短1.6天*；
五项抗生素不合理用药得分均较
低。

[5] 前瞻性对 300： 24mo 增强对健康生活方 降脂治疗中 干预组较对照组LDL-C治疗目标

30

照研究：
干预组和
对照组

I=150
C=150

式的教育，每月定
期电话随访

LDL-C水平及其
他相关指标；依
从性及合理用药
水平

达成率上升13.4%，LDL-C，
TC，TG平均下降幅度分别增大
13.8%，10.8%，18.5%；所
提供的服务每月仅增加每位高血
脂患者$385/600 

[6] 前瞻性随
机对照研
究：
干预组和
对照组

118:
I=58
C=60

9mo 药师与病人进行15-
30min的交流，并
对药物与生活方式
的改善提供意见，
之后进行4周的电话
随访

降脂治疗中
LDL-C水平及
TC水平

干预组较对照组有更低的LDL-C
（2.80±0.89mmol⁄L vs. 
3.24±0.78mmol⁄L） *以及更
低的TC水平（4.75 
±1.08mmol⁄L vs.  
5.18±0.93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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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相关研究

文献 试验方案 人数 时间 干预方式 研究切入点 结果

[7] 前瞻性随
机对照研
究：
干预组和
对照组

137：
I=68
C=69

药师对病人进行药
物教育，监测华法
林与药物、与食物，
与草药的相互作用；
并进行电话随访

华法林使用
者的PSQ-
18评分以及
病人每日花
费

干预组较对照组病人平均每月花费
较少（US$76±95 vs. 
US$98±158）*，PSQ-18评分相
对较高（3.8±0.2 vs.3.6±0.3）*

[8] 随机对照
研究：

502：
I=219

2y 药师与电话咨询组
病人进行面对面随

低依从性病
人的死亡率

电话咨询组较对照组降低死亡风险
41%（RR 0.59 95%CI 0.35-

31

研究
电话咨询
组和对照
组

C=223
60人违约

病 进 随
访，同时多次电话
随访；对照组不进
行电话随访

死 率
以及依从性
的改善情况

（
0.97）*

[9] 前瞻性对
照研究：
个体化咨
询组和对
照组

50：
I=26
C=24

3mo 药师向病人个体提
供咨询服务；并监
测胆固醇浓度

降脂治疗中
LDL-C水平
及其他相关
指标；依从
性

个体化咨询组较对照组有更高的依
从水平（高依从者占76.9% vs. 
41.7%）*；更大幅度的降低LDL-
C（27.7% vs. 16.3%）*，TC
（28.3% vs. 15.3%）*，TG
（26.1% vs. 10.6%）*

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临床药师的价值与作用

 在目前我国医院运行机制仍是项目收费、自负盈亏的情况下，

临床药学的学术价值仅仅可通过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

医疗的价值来实现。这样学科发展是没有动力的。

 只有当我国医院运行机制采取病种收费或预付费方式的时候

32

 只有当我国医院运行机制采取病种收费或预付费方式的时候，

临床药学的经济价值才能显现出来。只有这个时候学科发展

才有了真正的动力。

Thank you !Thank you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Thank you !Thank you !
Lv.qianzhou@zs‐hospital.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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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基本原则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基本原则

与常用品种特点与常用品种特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陈璋璋

抗菌药物治疗性应用的基本原则

• 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方有指征应用抗菌药物

• 尽早查明感染病原，根据病原种类及药物敏感试

验结果选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的经验治疗• 抗菌药物的经验治疗

• 按照药物的抗菌作用及其体内过程特点选择用药

• 综合患者病情、病原菌种类及抗菌药物特点制订

抗菌治疗方案

• 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

2

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方有指征应用抗菌药物

• 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或放射、超声

等影像学结果，诊断为细菌、真菌感染者方有指征

应用抗菌药物

• 由结核分枝杆菌、非结核分枝杆菌、支原体、衣原• 由结核分枝杆菌、非结核分枝杆菌、支原体、衣原

体、螺旋体、立克次体及部分原虫等病原微生物所

致的感染亦有指征应用抗菌药物

• 缺乏细菌及上述病原微生物感染的临床或实验室证

据，诊断不能成立者，以及病毒性感染者，均无应

用抗菌药物指征

3

• 抗菌药物品种的选用，原则上应根据病原菌种类

及病原菌对抗菌药物敏感性，即细菌药物敏感试

验 （以下简称药敏试验）的结果而定

尽早查明感染病原，根据病原种类及药物敏
感试验结果选用抗菌药物

•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对临床诊断为细菌性感染的

患者应在开始抗菌治疗前，及时留取相应合格标

本（尤其血液等无菌部位标本）送病原学检测，

以尽早明确病原菌和药敏结果，并据此调整抗菌

药物治疗方案

4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督查

• 抗菌药物使用前微生物检验样本送检率

接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治疗的住院患者，不低于

50%

接受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治疗的住院患者，不低于

80%

5

根据病原及药敏选用药物

• 提高疗效

• 增加使用窄谱抗菌药物的可能，减少细菌的抗

菌药物选择性压力，从而减少多重耐药菌的产

生

• 减少联合用药的可能

• 减少不良反应

• 降低药品费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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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经验治疗

• 病原体评估

感染部位：不同部位常见病原体

基础疾病：免疫抑制

发病情况：病史

发病场所：社区、医疗机构、ICU

既往抗菌药物用药史及其治疗反应

7

尿路感染的经验性治疗药物选择

常见病原体 抗菌药物

急性尿路感染
大肠埃希菌（80-90%）

腐生葡萄球菌（膀胱炎）

头孢菌素、β内酰胺酶

抑制剂合剂、喹诺酮类
腐 葡萄球菌 膀胱炎

复杂性、反复

发作性尿路感

染

大肠埃希菌、肠球菌、

其他肠杆菌科细菌、非

发酵菌、真菌

头孢菌素、β内酰胺酶

抑制剂合剂、喹诺酮类

、氨基糖苷类、碳青霉

烯类、氟康唑

8

常见病原微生物 选用抗菌药

天然瓣膜心内膜
草绿色链球菌（最常见）青霉素G+庆大霉素

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抗菌治疗

天然瓣膜心内膜
炎

MSSA
肠球菌

头孢曲松
头孢唑林

人工瓣膜心内膜
炎（换瓣后3月内）

MRSA（最常见）
革兰阴性杆菌

万古霉素+利福平+庆大

9

抗菌药物的经验治疗

• 结合当地细菌耐药性监测数据、评估多重耐药菌

感染的危险因素，先给予抗菌药物经验治疗

• 待获知病原学检测及药敏结果后，结合先前的治

疗反应调整用药方案

• 对培养结果阴性的患者，应根据经验治疗的效果

和患者情况采取进一步诊疗措施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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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药物的抗菌作用及其体内过程特
点选择用药

• 各种抗菌药物的药效学和人体药动学特点不同，

因此各有不同的临床适应证

• 应根据各种抗菌药物的药学特点 按临床适应证应根据各种抗菌药物的药学特点，按临床适应证

正确选用抗菌药物

37

抗生素

• β-内酰胺类：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

、β-内酰胺酶抑制剂

• 氨基糖苷类 ：链霉素、庆大霉素、阿米卡星、

依替米星

• 大环内酯类 红霉素 阿奇霉素• 大环内酯类：红霉素、阿奇霉素

• 四环素类：米诺环素、多西环素

• 林可酰胺类 ：林可霉素、克林霉素

• 糖肽类：万古霉素、去甲万古、替考拉宁

• 其他类：氯霉素、磷霉素、夫西地酸、利奈唑胺、

达托霉素、替加环素

38

合成抗菌药

• 氟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

• 磺胺类：磺胺甲噁唑

• 呋喃类：呋喃妥因

• 硝咪唑类：甲硝唑、奥硝唑、 替硝唑

39

（杆菌肽、磷霉素）

抗菌药物作用机理

蝶啶+对氨基苯甲酸

二氢蝶酸+谷氨酸
二氢蝶酸合酶

磺胺类竞争

（氨基糖苷类）

（利奈唑胺）二氢叶酸

二氢叶酸还原酶

四氢叶酸

嘌呤、嘧啶的合成
40

青霉素类

• 天然青霉素：青G、普鲁卡因青霉素（链球菌）

• 耐青霉素酶：苯唑西林、甲氧西林（葡萄球菌）

• 广谱青霉素：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对金葡菌无

效，对肠球菌、李斯特菌作用好）

• 抗铜绿假单胞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替卡西林

/克拉维酸

41

抗假单胞青霉素的抗菌作用比较

细菌 羧苄西林 替卡西林 阿洛西林 美洛西林 哌拉西林

葡萄球菌（酶-） +                 +                  ++             ++               +~++
葡萄球菌（酶+） - - - - -
链球菌 +~++ + ++ ++~+++ ++链球菌                                                    
肠球菌 ± - ++              +                +~++
革兰阴性菌 +                ++                +++           +++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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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类

• 无论何种给药途径用药前均需询问青霉素过敏史,

并需先做皮试

• 过敏性休克一旦发生,必需就地抢救

• 高剂量应用时注意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反应的发生

，尤其对于老年人和肾功能减退者

• 不可鞘内注射

43

青霉素类不良反应

• 过敏反应：皮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

• 胃肠道反应（口服制剂） 腹泻（氨苄西林）

• 药物热

• 静脉炎及肌注处硬结

• 肾功能不全时大剂量应用易引发抽搐、癫痫发作

44

头孢菌素

•一代头孢：唑啉（先锋5号）、噻吩

• 口服：氨苄、羟氨苄、拉定（先锋6号）

•二代头孢：孟多、尼西、替安

• 口服：呋辛酯、替安酯、克洛、丙烯

•三代头孢：噻肟、曲松、他啶、哌酮、唑肟、克肟、三代头孢：噻肟、曲松、他啶、哌酮、唑肟、克肟、

地嗪

• 口服：地尼、布烯、他美酯、特仑酯、泊肟酯

•四代头孢：吡肟、匹罗（经肾排泄）

•五代头孢：洛林、吡普

45

头孢类特点

G+ G－ 铜绿 肾毒性 酶稳定

一代 ＋＋＋ ＋
－

＋＋ ＋

46

二代 ＋＋ ＋＋ － ＋ ＋＋

三代 ＋ ＋＋＋ ＋＋＋ － ＋＋＋

四代 ＋＋ ＋＋＋ ＋＋＋ － ＋＋＋

头孢洛林

• 对G+﹑ Gˉ均有体内抗菌活性

• 对MRSA也具有活性（PBP2a）

• 对肠球菌、肠杆菌科细菌中产ESBL者、产AmpC酶

、产碳青霉烯酶的病原体抗菌作用差

• 18岁以上患者的给药剂量为0.6g，q12h，ivgtt

• 妊娠期用药B类

• 不推荐用于18岁以下青少年及儿童。

47

• 克拉维酸、舒巴坦、他唑巴坦、阿维巴坦

• 特点：

β内酰胺酶抑制剂

对β内酰胺酶有较强的抗菌作用

（抑酶作用：阿维巴坦＞他唑巴坦＞克拉维酸＞舒巴坦）

扩大抗菌谱，增强抗菌活性

舒巴坦对不动杆菌属具良好抗菌活性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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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苄西林/
舒巴坦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

替卡西林/
克拉维酸

头孢哌酮/
舒巴坦

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

肠杆菌科 + ++ + +++ +++

铜绿、沙雷 - - ++ ++ +++

BL/BLI抗生素的比较

鲍曼不动杆
菌

+++ - / ++++ ++

肠球菌 ++ ++ ++~+++ - +++

嗜麦芽窄食
单胞菌

+++ +++

凝固酶阴性
葡萄球菌

+ - - - +

49

碳青霉烯类

•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美罗培南、比阿培南、帕

尼培南∕倍他米隆、厄他培南

• 对各种G+、G－（包括铜绿假单胞菌）和多数厌氧

菌具强大抗菌活性 对多数β内酰胺酶高度稳定菌具强大抗菌活性，对多数β内酰胺酶高度稳定

• 对MRSA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等抗菌活性差

• 厄他培南对铜绿、不动杆菌无活性

50

碳青霉烯类

亚胺培南
美罗培南
比阿培南

帕尼培南 厄他培南

G+ ++ +～++ ++～+++ +++

肠杆菌科 +++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

厌氧菌 +++ +++ +++ +++

对去氢肽酶
稳定性

不稳 稳定 稳定 稳定

中枢毒性 ++ + + +

51

• 窄谱：肠杆菌科、气单胞菌、流感、淋菌

• 对不动杆菌、产碱、厌氧菌差

• 对革兰阳性菌无活性

氨曲南

• 耐酶

• 低毒

• 与青、头孢无交叉过敏

52

氨基糖苷类

• 抗菌谱广

主要作用于G-菌

对葡萄球菌有一定作用，对溶血链球菌、肺炎链

球菌作用不强球菌作用不强

对厌氧菌无作用

• 胃肠道吸收差，不易透过血脑屏障

• 具有耳毒性和神经肌肉接头阻滞作用

53

红霉素 阿奇霉素 克拉霉素 罗红霉素

抗革兰阳性菌 +++ +++ +++～++++ ++

抗革兰阴性球菌 ++ ++～+++ ++ ++

抗流感杆菌 ± ++ + ±

大环内酯类

抗厌氧菌 + + +～++ +

抗军团菌 ++ + +++ ++

抗衣原体 +++～++++ +++～++++ ++++ +++

抗肺炎支原体 +++～++++ ++++ +++～++++ +++

抗溶脲脲原体 ++ ++ ++～+++ ++

口服吸收 少 一般 较好 完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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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氨酰环素是四环素类抗生素

的半合成衍生物，该类药物在

D环的第9位置上连接了一个甘

氨酰氨基

替加环素：第一个甘氨酰环素类抗生素

• 此种修饰既可维持四环素类的

抗菌作用，又能对抗四环素类

药物的耐药性机制

• 抗菌谱广：MRS、PRSP、VRE、多

重耐药G-、脆弱拟杆菌等厌氧菌、

支原体、MDR鲍曼；对铜绿耐药

55

多西环素 米诺环素 替加环素

抗菌谱
与四环素相似，
对四环素耐药
的金葡菌有效。

与四环素相似，
对四环素耐药
菌株也有效，
G+>G‐。

超广谱，对绝大多数G+、
G‐和厌氧菌有效。且对耐

四环素、糖肽类、氟喹诺
酮类的G+有效。

抗菌活性 四环素2‐8倍 四环素8‐12倍 强，耐万古的肠球菌为米
诺环素的2 16倍

多西环素、米诺环素、替加环素的区别

诺环素的2‐16倍。

耐药机制
外排泵、核糖
体保护

外排泵、核糖
体保护

外排泵无效，与核糖体结
合力比其他四环素类强5倍

不良反应 胃肠道、肝毒 相似 相似

肝功能不全 慎用 慎用 重度肝功能不全减量

肾功能不全 无需调整
减量或延长给
药时间

无需调整

56

• 第一代：奈啶酸

• 第二代：吡哌酸

• 第三代：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

喹诺酮类

第三代：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

• 左氧氟沙星

• 第四代：司帕沙星、加替沙星、莫西沙星、

• 帕珠沙星

57

• 抗菌谱广，新品种对G－具强大抗菌作用，对铜绿

假单胞菌、金葡菌具良好作用，对结核、支原体

、衣原体、厌氧菌有作用。

氟喹诺酮类药物特点

• 口服生物利用度高

• 绝大多数＞50%，部分药物可达100%

• 体内分布广，组织浓度高，胞内穿透力强

• 细菌耐药快，交叉耐药
58

• 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

• 中枢神经系统反应：失眠、头痛、头昏，严重者烦躁、焦虑

、抽搐、癫痫样发作

不良反应

• 皮肤反应：光过敏反应，光毒性（皮疹、红斑）

• 肝损害：ALT、AST、AKP升高

• Q-T间期延长、尖端扭转型心动过速（女性、高龄、心动过缓、低血钾

/镁、肾功能不全、治疗前QT间期有延长、合并使用抗心律失常药）

59

• 对喹诺酮类药物过敏者禁用

• 妊娠期用药分类C类

• 18岁以下未成年患者避免使用

注意事项

• 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应避免使用

• 不宜用于有癫痫或其他中枢神经系统基础疾病的患者

• 糖尿病患者慎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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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肽类：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含糖与肽

链结构）

多肽类

• 多粘菌素：B、E

61

•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

对葡萄球菌(MRSA等)、肠球菌、链球菌等有强大抗菌

活性

用于上述菌所致严重肺部感染 心内膜炎 败血症等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

用于上述菌所致严重肺部感染、心内膜炎、败血症等

口服可治疗艰难梭菌所致的伪膜性肠炎

有肾、耳毒性，治疗过程中应严密观察；滴速过快引

起红人综合征等

T1/2 4-8h，主要自肾排出，24h 80～90%

 血药浓度 峰30-40mg/L，谷5-10mg/L

62

替考拉宁与万古霉素比较

1．抗菌活性

菌种 n
MIC90mg/L

替考拉宁 万古霉素

金葡菌 1359 0.8 1

MRSA 2077 0.8 1

表皮葡萄球菌 631 4 2

粪肠球菌 2123 0.5 4

肺炎链球菌 650 0.12 0.5

2．半衰期： 替考拉宁 80小时

万古霉素 6小时

3．疗效无差别；

4．毒副反应：

替考拉宁与万古霉素比较

①肾毒性：替考拉宁小于万古霉素，分别为28/585和

58/544；

②替考拉宁不引起红人综合征；

③替考拉宁引起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高于万古霉素

64

多粘菌素

• 药 物：多粘菌素B、多粘菌素E

• 抗菌谱：对G-具良好抗菌活性(沙雷、变形杆菌属

天然耐药），G+耐药

多粘菌素B优于多粘菌素E• 多粘菌素B优于多粘菌素E

• 异质性耐药：主张联合用药

• 主要经肾排泄，t1/26h

• CSF浓度低，可鞘内注射

• 肾毒性、神经毒性
65

多粘菌素

• 多粘菌素E

 前体药（转换率低，速度慢）

 每日2.5～5mg/kg（按基质计），分2～4次静滴

 30mg基质=80mg=100万U

• 多粘菌素B

 活性物质

 每日1.5～2.5mg/kg，分2次给药

 肾功能不全不需剂量调整

 1mg=1万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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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霉素

• 抗菌谱广，复盖G＋（包括部分MRSA、MRSE）、G-（包

括铜绿）

• 细菌对本品与其他抗菌药物无交叉耐药，可用于部分

耐药菌感染

• 与β 内酰胺类 氨基苷类等合用常具协同作用• 与β－内酰胺类、氨基苷类等合用常具协同作用

• 口服磷霉素钙吸收差，磷霉素氨丁三醇吸收率提高

• 不与蛋白结合，组织分布广，可透过血脑屏障

• 作用于细胞壁，对人毒性低，肝或肾功能不全者可选

用

67

磷霉素适应证

• 敏感菌轻中度感染。严重感染需联合用药

• 不明病原菌感染

• 肝、肾功能不全者感染

• 磷霉素氨丁三醇用于各种下尿路感染

68

利奈唑胺

• 噁唑烷酮类合成抗菌药属抑菌剂

• 主要对MSS、MRS、肠球菌属，包括耐万古菌株，耐

药肺炎球菌具良好抗菌作用

• 作用于核糖体50S亚基，浓度依赖性

• 口服全吸收

• 主要用于耐万古的葡萄球菌，肠球菌感染

• 可用于不适用万古的MRS危重感染

69

达托霉素

• 酯肽类抗生素，药物使细菌内的钾离子等外漏迅速除

极，失去合成DNA与RNA等大分子的能力，从而导致细

菌死亡。

• 对革兰阳性菌包括MRSA、VISA、VRE具强大杀菌作用• 对革兰阳性菌包括MRSA、VISA、VRE具强大杀菌作用

，T½ 8.5～9h，常用剂量6mg/kg.d，每日给药1次

• 适用于革兰阳性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菌血症、

心内膜炎等

70

咪唑类药物的比较

甲硝唑 替硝唑 奥硝唑

抗厌氧菌、原虫

抗需氧菌

口服吸收

＋＋＋

－

好

＋＋＋

－

好

＋＋＋～＋＋＋＋

－

好

口服峰浓度（mg/L）

半衰期（h）

不良反应

40/2g

5～10

较多

40～51/2g

9～11

较少、轻

30/1.5g

12～14

较少、轻

71

抗真菌药抗菌谱比较

氟康唑 伊曲康唑 伏立康唑 泊沙康唑 卡泊芬净 米卡芬净
两性霉素
Ｂ

烟曲霉 ０ + ＋＋ ＋ + + ＋

土曲霉 ０ + ＋＋ ＋ + + ０

黄曲霉 ０ + ＋＋ ＋ + + ０

白色念珠菌 ＋＋ ＋ ＋ ＋ ＋＋ ＋＋ ＋

光滑念珠菌 + + + + ＋＋ ＋＋ ＋＋

克柔念珠菌 ０ ０ ＋ ＋ ＋＋ ＋＋ ＋＋

近平滑念珠
菌

＋＋ ＋ ＋ ＋ ＋ ＋ ＋＋

热带念珠菌 ＋＋ ＋ ＋ ＋ ＋＋ ＋＋ +

隐球菌 ＋＋ ＋ ＋ ＋ ０ ０ ＋＋

毛霉菌 ０ ０ ０ ＋ ０ ０ ＋＋

尖端赛多孢
子菌

０ ０ ＋ +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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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唑类药物药动学比较

参数 泊沙康唑 氟康唑 伊曲康唑 伏立康唑

生物利用度
受剂量和食物影响
8‐47% ＞90% 50‐75% ＞95%

蛋白结合率 >98% 11% 99% 58%

Vd/F(L/kg) 7‐25 0.7‐0.8 11 4.6

T (h) 3‐6 2‐4 4‐5 1‐2

73

Tmax(h) 3‐6 2‐4 4‐5 1‐2

CL(L/h/kg) 0.25‐0.5 0.014 0.2‐0.4 0.2‐0.5

代谢
肝：葡萄糖苷醛酸化
但可抑制CYP3A4 肝：11%代谢 肝：CYP3A4 肝 ： CYP2C19 ，

2C9，3A4

T1/2(h) 15‐35 22‐31 35‐64 6‐24（变化的）

排泄途径

<1%原形从尿中排出
66%原形从粪便中排

出

80%原形从尿

中排出

肝
<1%原形从尿

中排出

肝
<2%原形从尿中排

出

综合患者病情、病原菌种类及抗菌药
物特点制订抗菌治疗方案

• 根据病原菌、感染部位、感染严重程度和患者的

生理、病理情况及抗菌药物药效学和药动学证据

制订抗菌治疗方案

品种选择品种选择

剂量

给药次数

给药途径

疗程

联合用药

74

抗菌药物组织分布

• 骨

克林、林可、磷霉素、氟喹诺酮

• 前列腺

氟喹诺酮、大环内酯类、SMZco、四环素氟喹诺酮 大环内酯类 四环素

• 脑脊液 炎症(+)(-) CSF>MIC

氯霉素、SMZco、甲硝唑、吡嗪酰胺、异烟肼、利

福平、美洛西林、拉氧头孢、阿糖胞苷、乙胺丁醇

、氟康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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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组织分布

• 脑脊液 炎症(+) CSF>MIC

青霉素G、羧苄西林（铜绿除外）、头孢唑肟、头

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头孢呋辛、氨曲南

四环素 磷霉素 环丙沙星 阿米卡星？（有争、四环素、磷霉素、环丙沙星、阿米卡星？（有争

议，建议鞘内注射）、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头孢

孟多、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苄西林/

舒巴坦、两性霉素B脂质体（达同期血浓80%）、伏

立康唑、

76

抗菌药物组织分布

• 胆汁：胆汁/血清比值

哌拉西林10～15，美洛西林10、头孢曲松10、头孢

哌酮8 ～ 12、四环素5 ～ 10、多西环素10 ～ 20哌酮 四环素 多西环素

、红霉素8 ～ 25、利福平100、拉氧头孢1 ～ 2、

头孢孟多3 ～ 4、克林霉素2.5 ～ 3、万古霉素

0.5、环丙沙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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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组织分布

• 血胰屏障

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碳青霉烯、3代头孢、氨

曲南、美洛西林、哌拉西林、甲硝唑、克林霉素、

氯霉素

不易透过：氨基糖苷类、氨苄西林、2代头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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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感染药物的PK/PD参数

79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Volume 119, Issue 6, Supplement 1, 2006, S37–S44

抗感染药物根据PK/PD分类

分类 PK/PD指标
临床给药方
案

药物

时间依赖型

（短PAE）
%T＞MIC

每日多次

给药

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氨曲

南、碳青霉烯类、氟胞嘧啶

80

时间依赖型

（中-长PAE）
AUC/MIC

足够剂量，

分次给药

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

胺、阿奇霉素、四环素、克林

霉素、氟康唑

浓度依赖型
Cmax/MIC或

AUC/MIC

可大剂量

一日一次

给药

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达托

霉素、酮内酯类、甲硝唑、两

性霉素B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T＞MIC指标

药物 抑菌效应 杀菌效应

碳青霉烯类 20-30% 40%

延长β内酰胺类药物%T＞MIC时间可获

得更好的疗效

• β内酰胺类药物治疗重症感染（粒

缺伴发热）时 应维持%T＞MIC时

81

青霉素类 30% 50%

头孢菌素类 30-40% 60-70%

缺伴发热）时，应维持%T＞MIC时

间达66-100%

• 对于耐药菌感染，当β内酰胺类类

药物%T＞MIC时间达90-100%时可获

得更好杀菌效应

氟喹诺酮的PK/PD要求

AUC/MIC Cmax/MIC

肺炎链球菌 25-30 8-10

82

铜绿假单胞菌 100-125 8-10

糖肽类的PK/PD要求

谷浓度
(mg/L)

AUC/MIC

万古霉素 ＞10/15-20 400

血药浓度监测

83

替考拉宁 15-40 125/345

万古霉素临床应用剂量中国专家共识
替考拉宁临床应用剂量中国专家共识

给药剂量

• 较大剂量

重症感染：血流、心内膜炎

抗菌药物不易达到的部位的感染：中枢

多重耐药菌感染

• 较小剂量

轻症

单纯下尿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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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途径

• 轻、中度感染的大多数患者，应予口服治疗

• 接受注射用药的感染患者经初始注射治疗病情好转并

能口服时，应及早转为口服给药

• 抗菌药物的局部应用宜尽量避免

85

给药途径

• 可先予以注射给药：

不能口服或不能耐受口服给药的患者（如吞咽困难者）

患者存在明显可能影响口服药物吸收的情况（如呕吐、严
重腹泻、胃肠道病变或肠道吸收功能障碍等）

所选药物有合适抗菌谱，但无口服剂型

需在感染组织或体液中迅速达到高药物浓度以达杀菌作用需在感染组织或体液中迅速达到高药物浓度以达杀菌作用
者（如感染性心内膜炎、化脓性脑膜炎等）

感染严重、病情进展迅速，需给予紧急治疗的情况（如血
流感染、重症肺炎患者等）

患者对口服治疗的依从性差。肌内注射给药时难以使用较
大剂量，其吸收也受药动学等众多因素影响，因此只适用
于不能口服给药的轻、中度感染者，不宜用于重症感染者

86

局部应用宜尽量避免

• 局部应用

全身给药后在感染部位难以达到有效治疗浓度时加

用局部给药作为辅助治疗

中枢感染：鞘内注射

包裹性厚壁脓肿脓腔内注射

眼部、耳部感染

某些皮肤表层及口腔、阴道等黏膜表面的感染可采

用局部应用或外用，应避免将主要供全身应用的品

种做局部用药

87

联合用药指征

• 病原菌尚未查明的严重感染，包括免疫抑制者的严重

感染

• 单一抗菌药物不能控制的严重感染，需氧菌及厌氧菌

混合感染，复数菌感染，以及多重耐药菌或泛耐药菌

感染感染

• 需长疗程治疗，但易产生耐药性的感染：侵袭性真菌、

分枝杆菌

• 毒性较大的抗菌药物，联合用药时剂量可适当减少，

但需有临床资料证明其同样有效

88

疗程

• 常见疗程：1～2周

• 不同感染疗程不同

急性单纯性尿路感染3天；反复发作、复杂性尿感2

周或更长 然后预防复发用药数周到数月周或更长，然后预防复发用药数周到数月

心内膜炎4周以上

• 不同病原菌感染疗程不同

89

疗程

• 感染性心内膜炎:4-6天或更长

• 溶血性链球菌咽炎或扁桃体炎

用青霉素疗程不宜少于10天，

以防止或减少风湿热发生

• CAP疗程至少5天，停止治疗前

，应体温正常48-72h，其不存

在CAP相关临床不稳定症状

• VAP如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且病

急性感染通常宜用至体温正常、症状消退后3-4天

以防止或减少风湿热发生

• 布鲁病的疗程6周以上，有的需

多个疗程

• 流感、流感杆菌脑膜炎疗程1周

，李斯特菌、B组链球菌、革兰

阴性杆菌脑膜炎2-3周

如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且病

人临床反映良好，无感染的临

床表现，无并发症，可将疗程

从14-21天缩短至7天

• 单纯膀胱炎3-5天，急性肾盂肾

炎2周

• 急性前列腺炎10天，慢性1-3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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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与疾病诊断的辩证关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李静

（一）诊断是药物治疗的前提和依据

（二）药物对症状体征和实验检查结果的影响

（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

（四）药物对诊断干扰的防范措施

诊断的定义和意义
• 诊断：即通过辨认去判断。
• 医学术语中借用了这个词来表示通过病情学、体征学及其

它医学检查手段来判断疾病本质和确定病变的名称，也即
是表示通过疾病的表现来认识疾病内在属性的一道程序。是表示通过疾病的表现来认识疾病内在属性的 道程序。

• 正确及时的诊断以及对病情变化正确和及时的判断是药物
治疗成功的前提条件。

• 某些诊断未明的疾病使用特效药物作治疗性试验。

疾病诊断的步骤

• 搜集临床资料：
– 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和辅助检查等

• 整理、分析和评价资料

• 提出初步诊断

• 确立和修正诊断

（一）诊断是药物治疗的前提和依据

（二）药物对症状体征和实验检查结果的影响

（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

（四）药物对诊断干扰的防范措施

药物对症状体征影响的表现

1.掩盖原发病相关的症状和体征

 急腹症患者用镇痛药

忽视和低估病情，延误诊断和处理

 持续性房颤多年的患者使用地高辛期间，心律突
然变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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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起或加重原发病相关的症状和体征
 因感染发热的患者使用抗生素体温开始下降，如

有药物热可再度发热

 冠心病患者长期使用硝酸酯类或β受体阻滞剂等 冠心病患者长期使用硝酸酯类或β受体阻滞剂等
药物，骤然停用

3.产生与原发病无关的症状和体征
 药物不良反应

 钙拮抗剂降血压可引起便秘

 冠心病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可出现胃部不适甚至上
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和体征

 蒽环类抗肿瘤药可引起心肌病的症状和体征

 非甾体抗炎药可引起肾功能不全和血压升高，出
现相应的症状或体征

4.掩盖药物不良反应的症状和体征
 使用胰岛素或降糖药物的糖尿病患者，合用了

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可掩盖低血糖的某些表
现如震颤、心动过速等

药物对症状体征影响的机制

1.药效作用
符合原发病治疗目的的药物治疗作用
——常可使原发疾病相关的症状和体征得以改善

•左心衰患者使用利尿剂后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或端坐左心衰患者使用利尿剂后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或端坐
呼吸等临床表现得以缓解

非药物治疗目的的药效作用引起的症状和体征
——其也可归属药物不良反应的范畴

•肾上腺素能药物治疗哮喘时出现心悸、手部震颤等症

状

2.药物不良反应

硝酸酯类药物导致头痛 利福平引起药物热

会使患者出现新的症状和体征 引起或加重原发病相关症状和体征

他汀类药物导致肌病

ACEI导致干咳

糖皮质激素者突然停药反应

3.药物相互作用

 喹诺酮类药物+茶碱类药物 神经系统症状

 肝药酶抑制剂+华法林合用 出血 肝药酶抑制剂+华法林合用 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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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物的理化性质

药物本身或其代谢物具有一定的颜色
——可能引起粪便、尿液颜色改变

粪便呈黑色

尿液呈红色

铁剂

利福平

药物对症状体征的影响产生的临床后果

1.增加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难度
药物掩盖了症状和体征或药物不良反应

——可干扰正确的诊断，使疾病鉴别诊断更为困难

 硝酸酯类：头痛

 他汀类药物：肌肉症状

 ACEI：干咳

2.增加疾病治疗和疗效判断的难度

——若药物掩盖了症状和体征，误以为病情好转而过

早减量或改变给药途径甚至停药，就会影响疗效

——若药物加重了原发病相关的症状和体征，误以为
治疗无效或病情复发反跳，从而否定明明有效的方案，
也会使治疗陷于困境

3.增加发现不良反应的难度

——若一些药物掩盖了另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
的症状和体征，也会增加药学监护的难度

可使检验结果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
 大剂量维生素C等使尿胆原、胆红素等测定呈假阴性

 口服亚铁制剂等会导致化学法检测粪隐血试验假阳性

药物对实验室检查影响的表现

可使检验值偏高或偏低
 羟苯磺酸钙使酶法测定血肌酐结果明显偏低

 头孢菌素使Jaffe反应法测定血、尿肌酐浓度的结果偏高

 胰岛素等可使血清钾降低

药物影响实验室检查的机制

药物物理化学效应的影响 药物生物效应的影响

1.对检测方法或试剂的影响
2 药剂学因素的影响

1.药理特性的影响
2.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2.药剂学因素的影响
3.药物特异性反应的影响
4.药物相互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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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影响实验室检查的机制

1.药物对检测方法或试剂的影响

 物理效应 药物在检测中不参与测定物与试剂的化学反
应，是通过其本身具有的物理性质的特征，而进行干扰

 参与化学反应 药物能通过参与测定待测物反应体系中
的化学反应产生影响

服用氨苯碟啶后，可干扰荧光光度法测定血清乳酸脱氢
酶的活性

药物及代谢产物本身具有荧光，样本中的被测物
又采用荧光光度分析——直接干扰测定结果

维生素B2，尿中黄绿色荧光，干扰尿儿茶酚胺的测定

某些药物本身是染料，干扰显色反应

双缩脲法测定血清总蛋白含量

在采取血样时，患者正做酚磺
肽排泌试验，机体注射酚磺肽
未被完全排出 残留血清的染

服用维生素B2、呋喃唑酮后，由于药物本身黄色，干
扰比色法

未被完全排出，残留血清的染
料在碱性溶液中呈现红色，可
干扰血清总蛋白的比色测定

 药物对某些试验方法的显色具有抑制作用

尿胆原＋重氮盐
偶联反应

紫红色化合物

大剂量维生素C

抑制

 药物使某些显色反应异常

吡嗪酰胺可与硝基氰化物作用产生红棕色而影响尿
酮体的测定

 葡萄糖氧化酶比色法测定尿糖

葡萄糖＋O2＋H2O H2O2＋葡萄糖醛酸
葡萄糖氧化酶

（GOD）

H2O ＋ O2(初生态氧)

过氧化物酶
（POD）

H2O ＋ O2(初生态氧)

邻甲联苯胺

氧
化

维生素C
谷胱甘肽

尿糖测定值降低

 化学法检测粪便隐血

血红蛋白（Fe2+）

H2O2

H O O (初生态氧)

进食肉类、鱼类和叶绿
素丰富的蔬菜，或服用
铁、铋等药物，可出现
假阳性结果

H2O ＋ O2(初生态氧)

联苯胺 or 邻甲联苯胺

氧
化

使用大量维生素C或具
有还原性药物可影响初
生态氧对试剂的氧化而
造成假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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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氨酸氧化酶法检测血清肌酐

肌酐+H2O
肌酸激酶

肌酸

肌酸+H2O
肌酸酶

肌氨酸+尿素

肌氨酸氧化酶

羟苯磺酸钙

肌氨酸+H2O+O2

肌氨酸氧化酶
氨基乙酸+HCHO+H2O2

H2O ＋ O2(初生态氧)

过氧化物酶
（POD）

醌亚胺显色剂

氧
化

肌酐检测结果负偏离

肌酐测定酶学方法
肌氨酸氧化酶
肌酐氨基水解酶
肌酐亚氨基氧化酶

2.药剂学因素的影响

胸腺肽中的赋形剂甘露醇对多肽的检测有不同程度的干
扰 而且随着甘露醇加入量的变化而变化

药物的赋形剂和添加剂、杂质也是一种干扰源
——影响检查结果

扰，而且随着甘露醇加入量的变化而变化

胶囊成分含有四碘荧光素，可影响血清吸131I试验，误
以为甲减

3.药理特性的影响
药物作为机体的成分而被测定，或药物的本身就是待检

物或含有被检物

静注葡萄糖后引起的血糖增高，口服氯化钾可使血钾升
高 注射硫酸镁可使血镁升高高，注射硫酸镁可使血镁升高

药物可引起机体嘌呤代谢发生异常改变，导致血、尿中

尿酸浓度增高

抗代谢药物如5-氟尿嘧啶、6-巯基嘌呤、氨甲蝶呤、阿
糖胞苷、羟基脲等

华法林是维生素K的拮抗剂，影响含谷氨酸残基的凝血因

子的羧化作用，导致测定血浆凝血酶原时间的延长

 NO合成酶活性测定方法的原理是测定酶作用于底物后生

成硝酸盐与亚硝酸盐的浓度，故使用硝酸酯类药物后可导

致酶活性增高

4.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
抗肿瘤药物长期使用可损害骨髓造血组织，使骨髓细胞

增生程度降低，骨髓造血功能障碍，全血细胞明显降低

噻嗪类利尿剂等抑制肾小管对钠的重吸收，使大量钠转

运到远端肾小管后段 促进K N 交换增加 使较多钾运到远端肾小管后段，促进K+-Na+交换增加，使较多钾

离子从尿中排出，导致血液中钾离子浓度明显降低

药物诱导肝线粒体酶使体液中某些监测物质浓度升高，如
巴比妥盐、苯妥英等

药物损害肝细胞，如环磷酰胺、酮康唑等

引起胆汁淤积 如甲基睾丸酮可使碱性磷酸酶 谷氨酰

药物对肝脏的损害，可影响肝功能等检验结果

引起胆汁淤积，如甲基睾丸酮可使碱性磷酸酶、r-谷氨酰
转肽酶活性及总胆红素等升高

诱导肝细胞酶的合成，如口服避孕药可诱导肝细胞合成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和r-谷氨酰转肽酶，导致血清酶活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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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氨基糖苷类药物，与肾脏组织有很强亲和力，可损伤
肾小管，严重时影响肾小球

药物对肾脏的毒性作用引起肾功能异常

药物对血小板的影响

 如阿糖胞苷特别是对巨核细胞有损害，能迅速引起严重
的血小板降低

 阿司匹林抑制环氧化酶的活性而抑制血小板功能

5.药物特异性反应的影响
 某些个体应用某种药物，即使很小量药物也会发生与药物
的药理作用完全不同的反应，称个体对药物的特异性反应

 第一次接触药物后，无潜伏期就立即发生反应，使机体内
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与生物化学反应规律发生改变 从而导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与生物化学反应规律发生改变，从而导
致临床检验结果发生异常变化

伯胺喹啉
磺胺药
解热镇痛药
呋喃妥因

血红蛋白、红细胞↓
白细胞↑
血清总胆红素与未
结 红素

呋喃妥因
氨苯砜
大剂量维生素K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

结合胆红素↑
尿中尿胆原↑

6.药物相互作用的影响
 青霉素或阿司匹林等酸性药物与酚磺酞竞争分泌部位

而导致肾小管排泌酚磺酞率降低

 磺脲类降糖药物与蛋白结合率更高的水杨酸盐合用，
可从药物与蛋白复合物中被置换出来 血糖降低更明显可从药物与蛋白复合物中被置换出来，血糖降低更明显

 甲硝唑、西咪替丁等可抑制肝药酶，使双香豆素药物
抗凝作用加强；巴比妥类等可促进肝药酶活性，降低双
香豆素抗凝作用

发现药物对实验室检查结果影响的临床意义

1.对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意义

 葡萄糖、环磷酰胺、避孕药、右旋糖酐 40、甲状腺素等皆
可使血糖测定值升高；维生素 C、胰岛素、左旋多巴、利血

影响对病情的判断和疾病的诊断

平、氯丙嗪、丙咪嗪、黄体酮、硫脲类等可使血糖降低，干
扰糖尿病的诊断

 大剂量右旋糖酐、维生素A的使用能加快红细胞沉降速度，
会影响结核病或风湿病活动期的判断

 亚铁制剂会导致化学法检测粪隐血试验阳性，易误诊为上消
化道出血

2.对疗效判断的意义
 某些药物可引起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减少，单凭血细胞

检查来判断抗细菌感染的效果就会造成“有效”的假象

 羟苯磺酸钙可影响肌氨酸氧化酶法检测的血清肌酐值，
升高的肌酐水平未被识别，已经出现的肾脏损伤被掩盖，
肾病患者可能需要的替代治疗决策没有及时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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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发现不良反应的意义

 铁剂与抗血小板药物合用时，若出现黑便和化学法

可能掩盖不良反应，或误以为发生了不良反应

铁剂 抗 板 物合用 ，若 现黑便和化 法
检测出粪隐血阳性，可能误以为抗血小板药物引起的
消化道不良反应

4.对预后评估的意义

 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可通过测定尿蛋白判断其预后，

药物影响检查结果会影响对病情预后的判断

如果患者应用头孢菌素类、丁胺卡那霉素、左氧氟沙
星等药物，若用磺基水杨酸法测验尿蛋白会呈假阳性
，从而影响对预后的评估

（一）诊断是药物治疗的前提和依据

（二）药物对症状体征和实验检查结果的影响

（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

（四）药物对诊断干扰的防范措施

• 药物诊断性试验：临床诊断过程中，有时会使用
一些药物，进行诊断性试验，根据试验结果阳性
或阴性来帮助诊断某些疾病。

药物用于特异性诊断试验

 阿托品试验

 超声心动图药物负荷试验

 支气管扩张试验和激发试验等

药物诊断性试验的药学评估和药学监护

 阿托品试验禁用于青光眼、前列腺肥大患者，且阿托品偶
可引起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室颤动；冠状动脉病变患者进行

注意药物的潜在风险，加强药学监护

此项试验偶有引起心绞痛的报告。

 在阿托品试验过程中应连续监测心电图，以便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超声心动图药物负荷试验时腺苷和双嘧达莫不适
于哮喘和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

多巴酚丁胺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中，多巴酚丁胺
剂量较大 少数患者可出现血压升高 心率加快剂量较大，少数患者可出现血压升高、心率加快、
头痛、胸痛及气促等，严重者还会出现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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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药物相互作用对诊断试验的影响，及时停用相关药物
药物诊断试验 试验前停用药物或避免的情况 停用时间
双嘧达莫、腺苷负荷试验 咖啡因 12h

茶碱 48h

腺苷负荷试验 双嘧达莫 24h

多巴酚丁胺负荷试验 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和β受体阻滞剂 24～48h

支气管激发试验 吸入型短效β2受体兴奋剂或抗胆碱能药 4～6hβ

吸入型长效支气管扩张剂 24h

口服短效β2受体兴奋剂或茶碱 8h

口服长效或缓释型β2受体兴奋剂或茶碱 24～48h

吸入型糖皮质激素 12～24h

口服型糖皮质激素 48h

白三烯拮抗剂 24h

抗组胺药 48h

剧烈运动、冷空气吸入和吸烟 2h

茶、咖啡、可口可乐、巧克力等 6h

药物用于诊断性治疗

• 诊断性治疗又称试验性治疗: 是指未能获得病原学
或其它有力的诊断证据的情况下，为达到明确诊
断的目的而采用的有针对性的试验性治疗，根据

应 综治疗的反应（效果）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诊断
提供有参考或提示或决定性意义的依据。

• 诊断性治疗中，药物治疗是最常用的治疗方法。

药物用于诊断性治疗的药学监护

• 药物的选择应合理

• 观察指标、疗效判断时间应合适

• 药物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监护应到位• 药物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监护应到位

（一）诊断是药物治疗的前提和依据

（二）药物对症状体征和实验检查结果的影响

（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三）药物诊断试验和诊断性治疗

（四）药物对诊断干扰的防范措施

1.保持高度警惕
出现新的症状和体征时或原有症状和体征变化时

应排除药物对症状和体征的影响

寻找难以用病情变化来解释这些表现的线索

药物对诊断干扰的防范措施

—— 寻找难以用病情变化来解释这些表现的线索

—— 观察症状和体征变化与用药在时间上的关系

—— 再用理论知识分析药物反应能否引起这些变化

—— 必要时可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来鉴别

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改善时

——应注意鉴别是患者病情好转、药物的有利药效
作用还是有药物掩盖了症状和体征。

临床检验结果出现不可能的异常值临床检验结果出现不可能的异常值

检验过程中发生异常情况

观察到几种理应有联系的检验项目之间出现矛盾

检验结果与临床征象不一致

——必须详细追问全部用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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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酌情调整药物

——不必调整治疗方案
因药物理化性质而导致尿液或粪便颜色改变

因药物不良反应对尿液和粪便颜色的影响

——立即停药并处理

长期使用NASIDs引起胃溃疡，发现黑便

使用环磷酰胺可引起出血性膀胱炎，发现血尿

因药物不良反应对尿液和粪便颜色的影响

——可适当减少药物剂量、密切观察，必要时再停药或换药

硝酸酯类引起头痛，可先减量，待患者耐受后再逐步加量。

药物引起患者出现新的症状和体征

过快减量或突然停用药物引起原有症状和体征加重

——应恢复原治疗方案或增加相应的剂量，而不是急于去换
药或加用不必要的药物

过快减量或突然停用药物引起原有症状和体征加重

3.预防
能掩盖原发病症状和体征的药物

——尽可能避免应用

潜在药物相互作用可能影响症状和体征，或引起不良事件

——应注意尽量避免合用，必须联用时应间隔时间错开使用

易出现反跳和停药反应的药物

——长期使用后应减慢减量或停药的速度，避免突然停药

采集样本前

——根据患者所检测项目的要求，在不影响对疾病治疗

的前提下，应尽量避免使用药物，停药时间长短取决于不

同途径给药后的药代动力学同途径给药后的药代动力学

检验取样时

——尽量避开血药浓度高峰期，以减少干扰

4.科学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决策
发现或怀疑药物对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影响

——应当通过调整药物或改变检测项目和方法，以避
免药物的干扰和影响

对患者作出诊断 制定方案 观察病情或判断预后时对患者作出诊断、制定方案、观察病情或判断预后时

——必须考虑用药对实验诊断的干扰，避免从治疗和
经济等方面给患者带来不良后果

发现结果有疑问，结果与临床征象有矛盾时

——要了解所作检验的详细操作程序，有无污染、有无溶
血、试剂是否符合标准、检验方法等

排除药物影响的可能性时排除药物影响的可能性时

——分析所用药物的药理特性

——特别注意所用药物对肝脏、肾脏及造血系统等有无损
害的可能

——所用药物是否会对检验程序产生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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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检验方法，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时

——注意考虑到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调整药物

——必要时停用影响实验室检查结果的药物必要时停用影响实验室检查结果的药物

——改变给药途径和剂型

——改用其他药物，然后复查相关检查

案例

• 男性，85岁

• 反复胸闷气急4年，加剧半个月

• 入院诊断：

1 冠心病 急性冠脉综合征1. 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征

2. 心功能不全，NYHA Ⅲ级

3. 高血压病

4. 肺部感染

• 药物治疗方案：

阿司匹林肠溶片0.1g qd po

氯吡格雷75mg qd po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40mg qd po

氟伐他汀40mg qn po氟伐他汀40mg qn po

美托洛尔25mg bid po

福辛普利10mg qd po

氢氯噻嗪 25mg qd po

左氧氟沙星0.4g qd ivgtt

• 入院第4天，患者突发胸闷，平卧不能，全身冷汗，烦躁
不安，两肺可闻及较广泛哮鸣音。HR：85次/分，Bp：
160/80mmHg。ECG：Ⅰ、avL、Ⅱ、Ⅲ、avF导联ST段
压低，V1～V3导联ST段轻度弓背样抬高，V4～V6导联
ST段压低，T波倒置。

• 急查cTnT：0.217ng/mL，CK、CK-MB、CK-MM正常。

• 突发急性左心衰
疾病？
药物治疗的影响？

入院时空腹血糖 7 2 l/L 次日为7 6 l/L入院时空腹血糖：7.2mmol/L，次日为7.6mmol/L
入院第3天起给予格列吡嗪5mg bid po
血糖：2.3mmol/L

噻嗪类利尿剂
喹诺酮类药物
β阻滞剂

谢 谢谢 谢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81



症状体征与药物治疗
的临床思维的临床思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内 容

一、症状和体征的临床思维

 症状和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症状和体征临床思维的要点

症状和体征的两面性 症状和体征的两面性

二、症状、体征与药物治疗

 症状体征与药物治疗的关系

 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

一、症状和体征的临床思维

是指临床医生从患者主观的不适感受或

客观的体征为出发点，对临床资料进行

综合分析和逻辑推理，并对诊断和治疗

作出适当处理的思维过程。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症状和体征的定义

 症状和体征的发生机制

 引起症状或体征的常见病因及其临床表现

 症状和体征的特点 症状和体征的特点

 伴随的症状和体征

 有关病史

 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1.症状和体征的定义

症状：患病后机体生理功能异常的自身体验和主
观感受到的不适或异常感觉

症状在疾病诊断中的意义：症状在疾病诊断中的 义

 根据症状可以确诊某些疾病

 症状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症状是诊断疾病的主要线索和证据

 症状是临床选择实验检查和物理检查的主要依据

症状在疾病治疗中的意义：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体征：患病后机体的体表或内部结构发生了可以

观察到或感触到的改变，是临床医生体格检查中
能客观发现到的异常变化

体征在疾病诊断中的意义：

 体征是诊断疾病最特异的证据

 体征是鉴别诊断疾病最有力的证据

 体征是选择进一步检查的主要依据

体征在疾病治疗中的意义：

王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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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2.症状和体征的发病机制

肺部啰音肺部啰音

肺部叩诊音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3.引起症状和体征的常见病因及其临床
表现

血尿

痰血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4.症状和体征的特点

水肿

咯血咯血

肺部啰音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5.伴随症状和体征

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6.有关病史

（一）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基础

7.相关实验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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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体征与病因的关系

 任何症状体征表现必有其病因，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人体

与致病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运动过程

 不同病因可表现出同一症状体征，同一症状体征可因不

同病因引起（同症异病）

 不同病因表现的同一症状体征可表现出不同质或量的差

异性

 同一病因，表现的同一症状体征可表现出不同质或量的

差异性

 不同病因的相同症状体征可表现在不同部位

 同一病因在症状体征表现上具有多样性、伴随性与复杂

性

（二）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要点

 症状和体征是否属于病理性？

 引起症状和体征的原因是什么？

 症状和体征对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何意义？

 症状和体征对治疗有何意义？

 还需要进一步收集什么临床资料？进一步作什么
检查？

（二）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要点

1.症状和体征是病理性的吗？

咳嗽

心脏杂音心脏杂音

（二）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要点

2.引起症状和体征的原因是什么？

⑴与主诉有关

⑵与既往史有关

⑶与伴发症有关

⑷与治疗有关

⑸其他原因

（二）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要点

3.症状和体征对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意义

⑴是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依据

⑵是分型、分期、分度的依据⑵是分型、分期、分度的依据

⑶提示病因和病原体

（二）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要点

4.症状和体征与治疗的关系

⑴制定、调整和终止治疗方案的依据

⑵考核疗效的指标⑵考核疗效的指标

⑶不良反应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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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症状体征临床思维的要点

5. 还需要进一步收集什么临床资料和做
什么检查？

症状思维举例(咳嗽)

（一）症状思维的基础

1.咳嗽的特点：起病急缓、病程

长短、 咳嗽性质、痰颜色和性质、长短、 咳嗽性质、痰颜色和性质、
诱因

2.有关病史：年龄、性别、过去
史、伴发症、职业史、个人史、生活
环境、治疗史

3.伴随症状：发热、胸痛、咯血

4.重点体征：营养、气急、口咽、
气管、颈静脉、淋巴结、心、肺、
腹部、水肿、杵状指

5.实验检查：血常规、胸X线、心
电图、痰检、胸水检查、纤支镜

（二）症状思维要点

1.有无病理意义

2.是否非呼吸系统病引2.是否非呼吸系统病引
起

3.病变部位和性质

4.如何处理

体征思维举例(胸腔积液)
（一）胸腔积液临床思维的基础

1. 可能的病因、发生机制

2. 胸腔积液体征的特点：量、部位2. 胸腔积液体征的特点：量、部位

3. 有关病史：年龄、性别、心肝肾

病史、营养、结缔组织病、外伤、手

术、肿瘤史、生活史

4.  伴随症状：结核中毒症状、
发热、咳嗽、痰血、胸痛、关
节痛

5. 重要体征：皮肤、关节、淋5.  重要体征：皮肤、关节、淋
巴结、气管、颈静脉、黄疸、
肝掌、蜘蛛痣、乳房、心、肺、
肝大、腹水、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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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胸水、PPD、胸X

线、 B超、肝肾功能、心超、
静脉压、风湿指标、胸腔镜静脉压、风湿指标、胸腔镜……

体征思维举例(胸腔积液)

（二）胸腔积液临床思维要点

1.渗出液或漏出液

2.病因2.病因

3.对心肺功能影响

4.如何处理

（三）症状体征的两面性

1.症状的两面性

⑴症状是患者亲身体验

症状能显示病情动态变化症状能显示病情动态变化

⑵症状的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表面性

（三）症状体征的两面性

2.体征的两面性

⑴体征是客观的检查所见

体征可显示无症状的病变

⑵查体时可遗漏体征⑵查体时可遗漏体征

一般情况下只作重点查体而不作全面查体

查体是时间断面上的表现

体征是表面现象

 症状和体征是原发性表现还是继发性表现？

 症状和体征是基础病表现还是并发症表现？

 症状和体征是疾病表现还是治疗反应？

分析症状和体征时需处理的关系

 症状和体征是疾病表现还是治疗反应？

 症状和体征是躯体病变还是心理障碍？

分析症状和体征时需处理的关系

现象 ---------- 本质

明显 ---------- 隐匿

阳性 ---------- 阴性

真实 ---------- 虚假

目前 ---------- 过去

局部 ---------- 整体

主要 ---------- 次要

因 ---------- 果

典型表现-----不典型表现

静态 ---------- 动态

常见表现 -----罕见表现

普遍表现 -----个别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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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和体征临床诊断的思维方法
 运用唯物辩证观点，指导临床诊断
 透过症状体征表现，去认识疾病的病因本质，
进行科学诊断思维

 逻辑推理方法，推导出初步的临床诊断

演绎推理：一般性前提 个别性结论；演绎推理：一般性前提—个别性结论；

归纳推理：个别性前提—一般性结论；

类比推理：个别性前提—个别性结论；

一般性前提—一般性结论

症状和体征临床诊断的思维方法

 横向列举，查找诊断依据，确立诊断

 顺藤摸瓜，在不断的肯定和摒弃过程中最终得
到一个或多个临床诊断

 对号入座和经验再现 对号入座和经验再现

 一锤定音和一票否决

二、症状和体征与药物治疗的关系

药物治疗的两重性
药物治疗掩盖疾病症状
药物治疗改变疾病的典型表现
药物治疗的毒副作用
药源性疾病

必须追溯出用药史

必须确定用药时间与出现反应时间的关系

必须排除药物以外的因素

必须定性反应性药物

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

 明确诊断

 确定药物治疗目的

 分析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实施个体化用药方
案

 全面深入地了解药物的药动学和药效学特点，
严格掌握适应症

 注意药物的相互作用

 药物的不良反应（病情、剂量）

药物治疗的临床思维
 合理用药：

合“病”之理

合“人”之理

合“药”之理

 选择药物应着眼各类药物而不是个别药物选择药物应着眼各类药物而不是个别药物

 选择药物的原则：
有效性

安全性（获益/风险比）

经济性

适用性

注重时效原则

突出救治重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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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检查的临床思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葆青王葆青
(Wang.baoqing@zs(Wang.baoqing@zs--hospital.sh.cn)hospital.sh.cn)

一、辅助检查临床思维的基础

解剖学

生理学

（一）与辅助检查项目有关的基础知识

生物化学
组织学
遗传学
免疫学
微生物学
寄生虫学……

血常规检查：

Hb、 RBC：
• 男性：12-16g/l,  4.0--5.5 X 1012/ L；

• 女性：11-15g/l 3 5 5 0 X 1012/L；• 女性：11-15g/l, 3.5—5.0 X 1012/L；

• 新生儿：17-20g/l , 6.0—7.0 X 1012/L

痰需氧培养：

草绿色链球菌＋＋

干燥奈瑟氏菌＋＋＋干燥奈瑟氏菌＋＋＋

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测定原理、方法及影响测定结果的因素

正常值及指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二）辅助检查项目的有关知识

检查项目的临床意义: 病因病原、分型分期

分度、脏器功能、活动、进展

操作风险、并发症、患者的痛苦及经济负担

“著名”的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造假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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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可使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出现假阳
性，如青霉素类药物对其有明显的干扰
作用。

丛玉隆等对使用青霉素患者给药前后丛玉隆等对使用青霉素患者给药前后
分别进行尿蛋白检查，结果表明滴注青
霉素250万U 2h，320万U 3h，480万
U 5h，可产生蛋白假阳性。

尿糖
干化学法测定尿糖采用酶法，模

块中含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物酶和块中含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物酶和
色原。维生素C，可将氧化酶法中生
成的过氧化氢还原，使在低浓度
（14mmol/L）尿糖呈假阴性。

8例静脉滴注 VitC 2g/50ml 盐水，30
min 滴毕；19 例口服VitC，一次口服
300mg，给药前后 0.5、1、2、3h 尿液
浓度：
• 8 例静脉滴注者排泄VitC浓度因人而异 但趋势• 8 例静脉滴注者排泄VitC浓度因人而异，但趋势
是一致的，滴入30min后呈高峰（3890～
8460mg/L），4h明显减低（340～2400
mg/L）。8例中有6例4h后尿糖结果不受干扰。

• 口服300mg VitC，第3h后VitC浓度仅为
52mg/L，此浓度不足干扰模块中的化学反应。

尿液存放时间对尿糖、尿蛋白等结果的影响

1 尿标本放置时间过长 葡萄糖发生氧化
反应、细菌消耗而可致糖含量下降。

2 尿液久置使尿液变质 pH发生改变而影2 尿液久置使尿液变质 pH发生改变而影

响蛋白的测定结果。同时久置尿液的白细胞、
红细胞、管型均被分解破坏，Hb被氧化，胆
红素氧化分解，出现假阴性结果。

COPD分级

淋巴结穿刺和肺癌分期

痰抗酸染色检查

纤支镜检查风险与得益

GM

隐球菌荚膜抗原乳胶凝集试验

TBLB 阳性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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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因素对辅助检查的影响: 现发病、
并发症、伴发症

生理因素对辅助检查的影响: 年龄、性
别、体重、身高、哺乳、妊娠、职业、别、体重、身高、哺乳、妊娠、职业、
饮食、运动、应激

治疗措施对辅助检查的影响: 药物、手
术、放射、其它

血糖

急性脑溢血

糖皮质激素的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

WBC升高

急性脑溢血

糖皮质激素应用糖皮质激素应用

心肌梗塞

……

ALT
在一天之内的不同时间检查，转氨酶水平
会有一定波动。

过于劳累 或通夜不眠 近期吃过油腻食过于劳累、或通夜不眠、近期吃过油腻食
物，都可能使转氨酶暂时偏高。月经期时，
转氨酶也可暂时升高。

正常青年在中度剧烈运动后, AST 可上升
25 个单位, ALT 可上升 10 个单位.

血液在抽出后发生溶血,可使酶活力升高,
在全溶血液中, AST 平均增加 8-10倍,
ALT 平均增高 5 倍ALT 平均增高 5 倍；

药物可对血糖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强的
松、地塞米松、氟氢松、噻嗪类利尿药、
麻黄素、口服避孕药、消炎痛等，还有
咖啡因、尼古丁；咖啡因、尼古丁；

儿童生长发育期、青春期、月经期、妊
娠期等特殊的生理期等，过度劳累和剧
烈体力活动也可使血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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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青霉素可使尿蛋白产生假阳性；
运动、疲劳、久站、冷水浴、女性经期
尿标本被污染等会在尿中发现少量红细尿标本被污染等会在尿中发现少量红细
胞。当尿蛋白含量在 3g/L 以上、大量
葡萄糖、高比重、药物等会产生假阴性
结果。

MuellerHinton(M－H)琼脂是纸片法药敏
试验常用培养基，其中的低量胸腺嘧啶或胸腺
嘧啶核苷是与磺胺类药物和甲氧苄啶竞争的物
质。过量会逆转磺胺类和甲氧苄啶的抑菌效应，
使得抑菌圈变小变模糊，甚至消失，从而导致
假耐药报告。假耐药报告。

培养基中有适量的 Ca，Mg离子，可影响氨基
糖苷类和四环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的试验结果，
含量过高，抑菌圈会变小，含量过低，抑菌圈
会大得不可接受。Zn离子会影响细菌对碳青霉
烯的敏感性。

对于某些苛养菌，需要在M－H琼脂中添加其
他物质或用其他培养基方可进行药敏试验。

流感嗜血杆菌应选用嗜血杆菌试验培养基
(HTM)，淋病奈瑟菌试验用培养基是由高压灭
菌后的GC琼脂加入1%的生长补充品组成 肺菌后的GC琼脂加入1%的生长补充品组成，肺
炎链球菌和其他链球菌所用培养基是在 M－H
琼脂中加入5%脱纤维羊血。

镇痛消炎类药物 如吗啡、可待因、杜冷丁和
消炎镇痛药等，能使胆总管开口处括约肌痉挛，
从而导致血、尿中淀粉酶含量明显升高；在用
药后3—4小时影响最大，停药24小时后消失。

抗菌类药物 如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等抗生素
能增高血液中尿酸浓度 服用磺胺类药物后能增高血液中尿酸浓度，服用磺胺类药物后，
尿胆原检查会出现混浊，影响结果判断。

利尿药 如双氢克尿噻、速尿等，有促进肾脏
保钠排钾的作用，对血液电解质(尤其是钾、
钠)化验结果有影响

（三）病情

与实验检查选择和结果分析有关

1. 病史、症状、体征，已有实验检查结果

2. 诊断、鉴别诊断、分型分期分度

3. 并发症、伴发症

4. 治疗措施、治疗反应

5. 拟开展的治疗

6. 过去史、过去治疗史

伤寒病细菌学检查

①血培养是确诊的论据，病程早期即可阳性，第 7～
10 病日阳性率可达 90%，第三周降为 30%～
40%，第四周时常阴性；

②骨髓培养阳性率较血培养高，尤适合于已用抗菌药
物治疗，血培养阴性者；

③粪便培养 从潜伏期起便可获阳性 第 周可高③粪便培养，从潜伏期起便可获阳性，第3～4周可高
达80%，病后6周阳性率迅速下降，3%患者排菌
可超过一 年；

④尿培养：病程后期阳性率可达25%，但应避免粪
便污染；

⑤玫瑰疹的刮取物或活检切片也可获阳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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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达氏试验 病程第 1 周阳性反应不多，一般
从第 2周开始阳性率逐渐增高，至第 4周可达
90%，病愈后阳性反应可持续数月之久。

有少数病人抗体很迟才升高，甚 至整个病程
抗体效价很低（14 4%) 或阴性（7 8%抗体效价很低（14.4%) 或阴性（7.8%～
10%），不能据此而排除本病。

Lp 血清学诊断

肺结核病的疗效随访

胸片、痰涂片抗酸染色

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

Curb－65、不同病情用药不同

前期的治疗对以后方案的提示，尤其抗
感染方案

影响尿培养结果的因素：

(1)中段尿收集不合标准，外阴消毒时消毒
液过多而混入尿标本，抑制了细菌生长，出现
假阴性结果。

(2)尿液收集要新鲜，放置时间不宜超过1
小时，否则细菌大增，出现假阳性。小时，否则细菌大增，出现假阳性。

(3)尿培养前曾使用抗菌药物，可出现假阴
性。

(4)膀胱内尿液停留时间短(不到6小时)，
或饮水太多，稀释了尿中细菌，影响了结果的
正确性。

(5)血源性急性肾盂肾炎、肾实质内小脓肿
形成，慢性肾盂肾炎粘膜病变趋向痊愈，而肾
实质病变依然存在；或尿路梗阻并存感染灶和
尿路不相通，则尿中细菌往往呈阴性。

(6)菌种不同，对菌落计数有影响。( )菌种 菌 数有
(7)接种技术上的错误，也可影响结果。
(8)尿路感染的排菌可呈间歇性，如慢性肾

盂肾炎没有急性症状时，尿培养可为阴性，但
在其急性发作时，尿培养则常为阳性。

（四）病人
与实验检查选择和结果分析有关

1. 一般情况：全身情况、年龄、性别、

身高、体重、哺乳、妊娠身高、体重、哺乳、妊娠

2. 职业

3. 饮食

4. 民族、文化、经济、社会因素

营养状况与血清蛋白结合率

妊娠与检查：感染时血常规与胸片的选
择择

老年男性与SLE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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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助检查思维要点
(一)检查的目的

诊断和鉴别诊断

指导治疗指导 疗

观察疗效

发现不良反应

估计预后

探讨发病机制

粟粒性肺结核、支扩

胸部X线片/胸部CT（平扫与薄层）

胸部阴影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AFP与CEA
肺结核抗痨治疗随访肝功能、尿常规

乳癌与雌激素受体

(二)检查项目和指标的选择

根据检查目的

根据病史、症状、体征、已有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根据诊断 鉴别诊断以及疾病的分期分度分型根据诊断、鉴别诊断以及疾病的分期分度分型

根据已行治疗或拟行治疗

根据病人的特点

根据实验室检查指标的特点

(三)检查的准备

1.   申请者的准备

填写申请单

有助于检查方法和项目的选择和确定

有助于结果的分析判断和报告有助于结果的分析判断和报告

与病人和家属谈话，必要时签名

安排先后次序

床边进行或去实验室受检

术前准备、术中监测

术后观察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准备

ICU化验单结果无法判断：动脉血气无氧疗参数、微
生物培养无法判断标本

不同微生物检查方法不同：军团菌、曲霉、厌氧菌、
普通需氧菌

X 线对淋巴细胞的影响：胸部X线片与血常规检查的先X 线对淋巴细胞的影响：胸部X线片与血常规检查的先
后

冬天时脑膜炎，CSF培养脑膜炎双球菌对环境温度的
敏感

胸穿时细菌培养、常规、脱落细胞的先后，活检后气
胸的观察。

纤支镜时脉氧仪的使用

2.   病人准备

饮食饮水要求

肠道、皮肤准备、凝血机制测定等

标本采集、保存、运送要求

收集管

采样

特殊要求：抗凝、密封、混匀、低温保存

固定和运送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93



血糖、尿检对饮食喝水的限制

肺穿刺时用污染容器酒精消毒后代替无
菌容器菌容器

痰培养前一天留标本

咽拭子、肛门拭子使用运送培养基

厌氧菌培养的标本运送

3.   检查者/操作者的准备

复习临床资料

仪器定标、质控

试剂准备

标本预处理

病理科医师对临床资料的了解

操作者胸穿时左右混淆致事故

军团菌时痰液的预处理：热水浴、酸处
理、选择性培养基

动脉血气分析仪的质控定标

(四)检查结果的分析

1. 是否正常 (参考值及其影响因素)

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年龄、性别、身高、体重

人种、民族、职业、营养、环境

仪器和方法

易瑞沙针对人群：亚裔、女性、不吸烟、
腺癌

年龄 性别对血常规的影响年龄、性别对血常规的影响

ALT参考值：0－40，0－75的不同

2. 异常是否误差引起

测定前误差

标本采集、保存、运送

测定误差测定误差
仪器设备、试剂、测定条件、

病人配合等

测定后误差
分析、报告、打印、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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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的误差

故意制造检验误差：混病假单、替代、
媒体制造公众效应用其他液体当做尿液媒体制造公众效应用其他液体当做尿液
进行检测

3. 异常是否并非疾病因素造成

生理状况、年龄、性别、妊娠、月经

吸烟

职业

肥胖、消瘦

药物、放疗、手术、人工气胸

4. 异常的判断

异常性质

异常程度

引起异常病变的部位

需进一步检查的内容

异常的动态变化

5. 临床意义

(1) 协助诊断的确立、质疑或修正

(2) 鉴别诊断的排除或确立

( ) 提示应进 步开展的检查(3) 提示应进一步开展的检查

(4) 治疗方案的建立和更改

(5) 疗效的评估

(6) 有无不良反应

(7) 预后如何(7) 预后如何

(8) 手术安全性

(9) 劳动力鉴定

6.  检查结果与临床不符的原因

（1）检查因素

标本的留取、保存和送检存在问题

测定过程的不规范测定过程的不规范

检查方法和指标的敏感性、特异性

参考值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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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情因素

不典型表现

罕见表现

罕见类型罕见类型

不同病期、分型、分度

并发症

治疗措施

（3）病人因素

伴发症

伴随用药

隐性感染

预防接种

依从性

探讨

咳痰培养：

绿脓杆菌＋＋价值

血常规：

WBC 12x10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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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

陈 华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 陈华副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Asia-
link心身医学项目的培训教师，上海妇女学学会上海婚
姻家庭研究会会员,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巴林特联盟委员，上海市
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

• 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医学心理学
》《心身疾病与心理咨询》的授课及全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课程及培训，多年来参加医学心理咨询门诊、
综合医院联络精神医学会诊、急会诊的工作。在全国
核心期刊发表论著多篇，参编《医学心理学》《精神
医学》《心身医学基本技能》、《全科医学》、等多
部教材。擅长综合医院精神障碍、抑郁、焦虑和双相
情感障碍的治疗和家庭治疗，团体心理治疗。长期在
综合医院心身医学技能培训、开展医务人员职业压力
管理培训和巴林特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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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临床医学的挑战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病人看病、医生治病

看病人和治病人

Mind

Body
Social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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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ＳＴＲＥＳＳ

S=Stressor：应激源，一种能够引发内心紧张的刺激性事件或对某一
事件的主观认识。

T=Transaction：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

R=Resistance：个体在抵御应激源影响时所作的努力。

E=Energy spent：个体在应对时的生理和心理能量消耗。

S=Strain：在应对时所发生的心身损耗。

S=Solution or slide：应对的结果是摆脱困境，或长期、持续的应激
导致的能量与动机水平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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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源

• 来源分类
–外部物质环境

–个体的内环境

–心理社会环境

• 对个体影响分类
–挫折、冲突、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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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应激包括 ：
应激源 、中介反应、 应激结果

• 应激源刺激 认知评估

• 情绪反应

• 生理反应

• 行为反应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 生理应激 ，心理应激----

全身适应综合征的三个阶段

警觉阶段 抵抗阶段 衰竭阶段

心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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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心理压力)导致心身疾病

理性部位

情感、本能的部位

大脑皮质

大脑边缘系统

下丘脑

植物神经系统

心理压力或应急

心身疾病

各种主诉

长期反复压力
影响器官功能

心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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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疾病的特点

–与精神紧张相关

–器质性病变的表现

–确定的病理生理过程

–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
治疗和预后中有相对重要作用

–心理反应触发或加重躯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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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健康的因素中，生活方式、行为与环境因素占
66.5%

– 疾病谱及死亡率发生变化

– 心身疾病在女性更多见

– 心身疾病在低收入人群中常见

– 门诊病人多于住院病人

– 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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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疾病的社会因素

种族差异、饮食习惯、人口年龄组成、体力劳动多寡
发达国家患病率高于发展中国家
城市患病率高于农村
脑力劳动者患病率高于体力劳动者
居住拥挤、生活条件恶劣、要做较多努力者患病率较高
移民
社会隔离和生活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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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心身疾病与心理因素

产生损失感和不安全感的心理刺激最易致病

生活事件能引起人们的心理反应，并伴明显的生理应激

由于人们的哲学知识、信念、经历和文化教育不同，对同样的生活
事件有不同的理解而导致不同的心理反应

A型性格与冠心病关系密切

早年亲子关系不佳，儿童期有高应激状态也是发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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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心身疾病

消化系统 胃、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神经性厌食，
肥胖病，神经性多饮，神经性呕吐，功能性消化不良

心血管系统 原发性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神经性心绞痛，低血压病，
心脏神经症

呼吸系统 支气管哮喘，过度换气综合征，神经性咳嗽，功能性胸痛

皮肤 神经性皮炎，荨麻疹，瘙痒症，湿疹，斑秃，银屑病，多汗症

内分泌代谢性 甲状腺功能亢进、突眼性甲状腺肿，糖尿病，精神性烦渴，肥胖症

神经系统 肌紧张性头痛，偏头痛，抽搐，书写痉挛，痉挛性斜颈，资助神经
功能失调

泌尿及骨骼肌
肉系统

遗尿，阳痿，激惹性膀胱炎；月经紊乱，经前紧张症；类风湿关节
炎，肌痛，颈臂综合征，腰背部肌肉疼痛

其它 妇科，儿科，外科，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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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心理生理障碍

• 原发性高血压

• 冠心病

• 消化性溃疡

• 支气管哮喘

• 糖尿病

• 癌症

• 胃肠功能紊乱

第五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原发性高血压病的病因

• 社会心理因素

• 性格

• 各种引起精神紧张的情绪因素

• 遗传因素

• 环境

•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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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和A型行为

– 冠心病病人多具有“雄心
勃勃，竞争性强、易于激
动、好争执、敏捷但缺乏
耐心，语声宏亮和时间紧
迫感”，

– A型行为（Type A 
Behavior Pattern, TABP）

• 时间紧迫感

• 竞争

• 敌意

过分的抱负和雄
心壮志

变动不定的敌意

过重的工作要求 习惯作艰苦紧张
的工作，即便休
息时也难以松弛
下来

情绪易波动 不耐烦
有闯劲，表现好
斗、敏捷、有进
取心

常同时进行多种
思维与动作

过分竞争性与好
胜性

言语与动作的节
奏快

常见时间紧迫感
与匆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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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Martin Prince, Vikram Patel, Shekhar Saxena, Mario Maj, Joanna Maselko, Michael R Phillips, Atif Rahman

www thelancet.com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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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 全球大约28%的疾病可归因为神经精神障碍，
主要为

• 抑郁障碍和其它常见精神障碍

• 酒精滥用和物质滥用障碍

• 痴呆与癫痫等神经系统病变

WHO提出（2005）
“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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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

– 增加患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

– 导致非故意伤害和故意伤害事件的发生

• 许多躯体疾病问题也会增加患精神障碍的危险

– 共病使得患者的求医、诊断和治疗复杂化，并影响
到预后

• 精神障碍患者所接受的健康服务水平往往参差
不齐，其治疗的质量并没有可得到真正的改善

• 精神障碍加重了疾病的负担

– 占所有伤残调整生命年的四分之一，占非传染性疾
病的三分之一，多于心血管疾病或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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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

• 在普通人群和病人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所有躯体症
状在医学上无法解释
– 包括疼痛、疲劳和眩晕

• 医学上无法解释的器官特异性症状：

– 肠易激综合征，纤维肌痛，慢性疲劳综合征，慢性盆腔疼
痛，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生殖器官分泌物

• 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和体征与常见精神障碍
具有密切联系；但至少三分之一有躯体化障碍的患
者并未共病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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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 一项对人群研究证据的系统综述显示：

– 抑郁（15/22研究）、焦虑（4/8研究）和冠心病之间存在
中度到很强的前瞻性关联

– 研究包括心绞痛、非致命性和致命性心肌梗塞

– 抗抑郁药可安全、有效治疗心肌梗塞后抑郁症

• 以人群为基础的队列研究也表明，抑郁症是非致命性和致
命性中风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

– 一项随访9年的试验表明，抗抑郁药治疗与中风后死亡率
的持续下降相关

• 美国一项全国普查显示：

– 肥胖与抑郁症、双相障碍、惊恐障碍或广场恐惧症终生患
病率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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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 荟萃分析表明，抑郁和焦虑与血糖控制较差相关

• 两项美国人群队列研究表明：

– 校正人口统计学、代谢和生活方式因素后，抑郁增加了II
型糖尿病的发病危险

– 糖尿病患者的抑郁与糖尿病并发症相关，包括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肾病、大血管并发症和性功能障碍

– 重症抑郁（危险比2.3）和轻微抑郁（HR 1.7）与II型糖尿
病死亡率密切相关

• 精神障碍和糖尿病共患病的证据很多

– 精神分裂症患者糖尿病的患病率一直大约在15%左右，而
社区患病率为2-3% 

–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口服降糖药治疗的依从性较差；共患抑
郁的糖尿病患者对饮食控制、锻炼、和口服降糖药治疗的
依从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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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的弊端

• 医学现代化需要高科技发展。因此带来的高精
尖仪器却渐渐挡在医生与病人之间，临床医生
“临床”时间少了，交流受到阻碍。仪器设备
取代了医生与病人的许多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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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医患沟通
• 世界卫生组织一位顾问曾做过一项调查：当病人诉说症

状时，平均19秒钟就被医生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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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 21世纪的医生应该是细心的观察者、耐心的

倾听者和敏锐的交谈者。医学是造福人类的
学问，医学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把人文关
怀放在首位的学科

•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
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
缺少共情（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
，是无能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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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总希望遇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医生，然而
他们会仅仅满意于那些举止优雅的医生吗？

• 所听到关于对医生的抱怨似乎与没有被足够的
理解或共情关系不大，患者常常表达出这些意
思如：“医生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没有看我
”“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对我微笑”或者“我也
不知道我与谁交谈”

Michael W. Kahn, M.D.《医疗基本礼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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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

• 1、医师的态度

• 2、病人的态度

• 3、沟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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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角色的一般特点

• 求医心切：

– 迫切的愿望，最好的医术，最短的时间内把疾病治
愈。

• 高度的自我中心：

– 过分要求和过分依赖的倾向。

• 明显的情感反应

– 焦虑 恐惧 猜疑 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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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态度

• 病人自身的人格、年龄、性别、社会处境

• 所患疾病的不同

• 以往经验

• 正性——信任、尊重、友好、依从、配合和满
意

• 负性——怀疑、惧怕、挑剔、逆反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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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1、医师的态度

• 传统上医师----占主导地

• 医师表现出亲切、关怀、真诚与负责时，很
容易取得病人的信赖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 医生的同情心、同理心（empathy）
• 人格特质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世界
观、人生观、道德修养

• 医疗能力

• 职业生活满意度（job life satisfaction）

常见的沟通模式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主动－被动型
ACTIVE-PASSIVE MODE

• 在医疗过程中医师作权威性的决定，病人只能
被动地服从，

• 医师全权决定患者的治疗。

• 患者的利益由医师的良知来保证，

• “为患者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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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合作型
GUIDANCE-COOPERATION MODE

• 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配合执行医生的医嘱

• 医生处在权威地位

• “告诉患者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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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型
MUTUAL PARTICIPATION MODE

• 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参与
性

• “帮助患者自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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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父母

成人

儿童

父母

成人

儿童

医护人员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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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经历、既往社会关系、压力、
应对

总结和积极
反馈

会面时的参与、目标
及时间安排

目前的生活背景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访谈-----病史采集

目前的症状/障碍
及其进展

患者对疾病和治
疗的观点

对进一步采取措施

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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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 即使只有医生和患者两个人，情况依然是十分
复杂的

• 在他们的脑海里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也在这间诊
室里

患者

症状
家庭
工作

医生

医院
循证依据
工作量

其他患者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SM MU

SOCAIL ENVIRONMENT
社会环境

healthcare system
医疗系统-管理机关

R&D MU

doctor
医生

HOSOTAL MANAGMENT
医院管理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SM MU

illness 
family 

R&D MU

patient
患者

workplace
工作场所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大量的情绪也在其中

患者

焦虑
疼痛

悲伤、
压力、
绝望、

不确定、
怀疑、
愤怒

医生

压力
急躁

理想化
野心
共情
同情
怀疑
愤怒

医患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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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总结和积极
反馈

会面时的参与、目标
及时间安排

目前的生活
背景

成长经历、既往社会关系、压力
、应对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会谈

目前的症状/障
碍及其进展

患者对疾病和
治疗的观点

对进一步采取措施
提供建议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Talk to win
希腊哲学家Galen-----声音是一个人灵魂的反射镜

呼吸开始

声音大小适当

语调应平和沉稳

亲切自然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45

• 口头沟通的讯息约有55﹪来自
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

• 38﹪来自音调，只有7﹪来自实
际使用的语言字汇

• 反应取决于说话的方式，而非

说话的内容。

100%=7%的语言＋38%的
音调＋55%的表情姿势

行为礼节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医疗基本礼仪

• 医生对住院患者初次访谈的的相关项目：

• 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病房

• 介绍自己并给患者看你的胸卡（资历的证明）

• 握手（必要的话可以戴手套）

• 坐下，适当的微笑

• 简单介绍一下你在整个医疗小组（团队）里的角色

• 详细询问患者在住院期间的感受

• 不强调医生的感受，只关注与他（她）外在的行为表现

• 为床旁教学实践的医学生/住院医生提供了具体的行为指导，即知
道自己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Michael W. Kahn, M.D.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8;358(19):1988-1989)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具体的技巧

• 耐心倾听
–

• 语言的沟通
– 应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 1）提问的技巧

– 2）认同与理解

– 3）鼓励与支持

– 4）因人而异和具有针对性

– 5）说服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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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伤人的大实话
– “能过活5年你已经很幸运了”

– “不是花了钱就能够把病看好的”

–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

– “我们是人，又不是神！”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在病房查房

• 医生应先向病人打招呼，再询问和交谈。

• 在检查下级医师工作时如发现不妥，不应当病人
之面指责。

• 在结束该病人之查房工作时，不妨询问些诸如饮
食、睡眠等一般问题，然后顺势利导，予以安慰
。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在作记录时
• 当涉及患者隐私或一些敏感话题时，应暂时停止记录、

以后再做记录

• 当患者反复提到的一些躯体不适时，应稍做记录，以示
重视其主述内容。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医生与病人关系的处理

• 影响人际交往或吸引力的一些因素

– 仪表吸引（言谈举止）

– 能力吸引（医技）

– 接近（距离）吸引

– 奖励性吸引等

• 相当的知识和技能，包括更新能力

• 关心同情和尊重病人

• 耐心倾听、连续观察、逻辑思考

• 明白自己能力的局限性，及时修正诊疗措施

• 个人问题或内心矛盾不应影响病人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语言VS非语言交往

问路：1号楼往哪走？

回答：前面左拐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场景二：

• 一位老先生问：“我到哪里去拿药？”

• “9号窗口”

• “我到哪里去拿药？”

• “9号窗口”

• “我到哪里去拿药？”

• “9号窗口”

• “我到哪里去拿药？”

• “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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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职业满意度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控制情绪

著名专栏作家哈理斯(SydneyJ.Harries)和朋友在报摊上买报
纸，那朋友礼貌地对
报贩说了声谢谢，但报贩却冷口冷脸，没发一言。

「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他们继续前行时，哈理斯
问道。

「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朋友说。

「那么你为甚么还是对他那么客气？」哈理斯问他。

朋友答道：「为甚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怎
样
防
止
别
人
偷
走
你
的
微
笑

谁
偷
走
了
你
的
微
笑

照
照
镜
子
：
微
笑
训
练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情绪镜像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心理健康座右铭

• 我们无法改变人生，但可以改变人生观
！
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心境！
我们不能改变容貌，但可以展现笑容！
我们不能控制他人，但可以控制自己！
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
我们不会样样顺利，但可以事事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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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有阴影陪伴我的劳动，

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一天结束时的疲劳和肌肉酸痛，

因为那表示我有拼命工作的能力。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我感恩……
因为我还能工作,为病人解除痛苦,给他们带来欢乐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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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平衡饮食
有氧运动
戒烟限酒
心理平衡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

•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

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

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

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

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
会为一体。

-----纪伯伦《先知》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智慧是一种使你嘴角向上弯的东西，良好
的医患交流的过程就是如此…….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复习题

• 病人角色的一般特点

• 医患沟通主要的模式有哪三类

• 心身疾病的特点和常见的心身疾病？

• 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有哪些？

• 在短时间内窗口如何改善沟通效率？

第8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心身医学与职业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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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医嘱中不良相互作用的审核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药剂科

重症医学科临床药师：陈 燕

第五章 药物相互作用与配伍禁忌

1. 概述

2. 药动学相互作用

3. 药效学相互作用

4. 中西药相互作用

5. 食物药物相互作用

6. 配伍禁忌

7. 研究预测及临床处理

2

学习要点

3

2007版《处方管理办法》第5章第35条

药师应当对处方用药适宜性进行审核，审核内
容包括：

① 规定必须做皮试的药品，处方医师是否注明过敏试验
及结果的判定；

② 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

③ 剂量 用法的正确性

4

③ 剂量、用法的正确性；

④ 是否有重复给药现象；

⑤ 是否有潜在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

⑥ 其它用药不适宜情况

四查十对！四查十对！

定义：是指某一种药物由于其他药物的存在而改变了药物

原有的理化性质、体内过程或组织对药物的敏感性等，从

而改变了药物效应的现象。

药物相互作用 drug-drug interactions，DDI

5

方式：

体内（药动学、药效学）

体外（配伍禁忌）

 定义：是指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同时或先后应用于患者。

 意义：

 治疗多种疾病；

 提高药物疗效；减少单一药物用量；

联合用药 drug combination

6

 减少不良反应；

 延缓机体耐受性或病原微生物耐药性的产生，缩短疗程，提高疗

效。

药物相互
作用

临床疗效 增强

毒副作用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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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危象 低血压休克

严重的药物不良相互作用

7

严重药物
相互作用 心律失常器官损害

出血低血糖昏迷

（一）易产生高血压危象的药物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与拟肾上腺素药、胍乙啶及

其同类抗高血压药、5-HT摄取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

合用会引起去甲肾上腺素的大量释放，出现高血压危

8

象。

（二）严重低血压反应

 氯丙嗪不宜与氢氯噻嗪、呋塞米、依他尼酸等合用，这

些利尿药均有降压作用，可以明显增强氯丙嗪的降压反

应，引起严重的低血压。

9

 普萘洛尔不宜与氯丙嗪或哌唑嗪合用。普萘洛尔可阻断

β肾上腺素受体，氯丙嗪与哌唑嗪则阻滞α肾上腺素受

体，两药合用降压效果明显增强。

 右美托咪定

（三）心律失常与心脏毒性

 强心苷与排钾利尿药、糖皮质激素合用，使得血钾降低，

易诱发心律失常。

 强心苷与钙盐、利血平

10

 奎尼丁与氯丙嗪合用，可致室性心动过速。

 维拉帕米与β受体阻断药合用，易引起心动过缓、低血

压、房室传导阻滞、心力衰竭、甚至心脏停搏。

 蒽环类抗肿瘤药物与其他具心脏毒性的环磷酰胺、顺铂、

紫杉醇

（四）出血

 香豆素类与消胆胺、氨基糖苷类、阿司匹林、西咪替丁

等药合用，可引起出血。

 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之间合用，及与香豆素类、

11

皮质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溶栓药、秋水仙碱

 肝素与阿司匹林、双嘧达莫合用。

 肝素与利尿酸合用更易引起胃肠道出血。

 利奈唑胺联合头孢哌酮累加出血风险。

（五）呼吸麻痹

 氨基糖苷类、多黏菌素不宜与全身麻醉药（乙醚、硫

喷妥钠等）、琥珀胆碱或硫酸镁合用，增强神经肌肉

阻滞作用，故可协同引起呼吸麻痹。

12

 利多卡因可加强琥珀胆碱的骨骼肌松弛作用，合用引

起呼吸麻痹。

 环磷酰胺能抑制伪胆碱酯酶的活性，使琥珀胆碱不易

灭活，从而加强其骨骼肌松弛作用，两药合用有可导

致呼吸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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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低血糖反应

 降血糖药不宜与普萘洛尔合用，因其可加重低血糖反应

外，并掩盖低血糖先兆症象。

13

（七）严重骨髓抑制

 几乎所有的化疗药都有骨髓抑制作用

 甲氨蝶呤与水杨酸类、磺胺类、呋塞米合用，使其对骨

髓的抑制明显增强，引起全血细胞减少。

14

 别嘌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不宜与硫唑嘌呤、巯嘌呤合

用。如需合用，必须减量。

（八）耳肾毒性

 氨基糖苷类不宜与抗组胺药（尤其苯海拉明）合用，抗

组胺药可掩盖这类抗生素的听神经毒性症状，不易及时

发觉。

15

（九）肝毒性

 抗菌药物：四环素、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呋喃妥因、

氨苄西林、酮康唑

 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

16

 降糖药：格列齐特、罗格列酮

 中枢神经系统药：苯巴比妥、苯妥英钠

 性激素药物：黄体酮、甲睾酮

 抗结核药、抗肿瘤药……

药动学相互作用

定义：是指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

布、代谢和排泄过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另一种药物的

血浆浓度，进而改变药物的作用强度或毒性。

代谢、排泄

17

游离形药物 结合形药物

游离形药物

游离形药物 结合形药物

组织

血液

一、吸收

①脂溶性与解离度：多数药物以被动扩散方式吸收入血，其扩
散能力取决于脂溶性，非离子型药物脂溶性高，解离度小，
扩散能力强。

②胃肠道环境：正常胃液pH<7，弱碱性药物如：碳酸钙、氨茶
碱吸收少；弱酸性药物如阿司匹林、香豆素、苯巴比妥则易
吸收。胃肠蠕动增强则药物很快到达小肠，对于在小肠吸收
的药物则起效快，但排出也快，吸收不完全；反之，胃肠蠕

18

的药物则起效快，但排出也快，吸收不完全；反之，胃肠蠕
动减弱则起效慢，但吸收完全。粘膜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
药物吸收增加；反之吸收减少。

③络合或吸附作用：四环素、氟喹诺酮与碳酸钙、硫酸亚铁、
枸橼酸铋钾形成络合物难吸收；考来烯胺吸附阿司匹林、地
高辛、华法林、噻嗪类利尿剂等。

④药物转运体：药物转运蛋白存在于肠、肝、肾、脑等细胞膜上。

P-糖蛋白( P-gp)，抑制剂硝苯地平、伊曲康唑、PPI等，诱
导剂苯巴比妥、利福平、地塞米松等。

⑤肠道菌群和饮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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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竞争蛋白结合部位：药物与血浆蛋白结合也是决定药
物作用强度及作用维持时间的重要因素。结合型药物：
不被转运；不表现药理活性；不透过血脑屏障；不被
肝代谢；不被肾脏排泄。

② 组织分布：组织血流量和组织亲和力影响药物在组织
的分布量。

二、分布

19

③ 转运体： P-gp作为药物外排泵，将肝脏的底物转运到
胆汁，也可将底物从血脑屏障或胎盘屏障排出，并可
限制其进入血脑屏障或胎盘屏障。洛哌丁胺单药由于
血脑屏障的外排作用，脑内浓度低，不会产生呼吸抑
制，合用P-gp抑制剂奎尼丁，避开P-gp外排作用，从
而脑内洛哌丁胺浓度增加，引起神经毒性。

部分 -阻滞剂药代动力学

参数 比索洛尔 卡维地洛
酒石酸

美托洛尔

琥铂酸

美托洛尔

脂溶性 + ++ ++ ++

生物利用度（%） 90 25 40-75 30-40

蛋白结合率（%） 30 98 12 12

20

血浆t1/2（h） 10-12 6-10 3-5 3-4

代谢 肝 肝 肝 肝

排泄 肾 粪便 粪便、肾 肾

① 酶抑制：抑制或减弱药酶活性，减慢底物药物代谢，导

致药效增强的药物。占代谢性药物作用的70%。

② 酶诱导：诱导药酶活性增强（酶促作用），促进药物或

三、代谢

 影响代谢而产生的相互作用最具有临床意义，占药动学

相互作用的40%。

底物代谢加速，导致药效减弱的药物。有些代谢产物与

原药的药理活性相同，反而使药效增强。

③ 转运体与代谢酶共同介导：克拉霉素与秋水仙碱。

④ 尿苷葡糖醛酸转移酶（UGTs）介导。

疾病对代谢的影响：

肝脏疾病、短肠综合征、胆囊疾病、囊性纤维性病变
21

CYP450同工酶分布：肝脏、肠道、肾脏、脑内，
占全部代谢酶的75%。

 CYP3A4：55%

 CYP2D6：20%

 CYP2C9；CYP2C19：15%CYP2C9；CYP2C19：15%

22

部分P450酶的诱导剂和抑制剂

分类 诱导剂 抑制剂

CYP1A2 奥美拉唑、烟草 胺碘酮、喹诺酮类、干扰素

CYP2B6 苯巴比妥、利福平

CYP2C9 利福平、抗惊厥药、
司可巴比妥

氟康唑、胺碘酮、非诺贝特、伏立康唑、磺胺
类、氟伐他汀、异烟肼

CYP2C19 强的松 利福平 奥美拉唑 泮托拉唑 西咪替丁

23

CYP2C19 强的松、利福平 奥美拉唑、泮托拉唑、西咪替丁

CYP2D6 利福平、地塞米松
西咪替丁、雷尼替丁、氟哌啶醇、胺碘酮、普
罗帕酮、奎尼丁、氟西汀、多柔比星

CYP2E1 异烟肼、乙醇 奎尼丁

CYP3A4、
5、7

巴比妥类、卡马西平、

苯妥英、吡格列酮、
利福平、糖皮质激素

红霉素、克拉霉素、葡萄柚汁、唑类抗真菌药、
大环内酯类、西咪替丁、甲硝唑、胺碘酮、地
尔硫卓、 塞来昔布、西酞普兰、蛋白酶抑制剂、
孕烯酮、氟西汀、舍曲林、抗病毒药物

他汀类药物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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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药物的安全性

 不良反应发生率：

 胃肠道不适发生率0.5%-1%

 转氨酶升高发生率0.5%-2%，剂量依赖性，降低剂量可

逆转

 肌病发生率0 1-0 2%：肌痛 肌炎 CK升高 横纹肌溶 肌病发生率0.1 0.2%：肌痛、肌炎、CK升高、横纹肌溶

解

25

 相同剂量下调脂强度: 

 阿托伐他汀> 辛伐他汀> 洛伐他汀> 普伐他汀和氟伐他

汀

 西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辛伐他汀>普伐他汀>氟伐他汀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

 促进胃肠动力，使蠕动亢进，吸收增加，使药物作用增

强。

抑制肠道菌群、肝脏CYP3A4，使药物分解代谢受阻，如地

高辛、环孢素、溴隐亭。

26

 与CYP3A4形成复合物的作用强度

 红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交沙霉素和螺旋霉素>阿

奇霉素、地红霉素。

 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作用于 P-gp

唑类抗真菌药

 对各种同工酶作用不同，都作用于PGP：氟康唑主要抑制

CYP2C9，酮康唑、伊曲康唑主要抑制CYP3A4；伏立康唑主

要抑制CYP2C19 。氟康唑只有在每日800mg时才抑制

CYP3A4。

 可使抗焦虑药物咪哒唑仑、三唑仑等发生过度镇静；使环

27

孢霉素和他克莫司发生氮质血症；使他汀类发生横纹肌溶

解；使甲泼尼松发生肾上腺功能抑制；使华法林发生出血；

使一些钙通道阻滞剂发生心率加快、血管扩张以及血压过

度降低；使磺脲类降糖药发生低血糖……

葡萄柚汁Grapefruit juice
 选择性抑制肠壁组织中CYP3A4而减少药物的首过效应，

使AUC或Cmax成倍增加。

 半衰期约12h，饮一杯（约220ml)后其作用可维持24h。

服药前几小时饮用也会发生相互作用。肝功能不全患者

对此作用特别敏感。

28

 对各药生物利用度增加的影响不尽相同

<5%：尼莫地平、沙奎那韦、辛伐他汀

15~20%：非洛地平、尼卡地平、普罗帕酮、17 β—雌二醇

30~40%：环孢素、地尔硫卓、炔雌醇、咪哒唑仑、三唑仑、维拉帕米

60%：硝苯地平

70%：奎尼丁

80%：氨氯地平、茶碱、泼尼松、醋硝香豆素

药物及代
谢产物

肾脏肾脏
排泄排泄

乳汁 皮肤

胆汁胆汁
排泄排泄

四、排泄

29

唾液
排泄

乳汁
排泄

呼吸
道排
泄

皮肤
排泄

粪便
排泄

肾排泄、胆汁排泄

① 肾小球滤过：游离型容易滤过，因此血浆蛋白结合力
大的药物可促进结合力小的药物游离、滤过，导致t1/2
缩短。

② 肾小管分泌：弱酸性药物载体和弱碱性药物载体，当
两种酸性或碱性药物并用，可出现竞争抑制。

③ 肾小管重吸收：尿液pH值影响重吸收，其它影响因素

30

③ 肾小管 吸收 尿液p 值影响 吸收 其 影响因素
有药物的脂溶性、解离型与不解离型比例等。

④ 肠肝循环：肝细胞分泌到胆汁中的药物的葡糖醛酸结
合物，排泄进入小肠后又被肠道酶水解为原形药物，
并被肠上皮细胞重吸收，由肝门静脉进入全身循环。
如：地高辛、洋地黄毒苷、吗啡、炔雌醇、地西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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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作用：药理效应相同或相似的药物，两种或以上的

药物合用，达到彼此增强的效果称为协同作用。

按照协同作用所呈现的强度不同可分为相加作用和

增强作用。相加作用是药物合用时，其总的效应等于各

药单用时效应的总和。增强作用是药物合用时，其总的

药效学相互作用

31

效应超过各药单用时效应的总和。

 拮抗作用：药物效应相反，或发生竞争性或生理性拮抗

作用的药物合用，表现为联合用药时的效果小于单用效

果之和。

① 影响药物对靶位的作用：受体部位：纳洛酮与阿片类
镇痛药。影响神经递质或酶：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MAOI）

② 影响同一生理或生化代谢系统：ACEI使某些全麻诱导
患者产生低血压反应

32

③ 改变药物作用部位的内稳态： ACEI与NSAIDs

④ 敏感化作用：利血平导致肾上腺素受体超敏感现象，
使得拟肾上腺素药的升压作用增强。

⑤ 药物间的理化结合：鱼精蛋白对抗肝素

抗感染药物的药效学

杀菌/持续作用 药物 治疗目标 PK / PD测定

浓度依赖/
持续作用时间长

氨基糖苷、喹诺酮、甲硝
唑、达托霉素

高血药浓度 24h   AUC/MIC

33

时间依赖/
无持续作用

青霉素、头孢菌素、碳青
霉烯、氨曲南

延长给药时间 T>MIC

时间依赖/
中-长时间持续作用

克林霉素、红霉素/阿奇霉
素/克拉霉素，利奈唑胺，
四环素，万古霉素

增加给药剂量 24h   AUC/MIC

配伍禁忌

 定义：是指两种以上药物混合使用或药物制成制剂时，

发生的体外相互作用，出现药物中和、水解、破坏失效

等理化反应，这时可能发生混浊、沉淀、产生气体及变

色等外观异常的现象。

沉淀

34

配伍
禁忌

沉淀

结晶

水解

变色

分层

浑浊
 配伍禁忌又称为药剂学

相互作用或体外药物相

互作用

配伍禁忌

物理

化学

90% 45%

静脉输液时加药统计

静脉输液时加药静脉输液时加药

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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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VS注射用甲磺酸加贝酯

两药配伍后经HPLC测定，甘草酸苷含量降低，两者配

伍后产生的白色浑浊可能为甘草酸苷原形析出。

浑浊

36

②盐酸昂丹司琼注射液VS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两药配伍后30min产生白色浑浊。

浑浊

1.张石革等主编，346种注射剂配伍变化快速检索表（2006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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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药物种数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关系

联合用药数（种） 不良反应发生率（%）

2~5 4

6~10 10

11~15 28

37

16~20 54

处方审核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人群

易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人群：

 老年病人

 服用多种药物的病人

 有肝肾疾病的病人

 长期药物治疗 器官移植患者

38

 长期药物治疗：器官移植患者

 服用多个医生处方药物的病人

 患有慢性疾病的，如糖尿病；哮喘；贫血；心力衰竭的

病人

 有不稳定性疾病，如心律失常；癫痫的病人

处方审核中需要关注的问题：药物

易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药物：

 心血管药物：地高辛；普奈洛尔；奎尼丁

 口服抗凝药：华法林

 抗菌药物：酮康唑；红霉素；利福平

 降糖药 格列本脲

39

 降糖药：格列本脲

 消化道用药：西咪替丁；西沙比利

 抗癫痫药：苯妥英钠

 抗HIV药：蛋白酶抑制剂利托那韦

药物相互作用严重程度的评估——无公认分级标准

 轻度药物相互作用：

造成的影响临床意义不大，无需改变治疗方案

 如对乙酰氨基酚与环丙沙星、兰索拉唑、呋塞米有相互作

用；但并不会影响临床疗效 也无需改变剂量

40

用；但并不会影响临床疗效，也无需改变剂量。

 两性霉素B与氟康唑有拮抗，故不推荐合用。但使用两性

霉素B阴道片，同时给予氟康唑口服，因给药途径不同可

以合用。

 中度药物相互作用：药物联用虽会造成确切的不良后果，

但临床上仍会在密切观察下使用。

 如异烟肼与利福平合用可引起中毒性肝炎的发生率升高；

但这一联合用药仍然是临床常用的抗结核治疗方案。

41

但这 联合用药仍然是临床常用的抗结核治疗方案。

 降压药与泰诺、新康泰克等不宜同服，因复方成份感冒药

中有些含缩血管作用的伪麻黄碱，可使血压升高。

 重度药物相互作用：药物联用会造成严重的毒性反应，

需要改变给药方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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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

 收集国内外药物信息

 记录病人所有用药相关情况

 减少用药品种，选择相互作用尽可能少的药物

 重视治疗窗窄小的药物

 注意高风险人群

44

感 谢 聆 听！感 谢 聆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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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
诊断和治疗指南解读

周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主要内容

一．定义、诊断和流行病学

二．病情严重程度评价、入院标准及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

三．病原学诊断

四．抗感染治疗四 抗感染治疗

五．辅助治疗

六．治疗后评价和处理、出院标准

七．病毒性肺炎等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八．预防

重要更新
增加循证医学证据和推荐等级

补充我国病原学最新资料

明确提出CAP诊治思路（6步）

病情严重度评价明确采用CURB-65，重症肺炎参考IDSA/ATS标准

增加病原检测技术选择列表

经验性治疗根据病情、宿主因素及药物特点分层列表，增加推荐推荐要

点的文字表述

重症肺炎辅助治疗，体现呼吸专科特色

增加特殊病原和特殊人群CAP：病毒、军团菌、CA-MRSA、老年肺炎

2016 新指南共引用文献334篇，中国作者论文77篇（23%）

重点内容

中国成人CAP病原学特点

肺炎支原体和肺炎链球菌是我国成人CAP重要病原体，部分

地区报道了对大环内酯类的体外高药耐药率；

和普通人群相比，高龄或存在基础疾病患者革兰阴性菌更为

常见常见；

CA-MRSA罕见；

呼吸道病毒检出率可达1/3，是CAP不可忽视的致病原，其

临床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和耐药性调查

前期（2005年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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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ology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community-
acquiredpneumonia in adult patients in China

(2003~2005)

TAO Li-li, HU Bi-jie, HE Li-xian,et al.Chin Med J.2012;125(17):2967-2972

90年代后期肺炎链球菌耐药性研究

近年来的研究（新指南所述）

国内多项成人CAP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肺炎支原体和肺炎链球

菌是我国成人CAP重要致病原。其他常见病原体包括流感嗜血杆菌、肺

炎衣原体、肺炎克雷伯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但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少见。

2009-2010年进行的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病原菌耐药性监

测未发现CA-MRSA。

对于特殊人群如高龄或存在基础疾病患者肺炎克雷伯菌、流感嗜血杆

菌、大肠杆菌等革兰阴性菌则更加常见。

近年来的研究（新指南所述）

我国成人CAP患者中病毒检出率为15%-34.9%，流感病毒占首位，

其他病毒包括副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及呼吸道合胞

病毒等。其中5.8%-65.7%可合并细菌或非典型病原体感染。

近年来的研究（新指南所述）

主要病原体耐药方面，非脑膜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G和三代头孢耐药

率较低（分别为1.9%和13.4%） 。

对二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为39.9%-50.7%；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药

物的高耐药率是有别于欧美国家的重要特点 近期我国两项CARTIPS表明物的高耐药率是有别于欧美国家的重要特点，近期我国两项CARTIPS表明

显示，对阿奇霉素的耐药率高达88.1%-91.3%，对克拉霉素耐药率达

88.2%。成人CAP患者中支原体对红霉素耐药率达58.9%-71.7%，对阿奇

霉素耐药率为54.9%-60.4%。

对四环素、喹诺酮类仍然敏感。耐药支原体感染可使患者发热时间及抗

感染疗程延长。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118



2001年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主要致病菌耐药性的多中心研究
（京、渝、穗、昆、沪、沈、杭、西安11家三甲医院）

赵春江，张菲菲，王 辉，等。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5,38（1）：18-22

2001年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主要致病菌耐药性的多中心研究
（京、渝、穗、昆、沪、沈、杭、西安11家三甲医院）

赵春江，张菲菲，王 辉，等。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5,38（1）：18-22

诊治思路

第一
步

• 判断CAP诊断是否成立

• 对于临床疑似CAP患者，要注意与肺结核等特殊感染以及非感染病因进行鉴别

第二
步

• 评估CAP病情严重程度

• 选择治疗场所

第三 • 推测CAP可能的病原体及耐药风险

步

第四
步

• 合理安排病原学检查

• 及时启动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第五
步

• 动态评估CAP经验性抗感染效果

• 初始治疗失败时查找原因，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第六
步

• 治疗后随访

• 健康宣教

不同临床情况下
建议选择的病原学检查

临床情况 痰涂片

及培养

血培养 胸腔积

液培养

支原体/衣
原体/军团

菌筛查

呼吸道病

毒筛查

LP1尿
抗原

SP尿
抗原

真菌

抗原

结核

筛查

群聚性发病 √ √ √
初始经验性治疗无效 √ √ √ √ √ √
重症CAP √ √ √ √ √ √
特殊影像学

表现

坏死性肺炎

或合并空洞
√ √ √ √

表现 或合并 洞

合并胸腔积

液
√ √ √ √ √ √ √

双肺多叶病

灶
√ √ √ √ √ √

基础疾病 合并COPD √
合并结构性

肺疾病
√ √

免疫缺陷 √ √ √ √ √ √ √ √
发病前2周内外出旅行史j √

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总体推荐意见

首剂抗感染药物争取在诊断CAP后尽早使用，但正确诊断是前提，

不能为了追求“早”而忽略必要的鉴别诊断（II B）。

门诊轻症CAP患者，尽量使用生物利用度好的口服抗菌药物治疗。

建议口服阿莫西林或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治疗。

无基础疾病或怀疑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感染者可口服多西环素

/ 米诺环素（III B）；

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总体推荐意见

我国肺炎链球菌及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率高[28,36]，在

耐药率较低地区可用于经验性抗感染治疗（II B）；

呼吸喹诺酮类可用于上述药物耐药率较高地区或药物不耐受患者的

替代治疗（I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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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总体推荐意见
住院CAP患者，推荐单用β-内酰胺类、或联合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或

单用呼吸喹诺酮类（IIB）；呼吸喹诺酮类单药治疗药物不良反应更少

，且不要皮试。

需要入住ICU的无基础病青壮年罹患重症CAP患者，推荐青霉素类/酶

抑制剂复合物 三代头孢菌素 厄他培南联合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或抑制剂复合物、三代头孢菌素、厄他培南联合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或

单用呼吸 喹诺酮类静脉治疗，而老年人或有基础病患者推荐联合用药

（II B）。

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总体推荐意见

对有误吸风险的CAP患者应优先选择氨苄西林/舒巴坦、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莫西沙星、碳青霉烯等有抗厌氧菌活性的药物，或联合应用

甲硝唑、克林霉素等（II A）。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1

不同人群 常见病原体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
药物推荐 备注

门诊治疗（推荐口服给药）

无基础疾病青壮
年

肺炎链球菌、肺炎支原
体、流感嗜血杆菌、肺
炎衣原体、流感病毒、
腺病毒、卡他莫拉氏菌

（1）阿莫西林、加酶抑制剂的
青霉素类；（2）一代、二代头
孢菌素；（3）四环素类；（4）
呼吸喹诺酮类；（5）大环内酯
类

（1）根据临床特征鉴别细
菌性肺炎、支原体/衣原体
肺炎和病毒性肺炎；（2）
门诊轻症支原体、衣原体和
病毒性肺炎多有自限性类 病毒性肺炎多有自限性。

有基础疾病或老
年人（年龄≥65
岁）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
杆菌、肺炎克雷伯菌等
肠杆菌科菌、肺炎衣原
体、流感病毒、RSV病
毒、卡他莫拉氏菌

（1）加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
（2）二代头孢菌素；（3）三代
头孢菌素（口服）；（3）呼吸
喹诺酮类；（4）二代头孢菌素、
加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二代头
孢菌素联合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

年龄＞65岁、存在基础疾
病（慢性心脏、肺、肝、肾
疾病、糖尿病、免疫抑制）
酗酒、3月内接受β-内酰胺
类药物治疗是耐药肺炎链球
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不宜单
用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药
物。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2
不同人群 常见病原体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

药物推荐 备注
需入院治疗、但不必收住ICU（可选择静脉或者口服给药）

无基础疾病青
壮年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
杆菌、卡他莫拉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支原体、肺炎衣原体、
流感病毒、腺病毒、其
他呼吸道病毒

（1）青霉素G；阿莫西林；加
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2）
三代头孢菌素、头霉素类、氧
头孢烯类；（3）上述药物联
合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4）
呼吸喹诺酮类；（5）四环素
类 （6）大环内酯类

(1)我国成人CAP致病菌中肺
炎链球菌对静脉青霉素耐药
率仅1.9%，中介率仅9%左
右。青霉素中介肺炎链球菌
感染的住院CAP患者仍可以
通过提高静脉青霉素剂量达
到疗效类；（6）大环内酯类 到疗效；
(2) 疑似非典型病原体感染首
选四环素类和呼吸喹诺酮,在
支原体耐药率较低地区可选
择大环内酯类。

有基础疾病或
老年人（≥65

岁）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
杆菌、肺炎克雷伯菌等
肠杆菌科菌、流感病毒、
RSV病毒、卡他莫拉氏
菌、厌氧菌、军团菌

（1）加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
（2）三代头孢菌素及加酶抑
制剂的复合制剂、头霉素类、
氧头孢烯类、厄他培南等碳青
霉烯类；（3）上述药物单用
或者联合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
（4）呼吸喹诺酮类

（1）有基础病患者及老年人
要考虑肠杆菌科菌感染可能，
并需要进一步评估产ESBL肠
杆菌科菌感染的风险；
（2）老年人需关注吸入风险
因素。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3
不同人群 常见病原体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

药物推荐 备注
需入住ICU（推荐静脉给药）

无基础疾病
青壮年

肺炎链球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流感
病毒、腺病毒、军
团菌

（1）加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三
代头孢菌素、头霉素类、氧头孢
烯类、厄他培南联合四环素类/大
环内酯类；（2）呼吸喹诺酮类

(1)肺炎链球菌感染最常见，其
他要考虑的病原体包括金黄色
葡萄球菌、军团菌属、流感病
毒等。
(2)流感流行季节注意流感病毒
感染，考虑联合神经氨酸酶抑
制剂 并注意流感继发金葡菌制剂，并注意流感继发金葡菌
感染，必要时联合抗MRSA药
物

有基础疾病
或老年人

（年龄≥65岁）

肺炎链球菌、军团
菌、肺炎克雷伯菌
等肠杆菌科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厌
氧菌、流感病毒、
RSV病毒

（1）加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三
代头孢菌素及加酶抑制剂的复合
制剂、厄他培南等碳青霉烯类联
合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2）加
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三代头孢
菌素、厄他培南等碳青霉烯类联
合呼吸喹诺酮类

（1）评估产ESBL肠杆菌科细
菌感染风险；
（2）关注吸入风险因素及相
关病原菌的药物覆盖。

不同人群 常见病原体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

药物推荐 备注
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危险因素CAP，需住院或者入住ICU（推荐静脉给药）

有结构性肺病
患者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
链球菌、军团菌、肺
炎克雷伯菌等肠杆菌
科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 厌氧菌 流感病

（1）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
β-内酰胺类抗生素；（2）有
抗假单胞菌活性的喹诺酮类；
（3）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有抗假

危险因素包括：（1）气
道铜绿假单胞菌定植；
（2）因慢性气道疾病反
复使用抗菌药物或糖皮质
激素 （3）重症患者或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药物选择-4

菌、厌氧菌、流感病
毒、RSV病毒

β-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有抗假
单胞菌活性的喹诺酮类或氨基
糖苷类；（4）具有抗假单胞
菌活性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
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三药联
合

激素；（3）重症患者或
明确耐药患者推荐联合用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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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治疗

补液、保持水电解质平衡、营养支持以及物理治疗等辅助措施。

合并低血压的CAP患者早期液体复苏。

低氧血症患者的氧疗和辅助通气。

辅助药物还包括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他汀类药物 但辅助药物还包括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他汀类药物，但

到目前为止无确切证据证明其有效性。

关于糖皮质激素
检索到RCT研究13篇，进行meta分析

糖皮质激素与CAP的病死率

糖皮质激素治疗CAP
合并休克患者

 根据meta分析结果，结合临床研究数据提出推荐

高炎症反应的CAP →预后不良

糖皮质激素调控炎症反应

糖皮质激素用于CAP的治疗仍有争议

建议用于重症CAP（合并感染性休克）

低剂量（<1mg/kg/d）
存在高炎症反应者（CRP>150mg/L）

CAP治疗后的评价

一，初始治疗后的评价内容

1，临床表现

2，生命体征

3，一般实验室检查

4，微生物检查

5，胸部影像学

CAP治疗后的评价

二，初始治疗有效的定义和处理

三，初始治疗失败的定义和处理

特殊类型的CAP

按病原体分

病毒性
肺炎

按人群分

老年
肺炎

军团菌
肺炎

CA-
MRSA

老年

吸入性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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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防
戒烟、避免酗酒、保证充足营养、保持口腔健康有助于预

防肺炎的发生（IIIB）

保持良好手部卫生习惯,有咳嗽等症状时戴口罩或纸巾遮挡

鼻有助于减少呼吸道感染播散（ ）口鼻有助于减少呼吸道感染播散（IIIA）

肺炎链球菌疫苗包括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PPV23，IB）和

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PCV13， IB）

流感疫苗（IB）

思考与展望

已有病原学和耐药性研究主要来自大城市三甲医院资料，今后需要有

各种类型、更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和数据；

 迄今我国尚缺少CAP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流行病学资料；

需要高水平的临床研究 包括病原学诊断新技术如何与临床结合 不需要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包括病原学诊断新技术如何与临床结合、不

同治疗方法的对比等；

药物经济学研究；

谢 谢

www.1ppt.com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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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周 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定义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1 主要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鼻腔 咽或喉部急性炎症的总称1、主要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鼻腔、咽或喉部急性炎症的总称。

2、病原体中以病毒为主，主要有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流感和副流感病毒、冠状病毒等呼吸道常见病毒。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定义
3、细菌感染可以是原发的，也可以继发于病毒感染。细菌以化脓性链

球菌为最常见，其次是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

菌、卡他莫拉菌等，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较少见。

4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通常分为普通感冒 流行性感冒（归入传染病）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通常分为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归入传染病）

、急性鼻窦炎、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喉炎、急性会厌炎和

急性 中耳炎等疾病，其中急性鼻窦炎、急性中耳炎通常归入耳鼻喉

科专科处理。

诊断依据

 危险因素

 症状

 体征

 实验室检查

危险因素
各种可导致全身或呼吸道局部防御功能降低的因素，如受

凉、气温变化、淋雨、疲劳、与高危人群接触或营养不良

等均可诱发本病。

症状
 根据病毒或细菌侵犯的部位不同，症状有所不同。

 普通感冒以鼻咽部卡他症状为主，可有打喷嚏、鼻塞、流清水样鼻涕。

 急性咽炎的主要症状为咽部干燥、灼热感，咽痛等；

 急性喉炎的症状主要为声音嘶哑、咳嗽咳痰 喉部不适等； 急性喉炎的症状主要为声音嘶哑、咳嗽咳痰，喉部不适等；

 急性扁桃体炎的症状主要为咽痛、发热、吞咽困难等；

 急性会厌炎的症状主要为咽喉痛、吞咽困难，咳嗽、呼吸困难和发热等。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时可伴有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如肌肉疼痛、头痛、发

冷、出汗 和疲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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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
 普通感冒时鼻腔黏膜充血、水肿、有分泌物、咽部轻度充血。

 急性咽炎时可见咽部明显充血、水肿。

 急性扁桃体炎时可见扁桃体肿大、充血、表面有或无脓性分泌物。

 急性喉炎时可见喉部充血、水肿、有粘液性分泌物或黏膜溃疡 急性喉炎时可见喉部充血、水肿、有粘液性分泌物或黏膜溃疡。

 急性会厌炎时见会厌充血、水肿，也可有脓肿形成。可以出现颌下淋巴

结肿大和触痛。

实验室检查
 病毒感染时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偏低，淋巴细胞比例升高，严重病毒

感染时淋巴细胞比例可以降低。细菌感染时血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比

例升高，出现核左移现象。

 病原学检查可根据患者病情程度和当地医院条件合理安排病原学检查，可

采用RT-PCR检测病毒核酸明确病毒类型，免疫荧光检测病毒抗原，酶联

免疫法检测病毒抗体水平，以及从呼吸道标本中分离病毒和细菌。

 脓性分泌物可作细菌学培养和药物敏感性试验，有助于细菌感染的诊断和

治疗。

诊断

 临床诊断

 鉴别诊断

 并发症

临床诊断
具备上述危险因素及典型症状、体征可临床诊断急性

上呼吸道感染。

鉴别诊断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应与变应性鼻炎相鉴别。

百日咳、猩红热、麻疹、脊髓灰质炎、脑炎等急性传染

病的早期常有上呼吸道卡他症状等，应与本病鉴别。

在上述传染病流行季节和流行地区对有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症状的患者应密切观察，进行必要的相关实验室检查

。

普通感冒与急性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的鉴别诊断

普通感冒 急性鼻窦炎 过敏性鼻炎

① 以鼻部卡他症状为
主，初期也可有咽
部不适或咽干，咽
痒或烧灼感

① 致病菌多为肺炎链球菌、流
感嗜血杆菌、葡萄球菌等，
临床多见混和感染

② 多于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后

① 分为季节性和常年性，
多于接触过敏原后（如
花粉等）出现症状，主
要症状为阵发性喷嚏，痒或烧灼感

② 四肢酸痛和头痛等
全身症状较轻

③ 诊断主要依据典型
的临床症状

② 多于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后
症状无改善或加重

③ 主要症状为鼻塞，脓性鼻涕
增多，嗅觉减退和头痛

④ 急性鼻窦炎病人可伴发热及
全身不适症状

要症状为阵发性喷嚏，
流清水样鼻涕，发作过
后如正常人

② 仅表现为鼻部症状或感
到疲劳，一般无发热等
症状，且病程较长，常
年反复发作或季节性加
重

2011年《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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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与季节性流感的鉴别诊断

症状 普通感冒 季节性流感

发热 少见 常见

鼻塞 很常见，且通常在1周内症状自然缓解. 常见

打喷嚏 常见 常见

流感起病急，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以全身中毒病状为主，呼吸道症状较轻

咽痛 常见 常见

头痛 少见 非常常见

咳嗽
通常为间断的、排痰性(有黏液产生)咳
嗽

通常为间断性干咳

寒战 少见 有轻-中度恶寒症状

疲倦 疲倦症状较轻微 通常为中度疲倦，且常伴有乏力

胸部不适 轻-中度 中度胸部不适.

2011年《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

并发症
通过问诊和查体，必要时进行胸部影像学等检查，以

评估是否并发肺炎等。最主要的并发症为肺炎，少数

患者可并发风湿病、肾小球肾炎和病毒性心肌炎等。

治疗

 对症治疗

 抗菌治疗

 抗病毒治疗

治疗原则
本病的治疗原则应以对症治疗为主。

首选口服药物，一般不需要静脉补液。

对于急性上呼吸道病毒感染不应用抗菌药物，可选用口服

制剂的中成药。制剂的中成药。

对症治疗
休息

发热、病情较重或年老体弱的患者应卧床休息，多饮水，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防止受寒。

解热镇痛

有头痛、发热、周身肌肉酸痛症状者，可酌情应用解热镇

痛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

常用解热镇痛药的种类

• 主要针对普通感冒患者的发热、咽痛和全身酸痛等症状

• 对乙酰氨基酚是其中较为常用的药物

——2011年《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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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治疗
缓解鼻塞

有鼻塞，鼻黏膜充血，水肿，咽痛等症状者，可应用盐酸

伪麻黄碱等选择性收缩上呼吸道黏膜血管的药物，也可用

1%麻黄碱滴鼻。1%麻黄碱滴鼻。

抗过敏

有喷嚏频繁，流涕量多等症状的患者，可酌情选用马来酸

氯苯那敏或苯海拉明等抗过敏药物。为了减轻这类药物引

起的头晕、嗜睡等不良反应，宜在临睡前服用。

减充血剂的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伪麻黄碱作用机制

感冒
病毒

鼻粘膜血管扩张

释放扩血管的
生物活性物质

伪麻黄碱收缩血管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主
要收缩鼻粘膜血管

鼻咽部

Teri Woo, et al. 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 2008; 22, 73-79.

该类药物可以使感冒患者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的血管收缩，有助
于缓解感冒引起的鼻塞、流涕和打喷嚏等症状

——2011年《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

鼻粘膜血管扩张

鼻窦充血、肿胀
鼻道阻塞

鼻道通畅

减轻鼻粘膜充血、肿胀，
使呼吸通畅

常用抗组胺药的种类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

第一代和第二代抗组胺药的作用差异

代表药物

第一代抗组胺药 第二代抗组胺药

马来酸氯苯那敏

苯海拉明

西替利嗪

氯雷他啶

药理作用

中枢抑制

导致嗜睡
有 无

•第一代抗组胺药因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抗胆碱作用，有助于减少分泌
物、减轻咳嗽症状。因此被推荐作为普通感冒的首选药物

——2011年《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

药理作用
抑制前庭

治疗晕动
有 无

临床应用 感冒 抗过敏

对症治疗
镇咳

对于咳嗽症状较为明显者，可给予右美沙芬、喷托维林和

可待因等镇咳药。

右美沙芬中枢镇咳
咳嗽中枢
（延髓）

传入
传出

肌肉系统（咽、肌肉系统（咽、

中枢性
镇咳药

各类
刺激物

咳嗽

受体
清除

肌肉系统（咽、肌肉系统（咽、
胸、横膈）胸、横膈）

Teri Woo. Pharmacology of Cough and Cold Medicines. J Pediatr Health Care.(2008).22,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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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推荐右美沙芬取代可待因作为中枢镇咳药

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

——右美沙芬是一种可取代可待因的中枢镇咳药1

www.1ppt.com
1. 李建明，临床医药实践,2009,18(6):456-458
2. Morice  AH,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ugh in adults[J].Thorax 2006;61(Suppl I):i1–i24.

• 英国胸科学会(BTS)指南指出：

——阿片类镇咳药可待因和福尔可定疗效并不优于右美沙芬，且不

良反应更多，不推荐用于咳嗽治疗

对症治疗

鉴于本病患者常常同时存在上述多种症状，可用由上述数种

药物组成的 复方制剂。

为了避免抗过敏药物引起的嗜睡作用对白天工作和学习的影

响，有一些复方抗感冒药物分为白片和夜片，仅在夜片中加

入了抗过敏药。

对于无发热的患者应该使用不含解热镇痛药成份的复方制剂

。

常用抗感冒药物

急性细菌性呼吸道感染
抗菌药物应用原则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

急性细菌性上呼吸道感染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腺病毒所致，有时也由肠道病毒所致，病程

多为自限性，一般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予以对症治疗即

可痊愈。可痊愈。

少数患者可原发或在病毒感染基础上继发细菌性感染，抗

菌药物仅限于出现细菌感染症状，如咳脓痰或流脓涕、白

细胞增高等时才应用。

急性细菌性咽炎及扁桃体炎

病原菌:主要为A组溶血性链球菌，少数为C组或G组溶血性

链球菌。

治疗原则:

1. 针对溶血性链球菌感染选用抗菌药物。

2. 必要时给药前先留取咽拭子培养，有条件者可做快速

抗原检测试验（RADT）作为辅助病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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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细菌性咽炎及扁桃体炎

治疗原则:

3.  由于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后可发生非化脓性并发症（急性风

湿热和肾小球肾炎），因此抗菌治疗以清除病灶中细菌为目

的，疗程需 10 天。

急性细菌性中耳炎
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可合并轻度中耳炎表现，不需用抗菌药

物，但如表现为急性起病的耳部疼痛、听力下降、发热、鼓

膜进行性充血和膨隆，或已有鼓膜穿孔伴黄色渗液时，则需

考虑急性细菌性中耳炎的临床诊断，可予以抗菌治疗。考虑急性细菌性中耳炎的临床诊断，可予以抗菌治疗。

急性细菌性中耳炎的病原菌以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

卡他莫拉菌最为常见，三者约占病原菌的近 80%；少数为 A 

组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急性细菌性中耳炎
治疗原则

1.抗菌治疗应覆盖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卡他莫拉

菌等。

2. 疗程 7～10 天，以减少复发。

3.中耳有渗液时需采取标本做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

急性细菌性中耳炎
抗菌药物的选择

1.初治可口服阿莫西林。如当地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
菌产β-内酰胺酶菌株多见时，也可口服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2.其他可选药物有第一代或第二代口服头孢菌素。

3 用药 3 天无效的患者应考虑为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感3.用药 3 天无效的患者应考虑为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感
染可能，可选用大剂量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口服或头孢曲松静
脉滴注。

4.青霉素过敏患者慎用头孢菌素类（有青霉素过敏性休克
史者除外）。

急性细菌性鼻窦炎

常继发于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以累及上颌窦者为多见

。病原菌以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最为常见，两者

约占病原菌的 50%以上；卡他莫拉菌在成人和儿童中各

约占病原菌的 10%和 20% 尚有少数为厌氧菌 金黄色约占病原菌的 10%和 20%；尚有少数为厌氧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A 组溶血性链球菌及革兰阴性杆菌。

急性细菌性鼻窦炎
治疗原则

1.初始治疗应覆盖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卡他莫拉

菌，如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而后根据治疗反应和细菌培养及

药敏试验结果调整用药药敏试验结果调整用药。

2.局部用血管收缩药，以利于鼻窦内脓液引流。

3.疗程 10～14 天，以减少复发。

抗菌药物的选用与急性细菌性中耳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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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本病以病毒感染多见，多数病例为自限性。

治疗原则

1.以对症治疗为主，不应常规使用抗菌药物。

2.少数病例可由肺炎支原体、百日咳博德特菌或肺炎衣

原体引起，此时可给予抗菌药物治疗。

3.以下情况可予抗菌药物治疗：75 岁以上的发热患者

；心力衰竭患者；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患者；严重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抗菌药物选择

1. 可能由肺炎支原体或百日咳博德特菌引起者，可采

用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或氟喹诺酮类。

2. 肺炎衣原体感染可用多西环素、大环内酯类或氟喹

诺酮类。

抗病毒治疗

急性上呼吸道病毒感染（除流行性感冒病毒外）目前尚无

特效的抗病毒药物。

利巴韦林虽然在体外有广谱的抗病毒活性，但临床疗效不

确定，吸入该药后仅对婴幼儿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呼吸

道感染有治疗效果。因此，不推荐利巴韦林用于治疗急性

上呼吸道病毒感染。

中医中药治疗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尤其是病毒感染可以选用中成药治疗，

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中医药治疗可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

布的相关规范执行。

谢 谢

www.1ppt.com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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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解读

周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修订后的基本结构
一、前言与方法学介绍

二、咳嗽的定义、分类与发生机制

三、病史与实验室检查

四、咳嗽诊断原则与流程

咳嗽的评估五、咳嗽的评估

六、急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

七、亚急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

八、常见慢性咳嗽病因的诊断与治疗

修订后的基本结构
九、其它慢性咳嗽病因的诊断与治疗

十、不明原因慢性咳嗽，慢性咳嗽高敏综合征

十一、儿童慢性咳嗽的病因分布特点与治疗原则

十二、慢性咳嗽的经验性治疗

十三 常用镇咳与祛痰药物十三、常用镇咳与祛痰药物

十四、中医中药治疗

十五、展望

2015中国咳嗽指南主要更新内容
（1）首次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形成推荐意见。

（2）对原有的章节进行了更新和扩展。

（3）增加了咳嗽的评估。

（4）增加了咳嗽的中医中药治疗。

（5）增加了儿童慢性咳嗽的病因分布特点与治疗原则。

（6）增加了慢性咳嗽的少见病因和罕见病因。

（7）介绍了不明原因咳嗽（难治性咳嗽，咳嗽高敏综合征）

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与方法学介绍

中国咳嗽指南制定及修订概述

咳嗽指南修订的的原则及特点

指南制定的方法学介绍指南制定的方法学介绍

（指南目标人群，用户，实施中的有利及不利因素估计与

更新，文献检索，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

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分级标准
结合ACCP2006和GRADE方法

证
据
质

证据等级 解释
A 证据来自高质量的RCT或者Meta分析

B 证据来自其他对照研究或设计有缺陷的RCT
质
量

C 证据来自非随机、病例对照或其他观察性研究

D 专家意见

推
荐
强
度

推荐等级 解释
1 强推荐

2 弱推荐

3 没有明确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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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咳嗽定义、分类和发生机制

咳嗽时间：急性、亚急性、慢性咳嗽

咳嗽性质：干咳，湿咳（每天痰量>10ml)咳嗽性质 干咳，湿咳（每天痰量 )

胸部X线检查：有明确病变、无明显异常

简述咳嗽的机制

三、病史与实验室检查

询问病史

体格检查

相关辅助检查：（1）影像学检查（2）肺功能检查（3）诱

导痰细胞学检查（4）FeNO水平检查（5）变应原皮试和血清

IgE（6）24h食管pH-多通道阻抗值监测（7）支气管镜检查

（8）咳嗽敏感性检查（9）其它（外周血Eos）

三、病史与实验室检查
询问病史

询问咳嗽的持续时间、时相、性质、音色，以及诱发或加重

因素、体位影响、伴随症状等，了解痰液量、颜色及性状等

和有无吸烟史、职业或环境刺激暴露史、服用ACEI类药物或

其他药物史等对诊断具有重要价值(1D)

咳嗽发生的时相亦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夜间咳嗽为主的患者

应首先考虑咳嗽变异型咳嗽（CVA)的诊断(2B)

三、病史与实验室检查
询问病史

干咳主要见于非感染性咳嗽，湿咳则以感染性咳嗽多见，特

别是痰量较多、咳脓性痰者，应首先考虑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2C）

伴随鼻塞、流涕、喷嚏、鼻后滴流感、咽后黏液附着感等，

应首先考虑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2C）

伴随反酸、嗳气、胸骨后烧灼感等症状或者餐后咳嗽加重应

考虑胃食管反流性咳嗽（GERC)的诊断（2C）

（1）影像学检查
建议将X线胸片作为慢性咳嗽的常规检查(1D)

胸部CT检查有助于发现纵隔前后肺部病变、肺内小结节、气管

壁增厚、气管管壁钙化、气管狭窄、纵隔淋巴结肿大等，对于

些胸部X线检查不易发现的病变 些少见慢性咳嗽病因如一些胸部X线检查不易发现的病变，一些少见慢性咳嗽病因如

支气管结石、复发性多软骨炎、支气管异物等具有重要诊断价

值(1D)

怀疑鼻窦炎时，首选鼻窦CT检查(2D)

（2）肺功能检查

肺功能检查包括主要包括肺通气功能检查、支气管激发试验，

对慢性咳嗽的病因诊断具有重要价值，推荐作为常规检测项

目 (1B)

、

无条件行支气管激发试验的医院也可监测PEF变异率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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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诱导痰细胞学检查
慢性咳嗽病因诊断和气道炎症最重要的一种无创检查方法，

安全性和耐受性较好 (1C)

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增高是诊断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EB）

的主要指标（1B） 亦可用于CVA的辅助诊断 (1C)的主要指标（1B），亦可用于CVA的辅助诊断 (1C)

有助于指导ICS应用，使慢性咳嗽患者获益 (1C)

建议采用单一浓度的高渗盐水进行超声雾化，但应尽量避免

在48h内对患者行多次诱导痰检查 (1C)

（4）其他检查手段

FeNO筛查慢性咳嗽相关嗜酸粒细胞性炎症敏感性不高，大约40%的嗜酸粒细

胞增高的患者FeNO水平正常 (2C)

24 h食管pH值-多通道阻抗监测：弱酸或弱碱等非酸反流检查需采用食管腔

内阻抗监测（2C）

支气管镜检查不作为慢性咳嗽的常规检查，但对于常规检查未明确病因或

针对常见病因治疗无效的不明原因慢性咳嗽患者，支气管镜检查可用于诊

断或排除气道病变导致的咳嗽病因，如支气管肺癌、异物、结核、复发性

多软骨炎等 (2C)

四、咳嗽诊断原则和流程
 慢性咳嗽的病因诊断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重视病史，包括耳鼻咽喉和消化系统疾病病史、职业和环

境因素暴露史、吸烟史及用药史。

2）根据病史选择有关检查，由简单到复杂。

①EB CVA是慢性咳嗽的最常见病因 约占国内慢性咳嗽病因的50% 因此①EB、CVA是慢性咳嗽的最常见病因，约占国内慢性咳嗽病因的50%，因此

建议将通气功能检查、支气管激发试验和诱导痰细胞学检查作为慢性咳嗽的

一线检查（2B）。

②建议将FeNO检查作为诱导痰细胞学检查的补充手段（2C）。

③24h食管pH值-多通道阻抗监测是诊断GERC的重要方法，但由于耗时费力，

成本较高，建议列为二线检查（2D）。

四、咳嗽诊断原则和流程

3）先考虑常见病，后考虑少见病。

4）诊断和治疗两者应同步或顺序进行。如检查条件不具备时，根据临床

特征进行诊断性治疗，并根据治疗反应确定咳嗽病因，治疗无效时再选择

有关检查（2C）。

5）治疗有效是明确病因诊断的前提。治疗部分有效但未完全缓解，应评

估影响疗效的因素和是否存在其他慢性咳嗽的复合病因（2C），如UACS合

并GERC、CVA或EB，GERC合并EB或CVA等。

6）治疗无效时应评估是否诊断错误，治疗力度和时间是否足够，有无影

响治疗疗效的因素，如职业或环境因素(2C)

慢性咳嗽病因诊断程序
询问病史 体格检查

X线胸片 诱导痰通气功能+BHR

R/SCVA可疑诊断 EB 其 它

FeNO

无效 特异性治疗

选择性检查

有 效

明确诊断

鼻咽镜 食道pH值 支气管镜

R/Ss GER 其 它

无 效 特异性治疗 有 效

CT 其 它

AC

五、咳嗽的评估

视觉模拟评分(VAS)

咳嗽症状积分

咳嗽生活质量测评咳嗽生活质量测评

推荐采用中文版LCQ对咳嗽相关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1A)

咳嗽频率监测

咳嗽敏感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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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急性咳嗽的诊治-普通感冒
感冒诊断主要依靠病史与体格检查，通常不需要进行病毒培养、
血清学检测、痰液检查或影像学检查(1D)

感冒患者不推荐常规使用抗菌药物(1A)

减充血剂与第一代抗组胺药物联合应用能明显缓解咳嗽症状
(1A)

单用第一代抗组胺药治疗无明显临床获益，不推荐单独使用
(1A)

第一代抗组胺药如马来酸氯苯那敏（2~4mg/次，3次/d）等联
合减充血剂能够改善成人及青少年的感冒相关打喷嚏、鼻塞等
多种症状，但应注意不良反应，儿童处方需谨慎(2A)

解热镇痛药主要针对普通感冒患者的发热、咽痛和全身酸痛等症状(1A)

以咳嗽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要表现而无发热、头痛、肌痛症状的普通感冒患

者，不建议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治疗 (1A)

对于普通感冒所致的咳嗽患者，中枢性止咳药物(如右美沙芬、可待因)缓

解咳嗽的效果有限 不推荐常规使用 ( )

六、急性咳嗽的诊治-普通感冒

解咳嗽的效果有限，不推荐常规使用 (2D)

推荐第一代抗组药物、减充血剂联合镇咳药物的复方制剂治疗伴有咳嗽的

普通感冒 (1A)

鼻喷异丙托溴胺能够改善成人以及青少年感冒患者的流涕和喷嚏症状，但

需要警惕鼻干、鼻充血和鼻衄等不良反应 (2A)

六、急性咳嗽的诊治-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通常无需进行病毒培养、血清学检测或痰液检查

(1D)

咳嗽持续3周以内，伴或不伴咳痰，根据临床症状和（或）影像学检查排除

感冒、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急性加重后，应考虑急

性支气管炎诊断 (1D)性支气管炎诊断 ( )

考虑急性支气管炎诊断的患者，如心率≤100次/分、呼吸频率≤24次/分、

体温≤38℃且胸部无异常体征者肺炎可能性低 (3C)

剧烈干咳者可适当应用镇咳剂，有痰而不易咳出者使用祛痰剂或黏痰溶解

剂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咳嗽症状。 (1B)

缓释愈创甘油醚可缓解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2A)

国外证据表明疑诊为急性支气管炎的患者，不必常规给予抗

生素治疗，因其治疗效果不明确 (1A)

对于咳黄脓痰的急性支气管炎患者，推荐给予抗生素治疗

(1D)

六、急性咳嗽的诊治-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1D)

急性支气管炎患者，若不给予抗生素治疗，应向患者解释，

因为许多患者根据先前的经验与期望，常诉求接受抗生素治

疗 (1B)

不必常规使用β2受体激动剂，而伴咳喘的成人急性支气管

炎，使用β2受体激动剂可能受益 (2A)

七、亚急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
亚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是PIC，其次为CVA、EB、UACS等(1B)

单纯依靠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和患者的咳嗽症状诊断感染后咳嗽可

能会造成EB、CVA的漏诊，建议有条件时应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和诱导痰

细胞学检查（2C）

复方甲氧那明治疗PIC有效 (2C)复方甲氧那明治疗PIC有效 (2C)

孟鲁司特对感染后咳嗽治疗无效，不建议使用 (2B)

ICS治疗PIC效果不确切，不建议使用 (2B)

中医认为PIC系风邪犯肺、肺气失宣所致，治疗宜疏风宣肺、止咳利咽，

采用麻黄、紫苏叶、地龙、枇杷叶及紫苏子等组成的苏黄止咳胶囊对PIC

治疗有效(2C)

七、亚急性咳嗽的治疗

血清学抗体检测是诊断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的最有效手段，有

助于临床早期诊断，可作为常规辅助检查（1C）

血冷凝集素≥1:64，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支原体IgM抗体

滴度呈4倍增长，表明近期有支原体感染（2D）

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引起的迁延性感染性咳嗽使用大环

内酯类或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治疗有效(2C)

由革兰阳性球菌引起的迁延性感染性咳嗽可使用阿莫西林或

者头孢菌素类药物，疗程需2~3周（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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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成人咳嗽患者中，百日咳血清抗体滴度较高时，应考虑百日咳感染

的可能性 (2C)

根据百日咳的典型症状，如阵发性咳嗽、咳嗽后呕吐以及吸气相喘息症状来

诊断百日咳感染价值有限 (2A)

抗百日咳毒素抗体IgG(anti-PT-IgG)、PCR、细菌培养在百日咳诊断中具有

一定价值 (2C)

七、亚急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

定价值 (2C)

一旦诊断百日咳，应尽早（起病后1~2周卡他期内）开始大环内酯类药物治

疗，虽然治疗不能改变疾病进程，但能够降低疾病的传染性（1B）

对于非卡他期（迁延期）百日咳患者，不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1A）

不建议使用皮质类固醇、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百日咳特异性免疫球蛋

白和抗组胺剂药物治疗百日咳 (1A)

八、常见慢性咳嗽病因的诊治
（一）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鼻后滴流综合征（PNDs）

（二）咳嗽变异性哮喘（CVA）

（三）嗜酸细胞性支气管炎（EB）

（四）胃食管反流性咳嗽（GERC）（四）胃食管反流性咳嗽（GERC）

（五）变应性咳嗽(AC)

慢性咳嗽的诊断应首先考虑CVA、UACS、EB和GERC等常见

病因（1A）

多数慢性咳嗽与感染无关，因此应避免滥用抗菌药物治疗
（1C）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

 UACS/PNDS是引起慢性咳嗽最常见病因之一，其基础疾病以

鼻炎、鼻窦炎为主，需在针对性治疗或经验治疗有效后确

认(1B)

 UACS/PNDS诊断建议参考以下标准(2C)：(1) 发作性或持续

性咳嗽 以白天为主 入睡后较少 ( 2) 有鼻部和（或）性咳嗽，以白天为主,入睡后较少。( 2) 有鼻部和（或）

咽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病史。(3) 辅助检查支持鼻部和

（或）咽喉疾病的诊断。(4) 针对病因治疗后咳嗽可缓解。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
 对于非变应性鼻炎以及普通感冒，治疗首选第一代抗组胺药和减充血剂

（1A）

 变应性鼻炎患者首选鼻腔吸入糖皮质激素和口服第二代抗组胺药治疗(1A)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效(1A)

 症状较重、常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变应原免疫治疗 症状较重、常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变应原免疫治疗

可能有效，但起效时间较长 (2B)

 长期低剂量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慢性鼻窦炎的治疗作用证据有限，不建议

作为常规治疗 (3B)

 推荐鼻用激素治疗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可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1A)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
 对于合并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患者，口服激素序贯局部鼻吸入

激素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用鼻吸入激素治疗 (2A)

 内科治疗效果不佳时，建议咨询专科医师，必要时可经鼻内镜

手术治疗(2B)

 鼻喷剂疗程 般＜1周（1B） 建议联合第 代口服抗组胺药和 鼻喷剂疗程一般＜1周（1B），建议联合第一代口服抗组胺药和

减充血剂，疗程2~3周 (2D)

 黏液溶解剂（羧甲司坦/厄多司坦） 治疗慢性鼻窦炎可能获益

(2B)

咳嗽变异性哮喘
 支气管舒张剂治疗有效缓解咳嗽是CVA的一个重要临床特征，但仍有

部分（约30%）哮喘患者对单纯支气管舒张剂治疗反应不佳，不建议

将支气管舒张剂治疗有效作为一条诊断标准(2B)

 推荐采用诊断标准（1A）：（1）慢性咳嗽，常伴有明显的夜间刺激

性咳嗽。（2）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或PEF平均变异率＞10%，或支

气管舒张试验阳性 （3）抗哮喘治疗有效气管舒张试验阳性。（3）抗哮喘治疗有效。

 推荐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β2受体激动剂）的复方

制剂（1B），如布地奈德/福莫特罗、氟替卡松/沙美特罗

 建议治疗时间至少8周以上，部分患者需长期治疗（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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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
 如果患者症状或气道炎症较重，或对吸入激素治疗反应不佳

时，建议短期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10~20mg/d，3~5d）

（2C）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CVA有效，能够减轻患者咳嗽症状、

改善生活质量(2B)改善生活质量(2B)

 中医认为CVA与风邪犯肺、肺气失宣有关，治疗宜疏风宣肺、

止咳利咽，采用苏黄止咳胶囊治疗有效（2B）

 长期吸入激素可能有助于预防典型哮喘的发生(2B)

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

 FeNO检测诊断EB的敏感性较低，增高(FeNO>32ppb)提示

嗜酸粒细胞性相关慢性咳嗽（如EB或CVA）(2C)

 既往有接触面粉、异氰酸和氯氨等引起EB的报导，因此

EB诊断时要考虑职业因素(2C)

 EB的诊断必须结合病史，诱导痰（或支气管灌洗液）嗜

酸粒细胞计数、气道反应性测定和激素治疗有效等综合

判断（1B）

 建议首选ICS治疗，持续应用8周以上（2C）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诊断

 建议采用以下诊断标准（2C）：

（1）慢性咳嗽，以白天咳嗽为主。

（2）24h食管pH值-多通道阻抗监测,Demeester积分≥12.70，

和（或）SAP≥80%。症状指数≥45%可用于GERC的诊断。但需

要注意，少部分合并或以非酸反流（如胆汁反流）为主的患

者，其食管pH值监测结果未必异常。

（3）抗反流治疗后咳嗽明显减轻或消失。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诊断
 24h食道pH值监测正常不能排除GERC，因为患者可能存在非

酸或弱酸反流，或间歇性反流（2C）

 排除CVA、UACS、EB等慢性咳嗽的常见原因，或按这些疾病

治疗效果不佳时应考虑GERC的可能，可进行诊断性治疗（2B）

 推荐采用PPI试验(2C)：服用标准剂量质子泵抑制剂（如奥

美拉唑20~40mg，2次/d），诊断性治疗时间不少于2周。

 存在异常反流客观证据的慢性咳嗽患者，经标准抗反流药物

治疗无效则应考虑非酸反流等因素引起的难治性GERC，亦可

能咳嗽与反流无关或为复合病因引起的慢性咳嗽（2C）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治疗
 调整生活方式：体重超重患者应减肥，避免过饱和睡前进食，

避免进食酸性、辛辣和油腻食物，避免引用咖啡、酸性饮料

及吸烟，避免剧烈运动(2D)

 制酸药：推荐抗酸疗法作为GERC的标准治疗方法(1A)

 促胃动力药 大部分GERC患者有食管运动功能障碍 建议在 促胃动力药：大部分GERC患者有食管运动功能障碍，建议在

制酸药的基础上联合促胃动力药，如多潘立酮、莫沙必利等

（1D）

 治疗无效者，建议再行24h食管pH值-多通道阻抗监测，以判

断是否为治疗力度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咳嗽(2C)

 难治性GERC可使用巴氯芬治疗，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嗜睡、

困倦等副作用(2C)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治疗
 常规剂量PPI治疗无效时，加大PPI治疗剂量可能有效（2A）

 使用某种PPI治疗无效时，换用其他的PPI可能有效（2C）

 在常规剂量PPI基础上，加用H2受体拮抗剂能使部分难治性

胃食管反流或夜间酸反流的症状得到改善（2C）

 必要时咨询相关专科医师共同研究治疗方案 少数内科治疗 必要时咨询相关专科医师共同研究治疗方案，少数内科治疗

失败的严重反流患者，抗反流手术治疗（主要为经腹腔镜胃

底黏膜折叠术）或内镜治疗可能有效(2C)

 建议在严格抗反流内科治疗后，咳嗽仍不能缓解，严重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24h食管pH值-多通道阻抗监测结果显示仍然

存在严重的反流，方考虑手术治疗（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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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咳嗽
 慢性咳嗽患者如果支气管激发试验阴性，痰嗜酸粒细胞

不高，应考虑AC的可能（2C）

 建议采取以下诊断标准（2C）：（1）慢性咳嗽，多为刺

激性干咳。（2）肺通气功能正常，支气管激发试验阴性。

（3）诱导痰嗜酸粒细胞不增高。（4）具有下列指征之

一：①有过敏性疾病史或过敏物质接触史。②变应原皮

试阳性。③血清总IgE或特异性IgE增高。（5）糖皮质激

素或抗组胺药治疗有效。

 治疗：糖皮质激素或抗组胺药物治疗有效。吸入糖皮质

激素治疗4周以上，初期可短期口服糖皮质激素（3～5 d）

(2C)

九、其他慢咳病因的诊治-慢支炎

 亚洲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多为

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肺炎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

绿假单胞菌和不动杆菌感染，应对当地抗生素耐药情况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并指导抗生素选择 (1B)

 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因其广谱抗菌活性且药物相关不良

事件少，已成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时的主要治疗药物

(2B)

九、其他慢咳病因的诊治-支扩

 X线胸片改变（如卷发样征）对诊断有提示作用，怀疑支气

管扩张症时，最佳诊断方法为胸部高分辨率CT (1C)

 不推荐稳定期支气管扩张患者常规吸入激素，但对于存在

慢性气流阻塞或气道高反应性的稳定期支气管扩张患者，

联合吸入ICS＋LABA或LAMA可改善慢性咳嗽症状(1A)

 体位引流对支气管扩张患者具有一定的作用（2D）

九、其他慢咳病因的诊治-支扩
 对于重度支气管扩张患者，静脉抗生素治疗可能有助于减轻

咳嗽症状和急性加重，建议在患者情况差和需要住院治疗时，

或所感染的病原菌对口服抗生素治疗无反应，或口服抗生素

治疗失败时应用(2B)

 大环内酯类药物有助于改善稳定期支扩患者症状、减少急性 大环内酯类药物有助于改善稳定期支扩患者症状、减少急性

加重风险，但要注意长期应用的细菌耐药性及药物副作用等

问题(2B)

 不推荐常规应用吸入性气道黏液溶解剂(1A)。他汀类药物

(2B)、甘露醇吸入也可能有助于支扩治疗，但不推荐常规临

床应用(2B)

 支气管镜检查是确诊气管-支气管结核的主要手段，镜下常规

刷检和组织活检阳性率高(2C)

气管-支气管结核

ACEI和其他药物诱发的咳嗽

九、其他慢咳病因的诊治

 对于既往出现过或现在有可能是ACEI相关咳嗽的患者，可用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替代ACEI类药物治疗原发病（2D）

ACEI和其他药物诱发的咳嗽

 在详细询问病史后，对有长期吸烟史，出现刺激性干咳、痰中

带血、胸痛及消瘦等症状或原有咳嗽性质发生改变的患者，应

高度怀疑肺癌的可能，进一步进行疗，放疗、化疗、射频消

融术及手术切除肺部肿瘤影像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2D）

支气管肺癌

九、其他慢咳病因的诊治

 肺癌咳嗽的治疗关键在于原发灶的治能够缓解肺癌患者的咳嗽

症状(1A)

 甲磺司特能够缓解肺癌术后咳嗽(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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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儿童心理性咳嗽患者，暗示疗法、心理疏导等心理治

疗措施可获益(2B)

年 应 焦虑 郁等 物

心理性咳嗽

九、其他慢咳病因的诊治

 对年龄大的患者可适当应用抗焦虑或抗忧郁等精神类药物，

辅以心理干预治疗。

慢性咳嗽的少见病因：

 OSA

扁桃体肥大

舌根异位延腺症

九、其他慢咳病因的诊治

心律失常

颈椎病

复发性多发性软骨炎

早期间质性肺炎

结节病

……

十、不明原因慢性咳嗽
难治性咳嗽，咳嗽高敏综合征

 临床研究显示神经调节因子类药物加巴喷丁治疗有效(2B)，

其它药物如阿米替林，巴氯芬、卡马西平、普瑞巴林等亦可

选用(2C)

 咳嗽抑制性治疗在改善患者咳嗽相关生活质量，降低咳嗽敏

感性及咳嗽频率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效果(2B)

十一、儿童慢性咳嗽
 新生儿和婴幼儿要注意先天性疾病，如气管软化、开口异常、

大血管畸形、原发性纤毛不动综合征、支气管扩张症等；<3

岁的幼儿，慢性咳嗽应首先考虑呼吸道感染相关疾病（2C）

 国外研究结果显示，婴幼儿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PBB）

患病率高 其中近一半患儿存在气管软化 流感嗜血杆菌为患病率高，其中近一半患儿存在气管软化，流感嗜血杆菌为

主要致病菌(2C)，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菌培养对诊断有重要

意义。

 气道异物为导致儿童慢性咳嗽的重要病因，好发于1-3岁幼

儿，对于长期咳嗽，治疗效果欠佳者，注意询问异物吸入病

史，并做胸部X线检查，排除异物吸入的可能（2C）

十一、儿童慢性咳嗽

 学龄期儿童慢性咳嗽应首先考虑咳嗽变异型哮喘的可能

（2C）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和腺样体肥大等均可引起UACS，对

因治疗，效果良好(2C)

 儿童慢性咳嗽治疗原则为 儿童慢性咳嗽治疗原则为

明确病因，针对病因治疗(2D）

十二、慢性咳嗽经验性治疗

 当客观条件有限时，经验性治疗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措施(2C)

 推荐首先针对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进行治疗，国内外研究结

果显示，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为CVA、UACS/PNDS、EB、AC和

GERC (1A)

 建议根据病史推测可能的慢性咳嗽病因并进行相应的治疗

(2C)

 建议根据临床特征将慢性咳嗽分为激素敏感性咳嗽（包括

CVA、EB及AC）、UACS和GERC进行经验治疗，有利于减少经

验治疗的盲目性，提高经验治疗的成功率(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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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慢性咳嗽经验性治疗
 以患病率为导向的阶梯性、序贯性治疗策略（2C）是一种

优先考虑常见、治疗简单和见效快的病因，最后考虑少见、

疗程长和起效慢的病因，边诊断边治疗的方案，适用于疾

病特征不够典型或多种病因同时存在的情况(1C)

 建议将美敏伪麻溶液、复方甲氧那明用于UACS/PNDS、AC、

PIC等经验治疗(2C)

 怀疑激素敏感性咳嗽者，可建议先口服小剂量激素治疗1周，

症状缓解后改用ICS或联合β2受体激动剂治疗(2C)

十二、慢性咳嗽经验性治疗

咳嗽伴咳脓痰或流脓鼻涕者建议用抗生素治疗(2D)。

建议UACS或PNDS、CVA、EB的经验性治疗疗程为1～

2周，GERC至少2～4周（2D）。

经验性治疗无效者，建议及时到有条件的医院进行

相关检查明确病因(2D)

十三、常用镇咳与祛痰药物
依赖性镇咳药

吗啡类生物碱及其衍生物，如可待因，福尔可定等，具有十

分明显的镇咳作用，由于具有成瘾性，仅在其他疗无效时短

暂使用。

非依赖性镇咳药非依赖性镇咳药

中枢性：右美沙芬，喷托维林，右啡烷等

周围性：苯丙派林 ，莫吉司坦， 那可丁

 右美沙芬：推荐使用含有右美沙芬的复方镇咳药物，对治疗

成人慢性咳嗽有一定的疗效(2A)

慢性咳嗽的中医中药治疗
几种临床常用的咳嗽证型及方药:
【肺阴亏虚证】

【肺肾阳虚证】

【胃气上逆证】

目前中医关于咳嗽的治疗多
集中在一方一法或专家经验，
缺乏严格的循证医学研究数【胃气上逆证】

【肝火犯肺证】

【风邪伏肺证】

【风寒袭肺证】

缺乏严格的循证医学研究数
据，证据的级别普遍较低 。

展望

国内咳嗽研究取得的成绩

目前存在的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

将来发展的方向与研究重点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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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定义和诱因1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治疗4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定义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定义

慢阻肺急性加重是指一种急性起病的过程，其特征是患者呼吸系

统症状恶化，超出日常的变异，并且导致需要改变药物治疗。

GOLD 2014) 

如果胸片出现肺部阴影，符合感染表现，则诊断为社区
获得性肺炎。

--2011年欧洲成人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治指南

慢阻肺慢阻肺

► 典型病例每年1～3次急性加
重

急性加重
逐渐进展
慢性疾病

“慢阻肺”与“慢阻肺急性加重”“慢阻肺”与“慢阻肺急性加重”

4

重
► 发生频率与慢阻肺严重程度

成比例
► 经常发生AE慢阻肺者病情加

速进展，导致：
  生活质量
  反复住院
  死亡率增加

肺功能

症状

合并症

Tashkin D. N Engl J Med 2010; 363: 1184;  Hurst et al, N Engl J Med 2010; 363: 1128-38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诱因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诱因

1 2 3 4 5

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
和非典型
病原体感
染

空气污染:  
PM 10，
PM 2.5 与
慢阻肺急
性加重发
病有关

约1/3病
因不明

合并肺炎、
肺栓塞、
心衰、心
律失常、
气胸和胸
腔积液等

维持治疗
的中断也
被发现可
以导致急
性加重

鼻病毒 冠状病毒 流感病毒

（（11）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病毒感染）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病毒感染

Hurst,J.R., Wedzicha,J.A., 2004.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an acute exacerbation. 
Postgrad Med J 80, 497-505.

腺病毒 呼吸道合胞
体病毒（RSV)

副流感病毒

慢阻肺急性加重病毒感染率以鼻病毒和RSV 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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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感染
冠状病毒

肺炎衣原体
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腺病毒

40-50% 急性加重合

并上呼吸道病毒感染，

常见为鼻病毒属(64%)、

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

感病毒。

病毒感染慢阻肺急性加重病毒感染慢阻肺急性加重

Seemungal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1

腺病毒

副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B

流感病毒A

鼻病毒

感病毒。

（（22）细菌感染和慢阻肺急性加重）细菌感染和慢阻肺急性加重

11
40%～60% 的AE慢阻肺患者从痰液中可分离出细菌，最常见

三种病原体：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和肺炎链球菌，其次

铜绿假单胞菌、肠道阴性菌、金葡菌和副流感嗜血杆菌等

22
近来国内一项大型多中心研究显示，884 例急性加重患者中
331例从痰液培养获得细菌菌株(37.4%)，78.8％为革兰氏阴
性菌

YE Feng, HE Li-xian, CAI Bai-qiang et al. Spectrum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common pathogenic bacteria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mainland of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2013, 126
(12): 2207-2214

（（33）非典型病原体感染和慢阻肺急性加重）非典型病原体感染和慢阻肺急性加重

1

非典型病原体是慢

2

肺炎衣原体是慢阻

3

3％～5％的急性加
非典型病原体是慢

阻肺急性加重不容

忽视的因素

肺炎衣原体是慢阻

肺患者发生急性加

重的一个重要诱因

重患者是由肺炎衣

原体所致，感染率

为60．9％，慢阻

肺稳定期患者的感
染率为22.9%

（（44）环境因素和慢阻肺急性加重）环境因素和慢阻肺急性加重

 气道炎症也可由非感染因素引起，如吸烟、大气污染、
吸入变应原等。

 空气污染尤其是10 µm和2 5µm 左右的微粒浓度(PM 空气污染尤其是10 µm和2.5µm 左右的微粒浓度(PM 
10，PM 2.5)与慢阻肺急性加重发病有关。

 室内温度以及室外温度的降低也能诱发急性加重。

 此外，一部分急性加重患者发病原因不明。

慢性

细菌定植

宿主防御机制受损:
呼吸道病毒

新的细菌菌株

环境刺激

感染/吸烟/刺激物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影响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影响

慢性炎症

细菌+宿主

介导的免疫因子

呼吸道上皮受损

急性或慢性炎症

细菌+宿主

介导的免疫因子 肺功能进行性下降

生活质量进行性恶化

急性
循环

慢性
循环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AE慢阻肺的定义和诱因1

AE慢阻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AE慢阻肺的定义和诱因1

AE慢阻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定义和诱因1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AE慢阻肺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AE慢阻肺的治疗4

AE慢阻肺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AE慢阻肺的治疗4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治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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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

 诊断完全依赖于临床表现

 慢阻肺急性加重是一种临床除外诊断，临床和/或实验室检

查排除可以解释这些症状的突然变化的其他特异疾病。

目前 诊断完全依赖于临床表现, 即患者主诉症状的突然变化（基线

呼吸困难、咳嗽、和/或咳痰情况）超过日常变异范围

未来
可能会有一种或一组生物标记物可用来进行更精确的病因学

诊断

肺 炎

充血性心衰

气 胸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鉴别诊断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鉴别诊断

鉴别
诊断

气 胸

胸腔积液

肺栓塞

心律失常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updated 2014)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AE慢阻肺的定义和诱因1

AE慢阻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AE慢阻肺的定义和诱因1

AE慢阻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定义和诱因1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AE慢阻肺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AE慢阻肺的治疗4

AE慢阻肺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AE慢阻肺的治疗4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治疗4

慢阻肺急性加重慢阻肺急性加重≠≠慢阻肺慢阻肺++肺炎肺炎

 气流受限的严重程度

 症状加重或出现新症状
 辅助呼吸肌参与呼

吸运动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严重程度评估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严重程度评估

病史 体征

的时间

 既往急性加重次数（总

数/住院次数）

 合并症

 目前治疗方法

 既往机械通气使用情况

 胸腹矛盾运动

 进行性加重或新出

现的中心性紫绀

 外周水肿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意识障碍

慢阻肺急性加重辅助检查慢阻肺急性加重辅助检查
脉氧或动脉血气
用来监测和/或调整氧疗
方案，必要时需机械通气

胸片
有助于除外
其他诊断

血常规心电图 辅助
有助于发现RBC增
多(HCT>55%)，贫
血或WBC增多

生化检查
有助于发现电
解质紊乱和血
糖增高

有助于诊断合
并心脏疾病

痰培养
初始抗生素治
疗无效，需进
行痰培养

检查

急性加重期间不推荐行肺功能检查，因患者无法配合且检查结果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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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AE慢阻肺的定义和诱因1

AE慢阻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AE慢阻肺的定义和诱因1

AE慢阻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定义和诱因1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2

AE慢阻肺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AE慢阻肺的治疗4

AE慢阻肺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AE慢阻肺的治疗4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临床严重程度评估3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治疗4

患者教育 检查吸入技术，考虑应用储雾罐装置

支气管
扩张剂

短效β2受体激动剂和/或应用储雾罐或湿化器
定量吸入异丙托溴铵，可考虑加用长效支气
管扩张剂

门诊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处理门诊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处理

Company Logo 20

管扩张剂

糖皮质
激素

泼尼松 40 mg, 推荐口服5天；考虑使用吸入

糖皮质激素 （实际应用剂量可能有所不同）

抗菌
药物

按照患者痰液特征的改变，开始抗菌药物治疗

应该根据当地细菌耐药的情况选用抗菌药物

急性加重就诊或入院的潜在指征急性加重就诊或入院的潜在指征

重度慢阻肺出现新重度慢阻肺出现新

初始药物治疗急
性加重失败

初始药物治疗急
性加重失败

有严重的伴随疾
病：如心衰或新
出现的心律失常

有严重的伴随疾
病：如心衰或新
出现的心律失常

频繁的急性
加重

频繁的急性
加重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updated 2015) 

入院入院
慢阻肺症状显著加剧，
如突然出现的静息状态

下呼吸困难

慢阻肺症状显著加剧，
如突然出现的静息状态

下呼吸困难

的体征:如发绀、外
周水肿

的体征:如发绀、外
周水肿

加重加重

高龄高龄

家庭治疗无效家庭治疗无效

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甲基黄嘌呤

急性加重急性加重

糖皮质激素治疗:

口服/静脉/吸入

急性加重住院治疗措施急性加重住院治疗措施

控制性氧气治疗

机械通气:无
创与有创

急性加重急性加重

抗生素

GOLD Executive Committee.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vised 2015) 

普通病房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处理普通病房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处理
1 氧疗和系列测定动脉血气

2

支气管扩张剂
• 增加短效支气管扩张剂的剂量和/或次数

• 联合应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和抗胆碱药物
• 应用储雾罐或气动雾化装置

3 加用口服或静脉糖皮质激素 推荐疗程 5 天3 加用口服或静脉糖皮质激素, 推荐疗程 5 天

4 当有细菌感染，考虑应用抗菌药物

5 考虑无创通气

6

随时注意：
• 监测液体平衡和营养

• 考虑应用肝素或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

• 鉴别和治疗合并症（心力衰竭、心律不齐）

• 密切监护患者

ICUICU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处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处理
1 氧疗或机械通气支持

2
支气管扩张剂
• 应用气动雾化装置雾化吸入短效β2受体激动剂、异丙托溴铵或复方异丙托溴铵
• 如果患者已经进行呼吸机治疗，考虑应用进行定量雾化吸入

3
糖皮质激素
• 如患者耐受，口服泼尼松40 mg/日，推荐疗程 5 天

• 如患者不耐受口服，则可以应用相等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进行静脉滴注，推荐疗程5天

• 考虑应用定量吸入或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

4
抗菌药物（根据当地细菌耐药情况选用抗菌药物)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呼吸喹诺酮（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

如果怀疑有铜绿假单胞菌和/或其他肠道细菌感染，考虑抗菌药物联合治疗

可选择环丙沙星和/或抗铜绿假单胞菌的β内酰胺类, 同时可加用氨基糖苷类

5
随时注意：
• 监测液体平衡和营养
• 考虑应用肝素或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
• 鉴别和治疗合并症（心力衰竭、心律不齐）
• 密切监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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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效支气管扩张剂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治疗药物

单用SABA或联用SAMA

单用LABA或联用ICS

备 注
最常用方案：（C类证据）

在急性加重中尚无临床研究评价

线用药 只用于短效支气管扩

使用定量吸入装置和雾化器对患者FEV1无显著差异，但后者可能对

重症患者更方便。

静脉使用茶碱
二线用药，只用于短效支气管扩
张剂疗效不佳的患者（B类证据）

GOLD Executive Committee.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vised 2015) 

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

急性加重患者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可以：

1、恢复时间，改善肺功能和低氧血症（A类证据）

2、降低早期复燃、治疗失败的风险，缩短住院时间

剂量：泼尼松40mg/日，推荐疗程5天（D类证据））

首选口服糖皮质激素，也可单独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替代口
服激素治疗

GOLD Executive Committee.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vised 2015) 

I 类患者
同时具有三个
标准推荐使用II 类患者

III 类患者

1)气促加重 2)咳嗽痰量增加 3)脓性痰

抗生素应用抗生素应用-- AnthonisenAnthonisen标准标准

标准推荐使用
抗生素.具有两项标准

有脓性痰－推荐使用

抗生素

无脓性痰－不推荐

使用抗生素
.

III 类患者
仅具有一项标
准不推荐使用
抗生素
.

病情危重需要机械通气时: 使用抗生素。
抗菌药物类型：根据当地细菌耐药情况选择。

推荐治疗疗程:  5～10天。

慢阻肺急性加重分组慢阻肺急性加重分组
----20112011年欧洲成人下呼吸道感染诊治指南年欧洲成人下呼吸道感染诊治指南

A组

无铜绿假单胞
菌感染危险因

B组

有铜绿假单胞
菌感染危险因菌感染危险因

素
菌感染危险因
素

以下几项中的一项，应考虑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可能：
① 近期住院史。
② 经常（>4次/年）或近期（近3个月内）抗菌药物应用史。
③ 病情严重（FEV1< 30%）。
④ 应用口服糖皮质激素（近2周服用泼尼松 >10 mg/d）。

急性加重抗菌药物的选择急性加重抗菌药物的选择

1

无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危险

2

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危险因

素

3

选用口服或静脉滴注抗菌药

因素：考虑急性加重的严

重程度、当地抗菌药物的

耐药，价格及顺应性。

可选：复方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左氧氟沙星、莫

西沙星、头孢菌素。

素，

口服：选择环丙沙星，或左

氧氟沙星。

静脉：选择环丙沙星或一种

具有抗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加氨

基糖苷类药物。

物：疾病的稳定性及严重程

度。

如临床状况稳定，静脉应用

抗菌药物 3 日后，可转换

为口服治疗。

慢阻肺急性加重抗病毒治疗问题（慢阻肺急性加重抗病毒治疗问题（11））

抗病毒药物治疗急性加重的研究：

病毒（鼻病毒属）: AE慢阻肺发病起重要作用1

已尝试多种抗病毒制剂治疗鼻病毒属感染
包括:  靶向细胞敏感性、病毒附着、受体阻断、病毒外膜、病毒RNA复制 和病毒蛋白合成等类的药物

2

除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和金刚烷胺治疗流感外，其他抗病毒制剂均无治疗效应，且出
现明显副作用和缺乏耐受性

3

目前没有任何抗病毒药物批准用于治疗鼻病毒属感染，尤其是鼻病毒属感染诱发的
急性加重

4

Mackay AJ. 慢阻肺 Exacerbations: Caus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dical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12, 96（4）: 78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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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欧洲呼吸学会（ERS）发布的

下呼吸道感染处理指南特别指出：

急性加重通常不推荐经验性抗病毒治疗1

慢阻肺急性加重抗病毒治疗问题（慢阻肺急性加重抗病毒治疗问题（22））

急性加重通常不推荐经验性抗病毒治疗1

流感流行季节，怀疑流感的者；及流感流行季节时，流感高危者
，如出现典型流感症状（发热、肌肉痛、全身乏力和呼吸道感染
症状），且起病 2 天内考虑抗病毒治疗。

2

氧氧 疗疗
 调节氧流量以改善患者低氧血症, 保证氧饱和度

在88-92%为目标

 Vent ri面罩（高流量装置）与鼻导管相比 其 Venturi面罩（高流量装置）与鼻导管相比，其

提供的氧流量更准确，但 患者耐受力差

 氧疗30-60分钟后应查动脉血气以确定氧合是

否满意，而没有CO2潴留或酸中毒

机械通气支持机械通气支持

有创机械通气
（通过经口气管插管

或气管切开）

无创通气
（通过鼻或面罩）

具有下列至少一项

1 呼吸性酸中毒（动脉pH≤7 35和

• 不能耐受NIV或NIV失败
• 呼吸或心跳骤停

呼 暂停导致意识丧失或窒息

不推荐使用呼吸兴奋剂

3333
.BMJ 2003;326:185.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0;161:1450-8.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1;163(1):283-91. 

1.呼吸性酸中毒（动脉pH≤7.35和

/或PaCO2≥45 mmHg）

2.严重呼吸困难且具有呼吸肌疲劳

或呼吸功增加的临床征象，或二者

皆存在。

• 呼吸暂停导致意识丧失或窒息
• 意识模糊、镇静无效的精神运动性躁动
• 严重误吸
• 持续性气道分泌物排出困难
• 心率＜50次/分且反应迟钝
• 严重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补液和血管

活性药无效
• 严重的室性心律失常
• 危及生命的低氧血症，且患者不能耐受

NIV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治疗目标是减轻急性加重的症状和预防以后急性加

重的发生

 短效β2-激动剂单独应用，或者与抗胆碱能药物合并应用，通常是首

选的支气管扩张剂

 全身应用或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治疗能够缩短康复时间 改

小小 结结

 全身应用或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治疗能够缩短康复时间，改

善肺功能，和减少早期复发的风险, 减少治疗失败的可能和缩短住院

时间

 急性加重能够预防：戒烟、接种流感和肺炎链球菌疫苗、应用现有的

吸入治疗技术和长效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合并或者不合并吸入糖皮质

激素治疗，能够减少急性加重的次数和住院治疗的概率
GOLD Executive Committee.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vise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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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周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新版指南新增内容

一、定义

二、流行病学

三、诊断

四、哮喘的评估

五、哮喘慢性持续期的治疗

六、哮喘急性发作期处理

七、重症哮喘

八、特殊类型哮喘及哮喘的某
些特殊问题

九、哮喘的管理、教育和预防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8;31(3):177-185.
2.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新版指南目录

从病因、临床表现到疾病进展，新版指南对哮喘
作出了详细定义

 由多种细胞包括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
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细胞等，以及细胞组分参与的气
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 气急 胸闷或咳嗽等症状 常 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等症状，常
在夜间及凌晨发作或加重，多数患者可自行缓解或经治疗后缓
解。

 同时伴有可变的气流受限和气道高反应性，随着病程的延长可
导致一系列气道结构的改变，即气道重构。

 哮喘是一种异质性疾病。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全球范围内哮喘患病人数逐年增加，我国哮喘患
者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

CARE研究显示，我国14
岁以上患病率为1.24%2

西欧10年间哮喘患者
增加了1倍1

80年代初以来哮喘患
病率增加了60%以上1

亚洲成人哮喘患病率在
0.7%～11.9%1

目前，全球哮喘患者至少有3亿人，中国哮喘患者约3000万3

1.Song WJ, et al. Asia Pac Allergy. 2014;4(2):75-85.
2.苏楠,等. 中华内科杂志. 2014;53(8):601-606.
3.Bateman ED, et al. Eur Respir J. 2008;31(1):143-178.

我国哮喘控制率虽明显提高，仍低于发达国家
70%的患者未能实现哮喘完全控制

比
例

71.5%

患
者

比

总体控制率 部分控制 未控制

一项全面评估我国城区支气管哮喘(哮喘)患者控制水平的调查，于2015年-
2016年间共纳人3875例来自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外）门诊哮喘患者。

林江涛等.我国30个省市城区门诊支气管哮喘患者控制水平的调查结果.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7,40(7):494-498.

新版指南典型哮喘诊断标准
1. 典型哮喘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1)反复发作喘息、气急，伴或不伴胸闷或咳嗽，夜间及晨间多发，常与接触变
应原、冷空气、物理、化学性刺激以及上呼吸道感染、运动等有关；
(2)发作时双肺可闻及散在或弥漫性哮鸣音，呼气相延长；
(3)上述症状和体征可经治疗缓解或自行缓解。

2. 可变气流受限的客观检查：2. 可变气流受限的客观检查：
(1)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FEV1增加>12%，且FEV1增加绝对
值> 200ml；
(2)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
(3)呼气流量峰值（PEF）平均每日昼夜变异率＞10%，或PEF周变异率＞20%。

符合上述症状和体征，同时具备气流受限客观检查中的任一条，并除
外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急、胸闷及咳嗽，可以诊断为哮喘。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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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可变性气流受限证据是哮喘诊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哮喘诊断的两个必备条件：

1. 可变的呼吸道症状史

GINA 2017.

可变的呼吸道症状史

2. 可变的呼气气流受限

 做出哮喘诊断是基于识别哮喘的特征性呼吸道症状，如喘息，气
短（呼吸困难），胸闷或咳嗽，同时识别可变性呼气气流受限

 存在典型呼吸道症状的患者，获得呼气肺功能的变化证据是诊断
哮喘的必要组成部分。

新版指南首次明确了非典型哮喘的诊断标准

咳嗽作为惟一或主要症状，

无喘息、气急等典型哮喘

的症状和体征，同时具备

咳嗽变异性
哮喘

咳嗽变异性
哮喘

胸闷作为惟一或主要症状，

无喘息、气急等典型哮喘

的症状和体征，同时具备

胸闷变异性
哮喘

胸闷变异性
哮喘

指无反复发作喘息、气急、

胸闷或咳嗽的表现，但长

期存在气道反应性增高者。

隐匿性哮喘隐匿性哮喘

可变气流受限客观检查中

的任一条，除外其他疾病

所引起的咳嗽。

可变气流受限客观检查中

的任一条，除外其他疾病

所引起的胸闷。

随访发现有14～58%的

无症状气道反应性增高者

可发展为有症状的哮喘。

非典型哮喘的诊断标准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评估是基于哮喘控制水平进行治疗和管理的前提

基于控制水平的哮喘治疗和管理策略

症状
急性发作

副作用

诊断
症状控制和风险因素

（包括肺功能）
吸入技术和依从性

哮喘控制
管理模式

副作用
患者满意度
肺功能

患者喜好

哮喘治疗药物
非药物管理策略
处理可变风险因素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评估的内容
评估患者是否有

合并症

• 如变应性鼻炎、
鼻窦炎、胃食
管反流、肥胖、
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

评估哮喘的触发
因素

• 如职业、环境、
气候变化、药
物和运动等。

评估患者药物使
用的情况

• 支气管舒张剂
是否过量使用。
过量使用不仅
提示哮喘未控
制 也和哮喘

评估患者的临床
控制水平

• 根据症状、用
药情况、肺功
能检查结果等
复合指标可以
将患者分为哮

评估有无未来急
性发作危险因素

• 哮喘评估未控
制、接触变应
原、有前述合
并症、用药不
规范 依从性吸暂停综合征、

抑郁和焦虑等。
制，也和哮喘
频繁急性发作
及死亡高风险
有关。

• 评估患者药物
吸入技术、长
期用药的依从
性以及药物的
不良反应。

将患者分为哮
喘症状良好控
制（或临床完
全控制）、部
分控制和未控
制。

规范、依从性
差以及过去一
年曾有哮喘急
性发作急诊或
住院等都是未
来哮喘急性发
作的危险因素。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评估的主要方法
 症状：

当患者因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导致夜间憋醒往往提示哮喘加重。

 肺功能：
临床上常用的肺功能指标主要为FEV1和PEF。峰流速仪携带方便，操作简单，患者可在家自
我监测PEF，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药物。

 哮喘控制测试(ACT)问卷：
C 问卷简便 易操作ACT问卷简便、易操作。

 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
FeNO测定可作为评估气道炎症和哮喘控制水平的指标，也可用于判断ICS治疗的反应。

 痰嗜酸粒细胞计数：
诱导痰嗜酸粒细胞计数可作为评估哮喘气道炎症性指标之一，也是评估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
的敏感指标。

 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
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增高＞3%，提示提示嗜酸粒细胞增高为主的哮喘炎症表型，也可作为
抗炎治疗是否有效的指标之一。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ACT问卷及其评分标准
问题 1 2 3 4 5

在过去4周内，在工作、学习或家中，
有多少时侯哮喘妨碍您进行日常活动?

所有时间 大 多 数 时
间 有些时候 极少时候 没有

在过去4周内，您有多少次呼吸困难? 每天不止1
次 1天一次 每周3～6

次
每周1～2
次 完全没有

在过去4周内 因为哮喘症状(喘息 咳在过去4周内，因为哮喘症状(喘息、咳
嗽、呼吸困难、胸闷或疼痛) ，您有多
少次在夜间醒来或早上比平时早醒?

每周4个晚
上或更多

每周2～3
个晚上 每周1次 1～2次 没有

过去4周内，您有多少次使用急救药物
治疗 (如沙丁胺醇)?

每天3次以
上

每天1～2
次

每周2～3
次

每周1次或
更少 没有

您如何评估过去4周内您的哮喘控制情
况? 没有控制 控制很差 有所控制 控制良好 完全控制

第一步：纪录每个问题的得分；第二步：将每一题的分数相加得出总分；第3步：ACT评分的意义

20-25分：代表哮喘控制良好； 16-19分代表哮喘控制不佳；5-15分：代表哮喘控制很差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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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对我国哮喘患者评估价值的研究显示：ACT得
分与哮喘专家的评估结果显著相关

得
分

ACT得分与哮喘专家评估结果的相关系数为0.697

P＜0.01新版指南也认为：

A
C

T得

未控制 部分控制 控制

哮喘专家对哮喘控制程度进行评估

共纳入全国15家基层医院的403例哮喘患者，进行哮喘控制测试(ACT)和肺功能检测，同时哮喘专家根据
GINA评估标准对患者哮喘控制水平进行评估，旨在评估ACT对我国哮喘控制的筛查作用。

1.周新,等.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09;8(9):628-630.
2.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P＜0.01

新版指南也认为
ACT得分与专家评估的哮喘控制水平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新版指南对哮喘慢性持续期治疗目标及治疗
原则的推荐

治疗目标

 达到哮喘症状的良好控制，维持正常的活动水平，尽可能减少急
性发作、肺功能不可逆损害和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风险。

治疗原则

 以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控制水平为基础，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
应为每例初诊患者制订书面的哮喘防治计划，定期随访、监测，
并根据患者控制水平及时调整治疗以达到并维持哮喘控制。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指南指出：
 一旦哮喘诊断确立，应尽早开始规律的

控制治疗 这对 得 佳疗效 关控制治疗，这对于取得最佳疗效至关重
要。

 糖皮质激素是最有效的控制哮喘气道炎
症的药物，吸入为首选给药途经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指南指出：
 吸入药物的疗效取决于肺内沉积率。
 肺内沉积率受药物剂型、给药装置、吸入

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
 一般而言，干粉吸入装置肺内沉积率高于

气雾剂，超颗粒气雾剂高于普通气雾剂。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吸入药物微粒直径是实现有效肺部沉积的前提条件

微粒直径

无临床疗效，吞咽进胃
肠道后被机体吸收

> 5 µm

临床影响沉积部位

口咽和咽喉

可实现有效肺部沉积
，发挥理想临床疗效

临床效果不明确，
可被机体直接吸收，
或随潮气呼吸被呼出

2-5 µm

1-2 µm

气管，支气管
和细支气管

毛细支气管

<1µm直达气泡

Wolff and Niven. J Aerosol Med. 1994;7:89-106
Meng X,et al. 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13 Oct;121(10):1174-8

糖皮质激素

吸入给药(ICS) 口服给药(OCS)

常用药物 布地奈德、氟替卡松、丙酸倍氯米松、环索奈
德、糠酸莫米松 泼尼松、泼尼松龙、甲泼尼龙

 ICS局部抗炎作用强 药物直接作用于呼吸道

优势

 ICS局部抗炎作用强，药物直接作用于呼吸道，
需要剂量较小，全身不良反应较小。

 ICS可有效控制气道炎症，降低气道高反应性、
减轻哮喘症状、改善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减少哮喘发作的频率和减轻发作时的严重程
度，降低病死率。

对于大剂量ICS联合LABA仍不
能控制的持续性哮喘和激素依
赖性哮喘，可叠加小剂量口服
激素维持治疗。

劣势 ICS在口咽局部的不良反应包括声音嘶哑、咽部
不适和念珠菌感染。

长期口服激素可引起骨质疏松
症、高血压、糖尿病、下丘脑
-垂体-肾上腺轴抑制、肥胖症、
白内障、青光眼、皮肤菲薄及
肌无力等。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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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β2受体激动剂

常用药物包括：福莫特罗、沙美特罗、茚达特罗

和维兰特罗等；

LABA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可维持12h以上；LABA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可维持12h以上；

长期单独使用LABA有增加哮喘死亡的风险，不推

荐长期单独使用LABA。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ICS/LABA复合制剂

常用药物包括：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干粉剂、氟替

卡松/沙美特罗干粉剂和倍氯米松/福莫特罗气雾剂。

ICS和LABA具有协同的抗炎和平喘作用，可获得

相当于或优于加倍剂量ICS的疗效；

并可增加患者的依从性、减少大剂量ICS的不良反

应，尤其适合于中重度持续哮喘患者的长期治疗。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ICS+LABA联合使用具有协同作用

ICS/LABA
ICS LABA

• 2-受体激动剂可以增强糖皮质激素的抗炎作用
• 糖皮质激素可以增加2-受体表达
• 糖皮质激素可以预防因长期使用2-受体激动剂而产生的受体下调

糖皮质
激素受体

抗炎作用√ √支气管扩张

⊕
⊕

Barnes PJ, et al. Eur Respir J 2002; 19(1): 182-191

白三烯调节剂

常用药物：孟鲁司特、扎鲁司特等

 LTRA可减轻哮喘症状、改善肺功能、减少哮喘

恶化；恶化；

主要适用于伴过敏性鼻炎、阿司匹林哮喘、运动

性哮喘患者的治疗。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其他控制药物及方法

茶碱
• 对吸入ICS或ICS/LABA仍未控制的哮喘患者，可加用缓释茶碱作为哮喘的维

持治疗。

• 茶碱不良反应有恶心呕吐 心律失常 血压下降及多尿等 个体差异大 必要• 茶碱不良反应有恶心呕吐、心律失常、血压下降及多尿等，个体差异大，必要

时应进行血药浓度监测。

抗胆碱药物：如异丙托溴铵、噻托溴铵等；
• 具有一定支气管舒张作用，但较β2受体激动剂弱，起效慢。

抗IgE单克隆抗体；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疗法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低剂量ICS

低剂量
ICS/LABA

中/高剂量
ICS/LABA

加低剂量口
服糖皮质激
素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推荐控制药物

2016版哮喘患者长期（阶梯式）治疗方案

初始治疗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级别 若处于两相邻

其它控制药物

低剂量ICS LTRA

低剂量
茶碱

中/高剂量ICS*

低剂量ICS/LTRA
（或加茶碱）

中/高剂量
ICS/LABA

加噻LAMA*
高剂量ICS/LTRA

或加茶碱

加其他治疗如抗
IgE单克隆抗体

加LAMA*

按需使用SABA
按需使用SABA
或低剂量布地奈德/福莫特罗或倍氯米松/福莫特
罗

缓解药物

初始治疗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级别，若处于两相邻

级别之间则建议选择高的级别，以保证初始治疗的成功率

注：*中国哮喘患者接受GINA推荐高限ICS剂量的一半，也能获得与高限剂量相似的效果（证据等级B）;
#噻托溴胺(LAMA)吸入仅于18岁及以上成人。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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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前级别的治疗方案不能控制哮喘（症状持
升级治疗续和/或发生急性发作），应给予升级治疗。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升级治疗前应排除和纠正的因素

1. 药物吸入方法不正确

2. 依从性差

持续暴露于触发因素（如变应原 烟草 空气污3. 持续暴露于触发因素（如变应原、烟草、空气污

染、β受体阻滞剂或非甾体类抗炎药等）

4. 存在合并症所致呼吸道症状及影响生活质量

5. 哮喘诊断错误等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升级治疗原则

持久升级治疗

• 适用于在当前治疗级别不能
取得控制的哮喘患者，且排
除了上述影响哮喘控制的因

短程加强治疗

• 适用于部分哮喘患者出现短
期症状加重，如发生病毒性
上呼吸道感染或季节性变应除了上述影响哮喘控制的因

素。

• 推荐选择高一级治疗方案当
中的优先选择方案，2~3个
月后进行评估，如疗效不佳，
可考虑其他推荐方案

上呼吸道感染或季节性变应
原暴露时。

• 可选用增加维持用药剂量
1~2周的方法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指南指出：
 哮喘治疗需要规律的长期治疗，当哮喘症

状得到控制并维持至少3个月，且肺功能恢
复并维持平稳状态，才可考虑降级治疗。

 如降级过度或过快，即使症状控制良好的
患者，其发生哮喘急性发作的风险也会增
加。

 完全停用ICS有可能增加急性发作的风险。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降级治疗的原则
哮喘症状控制且肺功能稳定3个月以上，可考虑降级治疗

• 如存在急性发作的危险因素，如SABA用量每月＞１支（200喷/支）、依从性或吸入技
术差、FEV1占预计值%＜60%、吸烟或暴露于变应原、痰或血嗜酸性粒细胞高、存在合
并症（鼻炎、鼻窦炎、肥胖）或有重大心理或社会经济问题，或存在固定性气流受限等，
一般不推荐降级治疗。

降级治疗应选择适当时机，需避开患者呼吸道感染、妊娠、
旅行期等

通常每3个月减少ICS剂量25~50%是安全可行的（证据
等级A）

每一次降级治疗都应视为一次试验
• 有可能失败，需要密切观察症状控制情况、PEF变化、危险因素等，并按期随访，根据症

状控制及急性发作的频率进行评估，并告知患者一旦症状恶化，需恢复到原来的治疗方案。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急性发作的定义及高危因素
哮喘急性发作：
 是指患者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症状在短时间内迅速加重，肺功

能恶化，需要给予额外的缓解药物进行治疗的情况。

急性发作的高危因素包括：
 曾经有过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濒于致死性哮喘的病史； 曾经有过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濒于致死性哮喘的病史；
 在过去1年中因为哮喘而住院或急诊；
 正在使用或最近刚刚停用口服激素；
 目前未使用吸入激素；
 过分依赖SABA；
 有心理疾病或社会心理问题，包括使用镇静剂；
 有对哮喘治疗计划不依从的历史；
 有食物过敏史。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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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指南对哮喘急性发作的处理的推荐

 SABA是缓解哮喘症状有效的药物。

患者可根据病情轻重每次使用2-4喷，直到症状缓解。

如果控制药物是使用布地奈德/福莫特罗联合制剂，则可直接

增加吸入布地奈德/福莫特罗1-2吸，每天不超过8吸。

中重度急性发作患者在上述自我治疗的同时应尽快到医院就

诊。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新版指南新增了重症哮喘的评估和治疗

重度哮喘：指在过去的1年中≥50%时间需要给予高剂量ICS联合
LABA和/或LTRA/缓释茶碱，或全身激素治疗，才能维持哮喘控制，
或即使在上述治疗下仍不能维控制的哮喘。

重度哮喘评估应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明确哮喘诊断，即
确定所谓的“难治
性”哮喘确实是哮
喘

对混杂因素和合并
症进行评估

对哮喘表型进行初
步评估，指导选择
合适的治疗策略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重度哮喘的治疗

教育和管理：提高患者依从性，使患者遵照哮喘行动计划规

范用药，掌握正确的吸药技术，并自我监测病情。

去除诱发因素和治疗合并症：首先要识别诱发因素，

避免接触各种过敏原及各种触发因素 对存在各类合并症者应给予积避免接触各种过敏原及各种触发因素；对存在各类合并症者应给予积

极有效的治疗。

药物治疗：包括ICS及口服激素、LABA、LTRA、缓释茶碱、

LAMA等。

支气管热成形术对重症哮喘有效，但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最

大获益人群仍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新版指南还新增了特殊类型哮喘及
哮喘某些特殊问题的应对措施

哮喘特殊问题处理----咳嗽变异性哮喘(CVA)

国内外研究发现，CVA是成人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国内多中

心调查显示其占慢性咳嗽病因的三分之一。

CVA的主要表现为刺激性干咳，通常咳嗽较剧烈，夜间咳嗽为

其重要特征。

支气管激发试验是诊断CVA重要条件，但需结合治疗反应，抗

哮喘治疗有效才能确诊，临床上要注意假阴性的可能。

CVA治疗原则与哮喘治疗相同，大多数患者ICS加β2受体激动

剂有效，很少需要口服激素治疗，治疗时间在8周以上（证据等

级D）。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特殊问题处理----胸闷变异性哮喘(CTVA)
近年来我国专家发现存在以胸闷为唯一症状的不典型哮喘，命

名为“胸闷变异性哮喘”。

中青年多见，起病隐匿，胸闷可在活动后诱发，部分患者夜间

发作较为频繁。

没有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等典型的哮喘表现，肺部听诊没有

哮鸣音，但具有气道高反应性、可逆性气流受限及典型哮喘的

病理特征。

对ICS或ICS/LABA治疗有效。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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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特殊问题处理----妊娠期和月经期哮喘

妊娠期哮喘不仅影响孕妇，还影响胎儿；未控制的妊娠哮喘会

导致孕妇发生子痫或妊高症，还可增加围产期病死率、早产率

和低体重儿的发生率。

控制哮喘是减少母体和胎儿风险的保证；妊娠过程中停用ICS可
导致哮喘急性发作。

凡在月经前后出现规律性哮喘而且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喘息即

可诊断为月经性哮喘。

妊娠期和月经期哮喘治疗处理原则均与典型哮喘相同。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特殊问题处理
---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ACO)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同

时伴有许多与哮喘和慢阻肺相关的临床特点。

ACO较单独哮喘和慢阻肺病情更重，预后更差。

ACO的治疗推荐ICS/LABA和/或LAMA，同时还应戒烟、肺康

复、疫苗接种和合并症的治疗。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指南指出：
 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实现有效哮喘管

理的首要措施。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患者教育是医患互助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患者教育：

 能构建并改善医患之间的伙伴式、互动式关系，提高患者对哮喘的认识和

治疗依从性，增强自我监测和管理能力，减少急性发作、住院率及病死率，

提高生活质量。

患者教育内容包括：患者教育内容包括：

 用药依从性和正确使用吸入装置的指导和培训

 哮喘常识传授

 由医护人员指导的哮喘自我管理培训

 病情自我监测和管理

 医护人员的定期评估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提高治疗依从的方法

 由医生和患者共同决策药物/剂量的选择；

 使用单一吸入装置多种药物联合制剂； 使用单 吸入装置多种药物联合制剂；

 随时评估患者吸入装置的的应用情况；

 加强患者自我管理、制定书面治疗计划；

 推进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方式，提高医护人员的沟通技巧。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哮喘的预防

改善或加强营养；

避免过敏原暴露；避免过敏原暴露；

避免使用可能导致哮喘的药物；

避免烟草暴露；

避免微生物感染。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3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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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临床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 专家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培训专委会 委员

上海市药学会医院药学专委会委员 调剂组组长

上海市执业药师协会医院药学专委会 理事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华山） 首批PI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杂志 编委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杂志 编委

药物警戒通讯 责任编辑

 以项目负责人承担 国自然面上项目、市科委等各项科研项目

 以主要研究者承担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

撑计划重点项目。

 近年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0多 篇。

 申请获批专利 2项。

王 斌

华山医院

主任药师、博士生导

师

复旦大学药学院兼职

教授

药药 物物 治治 疗疗 管管 理（理（MTMMTM）） 模模 式式 的的
药药 学学 门门 诊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王 斌

目录

MTM 简介

药学门诊简介

为何要开展MTM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案例：MTM五要素量表在药学门诊中的运用

什么是治疗药物管理（MTM）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药物治疗管理(MTM)是指具有药学专业技术的药师对患者提供治疗药物重

整、评估、干预、跟踪及再评估的一个闭环式的用药监护，期间全程为患者提供

用药教育，咨询指导等一系列专业化服务，以确认每种药物是否适用于病情、是

否有效并达到治疗目标；确认患者在合并症及同时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是否安否有效并达到治疗目标；确认患者在合并症及同时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是否安

全；确认患者是否有能力或愿意按照医嘱服药。实施MTM可有效地帮助患者树立

对药物治疗的正确认识，提高用药依从性，及早发现和预防药物不良反应，不良

事件和不合理用药现象的出现。

MTM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经过20余年的发展，MTM现已在

立法上和操作规范上全面成熟，且已成为美国社区最主要的药学服务模式。

治疗药物管理（MTM）的国内外情况

• 1997年，美国临床药师协会ACCP提出一个全新概念：CDTM。CDTM是指医师
与经过资格认证

的药师签订合作协议，药师在医师书面协议的授权下承担为患者进行药物治疗的
职责。

随后以CDTM为核心内容的卫生服务项目逐渐被纳入到美国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
中。
• 2003年，政府为了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医疗带来的经济负担，使药学服
务的质量增强，
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医疗保险现代化法案 要求医疗保险的D类（慢性病患者）

美国：

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医疗保险现代化法案。要求医疗保险的D类（慢性病患者）
承保者为其受保
者提供药物治疗管理服务。药房与医院药师与医疗保险公司签合同，对受保人提

供药治疗管理，
相应的报酬则由医疗保险公司进行支付【1】。

• 2004年7月，包括美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1个药学组织正式共同提出MTM概念。
同时，为更好
地解决药师服务费用问题，ACCP、ASHP等组织积极争取将其纳入更多的医疗

保险，以便更好
地发展临床药学，促进患者合理用药。

美国药师协会和美国连锁药店基金协会,共同颁布了第二版药师药物治疗管理
服务模式指南,其中提出了由5个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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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药物管理（MTM）的国内外情况

• 2015年，北京药师协会与美国药师协会（APHA）建立合作关系，开展
了“美国MTM 药师证书

培训项目”，为我国加快引进MTM 模式和培养MTM 人才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
• 项目按照美方标准，通过美国药师协会的教程、师资和网站，经过为期
4 个月的自学及后期美国

药师协会专家的面授培训、MTM 服务患者访谈案例培训，在2016 年6 

我国：

药师协会专家的面授培训、MTM 服务患者访谈案例培训，在2016 年6 
月通过了美国药师协会的

结业审核。20 名中国药师获得了MTM 药师师资证书。
• 北京药师协会还获得了美国药师协会授权，翻译MTM 药师培训教材，
并准备增加中药使用管理
方面的内容，尽快利用自身翻译的教材、自身的师资，自行培训中国化

的MTM 药师，加快发展
MTM 药师队伍。

国内药学门诊简介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要求:"医疗机构的药学
部门要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工作管理模式,开展以合理用
药为核心的临床药学工作,参与临床疾病诊断、治疗、提供药
学技术服务,提高医疗质量"。

 近年来我国的临床药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医院开设了药学
门诊

 鼓楼医院有四项药学门诊，包括营养药学门诊、哮喘药学门诊、
疼痛药学门诊和妊娠药学门诊疼痛药学门诊和妊娠药学门诊。

 医院院长蔡宛如说：诊断是医生的专长，但是对药物的不良反
应、在体内的消化和代谢过程、相互间的作用，甚至药物和食
物间相互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就不如药剂师来得更专业了。我
们的药学门诊每周一至周五下午开放，着重对哮喘、老慢支、
癌痛、心脑血管等疾病的中西药学咨询，今后会逐步开设其他
专科，让更多的患者享受到药师的专业服务。

 目前尚未有系统的模式
 目前尚未有收费项目

为何要开展MTM

药物治疗问题 患者人数 占比%（22694）

需要增加治疗药物 13325 58.3

给药剂量过低 8269 36 6

美国：与药物相关的问题及药物管理不善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给药剂量过低 8269 36.6

患者依从性差 6354 28.0

药物不良反应 6003 26.5

需要选择其他药物治疗 4330 19.1

给药剂量过高 3309 14.6

不必要的药物治疗 3069 13.5

为何要开展MTM

1. 零售处方 39.9 亿张/年，Medicare D项（医保慢病）计划处方达8.71亿张，占

总处方量22%。

2. 过去30年来，每年每位患者的处方从6张增加至18张，其中有25%属于不适宜、

无效、不安全或患者无法按照医嘱服用

美国：与药物相关的问题及药物管理不善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无效、不安全或患者无法按照医嘱服用

3. 65%的老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25%的老人患有4种以上慢性疾病。

65 岁以上患有 2 种及以上慢病的老人平均每年需要看 7 位不同的医师，潜在

用药问题相高。

4. 每份医疗保险的支付费用从未患慢性疾病的211美元增加到患有4种慢性的

13973美元。

5. 每年发生150万可预防的不良事件，导致177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支出。

为何要开展MTM

美国：MTM项目带来的获益

证实可降低医疗成本、改善临床治疗结局，对药物的适宜性、有效性、安全
性以及依从性作用显著
1. 于患者： 治疗目标增长14%
2. 于医疗支出： 每位患者减少31%，从11965美元减少到8197美元
3. MTM成本效益：医疗费用节省/MTM服务成本 = 12/1

案例1 在 的 组患者中 发现他们平均患有 种疾病 服用4. 案例1：在Medicarede 的一组患者中，发现他们平均患有11种疾病，服用
18种药物。这些患者具备

接受Medicare D 项计划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的条件。在接受了药
师的MTM后，患者的胆固

醇和血压控制指标得到显著改善（P＜0.0005），平均每位参与者
节省超过1750美元。

案例2：明尼苏达示范项目：每位患者的医疗费用就降低 3768美金
(31.5%),投资回报率达 12 ∶ 1，

治疗目标的达成从基线的 76% 上升到 90%,平均为每位患者确认和
解决2.2 个药物治疗问题。

为何要开展MTM

 死亡占居民死亡的85%。

 脑血管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列城乡死亡前四位，45%慢

我国：慢病问题严峻

病死于70岁之前。

 慢病患者超3亿。2亿高血压患者、1.2亿肥胖患者、9700万糖尿病患

者、3300万高胆固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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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开展MTM

我国：医疗体制未完善、患者就医用药监护缺失

患者持卡可以到至少五家医院就医

医院与社区医疗、药店及护理机构信息独立

患者医疗信息无法共享，没有法律保护

患者住院、门诊、居家用药管理脱节

不合理用药风险和医疗费用显著增加，迫切需

要用药监护

为何要开展MTM

药 物 治 疗 存 在 的 问 题

1 患者有适应症，但没有给予相应的药物

2 患者没有适应症，却正在服用药物

3 患者正在服用药物 但对病情没有效果3 患者正在服用药物，但对病情没有效果

4 患者没有服用足够剂量的药物以达到治疗效果

5 患者正在遭受由于服用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

6 患者服用过量药物，引起毒性反应

7 患者不能或不愿意遵从医嘱服用药物

Medication- Related Problem

Untreated 
indication
Untreated 
indication

Improper drug 
selection

Improper drug 
selection

Sub-therapeutic 
dose

Sub-therapeutic 
dose

Failure to receive a 
needed medication
Failure to receive a 
needed medication OverdosageOverdosag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verse drug 

reactions

Drug interactions 
(drug, food, lab)

Drug interactions 
(drug, food, lab)

Medication use 
without indication 

Medication use 
without indication 

Medication non-
adherence

Medication non-
adherence

为何要开展MTM

 药物治疗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药物治疗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 药物治疗监管不到位药物治疗监管不到位

 医护资源紧缺，医生实际很少介入到患者用药管理中，很少参

与患者治疗方案监护。

 具备药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药师是最合理有效的患者用药监护 具备药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药师是最合理有效的患者用药监护

者。

 MTM核心就是管控药物合理使用，根据患者个体情况提供药

物治疗管理服务，使患者受益。因此MTM应成为药师用药监

护的工具。

 药学门诊是MTM实施的最佳场所。

为何要开展MTM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患者来源
 药师加入医生的签约团队，共同参与门诊的患者
 医生可推荐未达到治疗目标的患者进入药学门诊，进行MTM管

理
 药师独立开展MTM门诊（宣传、免费挂号）

 患者选择（供参考） 患者选择（供参考）
 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的慢病患者（如血压、血糖未控制）
 2种及以上慢病，服用5种及以上药物
 服用需要密切监测的药物（治疗窗窄、个体化差异大的药物

）
 对服用药物有问题或已出现问题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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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首次访谈准备

 药师准备

 建议签署知情同意书（进行MTM管理可能
的获益 以及患者配合完成的事宜）的获益，以及患者配合完成的事宜）

 尽可能预先了解患者基本医疗信息

 相应的访谈环境、电脑设备、五要素电子
表格等文档。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首次访谈准备

患者准备

 访谈前携带相关的医疗文书（病
历卡 用药清单 出院小结等）历卡，用药清单,出院小结等）

 实际用药情况、血压、血糖的监
测记录

 准备自己拟解决的药物治疗问题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流程：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MTMMTM核心要素核心要素ⅠⅠ——药物治疗评估药物治疗评估

（Medication Therapy Review
，MTR）
 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体重、别

…）

 确认所有药物的实际使用方式，包括非处方药、处
方药、营养膳食补充剂等

 患者用药体验（对药物认识、依从性等）

 了解患者嗜好及药物不良反应史

 药师填写表1：药物治疗评估表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MTMMTM核心要素核心要素ⅡⅡ——药物治疗问题药物治疗问题

（（ Medication-Related Problems，MRP））

 将访谈获得的用药信息与患者个人用药清单（或医嘱信息）进行复

核核

 评估每种药物治疗适应症的适宜性、药物有效性、安全性、患者依

从性

 确认所有需要解决的药物治疗问题(治疗与结局差距）

 按照解决问题的优先顺序填写表2：药物治疗问题表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药物相关需求 药物治疗种类

适应症 1.不必要的药物治疗
2.需要增加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问题包括：药物治疗问题包括：

有效性 3.无效药物
4.给药剂量过低

安全性 5.药物不良反应
6.给药剂量过高

依从性 7.不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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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MTMMTM核心核心要素要素Ⅲ Ⅲ —— 药物药物治疗问题药师建议治疗问题药师建议

(药物治疗计划Medication Action Plan，MAP）

 拟定一份患者药物治疗建议，说明推荐的治疗步骤，包括达成最佳结局需要的治

疗调整。并预留医生是否接纳的反馈栏。

 药师与处方医师沟通监护计划并获得其同意/支持 且患者同意并理解该监护计 药师与处方医师沟通监护计划并获得其同意/支持，且患者同意并理解该监护计

划

 患者在下次医生门诊时将此表交于其主诊医生，主诊医生填写反馈意见后由患者

返还至MTM药学门诊药师。

 患者有急需解决的用药风险或超出药师能力范畴患者问题应给予转诊。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MTMMTM核心核心要素要素ⅣⅣ—— 个人用药清单个人用药清单

((Personalized Medication ListPersonalized Medication List，，PML)PML)

 PML是药师为患者建立的一份简便、便于患者使用的重要用药文书，患
者在不同医疗机构、不同专科就诊时携带。

 PML包括正在使用药物(处方和非处方药物、膳食补充剂等)的完整记录
、每种药物的具体服用方法以及患者用药执行情况的记录。

 对患者进行个人用药知识宣教 发放宣传资料 对患者进行个人用药知识宣教，发放宣传资料。

 教会患者在“用药执行情况”栏记录用药执行情况。

 与患者约定下次随访时间。

 药师填写表ⅣⅣ：个人用药清单。

 PML建立后应随患者治疗经历随时更新。

药师如何开展MTM模式的药学门诊

 MTMMTM核心要素核心要素ⅤⅤ—— 随访和记录随访和记录

对制订的治疗目标进行随访和进一步评估，以确保患者药物治疗达最对制订的治疗目标进行随访和进一步评估，以确保患者药物治疗达最

佳效果佳效果

 对患者进行随访评估，确定治疗方案效果，再次评估结局，进一步调整对患者进行随访评估，确定治疗方案效果，再次评估结局，进一步调整对 者进行随访评估，确定治疗方案效果，再次评估结局，进 步调对 者进行随访评估，确定治疗方案效果，再次评估结局，进 步调

治疗方案。治疗方案。

 全面药物治疗管理是一个循环过程，需要患者高度参与，治疗团队成员全面药物治疗管理是一个循环过程，需要患者高度参与，治疗团队成员

的理解和密切配合的理解和密切配合

 完成文档记录，形成以完成文档记录，形成以MTMMTM为核心内容的电子药历。为核心内容的电子药历。

案例：MTM五要素量表在药学门诊中的运用

表1： 药物治疗评估表（MTR）
患者评估

姓名：鲍** 性别：女 年龄：72y 体重：47kg 身高：154cm 职业：退休

居所：独居 /夫妻 / √子女 医疗卡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上海市*****

用药情况列表（请注明您所有使用的药品：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品，和膳食补充剂）

药物及医嘱
适应
症

服用
频次

患者对

药物理
解

依从性
剂量、频次

合适

有无
不良
反应

有无
服用
障碍

问题备注

赖诺普利片
20mg Qd po

高血
压

QD 好 已停用 合适 有 无 出现刺激性干咳，影响睡眠。

阿托伐他汀片 脑梗 Q 般 不佳 合适 无 无
觉得西药都有不良反应，经常
自行停 半 余 为鱼油软

阿托伐他汀片
10mg  Qd po

脑梗
死

QN 一般 不佳 合适 无 无 自行停用半月余。认为鱼油软
胶囊有降脂作用可以替代。

善存银片
1# Qd po

补充
维生
素

QD 好 好 合适 无 无 /

Omega 3 鱼
油软胶囊
1# Qd po

保护
心脑
血管

QD 一般 好 合适 无 无
天猫国际好市多超市购买

kirkland

嗜好 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吸烟情况（使用量）：无
饮酒情况（使用量）：无
咖啡因（使用量）：无

目前药物不良反应表现：服用赖诺普利半年后，出现刺激性干咳，服
用止咳药无法缓解，影响夜间休息。自行停用赖诺普利一周后，干咳
好转。目前未用其他降压药物。

既往药物不良反应及表现：有头孢菌素和青霉素过敏史，表现为用药
后均为面颈部出现皮疹。

表2： 药 物 治 疗 问 题 表（ＭＲＰ）

目前疾病的描述和病史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0年，血压最高160/90mmHg，服药不规律。于半年前发生缺血性脑梗死，
住院接受治疗。无其他基础疾病。诊断：
1. 高血压 2.脑梗死（动脉粥样硬化血栓性卒中）

治疗目标（体征，症状，化验结果正常化)

1. 血压值调整至140/90mmHg以下
2. 胆固醇调整至1.8mmol/L以下

3. 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期间确认有无出血倾向（包括刷牙时牙龈出血、皮肤瘀点瘀斑、大便
发黑等）

拟解决的药物治疗问题（适应症，有效性，安全性，依从性)
□目前没有
 已存在（罗列）：

1. 停用赖诺普利已有一周，需要换用其它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建议使用与赖诺普利不同类型
的钙离子拮抗剂氨苯磺酸氯地平片。

2. 患者脑梗死后应当使用抗血小板药物预防再次复发，患者无胃溃疡史，可以加用阿司匹林
片。

3. 患者脑梗死后对血脂水平控制有较高要求，但是患者对他汀类药物有错误认识。认为i不良
反应大，可以用鱼油替代。应当对其进行药物和保健品知识宣教，提高服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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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药物治疗问题药师建议表(MAP表）

药师签名 刘** 日 期 2017.4.12

药师建议（剂量，途径，频次，疗程) 医生反馈

□停用赖诺普利片 □采纳 □不予采纳：

□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片）每日1次，

每次1片
□采纳 □不予采纳：

□服用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mg/片）每日1次，
□采纳 □不予采纳

每次1片
□采纳 □不予采纳：

□

□

医生签名确认：顾**
备注：此表由患者交于其主诊医生，并反馈至MTM药学门诊药
师

表4： 个人用药清单及用药执行情况（PML）

姓名 石**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上海市************

请注明您所有使用的药品：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品，和膳食补充剂

请随身携带你的药物清单，并向您的医生和药师出示

药品
适应症 服药时间 开始日期 停止日期 用药执行情况

名称 剂量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次 高血压 8点1片 2017.4.13 □遵医嘱□有不遵医嘱现象：

阿托伐他汀片 10mg/次 预防脑梗死 20点1片 2017.4.13 □遵医嘱□有不遵医嘱现象：

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mg/次 预防脑梗死 8点1片 2017 4 13 □遵医嘱□有不遵医嘱现象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mg/次 预防脑梗死 8点1片 2017.4.13 □遵医嘱□有不遵医嘱现象：

善存银片 1片/次 补充维生素 8点1片 2017.4.13 □遵医嘱□有不遵医嘱现象：

Omega 3 鱼油软胶
囊 1粒/次 保护心脑血管 8点1片 2017.4.13 □遵医嘱□有不遵医嘱现象：

药物不良反应史：

有 无□

药品名称：

阿莫西林片、头孢他啶

不良反应表现：使用这两种药物后均出现面部和颈部皮疹，停药后

使用外用激素类药膏涂抹好转

嗜好 吸烟情况：无 饮酒情况：无 其它：无

药师 刘** 日期： 下次预约时间：

表5：随 访 评 估 表（follow ‐ up）

随访项目 治疗前基线 第一次随访 第二次随访

症状体征

1 血压165/85mmHg 135/90mmHg

2 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未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3 胆固醇未测量 胆固醇 1.9mmol/L

4 无出血倾向 无出血倾向

实验室检查

1   / /

2  / /

3  / /

4

5

新的药物治疗问题
无 □

已记录 血脂值仍需调整

表1： 药物治疗评估表（MTR）
患者评估

姓名：倪志仁 性别：男
年 龄 ：

79
体重：51kg 身高：167cm 职业：退休

居所：独居 / 夫妻√ / 子女 医疗卡号： 联系电话：17317150182 联系地址：青浦区练塘镇浦南村横楼87号

用药情况列表

药物及医嘱 适应症 服用频次
患者对
药物理解

依从性
剂量、频
次合适

不良反应
有无服
用障碍

问题备注

硝苯地平片
10mg qd po 高血压 Qd 一般 好 合适 有 无 面部潮红，白细胞减少

孟鲁司特钠片 前列腺增生 Qn 好 好 合适 无 无孟鲁司特钠片
10mg qn po

前列腺增生 Qn 好 好 合适 无 无

脱氧核苷酸钠片
60mg Tid po

升白细胞 Tid 好 好 合适 无 无

利可君
20mg Tid  po

升白细胞 Tid 好 好 合适 无 无

噻托溴铵粉吸入剂
18ug Qd 吸入

COPD Qd 一般 好 合适 有 无 尿量变少伴有疼痛

嗜好 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吸烟情况（使用量）：长期大量

饮酒情况（使用量）：少量

咖啡因（使用量）：无

目前药物不良反应表现：服用硝苯地平片后，面部潮红白细胞减少。

既往药物不良反应史及表现：

表2： 药物治疗问题表（ＭＲＰ）

适应症（目前疾病的描述和病史)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十余年，血压最高160/90mmHg 。有前列腺增生病史，未服药控制。

COPD急性发作期，老年男性既往有长期吸烟史，因反复咳嗽、咳痰十余年，气促3年，加重三天，入院。

治疗目标（体征，症状，化验结果正常化)

1. 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

2. 白细胞恢复至正常水平

3. 改善前列腺增生，改善排尿困难症状

4. 缓解咳嗽，气喘气促等症状

即将解决的药物治疗问题（适应症，有效性，安全性，依从性)

□目前没有

□√ 已存在（罗列）：

1.患者服用硝苯地平片控制血压期间，出现面部潮红，白细胞减少等不良反应症状。

2.患者有前列腺增生病史，在使用噻托溴铵粉吸入剂期间，出现尿量变少伴有疼痛等不良反应症状。需加用

非那雄胺片，缓减症状。

3.患者有咳嗽咳痰症状，需加入祛痰口服液，缓解症状。

表3： 药物治疗问题药师建议表(药物治疗计划表MAP）

药师签名 江蓓蓓 日 期 2017.9.15

以下列表中的治疗建议可以帮助您更好地达到药物疗效

依照治疗建议可帮助您与医生、药师共同管理好您的疾病治疗

药师建议（剂量，途径，频次，疗程) 患者记录（是否执行、执行时间）

□停用硝苯地平片 □

□服用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

□服用非那雄胺片 □

□服用羧甲斯坦口服液 □

□加用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 □

医生签名确认： 患者签名确认：

下次与药师的预约时间:   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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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个人用药清单（PML）

姓名 倪志仁 联系方式 17317150182 家庭住址 青浦区练塘镇浦南村横楼87号

该清单应注明您所有使用的药品：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品，和膳食补充剂

请随身携带您的个人用药清单，并向医生和药师出示

药品
适应症

服药时间 开始

日期

停止

日期

医师

姓名
特殊要求

名称 剂量 上午 中午 晚间 睡前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

粉吸入剂
320ug COPD 8点 17点 9.4 仇燕

噻托溴铵粉吸入剂 18ug COPD 8点 6.21 仇燕

羧甲斯坦口服液 10ml COPD 8点 12点 18点 9.4 仇燕

孟鲁司特钠片 10mg COPD 21点 8.31 仇燕

脱氧核苷酸钠片 60mg 升白细胞 9点 12点 18点 8.23 仇燕

利可君 20mg 升白细胞 9点 12点 18点 8.23 仇燕

非那雄胺片 5mg 前列腺增生 9点 9.4 仇燕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

平片
2.5mg 高血压 8点 9.4 仇燕

药物不良反应：有 □ 无 □√ 药品名称： 不良反应表现：

嗜好： 吸烟情况：长期大量 饮酒情况：少量 其它：

更新药师 江蓓蓓 更新日期 2017.9.10

表5：随 访 评 估 表（follow - up）

随访项目 治疗前基线 第一次随访 第二次随访

症状体征

1血压160/90mmHg 140/80mmHg

2出现不良反应 未出现不良反应

3白细胞3.0*109 白细胞3.6*109

4尿量减少伴疼痛 疼痛缓解，尿量减少

实验室检查

1

2

3

4

5

新的药物治疗问题
无 □

已记录□

表1： 药物治疗评估表（MTR）
患者评估

姓名：陈宏康 性别：男 年龄：80 体重：51kg 身高：163cm 职业：工人（退休）

居所：
医 疗 卡 号 ：

3078490
联系电话：65208653 联系地址：大桥街道周家牌路228号

用药情况列表

药物及医嘱 适应症
服用频

次
患者对
药物理解

依从性
剂量

频次合适
有无不良

反应
有无服
用障碍

问题备注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型糖尿病 好 好 合适 有 没有 低血糖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2型糖尿病 CSⅡ 好 好 合适 有 没有 低血糖

盐酸二甲双胍片 2型糖尿病 TID 好 好 合适 没有 没有 无

阿卡波糖片 2型糖尿病 TID 好 好 合适 没有 没有 无

依帕司他片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变
TID 好 好 合适 没有 没有 无

嗜好 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吸烟情况（使用量）：40根/天（50年）

饮酒情况（使用量）：少量（40年）

咖啡因（使用量）：无

目前药物不良反应表现：低血糖

表2： 药物治疗问题表（ＭＲＰ）
适应症（目前疾病的描述和病史)

1. 2型糖尿病 糖尿病眼病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2. 高胆固醇血症

3. 前列腺增生

治疗目标（体征，症状，化验结果正常化)

1. 控制血糖 改善并发症状况（空腹血糖控制目标在4.4-7mmol/l，非空腹血糖控制在10mmol/l，HbAic<7%）

2. 控制血脂 血脂控制目标为TC<4.5mmol/l;TG<1.5mmol/l;合并冠心病者LDL-C<2.6mmol/l

3. 控制良性前列腺增生以及预防泌尿系统事件

即将解决的药物治疗问题（适应症 有效性 安全性 依从性)即将解决的药物治疗问题（适应症，有效性，安全性，依从性)

□已存在（罗列）：

1.依从性：根据MMAS-8量表（the eihgt-items 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e Scale），患者依从性达到7分,属于良好，建议

继续保持。

2.安全性：患者住院期间出现两次低血糖，分别为2017.8.1 6:00 3.7mmol/l 与2017.8.1 13：00 2.7mmol/l，考虑与门冬胰岛素剂

量偏大有关。

3.适应症：a.患者血钾偏低（7.31 3.43mmol/l↓），建议口服氯化钾对症处理。

b.患者存在高胆固醇血症（7.31 TC 6.69mmol/l↑,LDL-C 4.71mmol/l↑,TG 1.5mmol/l↑），建议增加阿托伐他汀对症处理。

（本品为HMG-CoA还原酶的选择性、竞争性抑制剂，它的作用是将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转化成甲羟戊酸，即包括胆固醇

在内的固醇前体。本品可治疗总胆固醇升高、低密度脂蛋白升高、载体蛋白B升高和甘油三酯升高。）

c.患者存在前列腺增生，入院前长期服用非那雄胺片，目前尿频、尿急、尿不尽、排尿困难等前列腺症状控制良好，建议入院

期间继续用药，预防泌尿系统事件发生。

表3： 药物治疗问题药师建议表(药物治疗计划表MAP）

药师签名 曹金华 日 期 2017年8月6日

以下列表中的治疗建议可以帮助您更好地达到药物疗效

依照治疗建议可帮助您与医生、药师共同管理好您的疾病治疗

药师建议（剂量，途径，频次，疗程) 患者记录（是否执行、执行时间）

□患者近期血糖偏低，建议8.1起将患者三餐前剂
量由5U 5U 5U下调为4U 3U 3U □已执行

□患者近来视物模糊，建议增加依帕司他 50mg 
tid po □已执行

□患者近来血脂异常，建议增加阿托伐他汀
20mg qd po □已执行

□目前患者用药依从性较好，需要继续保持。 □已悉知

医生签名确认： 患者签名确认：陈宏康

下次与药师的预约时间: 未预约

表4： 个人用药清单（PML）
姓名 陈宏康 联系方式 65208653 家庭住址 大桥街道周家牌路228号

该清单应注明您所有使用的药品：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品，和膳食补充剂

请随身携带您的个人用药清单，并向医生和药师出示

药品

适应症

服药时间

开始日期
停止

日期
医师姓名 特殊要求

名称 剂量 上午 中午 晚间 睡前

非那雄胺片 5mg 前列腺增生 √ 2017.8.10 * 张玄娥

盐酸二甲双胍片 500mg 2型糖尿病 √ √ √ 2017.8.10 * 张玄娥 随餐盐酸 甲双胍片 500mg 2型糖尿病 √ √ √ 2017.8.10 张玄娥 随餐

阿卡波糖片 50mg 2型糖尿病 √ √ √ 2017.8.10 * 张玄娥 随餐嚼服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18IU 2型糖尿病 √ 2017.8.10 * 张玄娥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6/3/5U 2型糖尿病 √ √ √ 2017.8.10 * 张玄娥
注射后需即

可进食

药物不良反应：有 无 √ 药品名称： 不良反应表现：

嗜好：吸烟 吸烟情况：40根/天（50年） 饮酒情况：少量（40年） 其它：

更新药师 曹金华 更新日期 2017.8.10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158



表5：随 访 评 估 表（follow - up）

随访项目 治疗前基线 第一次随访 第二次随访

症状体征

1.视物模糊 改善不明显 改善不明显

2.前列腺增生 改善不明显 改善不明显

3.早搏 改善不明显 改善不明显

4.血脂异常 改善不明显 改善不明显

实验室检查

1.空腹血糖17.7mmol/l 12.3mmol/l 5.3mmol/l

2.餐后2H血糖14.8mmol/l

3.Hba1c

新的药物治疗问题

无

已记录

MTM过程中药师的执业知识（疾病）

序号 疾病 序号 疾病

1 高血压 6 骨质疏松

2 糖尿病 7 抑郁症

3 高脂血症 8 心肌梗死/卒中的二级预防

4 维生素补充/营养缺乏 9 全身性疼痛

5 食管炎（胃食管反流） 10 过敏性鼻炎

MTM过程中药师的执业知识（药物）
知识范围

药物描述
对适应症的有效性
药物剂量使用方案

剂量（初始剂量、调整剂量、最大剂量）
给药间隔
给药频率

药物特点

给药频率
持续给药时间

药理学特点
作用机制
作用靶点

毒理学
禁忌症
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MTM过程中药师的执业知识（药物）

知识范围

药物作用过程
生物利用度
理化性质
药物组成和剂型
给药方法

药物对患者的作用

给药方法
药代动力学过程

吸收
分布
代谢
排泄

药效过程
药物对细胞、组织、器官的影响
起效时间

MTM过程中药师的执业知识（药物）

知识范围

治疗过程

药物治疗结局

有效性：药物应用在治疗患者疾病过程中取得了明显
的治疗效果

指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方面的改善

安全性：药物对患者产生有害的药理作用
指不良或有害作用以及药物不良反应

MTM过程中药师的执业行为准则

类别 准则

监护质量 依照专业实践标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评估自己的执业行为

道德伦理 代表患者利益所做的决定及行为，应遵从道德伦理及行为规范

同僚关系 应协助其他药师、同事、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

多方合作 照护患者时应与患者、家属或看护者、其他医疗人员共同合作

继续教育 不断学习药理学、药物治疗学和药学监护实践方法的最新知识

参与研究 经常应用各类研究的成果，在必要时参与研究

资源分配
在规划和提供患者监护时，应考虑药物的疗效、安全和成本等相关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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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法规建立了一个最佳实践的总体框架、10家药学组织合作制定

MTM的核心要素

美国MTM实践参考书

THANK  YOU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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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临床与实验室加强临床与实验室沟通沟通, , 

提高感染病诊治水平！提高感染病诊治水平！

Dr.HU Bijie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Zhong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胡必杰 Bijie HU

为什么微生物检验
报告单，越来越难
看明白？

2019/4/10 
Wednesday Dr.HU Bijie 2

解读微生物报告单
=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学诊断

• 疾病谱改变

• 感染性疾病的病原谱改变

• 检验技术发展

• 对微生物认识深入• 对微生物认识深入

• 专业培训落后

– 缺乏训练和经验积累

– 缺乏专业指导

– 缺乏兴趣，感觉对临床用药没有帮助

Dr.HU Bijie 3

非传染性感染诊治难度的上升趋势

• 细菌性感染

– 从无药可治（二十世纪40年代前）到有效药物多（二十世纪
80－90年代）

– 再到无药可用（二十一世纪，抗生素后时代）

• 细菌耐药性上升迅速，超级细菌不断出现• 细菌耐药性上升迅速，超级细菌不断出现

• 抗菌药过度应用或滥用，新抗菌药研发受阻

• 真菌感染

– 免疫缺陷者增多，真菌感染增多

– 新的抗真菌药上市：两性霉素Ｂ脂质体、伊曲康唑、伏立康
唑、卡泊芬净、米卡芬净、泊沙康唑、阿尼芬净

4

Dr.HU Bijie 5

从专业角度看抗菌药物管理中各部门的作用

医院感染控制科 临床药学部门

6

合格的感染性疾病科
起核心作用

临床微生物科

流行病学及专科领域
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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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科现状
• 科室设置凌乱

– 二级医院的传染科主要负责肝炎、腹泻以及其他经
典传染病如麻疹、霍乱等

– 三级医院的大多数传染科设置遵循上述模式，极少
数有单独的感染病房

• 人员素质不能满足要求人员素质不能满足要求

– 大部分传染科医师专业范围狭窄至病毒性肝炎，没
有其他 感染性疾病的经验包括对抗菌药物缺乏专
业知识，不具备对其他科室指导的能力；

– 规模较大的传染科：除肝炎之外，对于其他感染性
疾病的研究仍投入不足，特别是细菌耐药性，与国
外同行尚有不少差距。

7
翁心华《当前感染病学科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内科理论与实践：2006；

【临床情景】

• 某女，74岁，因脑出血意识障碍入住神经
内科，10天后出现腹泻，每天3-5次，伴发
热。

• 粪便培养阴性 使用多种抗菌药物无效• 粪便培养阴性，使用多种抗菌药物无效。

• 请求会诊：疾病诊断和治疗

8

临床医师在感染处置中，常遇到诊治困境，
需要专科医生提供帮助

• 在传统的感染病尚未完全控制的同时，新的
感染病和病原体仍在不断涌现

• 在抗感染化疗药物不断增加的同时，许多微
生物对化疗药的耐药现象在迅速加剧

感染 微生物 抗生素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爆炸• 感染-微生物-抗生素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爆炸
程度不亚于其他医学专业，但临床缺乏足够
认识

• 药物选择错误导致药费增加、治疗失败的现
象屡屡发生

9

2005-2010年上海XX医院
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变化

18.6% 41.9% 32.2% 44% 59.3%

2005年

68.1%

10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05年

2010年

由于感染病不典型和
复杂，正确诊治常有
赖于实验室支持！

2019/4/10 
Wednesday Dr.HU Bijie 11

Case 2：两肺弥漫性结节伴空洞

• 男，59岁。1周前受凉后
咳嗽、少量白痰，伴畏
寒、T38.4C。无胸痛、
咯血。平素体健。吸烟
史30支/天×40年

Dr.HU Bijie 12

史30支/天×40年。

• 胸部CT示两肺多发结节
伴空洞

• WBC3500，N62.4%；
ESR：36mm/h

• 您怀疑什么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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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男，47岁，咳嗽、咳黄脓痰，胸闷、气促、
声音嘶哑，体温38.9℃，血常规：WBC：28.9X10^9/L，
N%：92.1%；ESR：75mm/h；hsCRP：104.8mg/L，
多种抗细菌治疗无效。

2012.8.17胸部CT

【案例】女，47岁。乳腺癌根治术后4年，化疗6
次再放疗，咳嗽、气急半年伴间歇性发热

• 1年前行胸部CT检查发现纵隔淋巴

结肿大并伴有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活检病理示找到癌细胞，并予放疗。

• 胸部CT示双肺上叶及下叶背段靠
近纵隔处条索网格状高密度影。

• 2007-7-31支气管镜：声门下约
1.5cm开始见广泛分布的大小不等

灰白色突出物并向下延伸至隆突上
约5cm。

细菌培养结果报告
时间，能缩短到一
天吗？

2019/4/10 Wednesday Dr.HU Bijie 15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主要任务

• 对微生物标本做出快速、准确的检验报告，及
时满足临床的需要；

• 进行有关抗菌药物耐药性方面的各种试验，受
理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咨询

Dr.HU Bijie 16

理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咨询；

• 密切结合临床，与临床医师讨论、研究及处理
有关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 参与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的管理和医院感染
监测、控制和管理

Dr.HU Bijie 16

培养环境合适时，大肠杆菌、
金葡菌、念珠菌和结核杆菌，

倍增时间是多少倍增时间是多少？

Dr.HU Bijie 17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
工作流程、时间节点监控与改进

18-24h

5min/张

18-24h

18-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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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时间可以缩短？

• 标本接收（1-2min）

• 标本接种、涂片（5min）

• 细菌培养（18-48h）细菌培养（18 48h）

• 细菌鉴定、药敏试验（18-24h or48h）

• 结果报告（5min）

Dr.HU Bijie 19

细菌鉴定：可以短至几分钟！

• The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基质辅助
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 technology 

• a colony-picking technology incorporating MALDI-
TOF MS to achieve more accurate and rapid 
identificationidentification.

微生物实验室基本硬件

• 显微镜

• 隔水式温箱

• 冰箱

• 二氧化碳培养箱

• 微生物鉴定仪

• 血培养仪

• 荧光显微镜

• PCR相关设备，PFGE
• 生物安全柜

• 超净台 • 信息网络系统

• 微生物自动系统

• MALDI-TOF

Dr.HU Bijie 21

微生物检验的工作时间安排

• 每周7天
–周六与周一的人员安排

• 多班制度

夜班 每天24小时？–夜班，每天24小时？

–早班时间：7点或6点开始上班

Dr.HU Bijie 22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
• 孵育和检测同时进行，及时发现阳性结果并
报告。

• 无须盲传，减少了血培养污染机会。

• 2天内可报告90%以上的阳性结果。

• 添加多种促细菌生长因子，适合各种细菌的
生长。

• 可进行需氧菌、厌氧菌的培养，也可进行结
核菌培养。

24h 工作制

时间

Assessment of the usefulness of performing bacterial identific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24h a day in a clinic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0; 16: 1084–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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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血培养标本
采集，建议双套双
瓶（2部位，需厌氧）？

2019/4/10 
Wednesday Dr.HU Bijie 25

血培养送检指征（须100%送检率）

（1）发热>=38.5℃伴下列一项

A. 寒战; 
B. 肺炎;
C. 留置深静脉导管超过5天;
D. 白细胞>1.8万/mm3;
E. 感染性心内膜炎;
F. 收缩压低于90mmHg;
G. 无其他原因可以解释的感染.

（2）发热>=39.5℃须抽血培养

Dr.HU Bijie 26

血培养的数量

研究结果
一套血培养的阳性率为65％
二套血培养的阳性率为80％

CLSI指南：血培养的原则和流程

三套血培养的阳性率为96％

CLSI建议方针
对于每位需要血培养的患者需采取2至3套。

对于成年患者的血培养，只采单一的血培养是不允许的。
因为单一血培养的结果的临床意义很难解释。

采血培养后的2至5天内，不需要重复采血培养，因为治
疗后的2至5天内血液中的感染细菌不会马上消失。

Dr.HU Bijie 27

血培养标本采样和运送的常见错误？

• 送检标本太少
– 掌握指征？

• 采样时间不当
发高热时？

• 不能及时运送
– 咋办？放置冰箱？

• 阳性培养时间多长？

• 污染率高
如何识别 咋办？– 发高热时？

• 采血量不足
– 10ml？儿童呢？

• 两部位采血
– 需要间隔时间吗？

• 每部位几瓶
– 需氧，厌氧，真菌？结核？

– 如何识别，咋办？

• 如何缩短报告时间？
– 怎样的报告形式

– 直接药敏？

• 如何随访？

• 如何改进血培养技术？

CRBSI/CLABSI的诊断标准

• 中心静脉导管CRBSI病原学诊断（不保留导管）

导管尖端 外周静脉1 外周静脉II 结果判断

＋ ＋ ＋
CRBSI可能

＋ ＋ －

2929

－ ＋ － 培养为金葡菌或念珠菌，且缺乏
其他感染的证据则提示可能为

CRBSI－ ＋ －

＋ － － 导管定植菌

－ － － 非CRBSI

不保留导管情况：从独立的外周静脉无菌采集2套血培养。无菌状态下取
出导管并剪下5cm导管尖端或近心端交付实验室进行Maki 半定量平板滚动
培养或者定量培养（following Vortex或超声降解）。

bacteremia
level
temp

寒战

采集时间Bloood culture寒战或发热初期采集

超过发热峰值后，病原菌
的检出率会随之降低。

0 30 60

Time(min)

CLSI M47A-Principle and procedures for blood cultures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165



需氧瓶 厌氧瓶

要不要做厌氧培养？

菌血症病原菌种类构成

需氧菌 兼性厌氧菌 厌氧菌
需氧瓶 厌氧瓶

病原菌培养更完整

感染性疾病的病原
学检查，远不是涂
片+培养！

2019/4/10 
Wednesday Dr.HU Bijie 32

Case 1：咳嗽、高热12天，伴气急、痰血

• 女，44岁。患者十二天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发热，Tmax
40℃，畏寒，高热持续不退，伴咳少许白色泡沫痰，进行
气急。伴头痛呕吐，非喷射样。外院胸片提示两肺感染，
两上肺野明显，予头孢曲松+妥布霉素治疗后，未见好转。
后出现痰中带血，每日数口。后出现痰中带血，每日数

• 2002.1.16实验室检查：

– 血常规：Hb 102g/L，WBC 5.9×10^9，N 72.6%
– 血沉：71mm/H
– 血气分析（吸氧2L/min）：PH 7.428，PCO2 31.6mmHg，
PO2 100mmHg，HCO3‐ 21.1mmol/L

Dr.HU Bijie 33

入院诊治过程

• 2002.1.16 血清军团菌抗体：1:16(可疑阳性)
• 2002.1.16 更改抗感染方案：红霉素静滴0.5g静滴，

q8h×20d。次日体温降至38，第3日后基本降至正常。

• 2002.1.17 胸部CT：双肺片状模糊影，边界不清，内密度
不均 可见支气管充气征 左侧少量胸腔积液不均，可见支气管充气征，左侧少量胸腔积液

• 2002.1.20 军团菌培养：米克戴德军团菌

• 2002.1.25 胸片随访：片状模糊影，较前吸收

• 2002.1.31 血清军团菌抗体：1:64（升高四倍）

• 红霉素治疗2周，1月后复查，两肺炎症基本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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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需要进行病原学检查的临床情形

指征 血培养 痰培养
军团菌尿
抗原检测

肺炎链球菌
尿抗原检查

其他

ICU 患者 X X X X X(BAL)
门诊患者抗生素治疗无效 X X X 
空洞性阴影 X X X(TB,F)
白细胞减少 X X 
酗酒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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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

慢性严重肝脏疾病 X X 
严重阻塞性/结构性肺疾病 X 
无脾（解剖性或功能性） X X 
近期旅行（2 周内） X X(Tab8) 

军团菌尿抗原检测阳性
X(培养) 

不适用

肺炎链球菌尿抗原检测阳性 X X 不适用

胸腔积液 X X X X X(胸水)

Case 3：干咳2月，右下肺阴影

• 男性，33岁，干咳2月余入
院。偶伴喘息，无发热盗
汗，阿奇霉素抗感染及平
喘治疗后症状无好转。

• 查体：体温正常，呼吸音
清 右下肺可及湿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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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右下肺可及湿啰音。
• 胸部CT：右下肺散在片状

影，并可见小空洞形成，
抗感染后随访右下肺病灶
无明显好转。

• 您怀疑什么病？

36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166



Case 4：男性，48岁，咳嗽 满足临床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需要，是我微
生物检验的基本责任！

• 深部真菌感染：隐球菌，曲霉菌

• 呼吸道病毒：流感病毒。。。

• 非典型病原感染：军团菌

• 厌氧菌感染• 厌氧菌感染

• 结核菌—T-Spot

• 组织标本的涂片与培养—肺活检，胃粘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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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5：反复咳嗽伴痰中带血1年

• 男，24岁。2013.10.15因间断咳嗽伴
痰中带血1年就诊。无发热、气急。
当日胸部CT显示：两肺支气管扩张伴
少许炎症。

• 2012年8月咯血约15ml，在市六分院
急诊，CT报告两肺炎性改变，脾脏肿
大。拟肺炎入院。之后1年间断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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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拟肺炎入院。之后1年间断咳嗽
伴痰中带血。2013.9.25再发咯血约
10ml，拟诊支气管扩张伴感染咯血，
HRCT：左肺下叶支扩伴感染，右肺
机化灶。腹部CTA（9.31）显示食管

下段及胃底、脾门血管曲张。为进一
步治疗来我院门诊治疗。无肝炎史。

• 您怀疑什么病？

39

如何选对合适的病
原学检查项目，有
时需要深思熟虑！

2019/4/10 
Wednesday Dr.HU Bijie 40

右上肺空洞

• 肺脓肿？

– 痰培养

– 厌氧菌培养

Dr.HU Bijie 41

• 结核空洞？

– 痰找抗酸杆菌

– 结核菌培养

• 肺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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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能做哪些检查？
• 涂片检查

– 对培养阴性者的价值尤为重要
• 普通培养

– 将胸水直接注入血培养瓶内送检，可提高检出率。
但可有皮肤非致病菌污染
经胸腔留置导管采集的胸水标本 分离的细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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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胸腔留置导管采集的胸水标本，分离的细菌可能
只是定植，应注意鉴别

• 厌氧培养
• 结核菌培养

– 阳性率？
• 抗原检测

– 如流杆b型、肺链、军团菌或隐球菌

Dr.HU Biji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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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7：男41岁，咳嗽1月伴发热

20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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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病人出现明显腹泻3天

• 如何选择检验项目？

– 粪常规

– 粪真菌培养

粪普通培养– 粪普通培养

– 粪特殊培养

– ？？？

Dr.HU Bijie 44

我能根据这个药敏
试验结果，选择使
用抗菌药物吗？

2019/4/10 
Wednesday Dr.HU Bijie 45

What Does the Laboratory Need to Know
about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ST) ?

• Which organisms to test?
• What methods to use?
• What antibiotics to test? 
• How to report results?
• How to determin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results?
• How to ensure accuracy of results?

– Quality control / quality assurance
• When to call the MD, infection control, public health?
• When to ask for help?
• Where to go fo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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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敏感试验

检验报告 临床结果 评述

敏感 成功 正确的预测

耐药 失败 正确的预测

敏感 失败 错误的预测（假敏感）

耐药 成功 错误的预测（假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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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I 
抗微生物敏感性试验组宗旨

• 发展药敏试验的标准参考方法

• 为标准试验方法提供质量控制参数

• 建立标准药敏试验结果的解释标准

• 为测试和报告临床相关和具有成本效益的策略提供建议

• 通过发展新的或修正方法、解释标准和质控参数，继续
精炼标准和优化耐药机制的检测方法

• 对标准和指南通过多种媒体教育用户

• 鼓励与这些方法的使用者进行对话

Dr.HU Biji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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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试验方法
定性：琼脂扩散法（纸片法）

定量：试管稀释法

琼脂稀释法

微量稀释法

纸片扩散法

E-test
Etest法

其他：血清杀菌试验

β-内酰胺酶测定

耐药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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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扩散法（纸片法） Kirby-Bauer

• 含有定量抗菌药物的纸片贴在已接种测试菌的琼脂

平板上，纸片中所含的药物吸取琼脂中的水分溶解

后便不断地向纸片周围区域扩散，形成递减的浓度后便不断地向纸片周围区域扩散，形成递减的浓度

梯度。在纸片周围抑菌浓度范围内的细菌的生长被

抑制，形成透明的抑菌圈。抑菌圈的大小反映测试

菌对测定药物的敏感程度，并与该药对测试菌的最

低抑菌浓度(MIC)呈负相关，即抑菌圈愈大，MIC愈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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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扩散法
(纸片法)

操作简单

材料消耗少材料消耗少

定性药敏试验

结果影响因素较多

难以实现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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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受试和报告的抗菌药物（1）

•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技术人员

• 感染性疾病的专业人员和药剂科人员

• 药事、治疗和感染控制委员会药事、治疗和感染控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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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受试和报告的抗菌药物（2）

• 体外药敏试验的有效性

• 临床治疗的有效性

• 耐药流行情况

减少耐药菌产生• 减少耐药菌产生

• 价格

• FDA指示

• 对一线和二线选择用药的最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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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批准临床微生物室常规需测试和报告
的细菌和药物分组

肠杆
菌科

铜绿和
其他非
肠杆菌

葡萄
球菌

肠球
菌

嗜血
杆菌

淋病
奈瑟
菌

肺炎
链球
菌

其他
链球
菌

A组 基本试验，必须报告

B组 基本试验，选择报告：如对A组同类药耐药，特殊标本；
对A组过敏、不能耐受或治疗失败；混合感染；不同病菌
的多部位感染；向感染控制部门报告作为流行病学资料

C组 添加试验，选择报告：对基本试验药物的耐药菌有局部流
行；对某些病菌少用的治疗；向感染控制部门报告作为流
行病学资料

D组 仅尿标本报告 Dr.HU Biji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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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药敏试验
A组：基本试验，
必须报告

苯唑西林

青霉素

B组：基本试验，
选择性报告

阿奇霉素或克拉霉素或红霉

克林霉素

利奈唑烷 Linezolid
复方磺胺异恶唑

万古霉素

C组：添加试验，
选择性报告

氯霉素

环丙或左氧或氧氟或加替

庆大霉素

奎奴普丁/达福普汀

利福平

四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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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球菌药敏试验
A组：基本试验，
必须报告

青霉素或

氨苄西林

B组：基本试验，
选择性报告

利奈唑烷

奎奴普丁/达福普汀

万古霉素

C组：添加试验，
选择性报告

庆大霉素（仅用于高水平筛选）

链霉素（仅用于高水平筛选）

氯霉素

红霉素

利福平

四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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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药敏试验
A组：基本试验，
必须报告

红霉素

青霉素（采样苯唑西林）

复方SMZ
B组：基本试验，
选择性报告

头孢吡肟，头孢噻肟或曲松

克林霉素

加替沙星/左氧/莫西/司氟

吉米沙星吉米沙星

氧氟沙星

美罗培南

四环素

万古霉素

C组：添加试验，
选择性报告

氯霉素

利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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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常规药敏试验的情况

• 污染菌

• 已知对某些抗菌药物具有良好敏感
性而很少出现耐药的细菌

• 营养要求高、普通培养基上不易生
长的细菌

• 厌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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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判断方法（折点，breakpoint）

①敏感 用常规剂量抗菌药物治疗有效（即常规剂量
用药时达到的平均血浓度超过该细菌MIC的5倍以
上）.用“S”（Sensitive）表示

②中敏 仅用大剂量抗菌药物治疗才有效或细菌处于②中敏 仅用大剂量抗菌药物治疗才有效或细菌处于
体内抗菌药物浓缩的体液如尿液、胆汁中才被抑制
（即常规剂量用药时达到的平均血液浓度相当于或
略高于该菌的MIC）.用“I”（Intermediate）表示。

③耐药 用大剂量抗菌药物治疗无效（即大剂量用药
时的平均血液浓度达不到药物对细菌的MIC）.用
“R”（Resistant）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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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试验影响因素

• 培养基

• 细菌： 种类与浓度

• 孵育条件：时间与环境

• 药敏材料：纸片、板、条的运送、储存等

• 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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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 普通细菌 MH
• MRS MH＋2％NaCl
• 链球菌 MH＋5％血

• 嗜血杆菌 HTM
• 淋球菌 GC＋1％添加剂

• 厌氧菌 Brucella血培养基

• 念珠菌 MH或沙保罗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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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时间

• 普通细菌 16～18hr
• MRS 24hr
• 苛养菌 18 24hr• 苛养菌 18~24hr
• 厌氧菌 24/48/72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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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药敏试验
• 采用微量稀释法药敏结果时间可缩

短至4～6小时或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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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微生物检验人员能力训练，

规范报告内容和形式，杜绝错误

的报告单！的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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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FIC网上案例】某女，支气管肺炎，入院当天做痰培
养，5天后出结果检到一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
对抗生素敏感的有：头孢西丁、阿莫西林/棒酸、庆大霉
素、头孢唑林、头孢噻肟及左氧氟沙星。
对抗生素耐药的有：阿奇霉素、哌拉西林、青霉素G、苯
唑西林

• 请教：细菌室报MRSA对么？不是还有头孢类敏
感么，细菌室的同志跟我说只要耐苯唑西林就
应该报MRSA，因我刚接手院感工作，这方面只
学了点皮毛，所以请老师帮我分析。

Dr.HU Bijie 65

不可能的结果

• 葡萄球菌：青霉素G S或β-内酰胺酶阴性，
苯唑西林 S，这个结果较罕见，对青霉素
敏感的葡萄球菌不常见到。

• 葡萄球菌：所有抗生素 R，不太可能。

• 葡萄球菌：呋喃妥因 R，葡萄球菌对呋喃
妥因通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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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结果

• 无乳链球菌或D群链球菌：万古霉素或替考拉宁 R。
不可能，对这类抗生素耐药的链球菌还没发现。

• 无乳链球菌：青霉素G R/I，氨苄西林 R/I。不可
能，该菌对青霉素和氨苄西林敏感。能，该菌对青霉素和氨苄西林敏感。

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

肠杆菌

天然耐药
青霉素，糖肽类，夫西地酸，
大环内酯类，链阳菌素，利福平
达托霉素，利奈唑胺，林可酰胺

肠杆菌
科细菌

抗菌药物
及获得性耐药

头孢类：三代头孢40～70％
氨基糖苷类：阿米卡星10～20％，

庆大霉素40～70％
喹喏酮类：70～80％
碳青霉烯类：罕见
头霉素：不同菌属有所不同
复方磺胺：50～70％

常见非发酵菌的耐药特征

天然耐药
（共同特征）

一代、二代头孢（唑啉、孟多、呋辛）
头孢西丁、氨基青霉素、青霉素、
糖肽类、夫西地酸、大环内酯、利福平
林可酰胺、链阳、达托霉素，利奈唑胺

非发
酵菌

不动杆菌 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厄他培南，
磷霉素，甲氧苄啶耐药

同不动杆菌，对四环素/替加环素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嗜麦芽窄食
单胞菌

同不动杆菌，对头孢他啶和碳青霉烯
头孢哌酮，替卡西林，氨基糖苷耐药，
对甲氧苄啶耐药，但对复方磺胺类敏感

不可能的结果

• 如果三代和四代头孢菌素S/I，而一代，二代头孢或头孢克肟、
头孢泊肟、氨基青霉素敏感。这样的结果不可能

• 所有氨基青霉素，或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或氨苄西林/舒巴坦，
或任何一种一代或任何一种二代头孢，或任何头霉素，或任何
四环素，或任何一代喹诺酮类，或复方新诺明 S。这样的结果
很罕见 铜绿假单胞菌对上述抗生素呈多重耐药性很罕见，铜绿假单胞菌对上述抗生素呈多重耐药性

• 鲍曼不动杆菌或无硝不动杆菌：所有氨基青霉素或一代二代头
孢或氯霉 S，这个结果不可靠，这两个菌对以上抗生素天然耐
药。

•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或亚胺培南 S，这个结
果不太可能，该菌对以上抗生素天然耐药。

微生物专家分析系统

• 专家系统是根据抗生素的种类，细菌的
种类与目前CLSI及其他出版的数据信息
为药敏结果提供推论性的解释说明为药敏结果提供推论性的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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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咳嗽、咳痰加重1周，痰色稍黄，发热38.5C，查体于
右下肺少许湿性罗音，胸片示右下肺炎。痰培养报告如下

• 痰培养报告（1）
– 铜绿假单胞菌

• 痰培养报告（2）
– 铜绿假单胞菌
少量生长

临床情景

Dr.HU Bijie 72

• 痰培养报告（3）
– 无主要致病菌

• 痰培养报告（4）
– 铜绿假单胞菌＋
– 草绿色链球菌＋＋＋
– 奈瑟菌 ＋＋＋

Dr.HU Bijie 72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172



病例：患者男性，慢支史10余年，近来咳痰
增加，痰色白，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无发
热，查体于两下肺闻及湿性罗音。

咳痰真菌培养结果

白色念珠菌白色念珠菌

肺部感染是否真菌所致？

Dr.HU Bijie 73

【临床情景】胃泌素瘤术后4年，肝转
移行介入治疗后出现高热…
血培养为大肠杆菌，引流脓液为铜绿假单胞
菌和肠球菌，抗感染治疗无效。
请求会诊：如何选择使用抗菌药物？

74

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 新技术 vs 传统技术

• 肺部感染 vs其他感染

• 病原学诊断技术 vs 生物标记物• 病原学诊断技术 vs 生物标记物

• 技术方法：涂片、培养、血清、分子技术…
• 目标病原：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

Dr.HU Bijie 75

临床与实验室沟通，要成为常态

• 哪些情况需要沟通
– 频发问题
– 疑似感染暴发
– 特殊病原体
– 罕见案例– 罕见案例
– …

• 采用什么方法沟通
– 电话？
– 开会
– 查房
– …

Dr.HU Bijie 76

流程改善和质量持续改进

• 分级报告，如何落实？

• 应急报告，包括哪些项目？起作用了吗？

• 微生物涂片，如何体现快速？

• 重症和抢救病人，如何体现微生物快速检验？

• 如何纠正临床选择不当的检验项目？

• 如何解决周末和夜间微生物检验标本送检和报告？

Dr.HU Bijie 77

欢迎浏览
bbs.icchina.org.cn

上海国际医院感染控制网上论坛

（我国最大的医院感染控制交流平台）

Dr.HU Bijie 78

（我国最大的医院感染控制交流平台）

胡必杰呼吸科特需专家门诊
中山医院门诊15楼
每周一、三、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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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的矛盾及其处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药剂科 叶晓芬

中年男性，急性支气管炎。

医嘱：左氧氟沙星 0.4  p.o. qd

患者有缺铁性贫血，目前服用硫酸亚铁缓释片（0.2g，qd）

看了左氧氟沙星说明书，找到医生要求退药

一个简单而常见的问题

看了左氧氟沙星说明书，找到医生要求退药

左氧氟沙星片说明书 药物相互作用→ →药物治疗的矛盾

矛盾解决方案：

1.更换药物种类——将左氧氟沙星片换成阿奇霉素或头孢类

（需要退药）

卫医政发 [2011] 11号

第二十八条：

为保障患者用药安全，除药品质量原因外，

一个简单而常见的问题

2.更换药物剂型——将口服制剂换成静脉或肌肉用药

（需要退药）

3.调整服药时间——早餐后左氧氟沙星，晚餐后铁剂

（最佳解决途径）

药品一经发出，不得退换。

运用药动学知识

解决口服药物吸收过程的相互作用

从而解决药物治疗的矛盾

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中年男性，肺曲霉菌病。

伏立康唑治疗效果不佳；

AmB脂质体维持剂量 100mg   qd ivgtt；

有效但不够理想，肺部病灶吸收，管腔病灶增加。

肾功能已有损害，剂量不敢再增加，怎么办？

药物不良反应
药物局部浓度低

→ →药物治疗的矛盾

矛盾解决方案：

1.更换药物种类

（伏立康唑、卡泊芬净都以用过，效果不佳）

2.增加药物剂量

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患者肾功能已受损）

3.联合局部用药——雾化吸入AmB

（有效解决途径）

运用药动学知识

全身给药管腔局部浓度低，雾化吸

入增加药物局部浓度

从而解决药物治疗的矛盾

所谓矛盾

从辩证法上指 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内部各个对立面

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赖的关系

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存在于同一事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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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 药物治疗矛盾的表现

• 引起药物治疗矛盾的因素

• 怎样处理药物的治疗矛盾怎样处 药物的治疗矛盾

药物治疗矛盾的表现

1. 药物的选择和联合

– 那一类药？

– 哪一种药？

单– 单一或联合用药？

– 举例：支架术后用辛伐他汀，肌酶升高，怎么办？

哮喘吸入ICS，口咽部局部不良反应，病人不耐受。

肺栓塞抗凝，为预防消化道出血，联用PPI？选哪个？

药物治疗矛盾的表现

2. 剂型和给药途径

– 哪种剂型？

– 哪种给药途径？

举例 哮喘首选吸入给药（不能掌握吸入技术/经济承受能力）– 举例：哮喘首选吸入给药（不能掌握吸入技术/经济承受能力）

ABPA患者者需用抗真菌药物，但有肝硬化 肝功能不全病史

气管切开机械通气，鼻饲肠内营养，PPI制剂选择哪种？

药物治疗矛盾的表现

3. 剂量

– 剂量大还是小？

– 举例：化疗药应按体表面积给足剂量，但出现严重骨髓抑制

低分子肝素按体重计算应为1 5支 但患者又有出血倾向低分子肝素按体重计算应为1.5支，但患者又有出血倾向

肾移植术后FK506抗排异，肺隐球菌病需要氟康唑治疗

药物治疗矛盾的表现

4. 给药方法

– 溶媒种类？

– 溶媒量多少？

– 给药先后？

– 给药速度快慢？

– 举例：氨苄西林需用NS稀释，但患者高钠，限盐

长春地辛稀释后稳定6小时，化疗方案为48h持续给药

青霉菌病，心包积液，心衰，AmB静脉给药，入水量大

药物治疗矛盾的表现

5. 疗程

– 延长？

– 缩短？

举例 抗真菌治疗疗程长 价格贵 患者经济差– 举例：抗真菌治疗疗程长，价格贵，患者经济差

抗痨疗程至少6个月，但发生严重肝损

晚期肺腺癌需化疗，肾功能不全，培美曲塞单药2个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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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情因素
– 病因诱因病理
（例：职业性哮喘，对厂里产品过敏，病人不能脱离工作岗位）

– 临床表现和分型分期分度

引起药物治疗矛盾的因素

临床表现和分型分期分度
（例：阿仑膦酸钠（福善美）服药后要求坐位或立位，病人瘫痪卧床不起）

– 并发症、伴发症（合并症）
（例：肺MT术后需行化疗，病人术后出现肺部感染肺不张并发症；

肺炎合并重症肌无力，抗菌药物的选择？）

2. 病人因素
– 生理因素（如：妊娠、哺乳、老年、儿童）

（例：支原体肺炎，阿奇霉素治疗无效，需用氟喹诺酮类，但患者16岁）

– 体质因素

引起药物治疗矛盾的因素

体质因素
（例：对有效药物过敏）

– 社会人文因素
（例：哮喘需用 ICS，但偏远山区没药；医疗保险限制）

– 患者用药依从性
（例：病人对激素恐惧，不愿用ICS；老年痴呆者或婴幼儿不会用药）

3. 药物因素
– 禁忌症和适应症
（例：哮喘重度急性发作，静注激素合适，但伴有糖尿病，是禁忌）

– 药效学
（例：类风关 长期口服激素治疗 引起机体免疫功能低下）

引起药物治疗矛盾的因素

（例：类风关，长期口服激素治疗，引起机体免疫功能低下）

– 药动学
（例：缺铁性贫血，口服铁剂，但既往胃大部切除术，影响药物吸收）

– 不良反应
（例：CAP，莫西沙星治疗有效，但出现肝酶升高不良反应）

– 药物相互作用
（例：肺栓塞用华法林抗凝，直肠MT用卡培他滨化疗，两药合用有矛盾 ）

4. 其他治疗措施
– 手术
（例：脑梗患者，因肺MT需手术，术前停用抗血小板药，脑梗复发）

– 透析

引起药物治疗矛盾的因素

透析
（例：肾功能衰竭合并卡氏肺孢子虫肺炎，SMZ治疗，透析对药物的影响）

– 鼻饲
（例：控缓释制剂鼻饲给药；肠溶制剂用鼻胃管，如PPI，如何选药？）

怎样处理药物治疗的矛盾

1. 调整治疗的重点

例1：27岁男性患者，结核性胸膜炎，肝硬化肝功能不全。

入院时结核性胸膜炎是主要矛盾，抗结核治疗

抗结核过程中出现血小板进行性下降：升血小板预防出血是主要矛盾

例2：晚期肺腺癌，主要矛盾：肿瘤。需要化疗

合并感染时：感染成为主要矛盾，需要先抗感染治疗

2. 调整治疗的措施
（如：手术、介入、导尿、灌肠、放疗、禁食、胃肠减压、剖腹产等）

例1：小细胞肺癌，化疗效果不佳，停止化疗给予放疗。

怎样处理药物治疗矛盾

例2： AECOPD合并前列腺肥大，射流雾化复方异丙托溴铵，出现排尿困难

且小腹胀痛，用利尿剂无效。最后导尿管导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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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整治疗的方向和预期结果
（病因病理治疗/对症治疗/支持治疗；根治/姑息治疗/减轻痛苦；

痊愈/好转；有/无后遗症；设定靶指标正常/不正常）

例1：哮喘 规范治疗后效果不佳 发现尘螨是其哮喘发作诱因

怎样处理药物治疗矛盾

例1：哮喘，规范治疗后效果不佳，发现尘螨是其哮喘发作诱因，

则改变治疗方向，控制诱因，采取灭螨措施，哮喘控制。

例2：AECOPD经治疗好转后，血气分析提示仍为Ⅱ型呼衰，无法出院，

原来患者肺功能很差，可能存在长期的慢性呼衰，

预期结果应为临床症状改善，而非血气分析正常。

4. 调整药物治疗的方案（如停药、换药、加药；改变剂型和

给药途径；改变剂量；调整给药方法；调整疗程等）

例1：高血压，给予福辛普利口服，服用后出现干咳，考虑药物引起，

停用ACEI类，换用氨氯地平口服。

怎样处理药物治疗矛盾

停用ACEI类，换用氨氯地平口服。

例2：哮喘合并青光眼，给予复方甲氧那明胶囊口服，服用后出现青光眼加重，

及时停用该药，改为吸入β2受体激动剂。

怎样处理药物治疗矛盾

5. 不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激化矛盾
例1：重症肌无力，怀疑肺炎，

医生医嘱：左氧氟沙星0.5g  qd  p.o.

例2 慢性肾功能不全例2：慢性肾功能不全（GFR为 10.1 ml/min/1.73 m2）

合并肺炎（院内获得）

医生医嘱：头孢吡肟 2.0g    ivgtt    bid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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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老年医学科刘芳

原发性高血压的概念： ─ 是以体循环动脉压升高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心血管综合症，通常简称为高血

压压。

原发性 (primary)─  病因不明 占95%。

继发性 (secondary)─  某些疾病的一种临床表现，

本身有明确而独立的病因，占5%。

【病因】

(一)遗传因素

1.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父母高血压，子女46%患病，

60%高血压有家族史60%高血压有家族史。

2. 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存在主要基因显性遗传和多基

因关联遗传两种方式。

(二)环境因素

1. 饮食 每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增加2克，SBP 

和DBP分别增加2.0mmHg和1.2mmHg

钾 ;钙 ;高蛋白质; 饱和脂肪酸 ,钾 ;钙 ;高蛋白质; 饱和脂肪酸 ,

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

叶酸缺乏,同型半光氨酸

饮酒量每天>50克乙醇,发病率明显增加

2.精神应激：城市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从事精神

紧张职业者和长期生活在噪声环境中者,  

高血压高发

3. 吸烟:去甲肾上腺素 ;氧化应激损害一氧化氮介导

的血管舒张功能

(三)其他因素

1.体重超重 BMI每增加1，高血压发生危险5年内增加9%

2.药物:避孕药,麻黄素;肾上腺皮质激素;非甾体抗炎药;

甘草等甘草等

3.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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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及并发症】

（一）症状

 多数患者起病缓慢、渐进，一般缺乏特殊的临床表现。

约1/5患者无症状，仅在体检或其他疾病就医时发现。

 一般常见症状：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失眠、

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易波动等，部分

人视力模糊、鼻出血等。

 后期出现靶器官受损或合并症的相应症状

（二）体征（二）体征

血压变化

心脏杂音

血管杂音

继发性高血压的体征

((三三) ) 并发症并发症

脑血管病脑血管病

心力衰竭和冠心病心力衰竭和冠心病

慢性肾功能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

【实验室检查】

基基
本本
项项
目目

全血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和血细胞比容全血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和血细胞比容
尿液分析（尿蛋白、糖和尿沉渣镜检）尿液分析（尿蛋白、糖和尿沉渣镜检）
血生化血生化: : 血脂、空腹血糖、肾功能、血钾血脂、空腹血糖、肾功能、血钾
心电图心电图

24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小时动态血压监测(ABPM)(ABPM)
超声心动图超声心动图
颈动脉超声颈动脉超声
餐后血糖（当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当空腹血糖≥≥6 1mmol6 1mmol时测定）时测定）

推推
荐荐
项项
目目

餐后血糖（当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当空腹血糖≥≥6.1mmol6.1mmol时测定）时测定）
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
尿白蛋白定量（糖尿病患者必查项目）尿白蛋白定量（糖尿病患者必查项目）
尿蛋白定量（用于尿常规检查蛋白阳性者）尿蛋白定量（用于尿常规检查蛋白阳性者）
眼底眼底
胸片胸片
脉搏波传导速度（脉搏波传导速度（PWVPWV））
踝臂血压指数（踝臂血压指数（ABIABI））

更加重视对早期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检测

诊断标准和分类

高血压定义：18岁以上成年人，在未服抗高血压药物

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血压测定所得平均值

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

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服用抗高血压

药物，即使血压已低140/90 mmHg，仍

应诊断为高血压。

 也可参照家庭自测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

 不能仅凭1、2次诊室血压测量值，需经一段时间随访，

进一步观察血压变化和总体水平

血压分类和定义

类别 收缩压
( mmHg )

舒张压
( mmHg )

正常血压 < 120          和 < 80

正常高值血压 120－139    和(或) 80－89

高血压 ≥140 和(或) ≧90高血压 ≥140        和(或) ≧90

I 级高血压（轻度） 140－159    和(或) 90－99

II级高血压（中度） 160－179    和(或) 100－109

III级高血压（重度）  180          和(或)  110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 140        和 < 90

影响高血压患者心血管预后的重要因素

•高血压（1-3级）

•男性55岁；女性65岁
•吸烟

•糖耐量受损（2小时血糖7.8-11.0 mmol/L）和/或空腹血糖异

心血管危险因素

糖耐量受损（2小时血糖7.8 11.0 mmol/L）和/或空腹血糖异

常（6.1-6.9 mmol/L）
•血脂异常：TC≥5.7mmol/L（220mg/dL）或LDL-C> 3.3mmol/L
（130mg/dL）或HDL-C<1.0mmol/L（40mg/dL）
•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一级亲属发病年龄<50岁）

•腹型肥胖：（腰围：男性≥90cm  女性≥85cm）或肥胖（BMI
≥28kg/m2）
•高同型半胱氨酸>10mol/L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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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器官损害（TOD）

• 左心室肥厚

心电图Sokolow-Lyons>38mv或Cornell>2440mm·mms
超声心动图LVMI男125,女120g/m2
颈动脉超声IMT>0 9mm或动脉粥样斑块• 颈动脉超声IMT>0.9mm或动脉粥样斑块

• 颈-股动脉脉搏波速度>12m/s
• 踝/肱血压指数<0.9
• 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降低(eGFR<60ml/min/1.73m2)或血清肌酐轻度

升高(男性 115-133mol/L或1.3-1.5mg/dl，女性 107-124mol/L或
1.2-1.4mg/dl）

• 微量白蛋白尿：30-300mg/24h或白蛋白/肌酐：

30mg/g(3.5mg/mmol)

并存的临床情况

脑血管病脑血管病 脑出血、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出血、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心脏疾病心脏疾病 心肌梗死史、心绞痛、冠脉血运重建史、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史、心绞痛、冠脉血运重建史、充血性心力衰竭

肾脏疾病肾脏疾病 糖尿病肾病、肾功能受损、血肌酐：男性糖尿病肾病、肾功能受损、血肌酐：男性>133mol/L  >133mol/L  

(1.5mg/(1.5mg/dLdL););女性女性>124mol/L(1.4mg/>124mol/L(1.4mg/dLdL))、蛋白尿、蛋白尿

（（> 300mg/24h> 300mg/24h））（（> 300mg/24h> 300mg/24h））

外周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

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 出血或渗出，视乳头水肿出血或渗出，视乳头水肿

糖尿病糖尿病 空腹血糖空腹血糖≥≥7.0mmol/L( 126mg/7.0mmol/L( 126mg/dLdL))、餐后血糖、餐后血糖≥≥11.1 11.1 

mmolmmol/L( 200mg//L( 200mg/dLdL）、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HbA1cHbA1c））

>6.5%>6.5%

高血压患者心血管风险分层高血压患者心血管风险分层

其他危险因素和病史其他危险因素和病史

血压血压(mmHg)(mmHg)

11级高血压级高血压

SBP 140SBP 140--159159
或或DBP 90DBP 90--9999

22级高血压级高血压

SBP 160SBP 160--179179
或或DBP 100DBP 100--

109109

33级高血压级高血压

SBP ≥180SBP ≥180
或或DBP DBP 
≥110≥110

无无 低危低危 中危中危 高危高危

11--22个其他危险因素个其他危险因素 中危中危 中危中危 很高危很高危

≥≥33个其他危险因素，个其他危险因素，

或或靶器官损害靶器官损害
高危高危 高危高危 很高危很高危

并存临床情况并存临床情况 很高危很高危 很高危很高危 很高危很高危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修订版

【治疗】

（一）目的与原则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收缩压下降10-20或

舒张压下降5-6mmH，脑卒中、心脑血管死亡率

与冠心病事件别 降 与与冠心病事件别下降38%、20%与16%。

降压的最终目的：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

和死亡率。

1. 改变生活方式
 戒酒、限制饮酒, 每日< 25g乙醇

 减轻和控制体重，BMI控制在〈24
 合理膳食： 合理膳食：

 减少钠盐摄入，每人每天食盐量〈6g
 补充钙和钾盐

 减少脂肪摄入

 增加体力活动：

 减轻精神压力，保持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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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压药治疗的对象

 高血压2级或以上的患者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或者已经有心、脑、肾靶器官损害或并发症

的患者

 凡血压持续升高，改善生活方式后血压仍未获得有效控制者

从心血管危险分层的角度，高危和很高危的患者必须使用降压药

物强化治疗

原则：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治疗

3. 血压控制目标

目标值（目标值（mmHgmmHg））

一般高血压患者一般高血压患者 <140/90<140/90
 在患者能耐受的情况下，在患者能耐受的情况下，

逐步降压达标。逐步降压达标。高血压伴慢性肾病高血压伴慢性肾病 <130/80<130/80

高血压伴糖尿病高血压伴糖尿病 130/80130/80
 如能耐受，以上全部患如能耐受，以上全部患

者的血压水平还可以进者的血压水平还可以进

一步降低；一步降低；

 舒张压低于舒张压低于60mmHg60mmHg的的

冠心病患者，应在密切冠心病患者，应在密切

监测血压的情况下逐渐监测血压的情况下逐渐

实现降压达标。实现降压达标。

高血压伴糖尿病高血压伴糖尿病 <130/80<130/80

高血压伴冠心病高血压伴冠心病 <130/80<130/80

高血压合并心力衰竭高血压合并心力衰竭 <130/80<130/80

高血压伴脑卒中高血压伴脑卒中 <140/90<140/90

老年高血压老年高血压 SBP<150SBP<150

（二）降压药物治疗
小剂量

尽量应用长效制剂

小剂量开始，根据需要，逐步增加剂量

使用每日1次给药而有持续24 h降压作用的
长效药物，以有效控制夜间血压与晨峰血压

1.降压药物应用的基本原则

治疗原则

联合用药

个体化

增加降压效果又不增加不良反应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和耐受性及个人意愿或
长期承受能力，选择适合患者的降压药物

2.降压药物种类

五大类

 利尿剂

 β受体阻滞剂

 钙通道阻滞剂(CCB)

 ACEI及ARB

 α受体阻滞剂

利尿剂

作用机制：使细胞外液容量↓，心排血量↓，

并通过利钠使血压↓

1.噻嗪类： DCT

2.袢利尿剂 速尿2.袢利尿剂： 速尿

3.保钾利尿剂： 氨苯喋啶、安体舒通

另外吲哚帕胺： 扩血管+利尿

适用于：老年高血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充血

性心力衰竭、黑人高血压、肾衰。

副作用：可引起电解质紊乱，血糖↑，血尿酸↑，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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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物 起始剂量（日） 最大剂量（日） 作用时间

袢利尿剂 丁尿酸
速尿

托塞米

0.5-1mg, 1-2次
20-40mg,1-2次
10-20mg,1次

10mg
600mg
20mg

4-6h
6-8h

12-16h

噻嗪类利尿
剂

氯噻嗪
氯噻

250-500mg,1-2次
次

1000mg 6-12h
剂 氯噻酮

氢氯噻嗪
吲哒帕胺
美托拉宗

12.5-25mg, 1次
25mg, 1-2次
2.5mg, 1次
2.5mg, 1次

100mg
200mg

5mg
20mg

24-72h
6-12h
36h

12-24h

保钾利尿剂 阿米洛利
螺内酯

氨苯喋啶

5mg, 1次
12.5-25mg, 1次
50-75mg, 2次

20mg
50mg
200mg

24h
2-3天
7-9h

序列肾单位
阻断剂

美托拉宗
氢氯噻嗪
氯噻嗪
（IV）

2.5mg-10mg, 1次, 加袢利尿剂
25-100mg, 1-2次, 加袢利尿剂
500-1000mg, 1次, 加袢利尿剂

β受体阻滞剂

作用机制：使心排量↓抑制肾素释放并通过交感

神经突触前膜阻滞使神经递质释放减

少，使血压↓   

分 类: 非选择性,选择性,α β受体阻滞剂分 类:      非选择性,选择性,α、β受体阻滞剂

适用于： 轻、中度高血压，尤其是心率较快的中、

青年患者或合并有心绞痛，心肌梗塞后

充血性心力衰竭、妊娠

副作用： 对心肌收缩力，房室传导及窦性心律均

有抑制，可引起血脂↑，低血糖，末梢

循环障碍。

钙拮抗剂

作用机制：阻滞钙离子L型通道，抑制血管平滑肌及心

肌钙离子内流，使血管平滑肌松弛，心肌

收缩力↓，血压↓                  

分 类：二氢吡啶类和非二氢吡啶类。

副作用：面部潮红、头痛、踝部水肿等症状。负性肌

力和负性频率作用。

适用于：老年高血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心绞痛、

外周血管、颈动脉粥样硬化、妊娠

ACEI（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注意事项：心衰治疗的基石

可明显降低死亡率，改善预后

适用于心功能A（多种危险因素）BCD期适用于心功能A（多种危险因素）BCD期

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通常与β-受体阻滞剂合用

一般不与保钾利尿剂和钾盐合用

咳嗽不能耐受可停用ACEI，换用ARB

 副作用：低血压、高钾、BUN、咳嗽、血管性水肿

 禁忌证：CRF （肌酐>225μmol/L） 、妊娠、

高钾（>5.5mmol/L）、双侧肾动脉狭窄

ACEI的分类和使用方法

药物 标准治疗方案的给药剂量(毫克)
含巯基的抑制剂
卡托普利 25–100 每日三次
佐芬普利 7.5–30每日二次
含羧基抑制剂
贝那普利* 2.5–20每日二次
西拉普利 1.25–5 每日一次
依那普利* 2.5–20每日二次
赖诺普利* 2.5–10每日一次
培哚普利* 4–8每日一次
喹那普利* 10–40每日一次
雷米普利* 2.5–10每日一次
群多普利 1–4每日一次
含膦酸基的抑制剂
福辛普利（蒙诺）* 10–40每日一次

ARB（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
（angiotesin receptor blockers）

 机制：

阻断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作用机制类似于ACEI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在慢性心衰时，ACEI是第一选择，但ARBs可作为替代使用

禁止ARB+ACEI+醛固酮受体阻断剂合用

 常见副作用：低血压、高钾、BUN、肾动脉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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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受体阻滞剂（alpha blockers ）

作用机制：通过对突触后 α1 受体阻滞，

对抗去甲肾上腺素的动静脉

收缩作用收缩作用。

适用于：嗜铬细胞瘤引起的高血压，一般

不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中枢降压药 利血平、可乐定…

复方制剂 复方降压片、珍菊降压片…

复合制剂 缬沙坦氨氯地平，氨氯地平贝那普利，海捷亚

利尿剂为基础的两种药联合应用

 利尿剂利尿剂+ ACEI+ ACEI（或（或ARBARB））

 利尿剂利尿剂++钙拮抗剂钙拮抗剂

 利尿剂利尿剂+β+β阻滞剂或阻滞剂或αα11受体阻滞剂受体阻滞剂

CCBCCB为基础的两药合用为基础的两药合用

 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 + ßß--阻滞剂阻滞剂

 钙拮抗剂钙拮抗剂+ ACEI + ACEI （或（或ARBARB））

两药合用仍不能奏效可考虑采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药两药合用仍不能奏效可考虑采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药
物合用。物合用。

利尿剂

β受体阻滞剂 AT1－受体拮抗剂

α－受体阻滞剂 钙拮抗剂

ACEI

继发性高血压

 肾实质性

 肾血管性

 皮质醇增多症

 嗜铬细胞瘤

 原发性醛固醇增多症

 主动脉狭窄

 其他：避孕药物、皮质激素、妊娠

血压的变异性
血压24小时波动

Bilo G et al. J Hypertens 2007; 25: 20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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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的24小时血压变化模式

180

210

240诊室
血压 晨峰血压夜间血压杓型日间血压 自测血压

血压变异血压变异

24小时短时血压变异

0

30

60

90

120

150

24小时平均血压

血压变异血压变异

Thomas G.et al. N Engl J Med 2006;354:2368

 正常人24 h 血压节律呈双峰双谷

 血压的昼夜节律分为:

 杓型( dipper) : 10% ～ 20%

血压昼夜节律异常

 杓型( dipper) : 10% 20%

 非杓型( non-dipper) : ＜10%

 超杓型( extreme dipper) : ＞ 20%

 反杓型( inverted dipper)：夜间血压高于白
天血压

 收缩压升高为主

 脉压增大

 昼夜节律异常

血压波动大

老年高血压的特点

 血压波动大

（1）体位性血压波动

（2）清晨高血压

（3）餐后低血压

 白大衣高血压

 继发性高血压不少见

 并存多种危险因素和相关疾病、靶器官损害严重

其他特殊类型的高血压

 卧位高血压-立位低血压综合征

 餐后低血压

白大衣高血压 白大衣高血压

 晨峰高血压

 假性高血压

 老年人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

 难治性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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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老年医学科刘芳

心血管疾病概论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高血压

 心脏瓣膜病

 肺源性心脏病

 感染性心内膜炎

 心包炎

 病毒性心肌炎

 心肌病

 周围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常见类型

（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病（CAD）

（二）高血压病（hypertension）

（三）心律失常(arrhythmia)（三）心律失常(arrhythmia)

（四）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定义：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管壁增厚变

硬、失去弹性和血管腔缩小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泡沫
细胞

脂质
条纹

中间阶
段损伤 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纤维纤维

斑块斑块
复合病变破裂复合病变破裂

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

从十几岁开始 从30岁开始 从40岁开始

主要为脂肪积聚主要为脂肪积聚
平滑肌细胞平滑肌细胞
和胶原增生和胶原增生

栓塞栓塞

出血出血

内皮功能不全

Modified from Pepine, CJ, Am J Card, 1998

病 因

 多因素共同作用：遗传为基础

 危险因素（risk factor）：年龄、性别、血脂异常、高

血压、糖尿病和糖耐量异常、吸烟血压、糖尿病和糖耐量异常、吸烟

 次要危险因素：肥胖、活动少、高热量和高脂饮食、CHD

家族史、性格急躁；同型半胱胺酸、胰岛素抵抗、纤维

蛋白原、病毒和衣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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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

 脂肪浸润学说：LDL和VLDL特别是氧化修饰的LDL，经损伤的内

皮细胞或内皮细胞裂隙→中膜，平滑肌细胞增殖、吞噬脂质→泡

沫细胞，脂蛋白又降解而释出各种脂质，刺激纤维组织增生，共

同构成粥样斑块同构成粥样斑块

 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学说：粥样斑块实际上是机化了的血

栓，并非真正的粥样斑块

 内皮损伤反应学说：各种危险因素损伤内膜→炎症反应→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 
具共同病理基础的进展性过程

正常 脂肪条纹 纤维斑块 粥样硬化斑块

斑块破溃/
裂隙和血栓形成

心肌梗死

缺血性中
风/TIA

不稳定性
心绞痛

}ACS

风/TIA

严重的
下肢缺血临床无症状

心血管死亡

年龄增长

稳定性心绞痛
间歇性跛行

*ACS, 急性冠脉综合征; TIA, 一过性脑缺血发作

缺血性肾病

缺血性肠病

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纤维帽
(平滑肌细胞和基质)内皮细胞 内膜平滑肌细胞

(修复型)

外膜

脂核

外膜

中层平滑肌细胞
(收缩型)

斑块破裂、血栓形成

不稳定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外膜

斑块破裂、血栓形成
并扩展进入管腔

→

外膜

lipid core脂核

血栓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定义：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管腔狭窄或阻塞，

或/和冠状动脉痉挛，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和冠状动脉痉挛，导致心肌缺血、缺氧

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统称为冠状动

脉性心脏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亦称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

（一）冠心病（一）冠心病

 目前分类：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

慢性冠脉病(CIS)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186



（一）冠心病（一）冠心病

 慢性冠脉病或慢性缺血综合征

 稳定型心绞痛

 冠脉正常的心绞痛

 无症状心肌缺血

 缺血性心力衰竭

（一）冠心病（一）冠心病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

 不稳定型心绞痛(UA)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NSTEMI)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NSTEMI)

 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STEMI)

心绞痛（angina pectoris）

主要分为：

稳定型（stable angina pectoris）稳定型（stable angina pectoris）

不稳定型（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发病机制

冠脉供血冠脉供血 心肌耗氧心肌耗氧

不能满足心肌代谢的需求

一过性缺血缺氧

心绞痛心绞痛(AP)(AP)

心肌供氧

 冠脉口径

※冠脉循环有很大的血流储备能力：

剧烈活动时 可增加6～7倍剧烈活动时 可增加6～7倍

缺氧时亦可增加4～5倍

但冠脉狭窄时，冠脉扩张性↓→血流量↓（相对固定）

 冠脉流量 灌注压=主A平均压

 动力性狭窄（痉挛）

心肌耗氧

 心肌氧耗=心率×收缩压（心肌张力、心肌收缩力）

 心肌从血中提取75%的氧

——氧需求增加时，就只能依靠血流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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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

（clinical manifestation）

发作性胸痛的特点：

部位：胸骨体上段或中段之后或心前区，常向左臂内

侧、左肩放射

性质：压迫感、压榨样、紧缩性，偶伴恐惧、濒死感

诱因：劳力、情绪激动、饱餐、寒冷

持续时间：3～5min，不少于1min、不超过15min

缓解方法：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后1～2分钟缓解

体征：可伴面色苍白、出冷汗，血压升高、心率增快

稳定型心绞痛

（stable angina pectoris）

定义：在冠状动脉狭窄的基础上，由于心肌负荷的增加

引起心肌急剧的、暂时的、可逆的缺血与缺氧综合征

机制：心肌氧供与氧耗失衡（氧供、氧耗）机制：心肌氧供与氧耗失衡（氧供、氧耗）

氧供：冠脉直径----冠脉狭窄→氧供

氧耗：心肌收缩力、张力、心率；心率*收缩压

疼痛产生机制：无氧代谢产物（乳酸、多肽类物质）刺激

心脏内植物神经的传入纤维末鞘，经胸交感神经节→大脑

心绞痛心绞痛

心率心率
加快加快

心肌张心肌张
力增加力增加

心肌收缩心肌收缩
力加强力加强

循环血循环血
量量减少减少

冠脉狭冠脉狭
窄固定窄固定

冠脉冠脉
痉挛痉挛

冠脉供血冠脉供血心肌耗氧心肌耗氧

辅助检查

心电图：心肌缺血——相邻2个以上导联ST段下斜

型或水平型下移，发作间歇恢复正常

静息心电图：多无异常

发作时心电图：ST段压低0.05mV

稳定型心绞痛发作时ECG

V4、V5、V6 和Ⅱ、Ⅲ、aVF导联ST段呈水平型下移 ＞0.1mV

运动心电图

运动前 运动中 运动后

运动中 V3、

V4、V5导联V4、V5导联

ST段水平型

下移

≥0.1mv持

续2min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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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心电图:纪录24小时,显示活动和症状出现时的

心电图变化。3个“1”—ST段下移1mm，持续时间1min，
间隔时间1min

辅助检查

 放射性核素检查：201TI-和99mTc-MIBI心肌灌注显像、

血池扫描

 胸片：一般正常，无特异性 胸片：一般正常，无特异性

 UCG：UCG局限性室壁运动异常提示冠心病

 多层螺旋X线计算机断层显像，状动脉二维或三维重建：

提供参考

 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和治疗——“金标准”

心绞痛分级

根据加拿大心血管病学会分类分级：

Ⅰ级：极强体力活动时发生心绞痛

Ⅱ级：较强体力活动时发生心绞痛

Ⅲ级：一般体力活动时发生心绞痛

Ⅳ级：静息状态下可发生心绞痛

心绞痛的鉴别诊断

 急性心肌梗死：程度更严重

 肋间神经痛、肋软骨炎

 心脏神经官能症 心脏神经官能症

 消化系统疾病

 其他：主动脉瓣狭窄、关闭不全，肥厚型心肌病，

X综合征等亦可引起心绞痛

心绞痛的治疗

β受体阻
滞剂(B) 

硝酸
酯 (C)

地尔硫卓类
钙拮抗剂

介入或手
术治疗

冠脉供血心肌耗氧

心率
加快

心肌张
力增加

心肌收缩
力加强

循环血
量减少

冠脉狭
窄固定

冠脉
痉挛

心绞痛的治疗

 一般治疗

 抗栓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

 抗凝治疗

 抗心肌缺血治疗

 血运重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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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绞痛的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

 环氧化酶抑制剂：阿司匹林

 二磷酸腺苷（ADP）受体拮抗剂：氯吡格雷、噻氯匹定

 血小板膜蛋白Ⅱb/Ⅲa受体拮抗剂：阿昔单抗、西拉非班

 环核苷酸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洛他唑

 抗凝治疗

 肝素和低分子肝素

 直接抗凝血酶药物

心绞痛的治疗-抗心肌缺血

 硝酸酯类药物

 镇痛药

 β-Blocker

 钙拮抗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调脂治疗

静脉低剂量开始,可逐增量，直至症状控制，BP↓10mmHg
（ BP正常者）或30mmHg（高血压患者）为有效治疗量

硝酸酯类

 硝酸甘油舌下含化或静脉应用：

注意事项

 SBP＜90mmHg或低于基线30mmHg以上

 严重的心动过缓（＜50bpm）或心动过速

（＞100bpm）但缺乏心衰症状

 右心室心肌梗死

 24h内应用西地那非患者

禁用于

常用扩管剂药物

扩管剂 机制 适应证 剂量 副作用 其他

硝酸甘油

5-单硝酸
酯

静脉扩张
剂为主

AHF，血压
正常时

20μg/min，可增至

200μg/min

低血压，
头痛

持续使用
会产生耐
受性酯 受性

硝酸异山
梨酯

静脉扩张
剂为主

AHF，血压
正常时

1mg/h增加至10mg/h 低血压，
头痛

持续使用
会产生耐
受性

硝普钠 动静脉扩
张剂

高血压危象,

心源性休克
联合使用正
性肌力药物

0.3-5μg/kg/min， 低血压，
异氰酸盐
中毒

需避光

ββ--受体阻滞剂受体阻滞剂

↓H R、↓BP、 ↓心缩力→ ↓心肌耗氧量，缩小梗死面积，

↓急性期病死率； 无禁忌症者应常规尽早应用

目标心率：静息心率50-60/分

以下情况暂缓用：CHF体征；低心排血量依据；心源性休
克高危因素（>70岁、SBP<110、HR<60或>110次/分）；其
它相对禁忌症：Ⅱ、Ⅲ-AVB或P-R>0.24S；活动性哮喘和
其它反应性气道疾病

随时评价尽量使用

ACEI/ARBACEI/ARB

 改善心肌重塑、 ↓心肌过度扩张→ ↓ CHF发生
率和病死率

 无低血压（收缩压<100mmHg或较基线下降30mmHg
以上）或其他已知的禁忌证 尽早给予口服ACEI以上）或其他已知的禁忌证，尽早给予口服ACEI

 不能耐受ACEI，给与ARB

禁忌症

SBP<90mmHg
Cr>265 ㎛ol/L）
其他已知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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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CCB

 反复心肌缺血，并且β-阻滞剂为禁忌症时，给与非
二氢吡啶类CCB（维拉帕米或地尔硫卓）

 β-阻滞剂和硝酸甘油已充分使用仍有反复缺血，给
与长效CCB, 二氢吡啶类CCB可作为硝酸酯和β阻滞剂
后的第二或第三选择

 避免使用短效二氢吡啶类CCB

 肺水肿或严重左心室功能不全者，避免使用维拉帕米
和地尔硫卓

 慢性左心功能不全患者可以耐受氨氯地平和非洛地平

调脂治疗药物作用特点

药物种类 TC LDL-C HDL-C TG

他汀类 +++ +++ + ++

贝特类 + + ++ +++

烟酸类 + + +++ +++

胆固醇吸收抑制剂 ++ ++ + +

+++：强效 ++：中效 +：弱效

 调脂、抗炎、稳定斑快、改善内皮功能、抑制
血小板聚集

他汀类药物他汀类药物

 ACS后早期应用，改善预后，降低心血管事件

 ACS后无需顾及血脂水平尽早开始他汀治疗

运动康复和药物治疗是提高运动耐量的
重要途径

1.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3;41(4):267-
275

2. Szwed H, et al. Presse Med. 2000;29(10):533-538
3. Dogan A, et al. Jpn Heart J. 2003;44(4):463-70

4. Fragasso G, et al. Eur Heart J. 2006;27(8):942-948
5. Szwed H. Coron Artery Dis. 2004;17(suppl 1):s17-S21
6. Manchanda SC, et al. Heart. 1997;78:353-357

1

2-6

曲美他嗪通过优化能量代谢，提高运动耐量

1. Fragasso G, et al. Eur Heart J. 2006;27(8):942-8
2. Fang YH, et al. J Mol Med(Berl). 2012;90(1):31-43
3. Vitale C, et al. Pharmacol Res. 2011;63(4):278-283

4. Belardinelli R, et al. Eur J Cardiovasc Prev Rehabil. 
2008;15(5):533-40

5.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2014年禁用清单

心绞痛的治疗-血运重建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191



严重冠状动脉狭窄者需进行择期PCI或搭桥手术；

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患者寿命

CABG

不稳定型心绞痛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定义：劳力性心绞痛以外的缺血性胸痛统称为不稳

定型心绞痛（UA）

发生机制：发生机制：

动脉粥样斑块不稳定、破裂、出血、血栓形成

冠脉痉挛

血液流变学异常

纤维帽
中层

管腔
管腔

脂
核

脂核

易损斑块

急性冠脉综合征 ——稳定性斑块和脆弱的斑块

纤维帽

中层

易损斑块
稳定性斑块

稳定性心绞痛

破裂出血

急性冠脉综合征

非闭塞性血栓（白色血栓） 闭塞性血栓（红色血栓）

ST段压低和/
或T波倒置

ST段抬高

不稳定性心
绞痛 (UA)

ST段不抬高的心
肌梗死 (NSTEMI)

ST段抬高的急性
心肌梗死 (STEMI)

临床表现

胸痛的部位、性质与稳定型心绞痛相似，但具

有以下特点之一：

1. 原为稳定型，在一个月内疼痛发作的频率增1. 原为稳定型，在一个月内疼痛发作的频率增

加，程度加重、时限延长、诱发因素变化，硝

酸类药物难以缓解

2. 一个月之内新发生的心绞痛，较轻的负荷诱发

3. 休息或轻微活动即可诱发，发作时ST段抬高

ST段抬高的不稳定型心绞痛

V4、V5、V6 和Ⅱ、Ⅲ、aVF导联ST段弓背向上抬高

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危险分层

心绞痛类型 发作时ST段下
降幅度（mm）

持续时间

（min）
TnI 或

TnT

低危组 初发、恶化劳力型，无静息时
发作

≤1 ＜20 正常

中危组 个月内出现的静息 绞痛 正常或中危组 A：1个月内出现的静息心绞痛，
但48小时内无发作者

＞1 ＜20 正常或

B:  梗死后心绞痛 轻度升高

高危组 A: 48 h 内反复发作心绞痛 ＞1 ＞20 升高

B:梗死后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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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型心绞痛的防治

防治原则：

病情发展常难以预料，必须在医生的监控下动

态观察，疼痛发作频繁、难以缓解者需住院治疗，态观察，疼痛发作频繁、难以缓解者需住院治疗，

除不溶栓外原则上和心肌梗死一样处理

1.休息、心电监护、吸氧、镇静、镇痛

2. 缓解疼痛：吸入或含化硝酸类药物，必要时静脉注射，

变异型可用钙通道阻滞剂；尽早应用β受体阻滞剂

3.抗栓、抗凝治疗

4.介入治疗或CABG

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

定义：

心肌缺血性坏死；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使得

心肌严重而持久的缺血导致心肌坏死心肌严重而持久的缺血导致心肌坏死

概述：

冠心病的严重类型

发病率逐年上升

死亡率极高，我国年发病率0.2‰～0.6‰

 冠脉AS→冠脉狭窄且侧枝循环尚未充分建立→急剧减少

或中断→心肌持久缺血达1小时以上

病因和发病机制

 不稳定的粥样斑块破溃、出血，急性血栓形成，或冠状

动脉持续痉挛，使冠状动脉完全闭塞

促使斑块破裂及血栓形成的诱因

 6Am～12Am 交感活性增加时

 饱餐

 重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用力大便时

 休克、脱水、出血等

AMI可发生在无心绞痛病史的患者

 冠状动脉病变 AS + 闭塞性血栓（ 96% ）

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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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病变

冠脉闭塞后 20～30分钟少数坏死

1～2小时绝大部分呈凝固性坏死

病理演变

1～2小时绝大部分呈凝固性坏死

肌溶解→肉芽形成

Q波心肌梗死 常见

心室破裂或室壁瘤形成

陈旧性或愈合性心肌梗死 坏死组织在6～8周形成瘢痕愈合

血流动力学变化

左心室舒张和收缩功能障碍所致

EF值 、SV 、CO 、Bp 、心律失常

病理生理

心室重构

心壁变薄、心腔扩大、心力衰竭甚至心源性休克

泵衰竭 （ Killip分级 ）

Ⅰ 级 无明显心衰 Ⅱ 级 左心衰，肺部啰音＜50％肺野

Ⅲ 级 有急性肺水肿 Ⅳ 级 有心源性休克

先兆

以新发生心绞痛，或原有心绞痛加重为最突出

症状

1. 疼痛:程度重、时间长、休息或含化硝酸甘油无效

临床表现

1. 疼痛:程度重、时间长、休息或含化硝酸甘油无效

2. 全身症状:发热、心动过速

3. 胃肠道症状:恶心、呕吐、上腹胀痛

4. 心律失常:最多见，尤其室性早搏；房室传导阻滞

5. 低血压和休克:在疼痛期间未必是休克。休克约20%,主要

为心肌广泛坏死>40%，心排血量急剧下降所致

6. 心力衰竭:主要是急性左心衰竭。32%～48%。严重者可发

生肺水肿

体征

心脏体征:   

心界轻至中度增大、心率多增快，少数可减慢；心界轻至中度增大、心率多增快，少数可减慢；

第一心音减弱；可出现第四心音奔马律；心包摩擦音；
收缩期杂音

血 压:一般都降低，且可能不再恢复

其 他:可与心律失常、休克或心力衰竭有关的其他体征

特征性改变

有Q波心肌梗死者

1. 病理性Q波

2. ST段抬高, 呈弓背向上型

心电图表现

2. ST段抬高, 呈弓背向上型

3. T波倒置

无Q波心肌梗死者

无病理性Q波

相应导联ST段压低≥0.1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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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性改变

有Q波心肌梗死者

超急性期 起病数小时内 无/高大T波

心电图分期

急性期 数小时～2天内

ST段抬高 单相曲线病理性Q波

亚急性期 数日～2周左右

ST段逐渐回到基线 T波平坦或倒置

慢性期 数周～数月 “冠状T”形成

心肌梗死ECG的演变及分期

分期 时间 心电图表现

早期（超急性期） 数分钟 ST抬高 T高大 无Q波

急性期 小时→日→周 T下降→倒置

ST抬高→下降

Q波出现Q波出现

近 期（亚急期） 数周→月 ST段正常 Q波

T波改变

陈旧期（愈合期） 3～6月后 ST-T正常或T稍异常Q波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其中心内膜下心肌梗死：

心电图表现

其中心内膜下心肌梗死：

ST段普遍性压低→T波倒置

但始终不出现Q波

ST-T改变持续存在1～2天以上
急性广泛前壁、侧壁心肌梗死心电图

定位诊断
据特征性改变，尤其是病理性Q波

 I、aVL—高侧壁

II、III、aVF 下壁

 V1～V6—广泛前壁

V ～V 前侧壁 II、III、aVF—下壁

 V1～V3—前间壁

 V3～V5—局限前壁

 V5～V6—前侧壁

 V7～V9—正后壁

 V3R～V5R—右室

实验室检查

一般化验检查

白细胞 血沉

血清心肌酶含量增高

CK/CK-MB  肌酸激酶/同功酶

AST/GOT   天门冬酸氨基转移酶

LDH       乳酸脱氢酶

血清肌钙蛋白I/T（TnI / TnT）增高

CK-MB、TnI / TnT ——血清心肌坏死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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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心肌酶及坏死标记物水平的动态变化

超声心动图

了解室壁活动（阶段性运动异常）、左室功能

诊断室壁瘤/乳头肌功能不全

其他检查

诊断室壁瘤/乳头肌功能不全

放射性核素

心肌显象/血池扫描

心向量图

心肌梗死诊断

 典型临床表现 缺血性胸痛

 特征性心电图 特征性心电图

 心肌酶/坏死性标记物的动态变化

新的AMI诊断指南：

心肌损伤标记物显著增高（CK-MB、TnT / I )     

并且具有下述一项即可诊断

1） 新出现的病理性Q波

2） ST-T动态改变

3） 典型胸痛症状

4） 心脏冠脉介入治疗后

心前区疼痛

病史、体检和系列心电图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

持续 段抬高 段不抬高持续ST段抬高 ST段不抬高

NSTEMI UA

TnI(TnT)不升高

STEMI

TnI(TnT)升高 TnI(TnT)升高

心绞痛

急性心包炎

心肌梗死鉴别诊断

急性心包炎

急性肺动脉栓塞

急腹症

急性主动脉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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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头肌功能失调或断裂

高达50%， 二尖瓣脱垂并关闭不全

 心脏破裂 <1周 ，少见

心包填塞—心室游离壁

心肌梗死并发症

心包填塞 心室游离壁

室间隔缺损—室间隔破裂

 栓塞

 心室壁瘤 5%～20%，主要见于前壁MI

可致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

 心肌梗死后综合征 表现为心包炎、胸膜炎、肺炎

保护和维持心脏功能

挽救濒死的心肌，防止梗死扩大

心肌梗死治疗原则

及时处理严重心律失常、泵衰竭

处理各种并发症

 监护和一般治疗:

休息、吸氧、监测、护理

 解除疼痛:度冷丁/吗啡；硝酸制剂

心肌再灌注疗法可有效地解除疼痛

再灌注疗法: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措施
3～6小时内,疗效最佳

 消除心律失常

 控制低血压、休克

 治疗心力衰竭

心肌梗死的再灌注治疗

原则：

尽早恢复梗死相关冠脉的血流量，挽救
受损心肌，减少梗死面积和保护心功能受损心肌，减少梗死面积和保护心功能

方法：

1.溶栓治疗 (thrombolysis therapy)
2.介入治疗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再灌注治疗

 确诊STEMI，且发病时间＜12h，首选直接PCI治疗

 确诊STEMI患者无禁忌症者应立即口服阿司匹林300mg或嚼

服，继以75-100mg/d维持

 STEMI发病3小时内溶栓的效果与PCI相似，如不能在120分

钟内完成 PCI,就应在30分钟内进行溶栓

 溶栓后3-24小时内仍可行冠脉造影或PCI

急性心肌梗死治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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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治疗

 其他药物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

 抗凝治疗

 β-Blocker

 调脂治疗

 ACEI/ARB

 CCB

 葡萄糖-胰岛素-钾溶液

抗血小板治疗抗血小板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贯穿了冠心病治疗始终

 血小板活化是ACS发病机制的关键环节，不但在斑块破
裂的急性期，而且在防治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的长期过
程中均需要抗血小板程中均需要抗血小板

 NSTE-ACS急性期和长期口服抗血小板治疗以阿司匹林联
合氯吡格雷为主

 药物保守治疗的患者，氯吡格雷至少使用一月，最好一
年，行PCI的患者，使用氯吡格雷至少一年

抗血小板治疗抗血小板治疗

65岁以上老年人同样从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中获益；对于阿司匹林

和氯吡格雷长期治疗，剂量无需改变：急性期抗血小板药物负荷剂
量可酌情降低或不用

糖蛋白Ⅱb/Ⅲa拮抗剂：
初始选用侵入性治疗的NSTE-ACS中、高危患者，PCI术前应用

初始选用保守治疗的NSTE-ACS患者，若反复出现缺血症状、心衰
或严重心律失常，考虑加用

不准备行PCI的低危患者不使用GPⅡb／IIIa受体拮抗剂

NSTE-ACS院内药物治疗

抗凝治疗

普通肝素

低分子量肝素低分子量肝素

磺达肝葵钠

比伐卢定

 保守治疗为初始治疗者，低分子量肝素或磺

达肝癸钠在抗凝治疗方面优于普通肝素

 介入治疗为初始治疗者 低分子量肝素和普

NSTE-ACS院内药物治疗
抗凝治疗

 介入治疗为初始治疗者，低分子量肝素和普

通肝素优于比伐卢定和磺达肝葵钠

 保守治疗者，出血风险高，选用磺达肝葵钠

 介入治疗者，出血风险高，选用比伐卢定替

代普通肝素

心肌梗死治疗-抗心律失常

 室性心律失常：利多卡因、胺碘酮、索他洛尔

 缓慢的窦性心律失常：有低血压或心率低于50次/分

 房室传导阻滞：起搏器 房室传导阻滞：起搏器

 室上性心律失常：β受体阻滞剂、洋地黄、维拉帕米、胺碘酮、

心律平

 心脏停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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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的二级预防（ABCDE）

A Aspirin   抗血小板聚集（或氯吡格雷）

Anti－anginals 抗心绞痛硝酸类制剂

B Betaloe  预防心律失常，减轻心脏负荷等

Blood pressure 控制好血压Blood pressure  控制好血压

C Cholesterol  控制血脂水平

Cigarette    戒烟

D Diet   控制饮食

Diabetes  治疗糖尿病

E Education 普及有关冠心病的教育（患者和家属）

Exercise  鼓励有计划、适当的运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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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老年医学科刘芳

心力衰竭心力衰竭
（Heart Failure）

定 义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综合
征，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心肌收缩力下降，使心排血量不
能满足机体代谢需要，器官、组织血液灌注不足，同时出
现肺循环和（或）体循环淤血的表现

分类：

按发生过程分急性和慢性

按症状和体征分左、右、全心功能不全

按机理分收缩性和舒张性

CHF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均可引起慢性心功能不全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

1. 心肌病变1. 心肌病变

心肌收缩功能障碍：心肌结构损害、心肌代谢障碍

心肌舒张功能障碍: 心肌肥厚

2. 负荷过重

压力负荷过重（后负荷）

容量负荷过重（前负荷）

心脏功能的生理基础

心肌收缩力

原发性心肌损害：缺血性心肌损害

心肌炎或心肌病

心肌代谢障碍 （糖尿病性心肌病等）

高血压 瓣膜狭窄（半月瓣）

心脏瓣膜关闭不全、血液返流

左、右心分流或动静脉分流

→→心力衰竭的基本病因心力衰竭的基本病因

心排血量

心肌收缩力

前负荷
（舒张期容量）

后负荷
（射血阻抗）

心率 房室收缩
协调性

心脏机械结
构完整性

高血压、瓣膜狭窄（半月瓣）全身血容量增加，如贫血、甲亢

诱因

 感染：肺部感染、上呼吸道感染、IE

 心律失常：房颤最多见

 水、电解质紊乱：妊娠、输液、盐过多过快

 过度劳累

 环境、气候急剧变化

 治疗不当：洋地黄用量不足

 高动力循环：严重贫血、甲亢

 肺栓塞

 原有心脏病加重
肺部感染合并肺淤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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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神经体液的代偿和失代偿

交感神经激活

细胞因子或
血管活性因
子活性异常

水、钠潴留

水肿 肺瘀血

血管收缩

心肌耗氧量增加 血管紧张素Ⅱ
儿茶酚胺

过度
氧化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

代偿

失代偿
水肿 肺瘀血

血流动力学异常

心肌氧供应降低

心肌细胞功能
障碍和坏死

心肌重塑

功能恶化
疾病进展

儿茶酚胺
毒性作用

心肌细胞凋亡

氧化
失代偿

心衰症状
体征加重

治疗目标

临床表现

1. 症状

 肺淤血：进行性劳力性呼吸困难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左心功能不全

肺淤血：进行性劳力性呼吸困难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端坐呼吸急性肺水肿

 咳嗽、咳痰、咯血

 心输出量: 疲劳、乏力、神志异常

 少尿、肾功能损害

右心功能不全

1. 症状
体循环淤血的表现：纳差、恶心、呕吐、腹胀、

上腹胀痛、黄疸、夜尿增多

2. 体征2. 体征
颈静脉充盈
肝脏肿大
肝颈静脉回流征阳性
水肿：下肢、全身、胸水、腹水
紫绀：周围性

颈静脉怒张

下肢凹陷
性水肿

实验室检查

 胸片：心脏大小、形态异常，肺淤血

 UCG：心脏扩大、EF（收缩性）；心房扩大而

EF不（舒张性），E/A＞1.2

 血流动力学：PCWP12mmHg

 右心衰：周围静脉压升高＞15cm H2O

诊断标准

 慢性心功能不全：根据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不难诊断

 慢性心功能不全的类型：左、右或全心功能不全，收缩
性、舒张性心功能不全性、舒张性心功能不全

 心功能不全的程度：心功能不全分级

主观分级：Ⅰ、Ⅱ、Ⅲ、Ⅳ级（NYHA）

客观评定：A、B、C、D期

 病因诊断

心功能分级及客观评价

分级 功能状态 客观评价

I 体力活动不受限制。一般体力活动不引起
过度疲劳、心悸、呼吸困难或心绞痛

A期：有心力衰竭的高危
因素，但没有器质性心
脏病或心力衰竭的症状脏病或心力衰竭的症状

II 体力活动轻度受限。休息无症状，一般体
力活动即引起上述症状

B期：有器质性心脏病，
但没有心力衰竭的症状

III 体力活动明显受限。休息无症状，轻微活
动即引起上述症状

C期：有器质性心脏病且
目前或以往有心衰症状

IV 体力活动能力完全丧失。休息亦有症状，
活动时加重

D期：需要特殊干预治疗
的难治性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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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标志物简介

心肌损伤标志物
（心梗）

心肌损伤标志物
（心梗）

肌钙蛋白I（cTnI）肌钙蛋白I（cTnI）

肌红蛋白（Myo）肌红蛋白（Myo）

心功能不全标志物
（心衰）

心功能不全标志物
（心衰）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N末端B型钠尿肽原

（NT-proBNP）

N末端B型钠尿肽原

（NT-proBNP）

心功能标志物

B型钠尿肽（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BNP）B型钠尿肽（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N端钠尿肽原（N-terminal pro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NT-proBNP与BNP的区别

NT‐proBNP BNP

肽链长度 76肽 32肽

半衰期 60‐120min 18‐20min

有无生物学活性 无 有有无生物学活性 无 有

稳定性 好 一般

是否受rhBNP药物影响 否 是

测定的敏感性 更高 高

反映的心衰阶段 A,B,C,D C,D

诊断 随年龄和急慢性不同 单一标准

病史 危险因素、心脏疾病、诱因

临床症状和体征 非特异

体检

心衰的诊断

ECG 病因

主观解释，缺乏标准化
胸片

超声心动 心脏结构和功能，主观+客观

NT‐proBNP 客观

NT-proBNP用于诊断或排除急性HF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

排除HF时使用单一的临界值300pg/ml，而确诊HF时使用年龄校正临界值——国
际NTproBNP共识小组

 心源性(心力衰竭)与非心源性呼吸困难的鉴别

 判断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

 评估心力衰竭的预后

NT-proBNP的临床应用

评估心力衰竭的预后

 指导和监测心力衰竭的治疗

 评价ACS的心功能与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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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诊断

心源性哮喘 支气管哮喘

病 史 老年人多见
有心脏病史（高血压、心梗等）

青年人多见
有过敏史

症 状 常在夜间发生 坐起或站立后可缓解 冬春季易发

 右心衰需与心包积液、缩窄性心包炎、肝硬化鉴别

症 状 常在夜间发生，坐起或站立后可缓解
严重时咳白色或粉红色泡沫痰

冬春季易发
咳白色粘痰

体 征 心脏病的体征、奔马律、肺干湿啰音 心脏正常，肺哮鸣音、桶状胸

X 线检查 心脏大 肺淤血 心脏正常，肺气肿征

治 疗 强心利尿扩管有效 氨茶碱、激素

治 疗

治疗目的

缓解症状----纠正血流动力学缓解症状----纠正血流动力学

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运动耐量

延长寿命----防止心肌损害加重

治疗方法

病因治疗：去除或限制病因，消除诱因

一般治疗：休息、限盐、限水一般治疗：休息、限盐、限水

基础治疗：强心、利尿、扩管（既往）

以ACEI为基础，辅以-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现在）

治疗进展：三腔起搏器、心脏移植

1.利尿剂

 机制：降低心脏前负荷

 合理使用利尿剂是治疗心力衰竭的基础

（1）唯一能够最充分控制心衰的液体潴留

（2）能更快的缓解心衰症状（2）能更快的缓解心衰症状

（3）适当使用利尿剂是其它药物治疗的基础，但不能单独用于心力衰

竭C期的治疗

 原则：长期小剂量维持

 不良反应：电解质紊乱（低钾、低钠等）、神经内分泌激活

低血压、氮质血症

药 物 起始剂量（日） 最大剂量（日） 作用时间

袢利尿剂 丁尿酸
速尿

托塞米

0.5-1mg, 1-2次
20-40mg,1-2次
10-20mg,1次

10mg
600mg
20mg

4-6h
6-8h

12-16h

噻嗪类利尿
剂

氯噻嗪
氯噻

250-500mg,1-2次
次

1000mg 6-12h

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液体潴留治疗中推荐使用的口服利尿剂

剂 氯噻酮
氢氯噻嗪
吲哒帕胺
美托拉宗

12.5-25mg, 1次
25mg, 1-2次
2.5mg, 1次
2.5mg, 1次

100mg
200mg

5mg
20mg

24-72h
6-12h
36h

12-24h

保钾利尿剂 阿米洛利
螺内酯

氨苯喋啶

5mg, 1次
12.5-25mg, 1次
50-75mg, 2次

20mg
50mg
200mg

24h
2-3天
7-9h

序列肾单位
阻断剂

美托拉宗
氢氯噻嗪
氯噻嗪
（IV）

2.5mg-10mg, 1次, 加袢利尿剂
25-100mg, 1-2次, 加袢利尿剂
500-1000mg, 1次, 加袢利尿剂

ACEI

 注意事项：心衰治疗的基石

可明显降低死亡率，改善预后

适用于心功能A（多种危险因素）BCD期适用于心功能A（多种危险因素）BCD期

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通常与β-受体阻滞剂合用

一般不与保钾利尿剂和钾盐合用

咳嗽不能耐受可停用ACEI，换用ARB

 副作用：低血压、高钾、BUN、咳嗽、血管性水肿

 禁忌证：CRF （肌酐>225μmol/L） 、妊娠、

高钾（>5.5mmol/L）、双侧肾动脉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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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

 机制：

阻断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作用机制类似于ACEI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在慢性心衰时，ACEI是第一选择，但ARBs可作为替代使用

禁止ARB+ACEI+醛固酮受体阻断剂合用

 常见副作用：低血压、高钾、BUN

3.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机制：抑制心血管的重构，改善慢性心力衰竭的远期预后

 使用中注意：

选用时应权衡其益处和致命性高钾血症的危险

必须与襻利尿剂合用，并停用钾盐

不能与ACEIs、ARBs联合应用

基础血钾>5.0mmol/L禁用

 副作用：血钾增高，尤其与ACEI合用时

 常用药：螺内酯

起始剂量一般为20mg，1～2次/日

4.-阻滞剂

 机制：抑制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注意事项：由禁忌证变为适应证

可减轻心衰症状，降低住院率，降低死亡率

适用于慢性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Ⅳ级，病情稳定

由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症状的改善常在2～3月后

靶剂量：清晨静息心率达55～60次/分

 副作用：心动过缓、低血压、心功能恶化

 禁忌证：支气管痉挛性疾病、心动过缓、二度及以上房室传导阻滞

 临床试验证实有效的-阻滞剂 ：

美托洛尔，比索洛尔（1选择性）

卡维地洛（β、α受体阻滞剂）

5. 强心剂

洋地黄类

非洋地黄类：

多巴胺：兴奋、和多巴胺受体，疗效与剂量有多巴胺：兴奋 、和多巴胺受体，疗效与剂量有

关，小剂量强心，较大剂量升压

多巴酚丁胺：作用于受体

米力农：磷酸二酯酶抑制剂，短期应用于顽固性

心功能不全，由于可以出现严重心律失常现在已基本

淘汰

正性肌力药物--洋地黄

机制--抑制Na＋-K＋-ATPase，Na＋-Ca＋＋交换增加，强心

兴奋迷走神经减慢心率

负性传导

适应证—急慢性心功能不全，室上性快速性心律失常，心脏扩大

心脏扩大伴房颤者最佳

可改善症状，但不能降低死亡率

禁忌证---预激合并房颤，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急性心肌梗死

缓慢性心律失常（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二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二尖瓣狭窄呈窦性心律，明显低钾血症，高钙血症

肺源性心脏病、扩张型心肌病洋地黄效果差，易于中毒

制剂 适应证 给药
途径

作用开
始时间

峰效
时间

半衰
期

用 法 排
泄

Digoxin 慢性心衰 口服 1 2h 4 8h 1 6d 0 125 0 25mg/d 肾

洋地黄类药物常用制剂和用法

Digoxin 慢性心衰 口服 1-2h 4-8h 1.6d 0.125-0.25mg/d 肾

西地兰 急性肺水肿 静脉 10min 1-2h 33h 0.2-0.4mg/次，
24h总量可达0.8-
1.2mg

肾

毒毛旋
K花子甙

急性肺水肿 静脉 5-
10min

0.5-1h 22h 0.25mg/次，24h总
量可达0.5-0.75mg

肾

应用注意事项：个体化原则

以下情况减量：肾功能不全；老年患者；甲减；低钾；

冠心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心病；药物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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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反应

消化系统症状：纳差、恶心、呕吐

新出现的心律失常：频发室早二联律、非阵发性交界

性心动过速，心律由不规则变规则

洋地黄类药物毒性反应及处理

性心动过速，心律由不规则变规则

神经系统表现：黄视、绿视等

毒性反应的处理

早期诊断及时停药是治疗的关键

正性肌力药物--多巴胺及多巴酚丁胺

药
物

作用靶点 作用机制 剂量 适应证

多

多巴胺受体 增加肾血流量、利
尿

<3μg/(kg·min)
≤2-3μg/(kg·min)
用于AHF伴有低血压患

受体
多
巴
胺

用于 伴有低血压患
者受体 增加心肌收缩力

（强心）
3-5μg/(kg·min)

、 受体 收缩血管（升压） >5μg/(kg·min)

多
巴
酚
丁
胺

1受体

2受体

增加心率、

增加心肌收缩力，

小剂量时轻度扩管

大剂量时收缩血管

2-20μg/(kg·min) 用于外周低灌注（低
血压、肾功能下降）
伴或不伴有淤血或肺
水肿，使用最佳剂量
的利尿扩管剂无效时

主要用于AHF伴有低血压、尿少时

6. 扩管剂

机制-----扩张动、静脉，降低心脏前后负荷

类型：

 扩张静脉：硝酸酯类

 扩张动脉：ACEI、肼苯达嗪、钙通道阻滞剂

 扩张动、静脉：硝普钠、哌唑嗪

注意：低血压，特别是体位性低血压

禁忌证：

 血容量不足，低血压、肾功能衰竭

 瓣膜狭窄和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者禁用动脉扩管剂

慢性心力衰竭

 ACEI为基础

 不主张常规应用ACEI以外的扩管剂，更不能取代ACEI

扩管剂适应证

 ACEI不能耐受者可考虑联合使用肼苯哒嗪和硝酸异山梨酯

 可以考虑用于瓣膜反流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以减少返流或

分流

 避免使用大多数钙通道阻滞剂，即使用于心绞痛或高血压的

治疗

 特别禁用有负性肌力作用钙通道阻滞剂

 如用于治疗心衰合并心绞痛或高血压时，可选用氨氯地平和

非洛地平

扩管剂适应证

急性心力衰竭

 血管扩张剂为一线药物，包括硝酸酯类、硝普钠

 ACE抑制剂应避免静脉使用，最初剂量应较低，在情况稳定后

才可逐渐加量

 不推荐使用钙拮抗剂，地尔硫卓、维拉帕米和二氢吡啶类均

为禁忌

 当伴有后负荷增加的舒张功能不全时可以考虑钙通道阻滞剂

（如尼卡地平）

常用扩管剂药物

扩管剂 机制 适应证 剂量 副作用 其他

硝酸甘油

5-单硝酸
酯

静脉扩张
剂为主

AHF，血压
正常时

20μg/min，可增至

200μg/min

低血压，
头痛

持续使用
会产生耐
受性酯 受性

硝酸异山
梨酯

静脉扩张
剂为主

AHF，血压
正常时

1mg/h增加至10mg/h 低血压，
头痛

持续使用
会产生耐
受性

硝普钠 动静脉扩
张剂

高血压危象,

心源性休克
联合使用正
性肌力药物

0.3-5μg/kg/min， 低血压，
异氰酸盐
中毒

需避光

摘自《 2005年 ESC急性心力衰竭诊断及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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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心律失常和猝死

1.药物

 -阻滞剂：

可显著降低所有原因心力衰竭患者的猝死与全因死亡

 胺碘酮：

频发室早或无症状的非持续性室速，不作为常规治疗

当需要预防房颤或症状性室性心律失常再发时，最安全有效

 其它抗心律失常药：

不建议用于心力衰竭患者，除非是当胺碘酮无效或因其毒性

作用停用、为减少ICD放电时才考虑应用

心脏起搏器再同步化治疗

——双腔、三腔起搏器、四腔起搏器

非药物治疗

——双腔、三腔起搏器、四腔起搏器

适应证：

 接受理想药物治疗后仍有症状的心脏不同步患者

（QRS间期>120ms）

2016年ESC心力衰竭指南

症状性HFrEF的药物治疗流程

考虑
硝酸异山梨酯联合
肼苯哒嗪
或地高辛
左室辅助装置
或心脏移植

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14

急性心衰治疗流程

a：适用于房颤患者伴快速心
室率者、严重收缩功能不全者

复习思考题

1.典型心绞痛的临床表现？

2.急性心肌梗死应如何诊断与分型？

3.冠心病的二级预防包括哪些？3.冠心病的二级预防包括哪些？

4.简述降压药的分类及其代表药物？

5.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有哪些?

6.心源性哮喘与支气管哮喘如何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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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

及其防治及其防治

杨杨 帆帆杨杨 帆帆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

背 景

对安全性关注上升对安全性关注上升对安全性关注上升对安全性关注上升

医疗环境变化医疗环境变化

法律、舆论法律、舆论

患者要求患者要求

选择增多选择增多

抗菌药物品种迅猛增加抗菌药物品种迅猛增加

2

不良事件与不良反应

 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  ADEs）

指患者在用药后出现的任何不良医学情况，包括症状、体征、实验指患者在用药后出现的任何不良医学情况，包括症状、体征、实验

室异常以及死亡等。室异常以及死亡等。

可由药物引起，亦可由固有疾病或新并发症引起可由药物引起，亦可由固有疾病或新并发症引起

 不良反应（adverse reactions,  ADRs）

一般指在常用量情况下，药物或药物相互作用导致机体发生的与治一般指在常用量情况下，药物或药物相互作用导致机体发生的与治

疗目的无关的、有害或不利的反应；亦称副作用、副反应；疗目的无关的、有害或不利的反应；亦称副作用、副反应；

 不良反应是与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

 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包括：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包括：

不良反应类别

毒性反应毒性反应 变态反应变态反应

二重感染二重感染 后遗反应等后遗反应等

 耐药性耐药性

亦有将细菌产生耐药性列为抗菌药物不良反应者，但耐亦有将细菌产生耐药性列为抗菌药物不良反应者，但耐

药性发生是药物与细菌间而药性发生是药物与细菌间而非药物与机体间非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相互作用；药性发生是药物与细菌间而药性发生是药物与细菌间而非药物与机体间非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相互作用；

尽管不列入不良反应，但牢记抗菌药物滥用尽管不列入不良反应，但牢记抗菌药物滥用对机体和群体对机体和群体

的危害；的危害；

3

 定义定义 药物引起的生理药物引起的生理 生化等功能异常生化等功能异常

毒性反应毒性反应

 定义：定义：药物引起的生理药物引起的生理、、生化等功能异常生化等功能异常

组织组织、、器官器官等病理改变等病理改变

 与剂量相关；与剂量相关；

 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表现在肾表现在肾 神经系统神经系统 肝肝 血液血液 胃肠道胃肠道 表现在肾表现在肾、、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肝肝、、血液血液、、胃肠道胃肠道

给药局部等；给药局部等；

肾脏是药物的主要排泄途径肾脏是药物的主要排泄途径，，肾毒性常见肾毒性常见

表现：轻重不一表现：轻重不一 蛋白尿蛋白尿 管型尿管型尿→→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

肾脏肾脏

表现：轻重不表现：轻重不 ，，蛋白尿蛋白尿、、管型尿管型尿→→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

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氨基糖苷类、、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万古霉素万古霉素、、替考拉宁替考拉宁、、

头孢菌素头孢菌素、、青霉素类青霉素类、、多粘菌素多粘菌素、、四环素四环素、、 磺胺药磺胺药

预防与处理：预防与处理：

 给药个体化；给药个体化；

 TDMTDM；；

 定期随访肾功能定期随访肾功能、、尿常规；尿常规；

 调整剂量调整剂量→→停药；停药；

1

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

及其防治及其防治

杨杨 帆帆杨杨 帆帆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

背 景

对安全性关注上升对安全性关注上升对安全性关注上升对安全性关注上升

医疗环境变化医疗环境变化

法律、舆论法律、舆论

患者要求患者要求

选择增多选择增多

抗菌药物品种迅猛增加抗菌药物品种迅猛增加

2

不良事件与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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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目的无关的、有害或不利的反应；亦称副作用、副反应；疗目的无关的、有害或不利的反应；亦称副作用、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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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包括：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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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的危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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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反应毒性反应

 定义：定义：药物引起的生理药物引起的生理、、生化等功能异常生化等功能异常

组织组织、、器官器官等病理改变等病理改变

 与剂量相关；与剂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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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局部等；给药局部等；

肾脏是药物的主要排泄途径肾脏是药物的主要排泄途径，，肾毒性常见肾毒性常见

表现：轻重不一表现：轻重不一 蛋白尿蛋白尿 管型尿管型尿→→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

肾脏肾脏

表现：轻重不表现：轻重不 ，，蛋白尿蛋白尿、、管型尿管型尿→→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

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氨基糖苷类、、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万古霉素万古霉素、、替考拉宁替考拉宁、、

头孢菌素头孢菌素、、青霉素类青霉素类、、多粘菌素多粘菌素、、四环素四环素、、 磺胺药磺胺药

预防与处理：预防与处理：

 给药个体化；给药个体化；

 TDMTDM；；

 定期随访肾功能定期随访肾功能、、尿常规；尿常规；

 调整剂量调整剂量→→停药；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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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表现：表现：头痛、头晕、失眠、烦燥、焦头痛、头晕、失眠、烦燥、焦 虑、幻听幻视、虑、幻听幻视、

忧郁 定向力丧失 肌阵挛忧郁 定向力丧失 肌阵挛 癫痫 惊厥癫痫 惊厥 昏昏忧郁、定向力丧失、肌阵挛、忧郁、定向力丧失、肌阵挛、 癫痫、惊厥、癫痫、惊厥、 昏昏

迷等；迷等；

 药物：药物：青霉素类青霉素类、、氟喹诺酮类氟喹诺酮类、、亚胺培南亚胺培南、、异烟肼异烟肼 、、

氯霉素；氯霉素；

 机制：机制：直接刺激直接刺激、、 GABAGABA受体竞争性抑制受体竞争性抑制 ；；

 常出现于用药剂量大常出现于用药剂量大、、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合并合并CNSCNS基基
础疾病者础疾病者、、鞘内注射或脑室内注射；鞘内注射或脑室内注射；

 预防：预防：给药个体化给药个体化、、滴速适当滴速适当、、尽量避免鞘内给药；尽量避免鞘内给药；

表现：表现：

第八对脑神经损害第八对脑神经损害

耳蜗损害：耳饱满感、耳鸣耳蜗损害：耳饱满感、耳鸣→→耳聋（高频）耳聋（高频）

前庭损害：眩晕、头痛前庭损害：眩晕、头痛→→平衡失调平衡失调

药物：药物：

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米诺霉素，糖肽类？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米诺霉素，糖肽类？

预防：预防：

给药个体化给药个体化，，TDMTDM，，老年人与儿童少用老年人与儿童少用

及早发现及早发现（（电测听电测听））

5

视神经损害与视力障碍视神经损害与视力障碍

表现：表现：视神经炎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出血视网膜出血

药物：药物：氯霉素氯霉素、、乙胺丁醇乙胺丁醇、、链霉素链霉素、、磺胺药磺胺药、、

四环素四环素 伏立康唑伏立康唑四环素四环素、、伏立康唑伏立康唑

多见于较长期和较大量应用多见于较长期和较大量应用

表现表现 眼睑下垂 四肢无力眼睑下垂 四肢无力 呼吸肌麻痹呼吸肌麻痹

神经肌肉接头阻滞神经肌肉接头阻滞

 表现：表现：眼睑下垂、四肢无力眼睑下垂、四肢无力→→呼吸肌麻痹呼吸肌麻痹

 药物：药物：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多粘菌素类、、四环素类四环素类、、

林可霉素类林可霉素类;;

 机制：机制：与钙离子竞争结合部位与钙离子竞争结合部位，，乙酰胆碱释乙酰胆碱释

放受阻放受阻;;

 常见于大剂量快速滴注常见于大剂量快速滴注，，胸腹腔内局部应用时胸腹腔内局部应用时;;

6

周围神经炎周围神经炎

 表现：表现：口唇及手足麻木口唇及手足麻木，，头昏头昏、、面及头部面及头部

麻木麻木→→四肢肌力减退；四肢肌力减退；

 药物：药物：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多粘菌素类、、异烟肼异烟肼、、

乙胺丁醇乙胺丁醇、、呋喃妥因呋喃妥因、、利奈唑胺；利奈唑胺；

 机制：机制：钙离子缺乏钙离子缺乏、、VitBVitB66缺乏缺乏、、直接刺激；直接刺激；

肝脏肝脏

肝脏为主要代谢器官肝脏为主要代谢器官，，许多药物可引起肝损害许多药物可引起肝损害，，许许

表现：表现：轻重不一轻重不一，，恶心恶心、、纳差纳差、、黄疸黄疸、、肝肿大肝肿大、、

肝功能异常肝功能异常（（有或无症状有或无症状））

 药物：药物：四环素四环素、、红霉素酯化物红霉素酯化物、、酮康唑酮康唑、、磺胺磺胺

药药 抗结核药抗结核药((利福平利福平 异烟肼异烟肼)) 氯霉素氯霉素药药、、抗结核药抗结核药((利福平利福平、、异烟肼异烟肼))、、氯霉素氯霉素、、

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氟喹诺酮类氟喹诺酮类（（曲伐沙星曲伐沙星））

4

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表现：表现：头痛、头晕、失眠、烦燥、焦头痛、头晕、失眠、烦燥、焦 虑、幻听幻视、虑、幻听幻视、

忧郁 定向力丧失 肌阵挛忧郁 定向力丧失 肌阵挛 癫痫 惊厥癫痫 惊厥 昏昏忧郁、定向力丧失、肌阵挛、忧郁、定向力丧失、肌阵挛、 癫痫、惊厥、癫痫、惊厥、 昏昏

迷等；迷等；

 药物：药物：青霉素类青霉素类、、氟喹诺酮类氟喹诺酮类、、亚胺培南亚胺培南、、异烟肼异烟肼 、、

氯霉素；氯霉素；

 机制：机制：直接刺激直接刺激、、 GABAGABA受体竞争性抑制受体竞争性抑制 ；；

 常出现于用药剂量大常出现于用药剂量大、、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合并合并CNSCNS基基
础疾病者础疾病者、、鞘内注射或脑室内注射；鞘内注射或脑室内注射；

 预防：预防：给药个体化给药个体化、、滴速适当滴速适当、、尽量避免鞘内给药；尽量避免鞘内给药；

表现：表现：

第八对脑神经损害第八对脑神经损害

耳蜗损害：耳饱满感、耳鸣耳蜗损害：耳饱满感、耳鸣→→耳聋（高频）耳聋（高频）

前庭损害：眩晕、头痛前庭损害：眩晕、头痛→→平衡失调平衡失调

药物：药物：

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米诺霉素，糖肽类？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米诺霉素，糖肽类？

预防：预防：

给药个体化给药个体化，，TDMTDM，，老年人与儿童少用老年人与儿童少用

及早发现及早发现（（电测听电测听））

5

视神经损害与视力障碍视神经损害与视力障碍

表现：表现：视神经炎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出血视网膜出血

药物：药物：氯霉素氯霉素、、乙胺丁醇乙胺丁醇、、链霉素链霉素、、磺胺药磺胺药、、

四环素四环素 伏立康唑伏立康唑四环素四环素、、伏立康唑伏立康唑

多见于较长期和较大量应用多见于较长期和较大量应用

表现表现 眼睑下垂 四肢无力眼睑下垂 四肢无力 呼吸肌麻痹呼吸肌麻痹

神经肌肉接头阻滞神经肌肉接头阻滞

 表现：表现：眼睑下垂、四肢无力眼睑下垂、四肢无力→→呼吸肌麻痹呼吸肌麻痹

 药物：药物：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多粘菌素类、、四环素类四环素类、、

林可霉素类林可霉素类;;

 机制：机制：与钙离子竞争结合部位与钙离子竞争结合部位，，乙酰胆碱释乙酰胆碱释

放受阻放受阻;;

 常见于大剂量快速滴注常见于大剂量快速滴注，，胸腹腔内局部应用时胸腹腔内局部应用时;;

6

周围神经炎周围神经炎

 表现：表现：口唇及手足麻木口唇及手足麻木，，头昏头昏、、面及头部面及头部

麻木麻木→→四肢肌力减退；四肢肌力减退；

 药物：药物：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多粘菌素类、、异烟肼异烟肼、、

乙胺丁醇乙胺丁醇、、呋喃妥因呋喃妥因、、利奈唑胺；利奈唑胺；

 机制：机制：钙离子缺乏钙离子缺乏、、VitBVitB66缺乏缺乏、、直接刺激；直接刺激；

肝脏肝脏

肝脏为主要代谢器官肝脏为主要代谢器官，，许多药物可引起肝损害许多药物可引起肝损害，，许许

表现：表现：轻重不一轻重不一，，恶心恶心、、纳差纳差、、黄疸黄疸、、肝肿大肝肿大、、

肝功能异常肝功能异常（（有或无症状有或无症状））

 药物：药物：四环素四环素、、红霉素酯化物红霉素酯化物、、酮康唑酮康唑、、磺胺磺胺

药药 抗结核药抗结核药((利福平利福平 异烟肼异烟肼)) 氯霉素氯霉素药药、、抗结核药抗结核药((利福平利福平、、异烟肼异烟肼))、、氯霉素氯霉素、、

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氟喹诺酮类氟喹诺酮类（（曲伐沙星曲伐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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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血液系统血液系统

白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减少：氯霉素氯霉素、、磺胺药磺胺药、、氟胞嘧氟胞嘧

啶啶、、ββ--内酰胺类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四环素类、、

两两性霉素性霉素BB

贫血：贫血：氯霉素氯霉素、、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青霉素类青霉素类、、头孢菌头孢菌

素类素类、、磺胺药磺胺药、、呋喃类呋喃类

凝血机制异常：凝血机制异常：拉氧头孢拉氧头孢、、头孢孟多头孢孟多、、头孢哌酮头孢哌酮、、

羧苄西林羧苄西林、、替卡西林替卡西林

（（NTTNTT侧链侧链、、抑制肠道产抑制肠道产VitVit KK菌群等菌群等））

胃肠道胃肠道

表现：表现：恶心恶心、、呕吐呕吐、、上腹不适上腹不适、、腹泻；腹泻；

见于多数口服药物及胆汁浓度高药物见于多数口服药物及胆汁浓度高药物，，如：如：

四环素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大环内酯类、、氯霉素氯霉素、、磺胺药磺胺药、、

氟喹诺酮类；氟喹诺酮类；

机制：机制：化学刺激化学刺激、、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菌群失调 ；

8

局部局部

肌注局部疼痛 硬结肌注局部疼痛 硬结肌注局部疼痛、硬结：肌注局部疼痛、硬结：

青霉素钾盐、林可霉素类青霉素钾盐、林可霉素类

静脉炎：静脉炎：

红霉素、环丙沙星乳糖酸盐红霉素、环丙沙星乳糖酸盐

吸入药物上呼吸道刺激：吸入药物上呼吸道刺激：

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

其他毒性反应其他毒性反应

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致低钾；致低钾；

骨骼 牙齿损害 四环素 氟喹诺酮类骨骼 牙齿损害 四环素 氟喹诺酮类骨骼、牙齿损害：四环素，氟喹诺酮类骨骼、牙齿损害：四环素，氟喹诺酮类

灰婴综合征：氯霉素灰婴综合征：氯霉素

心脏损害：两性霉素心脏损害：两性霉素BB、、万古霉素万古霉素、、氟喹诺酮类氟喹诺酮类、、

大环内酯类大环内酯类；；

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戒酒硫样反应：头孢哌酮；戒酒硫样反应：头孢哌酮；

治疗矛盾和郝氏反应治疗矛盾和郝氏反应 ；；

糖代谢紊乱：加替沙星糖代谢紊乱：加替沙星，，左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

9

变态反应变态反应

最常见者为皮疹最常见者为皮疹 最常见者为皮疹；最常见者为皮疹；

 尚有过敏性休克尚有过敏性休克、、血管神经性水肿血管神经性水肿、、

血清病样反应血清病样反应、、药物热药物热、、嗜酸性粒细嗜酸性粒细

胞增多症胞增多症 间质性肾炎间质性肾炎 溶血性贫血溶血性贫血胞增多症胞增多症、、间质性肾炎间质性肾炎、、溶血性贫血溶血性贫血、、

再障再障、、接触性皮炎；接触性皮炎；

表现：表现：呼吸道阻塞症状呼吸道阻塞症状，，微循环症状微循环症状，，中枢神中枢神

经系统症状经系统症状 皮肤过敏反应；皮肤过敏反应；

过敏性休克

经系统症状经系统症状，，皮肤过敏反应；皮肤过敏反应；

多数在30min内发生；

药物：青霉素最常见青霉素最常见，，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

机制：ⅠⅠ型变态反应；型变态反应；

防治：用药前详细用药前详细询问病史询问病史，，青霉素皮试青霉素皮试，，

首剂青霉素后观察首剂青霉素后观察3030minmin，，就地抢救就地抢救，，

肾上腺素首选；肾上腺素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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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系统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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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疹皮疹

表现：表现：各种皮疹均可出现；各种皮疹均可出现；

以荨麻疹以荨麻疹、、斑丘疹斑丘疹、、麻疹样皮疹多见；麻疹样皮疹多见；

也可出现剥脱性皮炎等严重表现；也可出现剥脱性皮炎等严重表现；

一般持续一般持续55--1010天天，，停药后停药后11--33天内迅速退清；天内迅速退清；

药物：药物：各类抗菌药均可引起各类抗菌药均可引起，，以青霉素以青霉素、、链霉素链霉素、、

氨苄西林氨苄西林、、阿莫西林阿莫西林、、磺胺药多见磺胺药多见

各类抗菌药物均可引起各类抗菌药物均可引起

药物热药物热

各类抗菌药物均可引起；各类抗菌药物均可引起；

表现：表现：感染症状缓解后发热；感染症状缓解后发热；

可伴皮疹可伴皮疹、、白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潜伏期多为潜伏期多为77～～1212天；天；

常导致常导致““抱薪救火抱薪救火””和过度用药；和过度用药；

11

其他变态反应其他变态反应

血清病样反应：发热、关节痛、荨麻疹、淋巴结血清病样反应：发热、关节痛、荨麻疹、淋巴结 肿大、肿大、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血管神经性水肿：波及呼吸系统或脑部时可危及生命血管神经性水肿：波及呼吸系统或脑部时可危及生命，，

多数由青霉素引起；多数由青霉素引起；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多与其他变态反应同时出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多与其他变态反应同时出现；

间质性肾炎；间质性肾炎；间质性肾炎；间质性肾炎；

接触性皮炎：与链霉素接触性皮炎：与链霉素、、青霉素等抗菌药经常接触；青霉素等抗菌药经常接触；

光敏感或光毒型：四环素光敏感或光毒型：四环素、、氟罗沙星氟罗沙星、、洛美沙星洛美沙星、、

司氟沙星司氟沙星、、依诺沙星；依诺沙星；

关于变态反应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变态反应的几个重要问题

青霉素皮试液应为青霉素青霉素皮试液应为青霉素G G 和青霉噻唑和青霉噻唑--多赖多赖

氨酸；氨酸；

青霉素皮试仅预测青霉素皮试仅预测II型变态反应；型变态反应；

头孢菌素头孢菌素、、氨基糖苷类皮试意义未获肯定；氨基糖苷类皮试意义未获肯定；

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交叉过敏发生率仅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交叉过敏发生率仅33%%，，二代二代

以上头孢菌素更为少见；以上头孢菌素更为少见；

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在在

确有指征并严密观察下可以应用头孢菌素；确有指征并严密观察下可以应用头孢菌素；

12

二重感染二重感染

 是是抗菌药应用后抗菌药应用后由由交替菌交替菌引起的引起的感染感染；；

 特点：特点：

 病原菌常呈多重耐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病原菌常呈多重耐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

MRSAMRSA，，真菌等；真菌等；

 多见于各类免疫缺陷人群；多见于各类免疫缺陷人群；

 病死率高；病死率高；

 可发生于各个部位；可发生于各个部位；

念珠菌口腔感染、食道炎念珠菌口腔感染、食道炎

病原菌病原菌 念珠菌属念珠菌属病原菌：病原菌：念珠菌属念珠菌属

表现：表现：鹅口疮鹅口疮、、唇粘膜浸渍样改变唇粘膜浸渍样改变、、吞咽吞咽

困难；困难；

治疗：治疗：制霉菌素甘油悬液涂口腔；制霉菌素甘油悬液涂口腔；

氟康唑氟康唑，，伏立康唑伏立康唑、、卡泊芬净卡泊芬净？？

10

皮疹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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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病原菌 念珠菌属念珠菌属病原菌：病原菌：念珠菌属念珠菌属

表现：表现：鹅口疮鹅口疮、、唇粘膜浸渍样改变唇粘膜浸渍样改变、、吞咽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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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

表现为外阴搔痒、豆渣样分泌物，镜检确诊；表现为外阴搔痒、豆渣样分泌物，镜检确诊；

假膜性肠炎假膜性肠炎

使用氨苄西林、林可霉素、克林霉素者发生率高；使用氨苄西林、林可霉素、克林霉素者发生率高；

表现 大量水泻 含粘液 发热 腹痛 斑片状假膜表现 大量水泻 含粘液 发热 腹痛 斑片状假膜

发生率不低，但易被忽略；发生率不低，但易被忽略；

表现：大量水泻，含粘液，发热，腹痛，斑片状假膜，表现：大量水泻，含粘液，发热，腹痛，斑片状假膜，

肠麻痹；肠麻痹；

病原菌为艰难梭菌；病原菌为艰难梭菌；

治疗：甲硝唑、万古或去甲万古口服治疗：甲硝唑、万古或去甲万古口服77--10d10d；；

不良反应的防治不良反应的防治
--------恰当的态度恰当的态度

不纵：不漏掉不纵：不漏掉 “坏药”，以免雪上加霜；“坏药”，以免雪上加霜；

不枉：不冤枉不枉：不冤枉 “好药”“好药” ，以免作茧自缚；，以免作茧自缚；

不怕：不庸人自扰，以免因噎废食；不怕：不庸人自扰，以免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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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严格抗菌药物应用指征严格抗菌药物应用指征 减少用药种类；减少用药种类；

预防不良反应的几点原则预防不良反应的几点原则

11．．严格抗菌药物应用指征严格抗菌药物应用指征，，减少用药种类；减少用药种类；

用药种类越多用药种类越多，，不良反应发生率越高：不良反应发生率越高：

合并用药合并用药 11～～ 55种种 33..88%%

66～～1515种种 2828%%

≥≥1616种种 8484%%

其药物相互作用越不可预测；其药物相互作用越不可预测；

22．．熟悉药物主要不良反应熟悉药物主要不良反应，，结合患者生理结合患者生理、、

病理给药病理给药，，对高危人群予特别考虑对高危人群予特别考虑，，如：如：病理给药病理给药，，对高危人群予特别考虑对高危人群予特别考虑，，如：如：

 在老年人在老年人、、肾功能不全患者应减量或避免肾功能不全患者应减量或避免

应用肾功能损害药物；应用肾功能损害药物；

 孕妇孕妇、、乳妇和婴幼儿不宜应用喹诺酮类乳妇和婴幼儿不宜应用喹诺酮类、、

四环素类药物；四环素类药物；

 有癫痫病史者禁用亚胺培南；有癫痫病史者禁用亚胺培南；

 单核细胞增多症患者避免用氨单核细胞增多症患者避免用氨苄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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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充分考虑药物相互作用的影响充分考虑药物相互作用的影响

尽量避免加重不良反应的联合用药尽量避免加重不良反应的联合用药，，如：如：

两性霉素与万古霉素两性霉素与万古霉素 调整剂量调整剂量

氨基糖苷类与第一代头孢菌素氨基糖苷类与第一代头孢菌素 TDMTDM

通过联合用药减轻不良反应通过联合用药减轻不良反应，，如：如：

应用头孢哌酮应用头孢哌酮、、头孢哌酮头孢哌酮//舒巴坦舒巴坦、、头孢孟多头孢孟多

时补充时补充VitKVitK11；；

应用磺胺药物时应用碳酸氢钠碱化尿液；应用磺胺药物时应用碳酸氢钠碱化尿液；

抗菌药物的相互作用抗菌药物的相互作用
直接理化作用直接理化作用

如抗菌药物之间及其他药物间的配伍禁忌如抗菌药物之间及其他药物间的配伍禁忌如抗菌药物之间及其他药物间的配伍禁忌如抗菌药物之间及其他药物间的配伍禁忌

二、三价金属离子及胃酸二、三价金属离子及胃酸pHpH值对药物吸收的影响值对药物吸收的影响

竞争血清蛋白结合点竞争血清蛋白结合点

磺胺药与某些降糖药、抗凝药合用致低血糖、出血磺胺药与某些降糖药、抗凝药合用致低血糖、出血

药物代谢酶的诱导或抑制药物代谢酶的诱导或抑制

利福平使苯妥因钠、华法林、洋地黄等代谢加快利福平使苯妥因钠、华法林、洋地黄等代谢加快

环丙沙星、诺氟沙星使茶碱代谢减慢环丙沙星、诺氟沙星使茶碱代谢减慢

影响细胞色素影响细胞色素P450P450与否是关键与否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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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肾小管和胆管分泌的竞争肾小管和胆管分泌的竞争

丙磺舒使丙磺舒使ββ--内酰胺类药物半减期延长内酰胺类药物半减期延长丙磺舒使丙磺舒使ββ 内酰胺类药物半减期延长内酰胺类药物半减期延长

丙磺舒使利福平半减期延长丙磺舒使利福平半减期延长

在组织部位的相互作用在组织部位的相互作用

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与筒箭毒碱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与筒箭毒碱

氨基糖苷类与第一代头孢菌素、万古霉素、氨基糖苷类与第一代头孢菌素、万古霉素、

利尿剂合用增加肾毒性利尿剂合用增加肾毒性 、耳毒性、耳毒性

44．．注意给药的每一环节注意给药的每一环节

 青霉素类药物即冲即用减少代谢产物致变态

反应；

 红霉素或大剂量青霉素钾盐予较多溶液稀释

 氨基糖苷类药物一日一次给药；

 碳青霉烯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林

可霉素滴速宜慢；

17

5. 5. 密切观察有无不良事件发生密切观察有无不良事件发生

症状、体征症状、体征

血、尿常规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其他生化指标肝、肾功能，其他生化指标

治疗药物监测（治疗药物监测（TDMTDM））

EKGEKG
等等等等

不良反应的处理

11．．正确判断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正确判断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确判断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确判断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

是恰当处理的前提：是恰当处理的前提：

是否由药物引起是否由药物引起？？

何药引起何药引起？？何药引起何药引起？？

是否与给药方案有关是否与给药方案有关？？

18

药物与不良事件因果关系判断依据药物与不良事件因果关系判断依据：：

时间相关性时间相关性时间相关性时间相关性

既往报道既往报道

重复试验重复试验

理论可能理论可能

实验室依据实验室依据

相应的处理是否有效相应的处理是否有效

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

肯定有关肯定有关肯定有关肯定有关

很可能有关很可能有关

可能有关可能有关 不良反应不良反应

无法判断无法判断

可能无关可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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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药物更换药物更换、、减量或继续使用取决于：减量或继续使用取决于：

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不良反应严重程度

药物必需程度药物必需程度

对症处理是否充分有效对症处理是否充分有效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害相权取其轻））

33..对症处理对症处理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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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处理是否充分有效对症处理是否充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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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症处理对症处理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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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菌药物在门急诊的应用与误区抗菌药物在门急诊的应用与误区抗菌药物在门急诊的应用与误区抗菌药物在门急诊的应用与误区

杨杨 帆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

引子引子

抗菌药物在门急诊使用非常频繁抗菌药物在门急诊使用非常频繁抗菌药物在门急诊使用非常频繁；抗菌药物在门急诊使用非常频繁；

多用于呼吸道、尿路等常见感染；多用于呼吸道、尿路等常见感染；

看似容易，错误观念和做法多见；看似容易，错误观念和做法多见；

2

提要提要

患者分层与治疗患者分层与治疗

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

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

经验治疗经验治疗

 在患者分层基础上，根据流行病学推测可能在患者分层基础上，根据流行病学推测可能

的病原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的病原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依靠指南依靠指南）；）；的病原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的病原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依靠指南依靠指南）；）；

 建立在概率权衡上，保证有效概率常常以选建立在概率权衡上，保证有效概率常常以选

用广谱、强效抗菌药为代价；用广谱、强效抗菌药为代价；

 纠正经验治疗是临床水平高的错误认识；纠正经验治疗是临床水平高的错误认识；

 门 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门 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 门、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门、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

 培养结果未出或培养阴性；培养结果未出或培养阴性；

 病原谱窄、药敏可推测时的选择；病原谱窄、药敏可推测时的选择；

 经济考虑；经济考虑；

3

经验治疗经验治疗

 根据流行病学对患者分层，推测可能的病原根据流行病学对患者分层，推测可能的病原

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体及敏感性选用药物；

 建立在概率权衡上，保证有效概率常常以选建立在概率权衡上，保证有效概率常常以选

用广谱、强效抗菌药为代价；用广谱、强效抗菌药为代价；

 纠正经验治疗是临床水平高的错误认识；纠正经验治疗是临床水平高的错误认识；

 门 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门 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 门、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门、急诊常常选择经验治疗：

 培养结果未出或培养阴性；培养结果未出或培养阴性；

 病原谱窄、药敏可推测时的选择；病原谱窄、药敏可推测时的选择；

 经济考虑；经济考虑；

目标（病原）治疗目标（病原）治疗

 根据细菌培养、药敏选择药物；根据细菌培养、药敏选择药物；

 理想之选：更为安全 有效和经济；理想之选：更为安全 有效和经济； 理想之选：更为安全、有效和经济；理想之选：更为安全、有效和经济；

 更少药物（减少联合）；更少药物（减少联合）；

 更窄谱药物；更窄谱药物；

 更安全、廉价药物；更安全、廉价药物；

 更准确剂量、疗程；更准确剂量、疗程；

 医院感染、重症社区感染（心内膜炎、脑膜炎等）应力医院感染、重症社区感染（心内膜炎、脑膜炎等）应力

争病原治疗；争病原治疗；

 一些培养结果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一些培养结果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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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疾病分层疾病分层

 根据相关权威指南，对患者分层根据相关权威指南，对患者分层（感染部位，（感染部位，医院医院或社或社

区获得，年龄，危险因素，严重程度，用药史等）；区获得，年龄，危险因素，严重程度，用药史等）；

 分层推断可能的病原体与耐药性；分层推断可能的病原体与耐药性；

 通过分层控制风险，决定医疗资源的动员程度：通过分层控制风险，决定医疗资源的动员程度：

 检查项目多寡；检查项目多寡；

 抗感染方案抗菌谱；抗感染方案抗菌谱；

 治疗场所（门诊、住院与治疗场所（门诊、住院与ICUICU）；）；治疗场所（门诊、住院与治疗场所（门诊、住院与ICUICU）；）；

 门、急诊可供决策时间短，可动用资源少，医生常为单门、急诊可供决策时间短，可动用资源少，医生常为单

兵作战，合理分层在尤其重要；兵作战，合理分层在尤其重要；

尿路感染的诊断分类尿路感染的诊断分类

尿路感染尿路感染

（有无复杂因素）（有无复杂因素）

复杂性尿路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

（上、下尿路）（上、下尿路）
是否反复发作是否反复发作

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

（上、下尿路）（上、下尿路）

是否发热、腰痛是否发热、腰痛

等等

急性单纯性膀胱炎急性单纯性膀胱炎

急性单纯性肾盂肾炎急性单纯性肾盂肾炎

5

单纯性膀胱炎病原学单纯性膀胱炎病原学

单纯性肾盂肾炎病原学单纯性肾盂肾炎病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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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

克雷伯菌

奇异变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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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尿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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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导尿管相关尿感病原学（>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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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同类别尿路感染不同类别尿路感染

 病原体不同；病原体不同；

药物选择不同药物选择不同 药物选择不同；药物选择不同；

 给药途径不同；给药途径不同；

 疗程不同；疗程不同；

 急性单纯性膀胱炎：急性单纯性膀胱炎：33--55天，如为孕妇或病程天，如为孕妇或病程

长等情况长等情况77天天

抗生素研究所

长等情况长等情况77天；天；

 急性单纯性肾盂肾炎，急性单纯性肾盂肾炎，77--1414天；天；

 反复发作性、复杂性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性、复杂性尿路感染，1010--1414天，继天，继

以预防性应用？以预防性应用？

社区与医院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社区与医院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

 两者的病原构成迥异：两者的病原构成迥异：

 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 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

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30%30%～～50%50%）；）；

流感嗜血杆菌；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

肺炎克雷伯菌等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葡菌少见；肺炎克雷伯菌等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葡菌少见；

 医院获得性肺炎主要病原体：医院获得性肺炎主要病原体：

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等肠杆菌科细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等肠杆菌科细菌；

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嗜麦芽等糖不发酵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嗜麦芽等糖不发酵GG--菌；菌；

金葡菌（金葡菌（MRSAMRSA为主）；为主）；

 两者相同病原菌（如肺克、金葡）的耐药程度迥异；两者相同病原菌（如肺克、金葡）的耐药程度迥异；

8

社区获得性肺炎：危险因素与病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危险因素与病原体

人群人群 病原体病原体

<2<2岁岁 呼吸合胞病毒，其他病毒，病毒与细菌混合，细菌呼吸合胞病毒，其他病毒，病毒与细菌混合，细菌

吸入吸入 厌氧菌，化学或阻塞因素厌氧菌，化学或阻塞因素

支扩支扩 铜绿假单胞菌，洋葱假单胞菌，金葡菌铜绿假单胞菌，洋葱假单胞菌，金葡菌

阻塞性肺炎阻塞性肺炎 厌氧菌厌氧菌

COPD/COPD/吸烟吸烟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嗜肺军团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嗜肺军团菌

口腔卫生差口腔卫生差 厌氧菌厌氧菌

AIDS/HIVAIDS/HIV 结核分支杆菌，伊氏肺孢菌，真菌，结核分支杆菌，伊氏肺孢菌，真菌，CMVCMV

与蝙蝠接触与蝙蝠接触 组织胞浆菌，鹦鹉热衣原体，新型隐球菌组织胞浆菌，鹦鹉热衣原体，新型隐球菌

分层的量化：分层的量化：肺炎患者严重程度评估肺炎患者严重程度评估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PSIPSI11 CURBCURB22 CURBCURB--656533

年代年代 19971997 19961996 20032003

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2020个临床及实验室指标个临床及实验室指标
分为分为55个风险等级个风险等级
••分为轻度，中度，重症分为轻度，中度，重症

44项临床于观察的评项临床于观察的评
价指标价指标,,包括意识，尿包括意识，尿
素，呼吸频率，血压素，呼吸频率，血压

在在CUBRCUBR基础上添基础上添
加年龄加年龄≥≥6565岁评价岁评价
标准”标准”

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
优点优点

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
治疗治疗

简易简易 简易简易

1. Fine MJ et al. N Engl J Med. 1997;336:243-250.
2. Neill AM et al. Thorax. 1996;51:1010-1016.
3. Lim WS et al. Thorax. 2003;58:377-382.

1.1. Fine MJ et al. N Fine MJ et al. N EnglEngl J Med. 1997;336:243J Med. 1997;336:243--250.250.
2.2. Neill AM et al. Thorax. 1996;51:1010Neill AM et al. Thorax. 1996;51:1010--1016.1016.
3.3. Lim WS et al. Thorax. 2003;58:377Lim WS et al. Thorax. 2003;58:377--38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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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CAP病原学检测病原学检测

IDSA/ATSIDSA/ATS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分层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分层

 门诊患者：门诊患者：

既往既往健康，且健康，且33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史；史；既往既往健康，且健康，且33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史；史；

存在基础疾病，或存在基础疾病，或33个月内抗菌药物使用史；个月内抗菌药物使用史；

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链球菌高发地区；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链球菌高发地区；

 住院住院患者；患者；

 ICUICU患者：患者：

一般情况；一般情况；

怀疑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怀疑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怀疑怀疑CACA--MRSAMRSA感染；感染；

7

不同类别尿路感染不同类别尿路感染

 病原体不同；病原体不同；

药物选择不同药物选择不同 药物选择不同；药物选择不同；

 给药途径不同；给药途径不同；

 疗程不同；疗程不同；

 急性单纯性膀胱炎：急性单纯性膀胱炎：33--55天，如为孕妇或病程天，如为孕妇或病程

长等情况长等情况77天天

抗生素研究所

长等情况长等情况77天；天；

 急性单纯性肾盂肾炎，急性单纯性肾盂肾炎，77--1414天；天；

 反复发作性、复杂性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性、复杂性尿路感染，1010--1414天，继天，继

以预防性应用？以预防性应用？

社区与医院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社区与医院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

 两者的病原构成迥异：两者的病原构成迥异：

 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 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

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30%30%～～50%50%）；）；

流感嗜血杆菌；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

肺炎克雷伯菌等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葡菌少见；肺炎克雷伯菌等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葡菌少见；

 医院获得性肺炎主要病原体：医院获得性肺炎主要病原体：

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等肠杆菌科细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等肠杆菌科细菌；

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嗜麦芽等糖不发酵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嗜麦芽等糖不发酵GG--菌；菌；

金葡菌（金葡菌（MRSAMRSA为主）；为主）；

 两者相同病原菌（如肺克、金葡）的耐药程度迥异；两者相同病原菌（如肺克、金葡）的耐药程度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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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获得性肺炎：危险因素与病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危险因素与病原体

人群人群 病原体病原体

<2<2岁岁 呼吸合胞病毒，其他病毒，病毒与细菌混合，细菌呼吸合胞病毒，其他病毒，病毒与细菌混合，细菌

吸入吸入 厌氧菌，化学或阻塞因素厌氧菌，化学或阻塞因素

支扩支扩 铜绿假单胞菌，洋葱假单胞菌，金葡菌铜绿假单胞菌，洋葱假单胞菌，金葡菌

阻塞性肺炎阻塞性肺炎 厌氧菌厌氧菌

COPD/COPD/吸烟吸烟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嗜肺军团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嗜肺军团菌

口腔卫生差口腔卫生差 厌氧菌厌氧菌

AIDS/HIVAIDS/HIV 结核分支杆菌，伊氏肺孢菌，真菌，结核分支杆菌，伊氏肺孢菌，真菌，CMVCMV

与蝙蝠接触与蝙蝠接触 组织胞浆菌，鹦鹉热衣原体，新型隐球菌组织胞浆菌，鹦鹉热衣原体，新型隐球菌

分层的量化：分层的量化：肺炎患者严重程度评估肺炎患者严重程度评估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PSIPSI11 CURBCURB22 CURBCURB--656533

年代年代 19971997 19961996 20032003

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2020个临床及实验室指标个临床及实验室指标
分为分为55个风险等级个风险等级
••分为轻度，中度，重症分为轻度，中度，重症

44项临床于观察的评项临床于观察的评
价指标价指标,,包括意识，尿包括意识，尿
素，呼吸频率，血压素，呼吸频率，血压

在在CUBRCUBR基础上添基础上添
加年龄加年龄≥≥6565岁评价岁评价
标准”标准”

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
优点优点

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较好判断是否需要住院
治疗治疗

简易简易 简易简易

1. Fine MJ et al. N Engl J Med. 1997;336:243-250.
2. Neill AM et al. Thorax. 1996;51:1010-1016.
3. Lim WS et al. Thorax. 2003;58:377-382.

1.1. Fine MJ et al. N Fine MJ et al. N EnglEngl J Med. 1997;336:243J Med. 1997;336:243--250.250.
2.2. Neill AM et al. Thorax. 1996;51:1010Neill AM et al. Thorax. 1996;51:1010--1016.1016.
3.3. Lim WS et al. Thorax. 2003;58:377Lim WS et al. Thorax. 2003;58:377--38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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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CAP病原学检测病原学检测

IDSA/ATSIDSA/ATS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分层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分层

 门诊患者：门诊患者：

既往既往健康，且健康，且33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史；史；既往既往健康，且健康，且33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个月内无使用抗菌药物史；史；

存在基础疾病，或存在基础疾病，或33个月内抗菌药物使用史；个月内抗菌药物使用史；

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链球菌高发地区；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链球菌高发地区；

 住院住院患者；患者；

 ICUICU患者：患者：

一般情况；一般情况；

怀疑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怀疑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怀疑怀疑CACA--MRSAMRSA感染；感染；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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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 初始经验性治疗的抗菌药物选择

青壮年、无基础疾青壮年、无基础疾
青霉素类 多西环素 大环内酯类 一代或二代头孢青霉素类 多西环素 大环内酯类 一代或二代头孢 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

我国我国CAPCAP诊断和治疗指南推荐建议诊断和治疗指南推荐建议

病病门诊门诊患者患者
青霉素类；多西环素；大环内酯类；一代或二代头孢；青霉素类；多西环素；大环内酯类；一代或二代头孢；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

老年人或有基础疾老年人或有基础疾

病病门诊门诊患者患者

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大环内酯类；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大环内酯类；ßß－内酰胺类－内酰胺类/ß/ß--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大环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大环

内酯类；内酯类；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

需需入院入院治疗、但不治疗、但不

必收住必收住ICUICU的患者的患者

静脉注射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静脉注射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静；静

脉注射脉注射ßß－内酰胺类－内酰胺类/ß/ß－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头孢噻肟、－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头孢噻肟、

头孢曲松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头孢曲松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

需入住需入住ICUICU的重症患者的重症患者

无铜绿假单胞菌感无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危险因素染危险因素

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联合氨基联合氨基

糖苷类；静脉注射糖苷类；静脉注射ßß－内酰胺类－内酰胺类/ß/ß－内酰胺酶抑制剂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厄他－内酰胺酶抑制剂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厄他

培南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培南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

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有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危险因素染危险因素

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ßß－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必要时可同－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必要时可同

时联用氨基糖苷类；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时联用氨基糖苷类；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ßß－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喹诺酮－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喹诺酮

类；静脉注射环丙沙星或左旋氧氟沙星联合氨基糖苷类类；静脉注射环丙沙星或左旋氧氟沙星联合氨基糖苷类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6;29(10):651-655.

不同部位感染：相似病原体与药物选择不同部位感染：相似病原体与药物选择

感染感染 病原体病原体 经验治疗经验治疗

急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卡他莫拉菌，AA组溶血链球菌，组溶血链球菌，

厌氧菌，病毒，金葡菌厌氧菌，病毒，金葡菌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克拉维酸，

二、三代头孢菌素，二、三代头孢菌素，

左氧、莫西（成人）左氧、莫西（成人）

急性中耳炎急性中耳炎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病毒卡他莫拉菌，病毒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克拉维酸，

二、三代头孢菌素，二、三代头孢菌素，

左氧、莫西（成人）左氧、莫西（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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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提要

经验治疗经验治疗 、病原治疗与患者分层、病原治疗与患者分层

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

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

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
 有效：有效：

 覆盖社区感染常见病原体；覆盖社区感染常见病原体；

 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 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

 安全（患者、医生均流动性大，很难有持续、详尽观察）：安全（患者、医生均流动性大，很难有持续、详尽观察）：

 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适用人群广；适用人群广；

 抗菌药物选择压力小；抗菌药物选择压力小；

 经济：日治疗费用低；经济：日治疗费用低；

 方便：方便：

 给药途径方便（减少输液）；给药途径方便（减少输液）；

 给药次数少；给药次数少；

 口服生物利用度高，可序贯治疗；口服生物利用度高，可序贯治疗；

CID 2004; 38: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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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类青霉素类

 类别：类别：天然（青霉素天然（青霉素GG），耐酶（苯唑西林），广谱（阿），耐酶（苯唑西林），广谱（阿

莫西林、氨苄西林），抗假单胞菌（哌拉西林）；莫西林、氨苄西林），抗假单胞菌（哌拉西林）；莫西林 氨苄西林 抗假单胞菌 哌拉西林 ；莫西林 氨苄西林 抗假单胞菌 哌拉西林 ；

 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型病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型病

原体；原体；

 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

 安全，但过敏反应易见；安全，但过敏反应易见；

 给药不便：给药不便：

 青霉素皮试：青霉素皮试：无论静脉、口服；无论静脉、口服；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头孢菌素类头孢菌素类

 多个类别多个类别：第一、二、三、四代；：第一、二、三、四代；

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 但不包括不典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 但不包括不典 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

型病原体；型病原体；

 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

 口服头孢菌素尤其三代给药剂量常不足；口服头孢菌素尤其三代给药剂量常不足；

 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多数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多数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头孢曲松半衰期长，在门急诊具有独特价值！头孢曲松半衰期长，在门急诊具有独特价值！

10

不同人群 初始经验性治疗的抗菌药物选择

青壮年、无基础疾青壮年、无基础疾
青霉素类 多西环素 大环内酯类 一代或二代头孢青霉素类 多西环素 大环内酯类 一代或二代头孢 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

我国我国CAPCAP诊断和治疗指南推荐建议诊断和治疗指南推荐建议

病病门诊门诊患者患者
青霉素类；多西环素；大环内酯类；一代或二代头孢；青霉素类；多西环素；大环内酯类；一代或二代头孢；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

老年人或有基础疾老年人或有基础疾

病病门诊门诊患者患者

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大环内酯类；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大环内酯类；ßß－内酰胺类－内酰胺类/ß/ß--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大环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大环

内酯类；内酯类；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

需需入院入院治疗、但不治疗、但不

必收住必收住ICUICU的患者的患者

静脉注射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静脉注射二代头孢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静；静

脉注射脉注射ßß－内酰胺类－内酰胺类/ß/ß－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头孢噻肟、－内酰胺酶抑制剂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头孢噻肟、

头孢曲松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头孢曲松单用或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

需入住需入住ICUICU的重症患者的重症患者

无铜绿假单胞菌感无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危险因素染危险因素

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静脉注射呼吸喹诺酮类呼吸喹诺酮类联合氨基联合氨基

糖苷类；静脉注射糖苷类；静脉注射ßß－内酰胺类－内酰胺类/ß/ß－内酰胺酶抑制剂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厄他－内酰胺酶抑制剂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厄他

培南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培南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

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有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危险因素染危险因素

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ßß－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必要时可同－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大环内酯类，必要时可同

时联用氨基糖苷类；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时联用氨基糖苷类；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ßß－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喹诺酮－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静脉注射喹诺酮

类；静脉注射环丙沙星或左旋氧氟沙星联合氨基糖苷类类；静脉注射环丙沙星或左旋氧氟沙星联合氨基糖苷类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6;29(10):651-655.

不同部位感染：相似病原体与药物选择不同部位感染：相似病原体与药物选择

感染感染 病原体病原体 经验治疗经验治疗

急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卡他莫拉菌，AA组溶血链球菌，组溶血链球菌，

厌氧菌，病毒，金葡菌厌氧菌，病毒，金葡菌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克拉维酸，

二、三代头孢菌素，二、三代头孢菌素，

左氧、莫西（成人）左氧、莫西（成人）

急性中耳炎急性中耳炎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病毒卡他莫拉菌，病毒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

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克拉维酸，

二、三代头孢菌素，二、三代头孢菌素，

左氧、莫西（成人）左氧、莫西（成人）

11

提要提要

经验治疗经验治疗 、病原治疗与患者分层、病原治疗与患者分层

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

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

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
 有效：有效：

 覆盖社区感染常见病原体；覆盖社区感染常见病原体；

 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 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

 安全（患者、医生均流动性大，很难有持续、详尽观察）：安全（患者、医生均流动性大，很难有持续、详尽观察）：

 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适用人群广；适用人群广；

 抗菌药物选择压力小；抗菌药物选择压力小；

 经济：日治疗费用低；经济：日治疗费用低；

 方便：方便：

 给药途径方便（减少输液）；给药途径方便（减少输液）；

 给药次数少；给药次数少；

 口服生物利用度高，可序贯治疗；口服生物利用度高，可序贯治疗；

CID 2004; 38: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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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类青霉素类

 类别：类别：天然（青霉素天然（青霉素GG），耐酶（苯唑西林），广谱（阿），耐酶（苯唑西林），广谱（阿

莫西林、氨苄西林），抗假单胞菌（哌拉西林）；莫西林、氨苄西林），抗假单胞菌（哌拉西林）；莫西林 氨苄西林 抗假单胞菌 哌拉西林 ；莫西林 氨苄西林 抗假单胞菌 哌拉西林 ；

 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型病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型病

原体；原体；

 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

 安全，但过敏反应易见；安全，但过敏反应易见；

 给药不便：给药不便：

 青霉素皮试：青霉素皮试：无论静脉、口服；无论静脉、口服；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头孢菌素类头孢菌素类

 多个类别多个类别：第一、二、三、四代；：第一、二、三、四代；

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 但不包括不典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 但不包括不典 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抗菌谱可覆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但不包括不典

型病原体；型病原体；

 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可以较大剂量获有效组织浓度。

 口服头孢菌素尤其三代给药剂量常不足；口服头孢菌素尤其三代给药剂量常不足；

 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多数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多数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头孢曲松半衰期长，在门急诊具有独特价值！头孢曲松半衰期长，在门急诊具有独特价值！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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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头孢不同品种的差异第三代头孢不同品种的差异

药物药物

抗菌活性抗菌活性 药动学药动学

药物药物
链球菌属链球菌属 铜绿假单胞铜绿假单胞 清除途径清除途径 其他其他

头孢曲松头孢曲松 ++++++ ---- 胆道胆道 半衰期长半衰期长

头孢噻肟头孢噻肟 ++++++ ---- 肾脏肾脏

头孢他啶头孢他啶 ++ ++++++ 肾脏肾脏

头孢哌酮头孢哌酮 ++ ++++++ 胆道胆道 中枢浓度低中枢浓度低

常用口服头孢菌素的药动学参数常用口服头孢菌素的药动学参数

药物药物 剂量剂量 给药途径给药途径 口服吸收率口服吸收率
((％％))

血血峰浓度峰浓度
((mg/Lmg/L))

半半减减期期
((小时小时))

头孢拉定头孢拉定 0.5g0.5g 口服口服 9090 1616 11～～1.51.5

头孢克洛头孢克洛 0.5g0.5g 口服口服 9393 1313 0.80.8

头孢丙烯头孢丙烯 500mg500mg 口服口服 9595 10.510.5 1.51.5

头孢呋辛酯头孢呋辛酯 250mg 250mg  口服口服 5252 4.14.1 1.51.5

头孢托仑酯头孢托仑酯 0.4g0.4g 口服口服 1616 44 1.61.6

头孢地尼头孢地尼 300mg300mg 口服口服 2525 1.61.6 1.71.7～～1.81.8

头孢泊肟酯头孢泊肟酯 200mg 200mg  口服口服 4646 2.32.3 2.42.4～～2.82.8

头孢克肟头孢克肟 0.4g0.4g 口服口服 5050 33～～55 3.13.1

法罗培南口服吸收法罗培南口服吸收也很少，用于呼吸道耐药菌感染等同安慰剂也很少，用于呼吸道耐药菌感染等同安慰剂

14

头霉素类头霉素类

 抗菌谱相当于第二、三代头孢菌素抗菌谱相当于第二、三代头孢菌素++厌氧菌；厌氧菌；

 对对ESBLsESBLs稳定，但治疗产稳定，但治疗产ESBLsESBLs菌感染有效性未被证实；菌感染有效性未被证实；

 部分产品影响凝血功能，戒酒硫样反应，部分产品影响凝血功能，戒酒硫样反应，ββ内酰胺酶诱导作内酰胺酶诱导作

用；用；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适用于腹腔、盆腔等需氧、厌氧菌混合感染；适用于腹腔、盆腔等需氧、厌氧菌混合感染；

 近年滥用多近年滥用多（社区肺炎、尿感等无需覆盖厌氧菌的感染）；（社区肺炎、尿感等无需覆盖厌氧菌的感染）；

酶抑制剂复方酶抑制剂复方

 抗菌谱覆盖革兰阳性、阴性菌和厌氧菌，对不典型病原体抗菌谱覆盖革兰阳性、阴性菌和厌氧菌，对不典型病原体

无效无效无效；无效；

 社区感染宜选阿莫西林社区感染宜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坦；舒巴坦；

 哌拉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用于耐药阴性菌（舒巴坦用于耐药阴性菌（

包括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包括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除头孢哌酮除头孢哌酮--舒巴坦外需要青霉素皮试；舒巴坦外需要青霉素皮试；

 我国有大量基础、临床研究不足的“新酶抑制剂复方”；我国有大量基础、临床研究不足的“新酶抑制剂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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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青霉烯类碳青霉烯类

 品种：亚胺培南，帕尼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比阿培南品种：亚胺培南，帕尼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比阿培南

 抗菌谱广：抗菌谱广：G+cG+c、、GG--bb、、厌氧菌厌氧菌

 对对ΒΒ--内酰胺酶稳定好内酰胺酶稳定好

 适用于多重耐药适用于多重耐药GG--bb、复数菌所致严重医院感染，需氧菌和厌氧菌、复数菌所致严重医院感染，需氧菌和厌氧菌

所致重症感染所致重症感染

 亚胺培南亚胺培南CNSCNS、胃肠道不良反应突出、胃肠道不良反应突出

 美罗培南对美罗培南对GG--bb作用强作用强22－－3232倍，内毒素释放多倍，内毒素释放多

 帕尼培南、美罗培南帕尼培南、美罗培南CNSCNS、胃肠道不良反应少、胃肠道不良反应少

 厄他培南对糖不发酵菌无活性，半衰期长，可一天一次给药；厄他培南对糖不发酵菌无活性，半衰期长，可一天一次给药；

 比阿培南推荐剂量过小；比阿培南推荐剂量过小；

55种国内上市品种其他特点比较种国内上市品种其他特点比较

特点特点 亚胺亚胺 帕尼帕尼 美罗美罗 比阿比阿 厄他厄他

配伍配伍 西司他丁西司他丁 倍他米隆倍他米隆 无无 无无 无无

半衰期半衰期 1h1h 1h1h 1h1h 1h1h 4.34.3--4.6h4.6h

CSFCSF浓度浓度 低低 达治疗浓度达治疗浓度 达治疗浓度达治疗浓度 NANA NANA

胃肠道反应胃肠道反应 较多较多 少少 少少 少少 NANA

癫痫癫痫 0.4%0.4%～～
1.5%1.5%

0.03%0.03% 0.08%0.08% NANA 0.5% 0.5% (AE)(AE)
1.5%1.5%

给药方法给药方法 IM, ivgttIM, ivgtt ivgttivgtt IV, ivgttIV, ivgtt ivgttivgtt IM, ivgttIM, ivgtt

日剂量日剂量 11～～4g4g 11～～2g2g 11～～6g6g 0.60.6～～1.2g1.2g 1g1g

单价（元）单价（元） 218 /0.5g218 /0.5g 223/0.5g223/0.5g 220/0.5g220/0.5g 250/0.3g250/0.3g 398/1g398/1g

13

第三代头孢不同品种的差异第三代头孢不同品种的差异

药物药物

抗菌活性抗菌活性 药动学药动学

药物药物
链球菌属链球菌属 铜绿假单胞铜绿假单胞 清除途径清除途径 其他其他

头孢曲松头孢曲松 ++++++ ---- 胆道胆道 半衰期长半衰期长

头孢噻肟头孢噻肟 ++++++ ---- 肾脏肾脏

头孢他啶头孢他啶 ++ ++++++ 肾脏肾脏

头孢哌酮头孢哌酮 ++ ++++++ 胆道胆道 中枢浓度低中枢浓度低

常用口服头孢菌素的药动学参数常用口服头孢菌素的药动学参数

药物药物 剂量剂量 给药途径给药途径 口服吸收率口服吸收率
((％％))

血血峰浓度峰浓度
((mg/Lmg/L))

半半减减期期
((小时小时))

头孢拉定头孢拉定 0.5g0.5g 口服口服 9090 1616 11～～1.51.5

头孢克洛头孢克洛 0.5g0.5g 口服口服 9393 1313 0.80.8

头孢丙烯头孢丙烯 500mg500mg 口服口服 9595 10.510.5 1.51.5

头孢呋辛酯头孢呋辛酯 250mg 250mg  口服口服 5252 4.14.1 1.51.5

头孢托仑酯头孢托仑酯 0.4g0.4g 口服口服 1616 44 1.61.6

头孢地尼头孢地尼 300mg300mg 口服口服 2525 1.61.6 1.71.7～～1.81.8

头孢泊肟酯头孢泊肟酯 200mg 200mg  口服口服 4646 2.32.3 2.42.4～～2.82.8

头孢克肟头孢克肟 0.4g0.4g 口服口服 5050 33～～55 3.13.1

法罗培南口服吸收法罗培南口服吸收也很少，用于呼吸道耐药菌感染等同安慰剂也很少，用于呼吸道耐药菌感染等同安慰剂

14

头霉素类头霉素类

 抗菌谱相当于第二、三代头孢菌素抗菌谱相当于第二、三代头孢菌素++厌氧菌；厌氧菌；

 对对ESBLsESBLs稳定，但治疗产稳定，但治疗产ESBLsESBLs菌感染有效性未被证实；菌感染有效性未被证实；

 部分产品影响凝血功能，戒酒硫样反应，部分产品影响凝血功能，戒酒硫样反应，ββ内酰胺酶诱导作内酰胺酶诱导作

用；用；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适用于腹腔、盆腔等需氧、厌氧菌混合感染；适用于腹腔、盆腔等需氧、厌氧菌混合感染；

 近年滥用多近年滥用多（社区肺炎、尿感等无需覆盖厌氧菌的感染）；（社区肺炎、尿感等无需覆盖厌氧菌的感染）；

酶抑制剂复方酶抑制剂复方

 抗菌谱覆盖革兰阳性、阴性菌和厌氧菌，对不典型病原体抗菌谱覆盖革兰阳性、阴性菌和厌氧菌，对不典型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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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感染宜选阿莫西林社区感染宜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坦；舒巴坦；

 哌拉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用于耐药阴性菌（舒巴坦用于耐药阴性菌（

包括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包括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半衰期短，需多次给药；

 除头孢哌酮除头孢哌酮--舒巴坦外需要青霉素皮试；舒巴坦外需要青霉素皮试；

 我国有大量基础、临床研究不足的“新酶抑制剂复方”；我国有大量基础、临床研究不足的“新酶抑制剂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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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青霉烯类碳青霉烯类

 品种：亚胺培南，帕尼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比阿培南品种：亚胺培南，帕尼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比阿培南

 抗菌谱广：抗菌谱广：G+cG+c、、GG--bb、、厌氧菌厌氧菌

 对对ΒΒ--内酰胺酶稳定好内酰胺酶稳定好

 适用于多重耐药适用于多重耐药GG--bb、复数菌所致严重医院感染，需氧菌和厌氧菌、复数菌所致严重医院感染，需氧菌和厌氧菌

所致重症感染所致重症感染

 亚胺培南亚胺培南CNSCNS、胃肠道不良反应突出、胃肠道不良反应突出

 美罗培南对美罗培南对GG--bb作用强作用强22－－3232倍，内毒素释放多倍，内毒素释放多

 帕尼培南、美罗培南帕尼培南、美罗培南CNSCNS、胃肠道不良反应少、胃肠道不良反应少

 厄他培南对糖不发酵菌无活性，半衰期长，可一天一次给药；厄他培南对糖不发酵菌无活性，半衰期长，可一天一次给药；

 比阿培南推荐剂量过小；比阿培南推荐剂量过小；

55种国内上市品种其他特点比较种国内上市品种其他特点比较

特点特点 亚胺亚胺 帕尼帕尼 美罗美罗 比阿比阿 厄他厄他

配伍配伍 西司他丁西司他丁 倍他米隆倍他米隆 无无 无无 无无

半衰期半衰期 1h1h 1h1h 1h1h 1h1h 4.34.3--4.6h4.6h

CSFCSF浓度浓度 低低 达治疗浓度达治疗浓度 达治疗浓度达治疗浓度 NANA NANA

胃肠道反应胃肠道反应 较多较多 少少 少少 少少 NANA

癫痫癫痫 0.4%0.4%～～
1.5%1.5%

0.03%0.03% 0.08%0.08% NANA 0.5% 0.5% (AE)(AE)
1.5%1.5%

给药方法给药方法 IM, ivgttIM, ivgtt ivgttivgtt IV, ivgttIV, ivgtt ivgttivgtt IM, ivgttIM, ivgtt

日剂量日剂量 11～～4g4g 11～～2g2g 11～～6g6g 0.60.6～～1.2g1.2g 1g1g

单价（元）单价（元） 218 /0.5g218 /0.5g 223/0.5g223/0.5g 220/0.5g220/0.5g 250/0.3g250/0.3g 398/1g398/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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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烯类青霉烯类

品种：法罗培南；品种：法罗培南；

 22种口服剂型：法罗培南钠（生物利用度低）、法种口服剂型：法罗培南钠（生物利用度低）、法 22种口服剂型：法罗培南钠（生物利用度低）、法种口服剂型：法罗培南钠（生物利用度低）、法

罗培南酯；罗培南酯；

抗菌谱广：抗菌谱广：G+cG+c、、GG--bb、厌氧菌，、厌氧菌，但对糖非发酵菌无但对糖非发酵菌无

效；效；

对对ββ--内酰胺酶（包括内酰胺酶（包括ESBL)ESBL)稳定好；稳定好；

适应证呼吸道、尿路、腹腔、盆腔感染；适应证呼吸道、尿路、腹腔、盆腔感染；

不是碳青酶烯类（无论分类或临床定位）不是碳青酶烯类（无论分类或临床定位）；；

氟喹诺酮类氟喹诺酮类

 抗菌谱涵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包括不典型病原体、抗菌谱涵盖多数社区感染病原体，包括不典型病原体、

生物恐怖病原体（炭疽、鼠疫等）；生物恐怖病原体（炭疽、鼠疫等）；

 生物利用度、组织浓度高；生物利用度、组织浓度高；

 左氧、莫西沙星可一天一次给药、序贯给药；左氧、莫西沙星可一天一次给药、序贯给药；

 不良反应：不良反应：CNSCNS，心脏，肌腱，胃肠道；，心脏，肌腱，胃肠道；

 儿童、孕妇避免使用；儿童、孕妇避免使用；儿童 孕妇避免使用；儿童 孕妇避免使用；

 非主流品种：非主流品种：培氟沙星，依诺沙星，氧氟沙星，洛美沙培氟沙星，依诺沙星，氧氟沙星，洛美沙

星，氟罗沙星，芦氟沙星，曲伐沙星，司氟沙星，加替星，氟罗沙星，芦氟沙星，曲伐沙星，司氟沙星，加替

沙星，帕珠沙星，安妥沙星；沙星，帕珠沙星，安妥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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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喹诺酮类不同品种的差异氟喹诺酮类不同品种的差异

药物药物

抗菌活性抗菌活性

药物药物

G+G+ GG-- 厌氧菌厌氧菌
不典型不典型

病原体病原体

环丙沙星环丙沙星 ++ ++++++ ++++ ++

左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 ++++ ++++ ++++ ++++

莫西沙星莫西沙星 ++++++ ++ ++++++ ++++++

**诺氟沙星仅推荐用于下尿路、肠道感染诺氟沙星仅推荐用于下尿路、肠道感染

新大环内酯类新大环内酯类

 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

 对不典型病原体、流感嗜血杆菌有效，肺炎链球菌耐药对不典型病原体、流感嗜血杆菌有效，肺炎链球菌耐药

率高；率高；

 阿奇霉素与头孢曲松联合是治疗阿奇霉素与头孢曲松联合是治疗CAPCAP经典方案；经典方案；

 生物利用度高；生物利用度高；

浓度高浓度高 组织浓度高；组织浓度高；

 阿奇霉素可一天一次给药、静脉阿奇霉素可一天一次给药、静脉--口服序贯给药；口服序贯给药；

 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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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提要

经验治疗经验治疗 、病原治疗与患者分层、病原治疗与患者分层

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门急诊的理想抗菌药物

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门急诊常见感染的诊治误区

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

送检率低，送检率低，错失良机错失良机；；

肺炎链球菌等重要病原菌是久仰却难得一见；肺炎链球菌等重要病原菌是久仰却难得一见；

检出率低，报告上呼吸道寄殖菌多，并视为检出率低，报告上呼吸道寄殖菌多，并视为

病原体（如表葡、粪肠、念珠菌等）：病原体（如表葡、粪肠、念珠菌等）：

送检前用药；送检前用药；

标本不合格；标本不合格；

微生物室问题（培养基、水平、质控）；微生物室问题（培养基、水平、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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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

 以咽拭子培养推断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以咽拭子培养推断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

 根据临床症状、痰液性状、胸部影像学表现判断病原体；根据临床症状、痰液性状、胸部影像学表现判断病原体；

 治疗社区治疗社区RTIRTI使用氨基糖苷类或克林霉素；使用氨基糖苷类或克林霉素；

 治疗治疗CAPCAP忽视非典型病原体；忽视非典型病原体；

 氨苄西林、头孢曲松与青霉素配伍治疗氨苄西林、头孢曲松与青霉素配伍治疗CAPCAP：：

 基于对药物抗菌谱的错误认识；基于对药物抗菌谱的错误认识；

 前两者对基本覆盖后者抗菌谱，并无必要加用青霉素；前两者对基本覆盖后者抗菌谱，并无必要加用青霉素；

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

 各类各类ββ--内酰胺药物均一天一次给药；内酰胺药物均一天一次给药；

三代 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三代 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 二、三代口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二、三代口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

 左氧氟沙星一天多次给药；左氧氟沙星一天多次给药；

 混淆重症感染与耐药菌感染混淆重症感染与耐药菌感染（毒力（毒力≠≠耐药）耐药）：：

过多使用碳青霉烯类；过多使用碳青霉烯类；

无依据使用抗无依据使用抗MRSAMRSA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MRSAMRSA少见）少见）无依据使用抗无依据使用抗MRSAMRSA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MRSAMRSA少见）；少见）；

 治疗扁桃体炎疗程不足（应治疗扁桃体炎疗程不足（应>10d>10d，保证清除溶血链球菌）；，保证清除溶血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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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

呼吸道感染滥用利巴韦林；呼吸道感染滥用利巴韦林；

利巴韦林证实有效或可能有效：丙肝（口服）、出血热利巴韦林证实有效或可能有效：丙肝（口服）、出血热

（静脉）、小儿呼吸合胞感染（雾化）；（静脉）、小儿呼吸合胞感染（雾化）；

利巴韦林治疗利巴韦林治疗SARSSARS（冠状病毒）被认为无效；（冠状病毒）被认为无效；

普通感冒（鼻病毒、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合胞普通感冒（鼻病毒、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合胞

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肠道病毒）：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肠道病毒）：对症处理对症处理；；

流感（流感病毒）：早期使用扎那米韦、奥司他韦；流感（流感病毒）：早期使用扎那米韦、奥司他韦；

尿路感染诊疗的常见问题尿路感染诊疗的常见问题

 患者甚至医生有“抗菌药不宜多用”的片面理解，造成剂患者甚至医生有“抗菌药不宜多用”的片面理解，造成剂

量不足、疗程不够；量不足、疗程不够；

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 造成治疗不正规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 造成治疗不正规 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造成治疗不正规；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造成治疗不正规；

 对下尿路感染动辄选择静脉给药，增加患者负担，浪费医对下尿路感染动辄选择静脉给药，增加患者负担，浪费医

疗资源；疗资源；

 治疗药物局限于氟喹诺酮类（可选口服药物有一、二、三治疗药物局限于氟喹诺酮类（可选口服药物有一、二、三

代头孢菌素，阿莫西林，阿莫西林代头孢菌素，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克拉维酸，SMZcoSMZco，呋，呋

喃妥因，磷霉素氨丁三醇，多西环素，法罗培南等）；喃妥因，磷霉素氨丁三醇，多西环素，法罗培南等）；

 阿奇霉素治疗尿感？阿奇霉素治疗尿感？

 把二重感染（如霉菌性阴道炎）误为细菌感染未愈，抱薪把二重感染（如霉菌性阴道炎）误为细菌感染未愈，抱薪

救火（救火（注意尿标本合格注意尿标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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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皮试青霉素皮试

 青霉素皮试应该以拟用品种做皮试液？？？青霉素皮试应该以拟用品种做皮试液？？？

 我国规定应用青霉素类药物均需皮试；我国规定应用青霉素类药物均需皮试；

 青霉素皮试主要预告过敏性休克：青霉素皮试主要预告过敏性休克：

 青霉素皮试液应为青霉素青霉素皮试液应为青霉素G G 和青霉噻唑和青霉噻唑--多赖氨酸，分多赖氨酸，分

别预测大、小抗原决定簇引起的变态反应；别预测大、小抗原决定簇引起的变态反应；

青霉素皮试 性青霉素皮试 性 青霉素过敏青霉素过敏 青霉素皮试阳性青霉素皮试阳性 ≠≠青霉素过敏青霉素过敏

 以青霉素类其他品种进行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以青霉素类其他品种进行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

判断标准，亦无充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判断标准，亦无充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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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菌素皮试头孢菌素皮试

 头孢菌素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判断标准，亦无充头孢菌素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判断标准，亦无充

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

 我国药典未规定应用头孢菌素需皮试；我国药典未规定应用头孢菌素需皮试；

 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交叉过敏发生率＜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交叉过敏发生率＜10%10%，有报道约，有报道约3%3%，，

且与第二代及以上头孢菌素交叉过敏更少（侧链）；且与第二代及以上头孢菌素交叉过敏更少（侧链）；

 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 在确有指征可以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 在确有指征可以 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在确有指征可以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在确有指征可以

应用头孢菌素；应用头孢菌素；

 大幅缩窄患者治疗选择，造成虚假安全感，给临床添乱；大幅缩窄患者治疗选择，造成虚假安全感，给临床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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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

 以咽拭子培养推断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以咽拭子培养推断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

 根据临床症状、痰液性状、胸部影像学表现判断病原体；根据临床症状、痰液性状、胸部影像学表现判断病原体；

 治疗社区治疗社区RTIRTI使用氨基糖苷类或克林霉素；使用氨基糖苷类或克林霉素；

 治疗治疗CAPCAP忽视非典型病原体；忽视非典型病原体；

 氨苄西林、头孢曲松与青霉素配伍治疗氨苄西林、头孢曲松与青霉素配伍治疗CAPCAP：：

 基于对药物抗菌谱的错误认识；基于对药物抗菌谱的错误认识；

 前两者对基本覆盖后者抗菌谱，并无必要加用青霉素；前两者对基本覆盖后者抗菌谱，并无必要加用青霉素；

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

 各类各类ββ--内酰胺药物均一天一次给药；内酰胺药物均一天一次给药；

三代 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三代 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 二、三代口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二、三代口服头孢菌素剂量偏小；

 左氧氟沙星一天多次给药；左氧氟沙星一天多次给药；

 混淆重症感染与耐药菌感染混淆重症感染与耐药菌感染（毒力（毒力≠≠耐药）耐药）：：

过多使用碳青霉烯类；过多使用碳青霉烯类；

无依据使用抗无依据使用抗MRSAMRSA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MRSAMRSA少见）少见）无依据使用抗无依据使用抗MRSAMRSA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药物（社区呼吸道感染MRSAMRSA少见）；少见）；

 治疗扁桃体炎疗程不足（应治疗扁桃体炎疗程不足（应>10d>10d，保证清除溶血链球菌）；，保证清除溶血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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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社区呼吸道感染诊治常见问题

呼吸道感染滥用利巴韦林；呼吸道感染滥用利巴韦林；

利巴韦林证实有效或可能有效：丙肝（口服）、出血热利巴韦林证实有效或可能有效：丙肝（口服）、出血热

（静脉）、小儿呼吸合胞感染（雾化）；（静脉）、小儿呼吸合胞感染（雾化）；

利巴韦林治疗利巴韦林治疗SARSSARS（冠状病毒）被认为无效；（冠状病毒）被认为无效；

普通感冒（鼻病毒、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合胞普通感冒（鼻病毒、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合胞

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肠道病毒）：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肠道病毒）：对症处理对症处理；；

流感（流感病毒）：早期使用扎那米韦、奥司他韦；流感（流感病毒）：早期使用扎那米韦、奥司他韦；

尿路感染诊疗的常见问题尿路感染诊疗的常见问题

 患者甚至医生有“抗菌药不宜多用”的片面理解，造成剂患者甚至医生有“抗菌药不宜多用”的片面理解，造成剂

量不足、疗程不够；量不足、疗程不够；

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 造成治疗不正规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 造成治疗不正规 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造成治疗不正规；医生对尿路感染分类概念模糊，造成治疗不正规；

 对下尿路感染动辄选择静脉给药，增加患者负担，浪费医对下尿路感染动辄选择静脉给药，增加患者负担，浪费医

疗资源；疗资源；

 治疗药物局限于氟喹诺酮类（可选口服药物有一、二、三治疗药物局限于氟喹诺酮类（可选口服药物有一、二、三

代头孢菌素，阿莫西林，阿莫西林代头孢菌素，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克拉维酸，SMZcoSMZco，呋，呋

喃妥因，磷霉素氨丁三醇，多西环素，法罗培南等）；喃妥因，磷霉素氨丁三醇，多西环素，法罗培南等）；

 阿奇霉素治疗尿感？阿奇霉素治疗尿感？

 把二重感染（如霉菌性阴道炎）误为细菌感染未愈，抱薪把二重感染（如霉菌性阴道炎）误为细菌感染未愈，抱薪

救火（救火（注意尿标本合格注意尿标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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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皮试青霉素皮试

 青霉素皮试应该以拟用品种做皮试液？？？青霉素皮试应该以拟用品种做皮试液？？？

 我国规定应用青霉素类药物均需皮试；我国规定应用青霉素类药物均需皮试；

 青霉素皮试主要预告过敏性休克：青霉素皮试主要预告过敏性休克：

 青霉素皮试液应为青霉素青霉素皮试液应为青霉素G G 和青霉噻唑和青霉噻唑--多赖氨酸，分多赖氨酸，分

别预测大、小抗原决定簇引起的变态反应；别预测大、小抗原决定簇引起的变态反应；

青霉素皮试 性青霉素皮试 性 青霉素过敏青霉素过敏 青霉素皮试阳性青霉素皮试阳性 ≠≠青霉素过敏青霉素过敏

 以青霉素类其他品种进行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以青霉素类其他品种进行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

判断标准，亦无充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判断标准，亦无充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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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菌素皮试头孢菌素皮试

 头孢菌素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判断标准，亦无充头孢菌素皮试缺乏统一的皮试方法、判断标准，亦无充

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分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预测作用；

 我国药典未规定应用头孢菌素需皮试；我国药典未规定应用头孢菌素需皮试；

 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交叉过敏发生率＜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交叉过敏发生率＜10%10%，有报道约，有报道约3%3%，，

且与第二代及以上头孢菌素交叉过敏更少（侧链）；且与第二代及以上头孢菌素交叉过敏更少（侧链）；

 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 在确有指征可以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 在确有指征可以 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在确有指征可以青霉素皮试阳性或非严重过敏反应者，在确有指征可以

应用头孢菌素；应用头孢菌素；

 大幅缩窄患者治疗选择，造成虚假安全感，给临床添乱；大幅缩窄患者治疗选择，造成虚假安全感，给临床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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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高脂血症诊治指南

解析及慢病管理

提纲

流行病学现状及危害

慢性管理策略

糖尿病防治指南解析

高脂血症防治指南解析

30年回首，糖尿病发展迅速

城市4.5%
2007-08年
4.6万≥18岁

接近10%

1980年
30万全人群

兰州标准

0.67%
1994年
21万 25－64岁
WHO1985

2.28%

2002年
10万 ≥18岁
WHO1999

城市
农村1.8 %

糖尿病患病率

WHO1999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

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中国可能已成为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国家

Yang WY, et al. NEJM 2010;362:1090-101

 年龄标化的20岁以上成年人总糖尿病患病率为9.7%，据此推
算，我国9,240万成年人有DM，男性5,020万，女性4,220万

 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15.5%

糖尿病患病率 糖尿病前期患病率

T2DM--一种复杂的疾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在适合工作年龄人
群中导致失明的首
要原因1 心血管疾病

中风

心血管死亡率和中风危
险性增加2到4倍3

糖尿病患者中每10人有
8人死于心血管事件4

糖尿病肾病

终末期肾病的首要原因2

糖尿病神经病变

导致非创伤性下肢截
肢手术的首要原因5

8人死于心血管事件

1 Fong DS,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 26 (Suppl. 1):S99–S102.     2Molitch ME,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 26 (Suppl. 1):S94 
3 Kannel WB, et al. Am Heart J 1990; 120:672–676                       4Gray RP & Yudkin JS. In Textbook of Diabetes 1997.

5Mayfield JA,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 26 (Suppl. 1):S78–S79. 

慢性并发症是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

微血管并发症 *37%

周围血管疾病*
43%HbA1c

严格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严格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强化血糖控制达标的意义

糖尿病相关的死亡*
21%

Stratton IM et al. BMJ 2000; 321: 405–412.

12%
中风**

心肌梗塞*14%

* p<0.0001

** p=0.035

1%
1c

黄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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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发病和并发症进展
从来不是孤立的

冠心病 心律失常 心衰 卒中 认知功能障碍

死亡

临床终点

不良饮食习惯 缺乏运动锻炼 吸烟

肥胖 内皮功能失调 代谢综合征

脂代谢紊乱 高血压 糖尿病 炎症 血栓 心律失常危险

亚临床血管病变

冠 病 律失常 衰 卒中 认知功能障碍

临床血管病变和功能障碍

生活方式
危险因素

临床
危险因素

Dariush Mozaffarian,et al.Circulation. 2008;117:3031-3038

提纲

流行病学现状及危害

慢性管理策略

糖尿病防治指南解析

高脂血症防治指南解析

糖尿病防治指南修改要点及疾病管理

糖尿病控制目标—综合管理

治疗更新

新型降糖药物进入治疗流程图

胰岛素起始治疗的选择

手术治疗糖尿病

抗血小板治疗

特殊人群的血糖控制

指标 目标值

血糖(mmol/L)   空 腹

非空腹

3.9–7.2  mmol/L (70-130 mg/dl)

≤10.0 mmol/L (180 mg/dl)

HbA1C(%) ＜7.0%

血压(mm Hg) 130/80

( / 2) 24

中国2型糖尿病的控制目标
--综合管理

BMI(Kg/m2) 24

TG (mmol/L) ＜1.7(150 mg/dl)

LDL-C (mmol/L) 未合并冠心病 ＜ 2.6(100mg/dl)

合并冠心病 ＜ 1.8(70 mg/dl)

HDL-C (mmol/L) 男性 ＞ 1.0 (40 mg/dl)

女性 ＞ 1.3 (50 mg/dl)

尿蛋白排泄率 ＜ 20μg/min (30 mg/d)

尿白蛋白/肌酐比值(mg/mmol) 男性 2.5(22mg/g) 女性 3.5(31mg/g)

主动有氧活动（分钟/ 周） 150

比以往更强调
血糖控制目标应个体化

HbA1c < 7.0%
餐前血糖浓度<7.2mmol/L

餐后血糖浓度餐后血糖浓度<10.0mmol/L
个体化治疗方案是关键
更严格目标 (6.0-6.5%)—年轻、健康
更宽松目标 (7.5-8.0%)—年老，有伴发疾病，低血糖

倾向等
避免低血糖

Diabetes Care 2012;35:1364‐1379
Diabetologia  2012;55:1577‐1596

人胰岛素类似物
格列奈类

GLP-1受体激动剂

DDP-4抑制剂

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不断涌现

动物胰岛素

磺脲类 双胍类

人胰岛素噻唑烷二酮类

α-糖苷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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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的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对重度肥胖2型糖尿病手术治疗具有良好的疗
效，甚至超过了各种药物

目前我国也已经开展这方面的治疗，增加这一
章节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手术治疗时要考虑的
问题，权衡利弊，掌握好适应症，避免手术扩
大化

Diabetes Care June 2010 33:1395-1402

提纲

流行病学现状及危害

慢性管理策略

糖尿病防治指南解析

高脂血症防治指南解析

主要修改

取消“血脂合适水平”的描述，强调根据危险分
层指导治疗策略

干预靶点多样化，但LDL-C仍是首要目标，
不作为 预靶点HDL-C不作为干预靶点

极高危人群界定更加宽泛，LDL-C目标值更低

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但对高危/极高危人群启
动药物治疗更积极

针对不同临床情境提出更具体的治疗建议

更积极、更实用

既往指南： 关于“血脂合适水平”的描述

NCEP ATP Ⅲ(2001)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2007)

TC LDL-C HDL-C TG

合适范围 <200
<200

<130
<100

≥40
≥60

<150
<150

正常 100-129

中国
美国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5):390-413

常

边缘升高 201-239
201-239

130-159
130-159

150-199
150-199

升高 ≥240
≥240

≥160
160-189

>60 ≥200
≥200

减低 <40
<40

极高 ≥190

单位：mg/dL

• 新近血脂指南中没有既往指南中 “血脂合适水平”的描述；

• 这源于近年来血脂水平“分层管理”观念的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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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综合危险分层

低危低危无高血压且其他危险因素＜3

TC≥6.19mmol/L
或

LDL-C ≥4.14mmol/L

TC5.18-6.19mmol/L
或

LDL-C3.37-4.14mmol/L

危险分层

极高危高危冠心病及其等危症

高危中危

高血压且其他危险因素≥1 中危
低危

高血压，或其他危险因素≥3

低危低危无高血压且其他危险因素 3

极高危：缺血性心血管病合并：糖尿病，急性冠脉综合征

2011 ESC/EAS指南对血脂干预靶点的推荐

推荐意见 证据等级

LDL-C是首要治疗靶点 Ⅰ/A

若其他血脂指标情况不明，可考虑将TC作为治疗靶点 Ⅱa/A

在治疗高TG过程中 可评估TG水平 Ⅱa/B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在治疗高TG过程中，可评估TG水平 Ⅱa/B

混合型高脂血症、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或CKD患者，Non-HDL-C可
作为次要干预靶点

Ⅱa/B

Apo B可作为次要干预靶点 Ⅱa/B

HDL-C不作为干预靶点 Ⅲ/C

Apo B/Apo AⅠ和non-HDL-C/HDL-C不作为干预靶点 Ⅲ/C• LDL-C：目前所有指南均将其作为首要干预靶点；
• HDL-C：新指南明确指出尽管HDL-C和CVD风险相关，
但目前尚不支持将其作为干预靶点；

既往多种指南已明确指出
调脂的首要目标是降低LDL-C

HDL C

LDL-C

ADA2

（2007）

LDL-C

中国成人血脂

异常防治指南3

非LDL C次要目标

LDL-C首要目标

NCEP ATPⅢ1

（2004）

TG

HDL-C

--

--

--第三目标

非LDL-C次要目标

1. Grundy SM,et al.Circulation.2004;110:227-239.
2. ADA.Diabetes Care.2007;30:S4-S41.

3.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厦门会议.

2011 ESC/EAS指南：各危险人群的描述

危险程度 描 述

极高危  CVD：通过侵入或非侵入性检查（如冠脉造影、核医学成像、超
声心动图负荷试验、超声发现颈动脉斑块）诊断的CVD、陈旧性心
梗、ACS、冠脉血运重建（PCI或CABG）、其他动脉血运重建手术、
缺血性卒中、外周动脉疾病（PAD）
 T2DM、T1DM合并靶器官损害(如微量白蛋白尿)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中重度CKD(GFR<60mL/min/1.73m2)
 SCORE评分>10% 

高危 单项危险因素显著升高(如血脂异常和重度高血压)
 5%≤SCORE评分<10% 

中危  1%≤SCORE评分<5% 

低危  SCORE评分<1% 

2011 ESC/EAS指南：治疗目标值更趋严格

危险程度 患者类型 目标值 证据等级

极高危 CVD、T2DM、T1DM合并靶器官损
害、中重度CKD、SCORE评分
>10%

<1.8mmol/L 
(70 mg/dL)和/
或LDL-C下降

I/A

>10% 或LDL-C下降
>50%

高危 单个危险因素显著升高、
5%≤SCORE<10%

<2.5mmol/L
(100 mg/dL)

Iia/A

中危 1%≤SCORE<5% <3.0mmol/L
(115 mg/dL)

Iia/C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中国指南(2007)：
危险程度及治疗目标值

危险程度 患者类型 LDL-C目标值

极高危 ACS或缺血性心血管病合并糖尿病 <2.07mmol/L
(80mg/dL)

高危 CHD或CHD等危症，或10年危险性
10%-15%

<2.59mmol/L
(100mg/dL)

中危 10年危险性5%-10% <3 37mmol/L中危 10年危险性5%-10% <3.37mmol/L
(130mg/dL)

低危 10年危险性<5% <4.14mmol/L
(160mg/dL)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5):390-413

缺血性心血管病：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
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高血压(BP≥140/90mmHg或降压药治疗)、低HDL-C (<40mg/dL)、早发缺血性心
血管病家族史(男性一级直系亲属<55岁，女性一级直系亲属<65岁)、年龄(男性≥45岁，女性≥55岁)、肥
胖(BMI ≥28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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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降脂药物

他汀类 三羟基三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

洛伐他汀 辛伐他汀 普伐他汀 西立伐他汀

氟伐他汀 阿托伐他汀 瑞舒伐他汀 匹伐他汀

贝特类

非诺贝特 吉非贝齐 苯扎贝特

烟酸类 烟酸 阿西莫司

胆酸螯合剂 考来稀胺 考来替泊

其他类 弹性酶 普罗布考 泛硫乙胺等

2011 ESC/EAS指南：启动干预的LDL-C切点

总 体 CV 风 险

(SCORE)%
LDL-C水平

<70mg/dL
<1.8mmol/L

70-100mg/dL
1.8-2.5mmol/L

100-155mg/dL
2.5-4.0mmol/L

155-190mg/dL
4.0-4.9mmol/L

>190mg/dL
>4.9mmol/L

<1 无须血脂干预 无须血脂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如

果不能控制考虑药

物治疗

证据等级 Ⅰ/C Ⅰ/C Ⅰ/C Ⅰ/C Ⅱa/A
≥1 <5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如果 生活方式干预，如 生活方式干预，如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1, <5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如果

不能控制考虑药物治

疗

生活方式干预，如

果不能控制考虑药

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如

果不能控制考虑药

物治疗

证据等级 Ⅰ/C Ⅰ/C Ⅱa/A Ⅱa/A Ⅰ/A
>5, <10或高危 生活方式干预，考

虑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考虑

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立即

启动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立

即启动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立

即启动药物治疗

证据等级 Ⅱa/A Ⅱa/A Ⅱa/A Ⅰ/A Ⅰ/A
≥10或极高危 生活方式干预，考

虑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立即

启动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立即

启动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立

即启动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立

即启动药物治疗

证据等级 Ⅱa/A Ⅱa/A Ⅰ/A Ⅰ/A Ⅰ/A

MI患者，无论基线LDL-C水平，均启动他汀治疗

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推荐

推荐意见 证据等级

所有T1DM合并微量白蛋白尿和肾脏疾病的患者，无论基线
水平如何，均推荐他汀降LDL-C (至少30%)作为一线治疗(直
至药物联合治疗)

Ⅰ/A

T2DM合并CVD或CKD患者，或无CVD但年龄超过40岁存在一
个或多个其他CVD危险因素或有靶器官损害证据的患者，推

Ⅰ/B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个或多个其他CVD危险因素或有靶器官损害证据的患者，推
荐的LDL-C目标水平为<1.8mmol/L(70mg/dL)；非HDL-C水
平为<2.6mmol/L(100mg/dL)，apoB<80mg/dL作为次要目
标

所有T2DM患者均推荐将LDL-C<2.5mmol/L(100mg/dL)作为
首要目标。非HDL-C水平为<3.3mmol/L(130mg/dL)，
apoB<100mg/dL作为次要目标

Ⅰ/B

ACS患者的治疗推荐

鉴于临床研究和荟萃分析均支持常规早期

启动强化他汀治疗，故而推荐ACS入院后1-

4天内即启动大剂量他汀治疗，LDL-C治疗

目标值<1.8mmol/L(70mg/dl)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PCI人群的治疗推荐

既往未接受他汀治疗的稳定性心绞痛和ACS患
者中，PCI术前短期他汀治疗能降低MI程度

近期ARMYDA研究结果显示，接受PCI术患者，近期ARMYDA研究结果显示，接受PCI术患者，
即使术前长期服用他汀管理稳定性心绞痛或
ACS风险，术前大剂量他汀负荷治疗也能降低
围术期MI发生

故而推荐即使对已接受他汀治疗的患者，也应
建立PCI术前常规给予负荷剂量他汀治疗的策
略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推荐意见 证据等级

CKD是冠心病等危症，降LDL-C是主要目标 Ⅰ/A

降低LDL-C可降低CKD患者的CVD风险，因此应当被推荐 Ⅱ a /B

中重度CKD患者的治疗推荐
(GFR 15-89mL/min/1.73m2)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他汀被推荐用于适度延缓肾功能减退，从而预防发展到需透析
治疗的终末期肾病

Ⅱ a/ C

鉴于他汀对病理性蛋白尿 (>300mg/d)的有益作用，对2-4期
CKD患者应考虑使用他汀

Ⅱ a /B

对中重度CKD患者，他汀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应使
LDL-C<1.8mmol/L (70mg/dL)

Ⅱ a /C

新指南将中重度CKD单列，提出积极的治疗建议，
指出他汀同时具有心肾获益，这在既往指南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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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证据等级

对高风险的患者推荐给予他汀治疗达到目标值 Ⅰ/A

对于有其他CVD表现的患者推荐给予他汀治疗 Ⅰ/A

非心源性缺血性卒中或TIA患者均推荐给予他汀治疗 Ⅰ/A

卒中患者(一级和二级预防)治疗推荐

• 他汀在卒中一级预防中有确切获益，但其他降胆固醇治疗
的作用尚不明确-----这提示他汀的获益不仅与降胆固醇相关

• 他汀治疗不仅能预防卒中再发，还能预防冠心病事件；

• 对粥样硬化血栓来源的缺血性卒中，他汀治疗获益最大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1;32:176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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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药物监测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

和目标浓度干预
(Target Concentration Intervention, TCI)

焦正

  上海市胸科医院

内容简介

• TDM和TCI的比较
– 治疗浓度范围（治疗窗）和目标浓度
– 目标效应和目标浓度

•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 变异及其来源
– 贝叶斯预测 (Bayesian forecasting)

• 应用实例
• 应用软件介绍

Nick Holford. Br J Clin Pharmacol 1999 48 s1 9-13

内容简介

• TDM和TCI的比较
– 治疗浓度范围（治疗窗）和目标浓度
– 目标效应和目标浓度

•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 变异及其来源
– 贝叶斯预测 (Bayesian forecasting)

• 应用实例
• 应用软件介绍

Nick Holford. Br J Clin Pharmacol 1999 48 s1 9-13

治疗药物监测(TDM)

• 发展和定义
• 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茶碱、苯妥英
• 结合色谱分析技术和药动学原理设计给药方案
• TDM ≠ 测浓度• TDM ≠ 测浓度

• 有效治疗浓度（或治疗窗）
• 局限于经验性选择地浓度范围
• 参考浓度范围

• 未考虑药物的效应

TDM——有效治疗浓度

571例地高辛血药浓度与疗效关系表

血浓
(ng/ml) 

满 意 欠 佳 中 毒

<0.8 48(13.7%) 121(66.1%) 0( 0%) ( ) ( ) ( )

0.8～2.0 286(81.7%) 39(21.3%) 8(21.0%) 

>2.0 16(4.6%) 23(12.6%) 30(78.9%) 

目标浓度干预 (TCI)
• 综合

– 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
• 利用所有 的病患个体的相关信息

• 生理 病理和疾病进程生理、病理和疾病进程
– 解释观察到的浓度和效果

• 提供了一种治疗策略（方法）
– 可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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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浓度范围和目标浓度

• 治疗浓度范围
– 为确定给药剂量，引入了不确定性
– 未提供选择剂量的指导
– 在治疗浓度范围内的所有浓度都是相等的

• 目标浓度
– 应用药动学原理可直接计算达到某一浓度所需的剂量

目标浓度 剂量计算模型

初始峰浓度 负荷剂量 = 目标浓度 x  Vd

平均稳态浓度 维持剂量 = 目标浓度 x  CL x  给药间隔

目标效应 – What do we know?

药物 目标 效果 Emax EC50

氨基糖甙类 ‘治愈' ? ?

环孢素 预防排异 ? ?

苯妥英 预防癫痫发作 ? ?

地高辛 控制房颤 ? ?

茶碱 正常PEFR 344 L/min 11 mg/L

茶碱的Emax：映了相对于基线的最大改善程度
PEFR = baseline + Emax
PEFR: 呼气峰流速值

目标效应 – How can we find out?

• 效应
– 连续变量: PEFR (呼气峰流速值) 
– 分类变量: 感染治愈与否，是否预防器官排斥
– 发生频率：癫痫发作频率
– 生物标志物（描述药物的临床药理作用）

• 定量药理研究方法
• 群体PK/PD-疾病进程
– 阐明浓度-效应的关系

目标浓度 – What do we know?

药物 目标浓度 清除率 表观分布体积

氨基糖甙类 Peak 8 mg/L;
Css 3 mg/L 6 L/h 18 L

环孢素 150 ng/mL 17 L/h 245 L

苯妥英 10 mg/L Vmax=415 mg/d; 
Km=4 mg/L 45 L

地高辛 2 ng/mL 9 L/h 500 L

茶碱* 10 mg/L 3 L/h 35 L

• 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茶碱浓度为 10mg/L 相对于 20mg/L，PEFR (呼
气峰流速值) 显著改善，恶心和呕吐发生率显著下降

• 上述药动学参数是体重70Kg的成年人

TCI的一般过程

目标效应

PD 原理

目标浓度给药方案

观察和修正

PK 原理

范例：茶碱

徐某，男，70kg, 目标效应（TE）： PEFR 增加
200 L/min

TEE

TEEC
TCE




 50模型：max
TEE max

Lmg
LL

LLmg
/3.15

min/200min/344

min/200/11







茶碱的PK，PD参数：Emax=344L/min, EC50=1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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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浓度 – How can we find out?

药动参数

– 清除率CL和表观分布容积 Vd
目标浓度 剂量计算模型

初始峰浓度 负荷剂量 = 目标浓度 x  Vd (35L)

平均稳态浓度 维持剂量 = 目标浓度 x  CL (2.8L/h) x 给药间隔

负荷剂量 = 15 mg/L x 35L = 525 mg
维持剂量 = 15 mg/L x 2.8L/h x 12 h 

≈ 500 mg

内容简介

• TDM和TCI的比较
– 治疗浓度范围（治疗窗）和目标浓度
– 目标效应和目标浓度

•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 变异及其来源
– 贝叶斯预测 (Bayesian forecasting)

• 应用实例
• 应用软件介绍

Nick Holford. Br J Clin Pharmacol 1999 48 s1 9-13

变异—个体间变异和个体内变异 变异的种类

• 群体变异 (PPV) 0.25 (50%)
• 个体间变异 (BSV) 0.16 (25%)

– 不同个体的系统差异

• 个体内变异 (WSV)  0.09 (30%)个体内变异 ( ) ( )
– 个体内的随机变异

• PPV =   BSV    +  WSV 
(50%)2 = (40%) 2 + (30%) 2

变异 —固定效应和个体间变异

浓
度

个体间
变异

除
率

药
物

浓

肌酐清除率时间

主要经肾脏清除的药物（如氨基糖甙类抗生素）

药
物
清

除

变异和 TCI

• 可接受的变异 > PPV        TCI 不必要
• 可接受的变异 < WSV       TCI 无用
• WSV < 可接受的变异 < PPV    TCI 有用

• PPV: 群体间变异 population parameter variability
• WSV: 个体内变异 within-subject 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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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最佳方法
– 临床常规（稀疏）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

• 群体分析可提供
参数的群体值– 参数的群体值

– 固定效应（协变量模型）
– 个体间变异 和 个体内变异（残差变异）

内容简介

• TDM和TCI的比较
– 治疗浓度范围（治疗窗）和目标浓度
– 目标效应和目标浓度

•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 变异及其来源
– 贝叶斯预测 (计算个体PK/PD参数)

• 应用实例
• 应用软件介绍

Nick Holford. Br J Clin Pharmacol 1999 48 s1 9-13

Bayesian法 (1)

    mn CCPP
22

个体参数群体参数

   




i i

pjpi

j j

jj CCPP
OBJ

11 

个体内变异个体间变异

患者的血药浓度数据 群体数据库

群体药动学参数估算程序处理数据

群体药动学参数

Bayesian法 (2)——流程图

群体药动学参数

患者的血药浓度数据 Bayesian进行参数估算

个体药动学参数

设计患者个体给药方案

内容简介

• TDM和TCI的比较
– 治疗浓度范围（治疗窗）和目标浓度
– 目标效应和目标浓度

•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 变异及其来源
– 贝叶斯预测 (计算个体参数)

• 应用实例
• 应用软件介绍

Nick Holford. Br J Clin Pharmacol 1999 48 s1 9-13

他克莫司在中国肾移植患者中
的群体药物动力学研究

张关敏等. 药学学报. 2008, 43(7): 69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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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 回顾性研究
• 单中心：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 58例肾移植患者的802个常规监测数据• 58例肾移植患者的802个常规监测数据

• 全血稳态血药浓度
• EMIA 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

• 数据分析：NONMEM

结果

POD

ASTHCTF
CL 99.02.2194.357.21

244.0397.0
















X 0.582 （合用佩尔地平）

•谷草转氨酶 (AST)， 红细胞压积(HCT)
• 术后时间(POD)（单位：月）
•合用CYP3A4抑制剂

合用佩尔地平

X 0.842 （合用地尔硫卓）

www.poppk-beijing.org/

所有患者的平均值

POD

ASTHCTF
CL 99.02.2194.357.21

244.0397.0
















X 0.582 （合用佩尔地平）

X 0.842 （合用地尔硫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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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固定效应，但未考虑变异

卡马西平和丙戊酸的卡马西平和丙戊酸的
群体群体PKPK研究和个体化给药研究和个体化给药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2003, 25(3): 279~286

• 病例数 M          F         样本
– 卡马西平 240       156            464
– 丙戊酸钠 114         85            247
多中心临床 究

多中心、前瞻性研究

• 多中心临床研究
– 上海：华山医院、长征医院、儿科医院
– 北京：天坛医院
– 南京：脑科医院

卡马西平PPK模型

CL/F =  0.0623×(日剂量) 0.406× (体重) 0.315

×1.42  (如合用 苯妥英)
×1.12  (如合用 苯巴比妥) 
×1 22 (如合用 丙戊酸且日剂量 >18mg/Kg)×1.22  (如合用 丙戊酸且日剂量 >18mg/Kg)
×0.855 (如年龄 >65)

V/F =  1.28 × 体重
Ka  =  1.2
其他因素

– 性别、制剂、合并用药（托吡酯、氯硝西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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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F=0.102× (日剂量)0.197×(体重/60)0.696

×1.36（如合用卡马西平）
×1.25  (如合用苯妥英) 

丙戊酸PPK模型

×1.11  (如合用苯巴比妥) 
V/F =  8.32×(体重/60)
Ka = 1.9
其他因素

– 性别、制剂、合并用药（托吡酯、氯硝西泮）

模型预测性能检验

10 0%

0.0%

10.0%

20.0%

30.0%

ia
s% CBZ

-40.0%

-30.0%

-20.0%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i

VPA

ID Drug PE%>20%
CBZ 20%(4)
VPA 15%(3)%100% 




OBS
OBSPRED

Bias

林玮玮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卡马西平病例 (1)

• 吴某某，女，29岁，体重56Kg
• 原服用奥卡西平早 0.6g、晚0.3g，丙戊酸 0.2g t.i.d

– 近一个月每日都有发作 ，最多一日四次以上，

• 该患者病史中卡马西平治疗效果较好• 该患者病史中卡马西平治疗效果较好
– 曾服用得理多 0.2g t.i.d，
– 白细胞下降到 2.8×109，停用

• 医生要求估算最低有效剂量
– 卡马西平 4 mg/L
– 丙戊酸的 50 mg/L

林玮玮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卡马西平病例 (2)

• 结合病人作息时间, 拟定的服药时间为
– 早8:30,   午15:30,    晚21:30

• 计算常用剂量下的稳态谷浓度
– VPA 100mg, 200mg, … 500 mg t.i.d.
– CBZ 100mg, 150mg, … 400 mg t.i.d.

• 选择达到预期目标浓度的给药方案

林玮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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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西平病例 (3)

• 经计算，推荐方案为
– 丙戊酸 0.3g tid →    52.16µg/m
– 得理多100 mg tid →    4.74µg/ml

• 服药3个月后，早上 9:30采血
– 丙戊酸钠 56 µg/ml，偏差 6.9%
– 卡马西平 5.1 µg/ml，偏差 7.1 %
– 3个月来发作逐渐减少，3月无发作
– 白细胞检查都正常， 5.67×109

林玮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依从性评估

Rank=34%

依从性不佳时的评估

50%

97.5%

2.5%

5%

95%

Therapeutic 
Range

46

内容简介

• TDM和TCI的比较
– 治疗浓度范围（治疗窗）和目标浓度
– 目标效应和目标浓度

•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变异（个体化给药的原因）
– 变异及其来源
– 贝叶斯预测 (Bayesian forecasting)

• 应用实例
• 应用软件介绍

Nick Holford. Br J Clin Pharmacol 1999 48 s1 9-13

免费软件

JPKD
– http://pkpd.kmu.edu.tw/jpkd/
– Kaosh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Warfarin Dosing Calculator
htt // bi d t l /1472 6947/15/7–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472-6947/15/7

–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他克莫司（FK506）

– www.poppk-beijing.org/ （北京大学药学院）

48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235



基于PPK的万古霉素个体化给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

何娟

基于PPK的万古霉素个体化给
药模式的建立和临床应用

华法林

谢 谢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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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患者管理与临床药师患者管理与

文书记录文书记录文书记录文书记录

王王 卓卓

卫 生 部 临 床 药 师卫 生 部 临 床 药 师 （（ 师 资师 资 ）） 培 训 基 地培 训 基 地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临 床 药 学 中 心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临 床 药 学 中 心
第 二 军 医 大 学 上 海 长 海 医 院第 二 军 医 大 学 上 海 长 海 医 院

提纲提纲

临床药师的任务和患者管理临床药师的任务和患者管理

如何进行正确药历书写如何进行正确药历书写

如何对药历质量进行评估如何对药历质量进行评估

药历书写中的常见问题药历书写中的常见问题

病例分析书写与点评病例分析书写与点评

临床药师的任务和患者管理临床药师的任务和患者管理

临床药师的任务临床药师的任务--11

1.1. 深入临床了解药物应用情况，对药物临床应用提出深入临床了解药物应用情况，对药物临床应用提出
改进意见改进意见

2.2. 参与查房和会诊，参加危重患者的救治和病案讨论，参与查房和会诊，参加危重患者的救治和病案讨论，
对药物治疗提出建议对药物治疗提出建议对药物治疗提出建议对药物治疗提出建议

3.3. 进行治疗药物监测，设计个体化给药方案进行治疗药物监测，设计个体化给药方案

4.4. 指导护士做好请领、保管和正确使用工作指导护士做好请领、保管和正确使用工作

5.5. 协助临床医师做好新药上市后临床观察，收集、整协助临床医师做好新药上市后临床观察，收集、整
理、分析、反馈药物安全信息理、分析、反馈药物安全信息

6.6. 提供有关药物咨询服务，宣传合理用药知识提供有关药物咨询服务，宣传合理用药知识

7.7. 结合临床用药，开展药物评价和药物利用研究结合临床用药，开展药物评价和药物利用研究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

临床药师的任务临床药师的任务--22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医疗机构药师工作职责：医疗机构药师工作职责：

（一）负责药品采购供应、处方或者用药医嘱审核、药品调剂、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一）负责药品采购供应、处方或者用药医嘱审核、药品调剂、静脉用药集中调配
和医院制剂配制，指导病房和医院制剂配制，指导病房((区区))护士请领、使用与药品管理；护士请领、使用与药品管理；

（二）参与临床药物治疗，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二）参与临床药物治疗，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开展药学查房，开展药学查房，
为患者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为患者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

（三）参加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和疑难、危重患者的医疗救治，协同医师做好药（三）参加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和疑难、危重患者的医疗救治，协同医师做好药
物使用遴选，对临床药物治疗提出意见或调整建议，物使用遴选，对临床药物治疗提出意见或调整建议，与医师共同对药物治疗与医师共同对药物治疗
负责负责负责；负责；

（四）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实施处方点评与超常预警，促进药物合理使用；（四）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实施处方点评与超常预警，促进药物合理使用；

（五）开展药品质量监测，药品严重不良反应和药品损害的收集、整理、报告等工（五）开展药品质量监测，药品严重不良反应和药品损害的收集、整理、报告等工
作；作；

（六）掌握与临床用药相关的药物信息，提供用药信息与药学咨询服务，向公众宣（六）掌握与临床用药相关的药物信息，提供用药信息与药学咨询服务，向公众宣
传合理用药知识；传合理用药知识；

（七）（七）结合临床药物治疗实践，进行药学临床应用研究；开展药物利用评价和药物结合临床药物治疗实践，进行药学临床应用研究；开展药物利用评价和药物
临床应用研究；参与新药临床试验和新药上市后安全性与有效性监测；临床应用研究；参与新药临床试验和新药上市后安全性与有效性监测；

（八）其他与医院药学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八）其他与医院药学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2011.2）

临床药师的工作内容临床药师的工作内容

 药品处方点评：审查处方用药合理性药品处方点评：审查处方用药合理性

 参与药物治疗：查房、会诊、急救，参与药物治疗：查房、会诊、急救，患者管理患者管理

 药学信息服务：用药咨询、用药教育药学信息服务：用药咨询、用药教育 药学信息服务：用药咨询、用药教育药学信息服务：用药咨询、用药教育

 药疗方案优化：个体化药疗方案优化：个体化TDMTDM、安全有效经济、安全有效经济

 药物利用监测：个体患者跟踪、用药调研药物利用监测：个体患者跟踪、用药调研

 完成工作记录：药历及各类书面记录完成工作记录：药历及各类书面记录

临床合理用药的临床合理用药的参与者、研究者、监测者和管参与者、研究者、监测者和管

理者理者，为患者提供药学监护，为患者提供药学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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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星药师星药师

 The concept of the The concept of the ““sevenseven--star star 
pharmacistpharmacist”” was introduced by was introduced by 
WHO and taken up by FIP in WHO and taken up by FIP in 
2000 in its policy statement on 2000 in its policy statement on 
G d Ph Ed tiG d Ph Ed tiGood Pharmacy Education Good Pharmacy Education 
Practice to cover these roles: Practice to cover these roles: 
–– caregiver, decisioncaregiver, decision--maker, maker, 

communicator, manager, lifecommunicator, manager, life--long long 
learner, teacher and leader.learner, teacher and lead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handbook we have added the handbook we have added the 
function of the pharmacist as a function of the pharmacist as a 
researcherresearcher..

Researcher:Researcher:

 The pharmacist must be able to The pharmacist must be able to use the evidence baseuse the evidence base
(e.g., scientific, pharmacy practice, health system) (e.g., scientific, pharmacy practice, health system) 
effectively in order effectively in order to adviseto advise on the rational use of on the rational use of 
medicines in the health care team.medicines in the health care team.

 By sharing and documenting experiences, the By sharing and documenting experiences, the 
pharmacist can also pharmacist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vidence basecontribute to the evidence base with with 
the goal of optimizing patient care and outcomes. the goal of optimizing patient care and outcomes. 

 As a researcher, the pharmacist is able to As a researcher, the pharmacist is able to increaseincrease the the 
accessibility ofaccessibility of unbiased health and medicinesunbiased health and medicines--related related 
information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other health care to the public and othe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professionals.

临床药师怎样开展工作？临床药师怎样开展工作？

 建立临床药师队伍建立临床药师队伍

 完善临床药学配置完善临床药学配置

 政策扶持与考核要求政策扶持与考核要求

 长期参与患者管理长期参与患者管理

 不断学习交流提高不断学习交流提高

临床药师的患者管理临床药师的患者管理

 临床药师参与患者管理的途径临床药师参与患者管理的途径

–– 门诊患者的管理门诊患者的管理

住院患者的管理住院患者的管理–– 住院患者的管理住院患者的管理

–– 社区患者的管理社区患者的管理

 临床药师对患者的分级管理临床药师对患者的分级管理

–– 特级管理、一级管理、二级管理、三级管特级管理、一级管理、二级管理、三级管

理理

患者的分级管理和药学服务患者的分级管理和药学服务

 特级临床药学服务（特级临床药学服务（随时进行药学监护）随时进行药学监护）：：

–– 病情危重，随时发生病情变化需要进行抢救和更改治疗方案病情危重，随时发生病情变化需要进行抢救和更改治疗方案

的用药患者；的用药患者；

–– 重症药学监护用药患者；重症药学监护用药患者；

–– 各种复杂手术或者大手术后的用药患者；各种复杂手术或者大手术后的用药患者；

–– 严重外伤和大面积烧伤的用药患者；严重外伤和大面积烧伤的用药患者；

–– 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需要严密监护病情的用药患者；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需要严密监护病情的用药患者；

–– 实施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需要严密监护的用药患者；实施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需要严密监护的用药患者；

–– 其他有生命危险，需要严密监护的用药患者等。其他有生命危险，需要严密监护的用药患者等。

 一级临床药学服务（每小时进行一次药学监护）：一级临床药学服务（每小时进行一次药学监护）：

–– 病情趋向稳定的用药患者；手术后或者治疗期间需要严格卧病情趋向稳定的用药患者；手术后或者治疗期间需要严格卧

床的用药患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用药患者；生活部分自床的用药患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用药患者；生活部分自

理 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用药患者理 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用药患者理，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用药患者。理，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用药患者。

 二级临床药学服务（每二级临床药学服务（每2~32~3小时进行药学监护）：小时进行药学监护）：

–– 病情稳定，仍需卧床的用药患者；生活部分自理的用药患者；病情稳定，仍需卧床的用药患者；生活部分自理的用药患者；

行动不便的老年用药患者。行动不便的老年用药患者。

 三级临床药学服务（需每三级临床药学服务（需每3~43~4小时进行药学监护）：小时进行药学监护）：

–– 生活完全自理，病情稳定的用药患者；生活完全自理，处于生活完全自理，病情稳定的用药患者；生活完全自理，处于

康复期的用药患者。康复期的用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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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是指一些不具有传染性、持续时慢性疾病，是指一些不具有传染性、持续时
间漫长的疾病。间漫长的疾病。

 特点是发病较隐匿 较难完全治愈 但能得特点是发病较隐匿 较难完全治愈 但能得 特点是发病较隐匿、较难完全治愈，但能得特点是发病较隐匿、较难完全治愈，但能得
到有效的控制，并且其发生发展与生活方式到有效的控制，并且其发生发展与生活方式
密切相关，因此其治疗也不能单纯依靠药物，密切相关，因此其治疗也不能单纯依靠药物，
而需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而需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慢性疾病管理慢性疾病管理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可理解为慢性疾病的自我管理，是在应对慢性可理解为慢性疾病的自我管理，是在应对慢性
疾病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症状、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症状、治疗、
生理和心理社会变化，以及作出生活方式改变生理和心理社会变化，以及作出生活方式改变
的能力。的能力。

 宗旨是通过医护人员的教育、培训，让患者通宗旨是通过医护人员的教育、培训，让患者通
过学习，掌握自我管理疾病的知识，掌握改变过学习，掌握自我管理疾病的知识，掌握改变
生活方式的技巧，促进和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生活方式的技巧，促进和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
能力，将患者培训成能力，将患者培训成““内行患者内行患者””

 让其（让其（11）掌握疾病的治疗管理知识；（）掌握疾病的治疗管理知识；（22）生）生
理上适应疾病；（理上适应疾病；（33）心理上适应疾病。）心理上适应疾病。

药物治疗管理（药物治疗管理（MTMMTM））

如何进行正确药历书写如何进行正确药历书写

病历：医院记录病人病史、诊断和病历：医院记录病人病史、诊断和

处理方法的档案处理方法的档案

一、药历及其作用一、药历及其作用

处理方法的档案。处理方法的档案。

药历：是由临床药师记录的关于发药历：是由临床药师记录的关于发

现、分析、观察和解决病人药物相现、分析、观察和解决病人药物相

关问题的技术档案。关问题的技术档案。

药历及其作用药历及其作用

 是临床药师工作的必备文书资料。是临床药师工作的必备文书资料。

 可以使临床药师和其他医务人员能够共享可以使临床药师和其他医务人员能够共享

患者的药物治疗相关信息。患者的药物治疗相关信息。

 用于法律程序、教学、研究以及质控。用于法律程序、教学、研究以及质控。

 是临床药师进行规范化药学服务的考核依是临床药师进行规范化药学服务的考核依

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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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历书写的目的药历书写的目的

 药历：药历：

–– 是患者一次住院治疗的全过程记载，强调其是患者一次住院治疗的全过程记载，强调其同步同步

性性和和完整性完整性

–– 是由临床药师在参与临床查房过程中记录的关于是由临床药师在参与临床查房过程中记录的关于

发现、分析和解决患者药物相关问题的药学资料发现、分析和解决患者药物相关问题的药学资料

–– 是为患者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的重要依据是为患者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的重要依据

–– 是开展药学服务工作的必备资料是开展药学服务工作的必备资料

 书写目的：书写目的：

–– 培养学员对临床资料进行采集、综合分析以及整培养学员对临床资料进行采集、综合分析以及整

理与归纳的能力理与归纳的能力

药历的种类药历的种类

医疗病历中的药历记录医疗病历中的药历记录

药师单独记录的药历药师单独记录的药历

电子药历电子药历

二、药历的记录线索二、药历的记录线索

drugdrug--related problemrelated problem

 以用药指导为目的的药历以用药指导为目的的药历

 以用药疑问为线索的药历以用药疑问为线索的药历

 以药物不良事件为线索的药历以药物不良事件为线索的药历

 以治疗药物监测为目的的药历以治疗药物监测为目的的药历

 以患者药物治疗为主的药历以患者药物治疗为主的药历

三、药历的记录形式三、药历的记录形式

 文字式文字式

 表格式表格式 表格式表格式

 图表式图表式

 手册式手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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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人药历

5月9日
凯复定 2.0g＋0.9％NaCl 100ml bid
大扶康 0.2g    qd
稳可信 稳可信1g＋5％GS 500 ml bid 0.5g＋
速尿 速尿 10mg  iv  bid
亚星

力确兴

泰能

姓名 房某 性别 男 年龄 77
病区

/床号 3B-**
住院号

/ID号

****66/
*****305

现病史

患者2003年11月23日，体检发现脑梗塞，在外院期间27日中午突发广泛脑梗塞，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2004年3月27日来院就诊，给予高

压氧治疗，当时查血常规：WBC15.4*109/L，给予先锋必、甲硝唑静滴7天，并给予甘油果糖，韦司太、氯酯醒治疗，4月4日患者出现发热，

体温波动于37.5℃-38.4℃，痰量明显增多，给予左旋氧氟沙星及庆大霉素静滴，10日加用凯复定、大扶康抗感染，痰培养示金黄色葡萄球菌

基本诊断 两肺炎；桥脑、延髓脑梗塞；心律失常；高血压病（极高危组）；右眼白内障；右下肢深静脉栓塞

既往史 59年行阑尾切除术，92年行鼻炎手术，否认其它外伤、手术史。预防接种史同社会。无药物过敏史，无输血史。

TDM及相关检验记录

    日期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30日 5月1日 5月3日 5月5日 5月7日 5月8日

血常规

稳可信0.5g＋5％GS 250ml bid

51
28
39
33
79

  WBC(×109) 9.7 7.03
  GRAN 82.2 69.5
生化

  尿素 16.8 18.4 15.9 8.8 7.7
  肌酐 110 107 96 86 73
葡 萄 糖 13.8 9.9 9.9 8.2 6.1
  钾(mmol/L) 3.2 4.5 4.3 3.4 4.3
  钠(mmol/L) 152 143 143 139 138
  氯(mmol/L) 106 102 102 97 98
肝功

总蛋白(g/L) 61 52

白蛋白(g/L) 33 25

ALT（U/L） 140 48

AST（U/L） 55 38

r-GT（U/L） 241 107

万古霉素监测
万 古 谷 浓 度
（ ）

46.05 19.11 14.22
万 古 峰 浓 度
（ ）

56.73 19.49
干预 建议减量1半 建议停药1次

复查，以估算

建议减量

凯复定

大扶康

稳可信 0.5g＋5％GS
250ml qd

速尿

亚星 2.25g+0.9％NaCl 100ml bid
力确兴 0.2g+5％GS 250ml qd改用＋0.9％NaCl

100ml bid
泰能 0.5g  q8h

    日期 5.12 5.14 5.17 5.18 5.21

血常规

  WBC(×109) 10.94 9.78
  GRAN 75.7 71.8
生化

  尿素 3.9 6.7
  肌酐 55 76
葡 萄 糖 6.3 5.3
  钾(mmol/L) 5 5

临床药师： 王卓

( )
  钠(mmol/L) 1.4 1.38
  氯(mmol/L) 102 101
肝功

总蛋白(g/L)

白蛋白(g/L)

ALT（U/L） 15

AST（U/L） 19

r-GT（U/L） 53

万古霉素监测

万 古 谷 浓 度
（ ）万 古 峰 浓 度
（ ）

总体评价
患者入院前曾连续使用万古霉素（2g/d）和庆大霉素近1周，入院后肾功能即出现不良，后连续再次使用万古霉素后出现浓度蓄积，经过临
床药师建议多次监测血药浓度，调整给药方案，后浓度控制较好，肾功能指标趋于正常。病人感染控制出院并转外院神经内科进行原发病治
疗。

四、四、ASHPASHP对药历记录的规定对药历记录的规定

 美国医疗机构药师协会（ASHP）2003年2月修订的

“ASHP Guidelines on Documenting Pharmaceutical 

Care in Patient Medical Records”明确指出：药师为保证

用药的安全有效而进行的影响病人预后结果的专业活

动必须书面记载于病人的病历 (PMR，patient medical  

record)。

 作为医学保健队伍整体的一员，临床药师的文书记录

是病人连贯性监护的关键，也可以同时展示出药师服

务的责任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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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必须以长期惯用的形式记录在案必须以长期惯用的形式记录在案

 便于所有保健者密切联系和通力协作的形式，便于所有保健者密切联系和通力协作的形式，

不应该在交流和进行专业判断上制造壁垒不应该在交流和进行专业判断上制造壁垒

 紧急情况下电话和口头的交流必须在紧急情况紧急情况下电话和口头的交流必须在紧急情况

处理之后尽快记录于病历处理之后尽快记录于病历

 其他常规的建议也应记录在案其他常规的建议也应记录在案

病历中药师记录的主要内容：病历中药师记录的主要内容：

1. 病人入院前的主要用药史，包括药物过敏史及其具体表现；

2. 在病人药物治疗中药师向其他医务工作者提供的有关用药选择

及处置方面的口头或书面会诊服务；

医生口述的直接来源于药师的医嘱3. 医生口述的直接来源于药师的医嘱；

4. 就用药医嘱进行的说明解释；

5. 有关用药剂量、给药频率、药物剂型或给药途径方面的调整；

6. 病人已用药品（包括试验用药）；

7. 授权监测的已出现或潜在的药物相关问题；

8. 药物治疗监测所见；

9. 所提供的药物相关的病人教育和相关咨询。

1) 病人药物治疗方案的适当性（包括给药途径和方

法）；

2) 病人药物治疗方案中的重复用药；

药物治疗监测所见药物治疗监测所见

3) 已开药物医嘱的病人依从程度；

4) 已出现的或潜在的药物-药物、药物-食物、药物-实
验室检查值及药物-疾病间的相互作用；

5) 临床及药动学实验数据相关的用药方案问题；

6) 已出现和潜在的药物中毒及药物不良事件；

7) 药物治疗相关的体征及临床症状

药师的文书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药师的文书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

 记录完整，语言易懂，条理清楚

 不含裁判性（judgmental）语言

 有适当的标准模式记录

– SOAP（subjective, objective, assessment, and plan）

– TITRS(title, introduction, text, recommendation, and 

signature)

 有药师联络方法（如电话或传呼机号码）

 保护病人隐私

 保证所进行的交流简明、准确

 还应考虑到当地的及联邦的相关指导原则、法规。应考虑到当 的及联邦的相关指导 则 法规

 应使用非裁判性的语言，要特别注意避免使用带有责

备（如差错、失误、不幸、疏忽等）或不符合标准

（如有害的、无效、不当、不宜、错误、不足、缺乏、

问题及不满意）等暗示的文字。

 事实应记录得准确、清晰、客观，应能够反应整个医

疗小组所建立的治疗目标。

意见的表达意见的表达

 正式受邀的会诊：可包括直接的建议和相应的意见

 非正式受邀的会诊、临床印象、发现、意见或建议：

通常应记录得更为含蓄（subtly），应使用间接的建

议，允许对方拒绝建议而不致承担责任。

– 例如，若使用“可考虑…”类的词汇，则可以有机会根据病

情采纳或不采纳所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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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药历记录的格式与要求五、药历记录的格式与要求

 11．病历式药历：．病历式药历：

–– 一般资料一般资料

既往用药史既往用药史–– 既往用药史既往用药史

–– 现用药史现用药史

–– 建议药物治疗计划建议药物治疗计划

–– 药程录药程录

–– 出院小结出院小结

–– 统计分析项目统计分析项目

一般资料一般资料

 内容基本与病历相同，例如姓名、性别、年龄、职内容基本与病历相同，例如姓名、性别、年龄、职

业等一般项目，但作为药历，必须包括有正确的身业等一般项目，但作为药历，必须包括有正确的身

高及体重，因这二项与今后药物建议方案、剂量选高及体重，因这二项与今后药物建议方案、剂量选

择紧密相关。择紧密相关。

既往用药史既往用药史

应在既往病史基础上加以扩充和延伸，应着重记应在既往病史基础上加以扩充和延伸，应着重记

载药物过敏史、药物不良事件以及既往病史所记载药物过敏史、药物不良事件以及既往病史所记

述疾病的药物选择及疗效分析。述疾病的药物选择及疗效分析。

现用药史现用药史

首先必须对现病史加以描述，在此基础上同步描首先必须对现病史加以描述，在此基础上同步描

述在现病史中各个阶段及各种症状及体征所选用述在现病史中各个阶段及各种症状及体征所选用

药物治疗，以及药物治疗响应，包括疗效及不良药物治疗，以及药物治疗响应，包括疗效及不良

事件。事件。

建议药物治疗计划建议药物治疗计划

本内容为药历最重要组成部分，临床药师在作出

建议前必须充分了解现诊断及临床上各项实验室

检查结果，特别是与用药相关一些主要脏器功能

状态，然后提出完整治疗计划，包括建议使用药

物、剂量、给药途径，并需提出可能存在的药物

相互作用，预见可能会发生不良反应，且尽可能

需有定量监测指标。

药程录药程录

与病历中的病程录相同步，且需与病程录中出现与病历中的病程录相同步，且需与病程录中出现

症状与体征描述相结合，逐日记载病员用药后疗症状与体征描述相结合，逐日记载病员用药后疗

效、不良事件及一些新出现症状与所用药物相关效、不良事件及一些新出现症状与所用药物相关

性，及时地更新药物治疗，确保在整个药疗过程性，及时地更新药物治疗，确保在整个药疗过程

中安全、有效、经济。中安全、有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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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小结出院小结

对整个药物治疗过程回顾性分析与总结。必须评对整个药物治疗过程回顾性分析与总结。必须评

述整个住院期药疗全貌，从中找出一些普遍规律，述整个住院期药疗全貌，从中找出一些普遍规律，

为病员出院后维持与巩固治疗提出建设性意见，为病员出院后维持与巩固治疗提出建设性意见，

且供药师在临床群体实践中积累经验。且供药师在临床群体实践中积累经验。

统计分析项目统计分析项目

以药物利用分析为目的的统计分析项目，可以对以药物利用分析为目的的统计分析项目，可以对

某病例某次住院期间的某病例某次住院期间的药物利用情况药物利用情况进行不同角进行不同角

度的分析统计，如：以疾病为中心进行统计分析、度的分析统计，如：以疾病为中心进行统计分析、度的分析统计，如：以疾病为中心进行统计分析、度的分析统计，如：以疾病为中心进行统计分析、

以药物为中心进行统计分析、以费用为中心进行以药物为中心进行统计分析、以费用为中心进行

统计分析、以相类似作用药物为中心比较利用情统计分析、以相类似作用药物为中心比较利用情

况等。况等。

2.2.中国药学会推荐的格式中国药学会推荐的格式

 患者基本情况患者基本情况

––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婚姻状况、身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婚姻状况、身

高体重或体重指数、家族史、药物过敏史、病案号或病区病床高体重或体重指数、家族史、药物过敏史、病案号或病区病床

号号 ““医保医保””和费用情况 生活习惯（吸烟 摄盐 嗜酒 爱和费用情况 生活习惯（吸烟 摄盐 嗜酒 爱号、号、 医保医保 和费用情况、生活习惯（吸烟、摄盐、嗜酒、爱和费用情况、生活习惯（吸烟、摄盐、嗜酒、爱

好等）和联系方式（电话、邮址、网址等）好等）和联系方式（电话、邮址、网址等）

 病史摘要病史摘要

–– 入出院时间、既往病史、体格检查、临床诊断、非药物治疗情入出院时间、既往病史、体格检查、临床诊断、非药物治疗情

况、既往用药史、主要实验室检查数据、出院或转归况、既往用药史、主要实验室检查数据、出院或转归

 用药记录用药记录

–– 药品名称、规格、剂量、给药途径、起始和停药时间、联合用药品名称、规格、剂量、给药途径、起始和停药时间、联合用

药、不良反应药、不良反应

 药物治疗干预措施药物治疗干预措施

–– 记录药学监护计划、用药中的问题、药学干预内容、药物浓度记录药学监护计划、用药中的问题、药学干预内容、药物浓度

监测数据、药物治疗中建设性意见；监测数据、药物治疗中建设性意见；监测数据、药物治疗中建设性意见；监测数据、药物治疗中建设性意见；

 结果评价结果评价

–– 包括药学干预和意见的被采纳情况，及提高用药的有效性、安包括药学干预和意见的被采纳情况，及提高用药的有效性、安

全性、经济性和患者用药依从性的结果，分析讨论，对患者进全性、经济性和患者用药依从性的结果，分析讨论，对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内容，缺短药品的信息。行健康教育内容，缺短药品的信息。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历书写原则与推荐格式》（2007 年版）

3.SOAP3.SOAP模式模式

–– SS（（SubjectiveSubjective）：患者的主诉病症和病史、过敏）：患者的主诉病症和病史、过敏

史、药物不良反应史、既往用药情况（包括ＯＴＣ史、药物不良反应史、既往用药情况（包括ＯＴＣ

药和家庭自用药物）、家族病史、个人习惯、是否药和家庭自用药物）、家族病史、个人习惯、是否

吸毒吸毒吸毒。吸毒。

–– OO（（ObjectiveObjective）：对患者检查的客观记录）：对患者检查的客观记录 ，包括，包括

生命体征、生化指标、血药浓度、影像学检查结果、生命体征、生化指标、血药浓度、影像学检查结果、

血和痰培养结果，检查和治疗费用等。这些检查将血和痰培养结果，检查和治疗费用等。这些检查将

有助于明确诊断和治疗决策。有助于明确诊断和治疗决策。

–– AA（（AssessmentAssessment）：临床药师的综合分析与评价。）：临床药师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PP（（PlanPlan）：治疗方案，包括用法用量、服药时间、）：治疗方案，包括用法用量、服药时间、

发药数量和用药指导，应对患者继续观察的项目。药发药数量和用药指导，应对患者继续观察的项目。药

师根据这些信息可以进行药物治疗安全性和合理性的师根据这些信息可以进行药物治疗安全性和合理性的

考察，评估药物－药物、药物－疾病间的相互作用，考察，评估药物－药物、药物－疾病间的相互作用，

判断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判断患者服药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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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H4.PH--MDMD--ROMEROME模式药历模式药历

 PP（（Patient IntruductionPatient Intruduction，病人简介），病人简介）

 简要介绍病人因出现何种情况、为何入院寻求医疗简要介绍病人因出现何种情况、为何入院寻求医疗

服务。记录日期、病人姓名、年龄（或出生年月）、服务。记录日期、病人姓名、年龄（或出生年月）、

民族、身高、体重、入院日期、性别、主诉（民族、身高、体重、入院日期、性别、主诉（chief chief 

complaintcomplaint）或病人现况描述。）或病人现况描述。

PPHH--MDMD--ROMEROME模式模式

 HH（（Health ProblemHealth Problem，健康问题），健康问题）

 包括医疗诊断、精神病学诊断、病人主诉、异常实包括医疗诊断、精神病学诊断、病人主诉、异常实

验室检查结果、异常的症状或体征、社会或经济状验室检查结果、异常的症状或体征、社会或经济状

况、心理状况、生理缺陷。有时还包括药师所进行况、心理状况、生理缺陷。有时还包括药师所进行

的查体或问诊获得的病史。应注明病人自述的药物的查体或问诊获得的病史。应注明病人自述的药物

过敏史，对病人自己不详，而药师查知的过敏史应过敏史，对病人自己不详，而药师查知的过敏史应

在确认后特别注明。在确认后特别注明。

 在在““健康问题健康问题””项下不讨论药物治疗。既往与目前项下不讨论药物治疗。既往与目前

的药物治疗情况将记录在的药物治疗情况将记录在““治疗药物治疗药物””项下，如果项下，如果

必要时则在必要时则在““药学诊断药学诊断””项下进行讨论。项下进行讨论。

PHPH--MMDD--ROMEROME模式模式

 MM（（MedicationsMedications，治疗药物），治疗药物）

 模块分为两部分：当前药物清单和已用药物清单。模块分为两部分：当前药物清单和已用药物清单。

 现用药品清单可以用来筛查药物相互作用、重复治现用药品清单可以用来筛查药物相互作用、重复治

疗、多重用药、是否过敏以及剂量是否适当。疗、多重用药、是否过敏以及剂量是否适当。

 药师应不仅确定其过去用药方案中的剂量详情，更药师应不仅确定其过去用药方案中的剂量详情，更

应考察该方案效果如何、是否发生不良事件以及为应考察该方案效果如何、是否发生不良事件以及为

何后来停用了该方案等细节。何后来停用了该方案等细节。

PHPH--MMDD--ROMEROME模式模式

 D (Pharmaceutical diagnosis D (Pharmaceutical diagnosis ，药学诊断，药学诊断))

 定义（定义（Culbertson et alCulbertson et al）：）：““用来鉴定病人特定的药物相关用来鉴定病人特定的药物相关

问题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认识过程。问题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认识过程。””叙述有关的药物相关问叙述有关的药物相关问

题及其分析、鉴别。每一个诊断都应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并题及其分析、鉴别。每一个诊断都应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并

且应用药物治疗原则来解决该问题。且应用药物治疗原则来解决该问题。

 药学诊断与药物治疗选择间的关系。要使用、调整和停用某种药学诊断与药物治疗选择间的关系。要使用、调整和停用某种

药物，都应该讨论其效益和风险。药物，都应该讨论其效益和风险。

PHPH--MDMD--RROMEOME模式模式

 RR（（Recommended OrdersRecommended Orders，推荐医嘱），推荐医嘱）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每条建议都应与上述药学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每条建议都应与上述药学诊

断的编号对应。断的编号对应。断的编号对应断的编号对应

 更深一步的分析讨论或综合等叙述性内容都应在上更深一步的分析讨论或综合等叙述性内容都应在上

述述““health problemhealth problem””或或““pharmaceutical diagnosispharmaceutical diagnosis””
项目下完善。项目下完善。

 药物治疗的建议应书写得尽可能简明，使用处方常药物治疗的建议应书写得尽可能简明，使用处方常

用的缩略语，列出具体的药品、剂型、剂量、给药用的缩略语，列出具体的药品、剂型、剂量、给药

途径、剂量计划以及疗程等。途径、剂量计划以及疗程等。

PHPH--MDMD--RROOMEME模式模式

 OO（（Desired OutcomeDesired Outcome，预期结果），预期结果）

 设定特定的治疗目标或终点。应针对具体的监测指设定特定的治疗目标或终点。应针对具体的监测指

标提出哪些指标变化、哪些不便，提出治疗应达到标提出哪些指标变化、哪些不便，提出治疗应达到

的适当结果，并保证在此过程中病人不会遭受任何的适当结果，并保证在此过程中病人不会遭受任何

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如果结果不能达到此预定目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如果结果不能达到此预定目

标，则必须重新对其评估，并设定新的目标。标，则必须重新对其评估，并设定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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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H--MDMD--ROROMMEE模式模式

 MM（（MonitoringMonitoring，监测），监测）

 监测所涉及的参数指标包括实验室检查 临床测定监测所涉及的参数指标包括实验室检查 临床测定 监测所涉及的参数指标包括实验室检查、临床测定监测所涉及的参数指标包括实验室检查、临床测定

已经根据病人保健问题和药学诊断现状所反馈的情已经根据病人保健问题和药学诊断现状所反馈的情

况预期的一些观察指标。每一种监测指标应列出其况预期的一些观察指标。每一种监测指标应列出其

相应的监测时间、监测频率，必要时应注明特殊的相应的监测时间、监测频率，必要时应注明特殊的

监测者。监测者。

PHPH--MDMD--ROMROMEE模式模式

 EE（（Patient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Patient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病人咨询和，病人咨询和

教育）教育）

 列出药师应提供给针对特定病人的重要的信息、建列出药师应提供给针对特定病人的重要的信息、建列出药师应提供给针对特定病人的重要的信息、建列出药师应提供给针对特定病人的重要的信息、建

议、训练以及鼓励。议、训练以及鼓励。

 如果出现如果出现““依从性不好依从性不好””等情况时，则本项目下应等情况时，则本项目下应

包括对纠正该问题的具体指导。包括对纠正该问题的具体指导。

 应具体记载对病人进行咨询教育的具体时间、方式、应具体记载对病人进行咨询教育的具体时间、方式、

效果以及进行该工作的药师。效果以及进行该工作的药师。

5.5.培训用培训用教学药历教学药历

 首页首页

 药物治疗日志药物治疗日志

患者基本信息患者基本信息

主诉与现病史主诉与现病史

既往病史既往病史

既往用药史既往用药史

家族史家族史

 药物治疗总结药物治疗总结

 临床带教老师评语临床带教老师评语

 药学带教老师评语药学带教老师评语

家族史家族史

伴发疾病与用药情况伴发疾病与用药情况

过敏史过敏史

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置史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置史

入院诊断入院诊断

出院诊断出院诊断

初始治疗方案分析初始治疗方案分析//临床诊断要点临床诊断要点

初始药物治疗监护计划初始药物治疗监护计划//治疗原则治疗原则

其它主要治疗药物其它主要治疗药物//主要治疗药物主要治疗药物

首页首页--1 1 
建立日期： 年 月 日 建立人：________

姓名姓名 性别性别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年年 月月 日日 住院号住院号

住院时间住院时间 年年 月月 日日 出院时间出院时间 年年 月月 日日

籍贯籍贯 民族民族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家庭电话家庭电话
手机号手机号 联系地址联系地址 邮编邮编

身高身高(cm)(cm) 体重体重(kg)(kg) 体重体重
指数指数 Kg/mKg/m22身高身高( )( ) 体体 ( g)( g) 指数指数 g/g/

血型血型 血压血压
mmHgmmHg

体表体表
面积面积

体表面积（体表面积（m2m2））=0.0061=0.0061××
身高（身高（cm)+0.0128cm)+0.0128××体重体重
（（kg)kg)--0.15290.1529

不良嗜好（烟、酒、药不良嗜好（烟、酒、药
物依赖）物依赖）

主诉和现病史：主诉和现病史：
主诉、起病情况、主要症状、病情的发展与演变、诊疗经过、一般情况、常规检查、主诉、起病情况、主要症状、病情的发展与演变、诊疗经过、一般情况、常规检查、
特殊检查。特殊检查。

既往病史：既往病史：
填写本次入院以前的内容，包括预防接种及传染病史、手术外伤史及输血史、过去健填写本次入院以前的内容，包括预防接种及传染病史、手术外伤史及输血史、过去健
康状况及疾病的系统回顾。康状况及疾病的系统回顾。

既往用药史：既往用药史：
填写本次入院以前患者所有药物使用的情况，包括药店购买的非处方药及偶尔使用的填写本次入院以前患者所有药物使用的情况，包括药店购买的非处方药及偶尔使用的
中草药制剂。尽量包括用药的途径及用药剂量。中草药制剂。尽量包括用药的途径及用药剂量。

首页首页--22
家族史：家族史：

记录与疾病及药物治疗相关的内容，包括：明确家族性的疾病的危险因素、职记录与疾病及药物治疗相关的内容，包括：明确家族性的疾病的危险因素、职
业和工作环境有无毒物、粉尘、放射性物品接触史、生活习惯及嗜好：（烟、酒业和工作环境有无毒物、粉尘、放射性物品接触史、生活习惯及嗜好：（烟、酒
、麻醉毒品），使用量及年限；婚史、配偶健康状况、性生活状况；月经史、生、麻醉毒品），使用量及年限；婚史、配偶健康状况、性生活状况；月经史、生
育史。育史。

伴发疾病与用药情况：伴发疾病与用药情况：

系指入院时仍需治疗的伴随疾病的症状、时间及演变过程，以及用药情况，系指入院时仍需治疗的伴随疾病的症状、时间及演变过程，以及用药情况，系指入院时仍需治疗的伴随疾病的症状、时间及演变过程，以及用药情况，系指入院时仍需治疗的伴随疾病的症状、时间及演变过程，以及用药情况，
各伴随症状之间尤其是与主要症状之间关系各伴随症状之间尤其是与主要症状之间关系

过敏史：过敏史：
含药物、食物及其它物品过敏史含药物、食物及其它物品过敏史

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置史：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置史：

系指本次入院治疗中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与处置手段、结果。系指本次入院治疗中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与处置手段、结果。

入院诊断：入院诊断：

出院诊断：出院诊断：

首页首页--33
初始治疗方案分析：初始治疗方案分析：

系指根据本次入院诊断所设计的初始治疗药物与治疗方案分析。系指根据本次入院诊断所设计的初始治疗药物与治疗方案分析。

治疗过程中新出现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分析，在“药物治疗日志”中记录治疗过程中新出现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分析，在“药物治疗日志”中记录

。。

初始药物治疗监护计划：初始药物治疗监护计划：

系指根据初始治疗方案所制定的药物治疗监护计划。治疗过程中根据新出系指根据初始治疗方案所制定的药物治疗监护计划。治疗过程中根据新出

现的临床诊断、治疗方案所制定的药物治疗监护计划，在“药物治疗日志”现的临床诊断、治疗方案所制定的药物治疗监护计划，在“药物治疗日志”

中记录。中记录。

其它主要治疗药物：其它主要治疗药物：

系指初始治疗方案外的主要治疗药物，随时填写系指初始治疗方案外的主要治疗药物，随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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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日志药物治疗日志

药物 治疗 日 志

1、药物治疗日志记录内容应包括：

（1）入院后首次病程内容已经在首页各栏目中体现，日志部分需记录入院时间和入院
诊断。

（2）患者住院期间病情变化与用药变更的情况记录（含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疾病诊
断、治疗方案、会诊情况）；断、治疗方案、会诊情况）；

（3）对变更后的药物治疗方案的评价分析意见与药物治疗监护计划；

（4）用药监护计划的执行情况与结果（包括药师参与情况与结果）。

（5）出院带药情况。

2、每次记录应有学员签名，并注明记录时间（年、月、日）危重病人要记录时刻。

3、药学带教老师每周不少于两次对药物治疗日志进行点评，并用红色笔填写点评意见。

4、临床带教老师每周不少于一次对药物治疗日志进行点评，并用红色笔填写点评意见。

5、一般每3天书写记录1次，危重病人随时书写记录。

药物治疗总结药物治疗总结

药物 治疗 总 结

药物治疗总结应包括：

1.出院时对完整治疗过程的总结性分析意见；

2.药师在本次治疗中参与药物治疗工作的总结；

3.患者出院后继续治疗方案和用药指导；

4.治疗需要的随访计划和应自行检测的指标。

带教老师评语带教老师评语

临临床床 带带 教教 老老 师师 评评 语语

对完整教学药历的评语对完整教学药历的评语

药药学学 带带 教教 老老 师师 评评 语语

对完整教学药历的评语对完整教学药历的评语

教学药历首页
建立日期： 2006年 11 月 24 日 建立人: **  

姓名姓名 汪汪**** 性别性别 女女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19131913年年44月月****
住院住院
号号

2*****2*****

住院时间：住院时间： 20062006年年1111月月2424日日 出院时间：出院时间： 2006 2006 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

籍贯：上海籍贯：上海 民族：汉族民族：汉族 工作单位：退休教师工作单位：退休教师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上海市上海市******路路******号号

身高身高(cm)(cm) 150cm150cm 体重体重(kg)(kg) 40kg40kg 体重指数体重指数 17.7717.77

血型血型 不详不详 血压血压mmHgmmHg 104/54mmHg104/54mmHg

不良嗜好不良嗜好
（烟、酒、（烟、酒、
药物依赖）药物依赖）

无无

既往病史：既往病史：

有乙肝、冠心病、慢性心衰、反复尿路感染病史，曾行剖腹产手术有乙肝、冠心病、慢性心衰、反复尿路感染病史，曾行剖腹产手术

既往用药史：既往用药史：

曾给予罗氏芬抗炎、沐舒坦化痰治疗、胸腺五肽提高抵抗力曾给予罗氏芬抗炎、沐舒坦化痰治疗、胸腺五肽提高抵抗力

家族史家族史家族史：家族史：

否认家族性遗传性疾病史，子女体健。否认家族性遗传性疾病史，子女体健。

过敏史：过敏史：

青霉素过敏史青霉素过敏史

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置史：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置史：

无无

入院诊断：入院诊断：

1.COPD1.COPD急性加重期急性加重期

2.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

出院诊断出院诊断

11、、COPDCOPD急性加重期急性加重期

2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

临床诊断要点：临床诊断要点：

老年高龄女性；老年高龄女性； 20042004年起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痰，痰色白粘，无发年起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痰，痰色白粘，无发

热、胸痛、咯血、盗汗，每年持续三个月以上。自服抗炎药后可好转，热、胸痛、咯血、盗汗，每年持续三个月以上。自服抗炎药后可好转，

但反复发作。但反复发作。20062006年年1111月起咳嗽、咳痰加重；月起咳嗽、咳痰加重；55天前洗澡后出现喘息加天前洗澡后出现喘息加

重，体温最高达重，体温最高达39.239.2度，痰不易咳出，小便量较少，给予抗炎、化痰治度，痰不易咳出，小便量较少，给予抗炎、化痰治

疗后未见好转。疗后未见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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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原则：治疗原则：

COPDCOPD诊治指南（诊治指南（20022002年版）中年版）中AECOPDAECOPD处理原则：处理原则：

11、根据症状、病情评估疾病严重程度、根据症状、病情评估疾病严重程度

22、控制流量吸氧、控制流量吸氧3030分钟后血气分析分钟后血气分析

33、应用支气管扩张剂、应用支气管扩张剂

44、口服或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口服或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静 射糖皮质 素静 射糖皮质 素

55、根据致病菌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根据致病菌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66、监测水、电解质、营养状况、监测水、电解质、营养状况

77、监测识别可能的并发症、监测识别可能的并发症

88、其他：积极拍背引流；使用祛痰剂；预防血栓形成、其他：积极拍背引流；使用祛痰剂；预防血栓形成

主要治疗药物：

抗感染： 可乐必妥 0.5g      静滴 11.24-12.5

罗氏芬 2g      静滴 11.25-11.28

泰能 500mg      静滴 12.5-12.9

稳可信 500mg      静滴 12.3-12.5 

他格适 200mg      静滴 12.6-12.14

抗真菌： 大扶康 100ml      静滴 12.5- 12.14

支气管扩张剂支气管扩张剂：

爱喘乐 定量吸入 11.24-12.5

多索茶碱葡萄糖 0.3g      静滴 11.25-11.26

喘定 0.5mg     静滴 11.25-11.26

祛痰剂： 沐舒坦 90mg      静滴 11.25-11.27

糖皮质激素：甲强龙 20mg      静推 11.27-11.28

营养支持： 白蛋白 50ml      静滴 12.2-12.5

免疫血清球蛋白 50ml      静滴 11.30-12.1

乐凡命 250ml     静滴 12.8-12.8

药物治疗日志药物治疗日志
20062006--1111--2727

患者反复胸闷气急，体温正常，尿量少。患者反复胸闷气急，体温正常，尿量少。

查体：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散在哮鸣音，肺底湿罗音，心律查体：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散在哮鸣音，肺底湿罗音，心律6363次次//分，律不齐。分，律不齐。

部分检查结果回示：部分检查结果回示：:WBC26.6X10:WBC26.6X1099/L,GRAN%92.1%,HGB105g/L;/L,GRAN%92.1%,HGB105g/L;肝功、生化、抗结肝功、生化、抗结

核抗体、乙肝标志物、凝血功能、无异常。动脉血气：核抗体、乙肝标志物、凝血功能、无异常。动脉血气：POPO2296mmHg, K96mmHg, K++3.6mmol/L, SO3.6mmol/L, SO2 2 

98%98%。胸片：心影增大、右膈抬高；心电图：窦性心律，左前分支传导阻滞，频发房早，。胸片：心影增大、右膈抬高；心电图：窦性心律，左前分支传导阻滞，频发房早，

V1V1--V3V3呈呈QSQS型。型。

治疗药物：治疗药物：

继续继续罗氏芬罗氏芬，，可乐必妥可乐必妥积极抗感染治疗积极抗感染治疗

加用白蛋白加用白蛋白 50ml 50ml 静滴静滴

加用加用杜秘克杜秘克 15ml po15ml po

分析：分析：

COPDCOPD患者，消耗大，食欲减退，极易引起营养不良。用白蛋白对其予以支持治疗，并患者，消耗大，食欲减退，极易引起营养不良。用白蛋白对其予以支持治疗，并

可维持其呼吸机功能，加强其免疫力。可维持其呼吸机功能，加强其免疫力。

建议：建议：

不使用培菲康缓解病人便秘情况，仅改用杜秘克口服，但应注意观察有无腹泻的发生。不使用培菲康缓解病人便秘情况，仅改用杜秘克口服，但应注意观察有无腹泻的发生。

*** *** 

药药 物物 治治 疗疗 总总 结结

患者汪**，女性，93岁，汉族，因“慢性咳嗽咳痰喘息3年,加重伴发热5天”

于11月24日收住入院。入院诊断：COPD急性加重期，冠心病。

入院后给予氧疗，及抗感染、平喘、祛痰等药物治疗。

药物选用…..抗感染，支气管舒张剂…吸入，…静滴，甲强龙冲击3天，4天后提示

治疗有效。期间患者病情出现反复，咳嗽咳痰，反复发热，精神差。药敏结果提

示MRSA 万古霉素敏感 使用5天后感染无明显好转 考虑真菌感染可能性大示MRSA，万古霉素敏感；使用5天后感染无明显好转，考虑真菌感染可能性大，

停用…，加.大扶康继续治疗，病情好转，体温恢复正常3天，予以出院。出院检

查:……。出院带药：培非康、必可酮、保肾康、沐舒坦。

本患者为93岁高龄患者，COPD急性加重，有心脏病基础，抗感染为首要问题。

入院即选择…药物联合抗感染，初始疗效有效，后病情又有反复，根据药敏结果

换用敏感药物，最终感染得以控制。但患者还是出现了肾脏的损害。出院给予保

肾康改善肾功能。整个治疗过程选药正确，剂量疗程较合适。

***

一般一般
资料资料

姓名姓名 ***   ***   性别性别 男男 年龄年龄 59   59   民族民族 汉汉 文化程度文化程度 初中初中
职业职业 工人退休工人退休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139********      139********      
费用支付：费用支付：□自费□自费 ■医保■医保 □公费□公费 □其他□其他
基础疾病：基础疾病：□高血压□高血压 □冠心病□冠心病 □心律失常□心律失常 ■心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
□糖尿病□糖尿病 □甲状腺疾病□甲状腺疾病□□CKD        CKD        □□ 其他其他
入院时间入院时间 10.04.11      10.04.11      入院方式：入院方式：■步行■步行 □扶行□扶行 □轮椅□轮椅 □平车□平车
入院医学诊断入院医学诊断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心功能心功能

临床药学室入院患者药学评估及用药教育登记表（二）
科室： 呼吸 病区：14F      床号：**     住院号：******

7.工作药历

入院医学诊断入院医学诊断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心功能心功能22
级级

入院入院
状况状况

意意 识：■清醒识：■清醒 □嗜睡□嗜睡 □恍惚□恍惚 □昏迷□昏迷
营营 养：■良好养：■良好 □一般□一般 □消瘦□消瘦 □恶病质□恶病质
听听 力：■清晰力：■清晰 □重听□重听 □失聪□失聪 □助听器□助听器 □其他□其他
语语 言：■正常言：■正常 □失语□失语 □含糊不清□含糊不清□手势语□手势语
基本膳食：■普食基本膳食：■普食 □半流□半流 □流质□流质 □禁食□禁食 □其他□其他

禁忌禁忌 偏好偏好 治疗饮食治疗饮食
自理能力：■完全自理自理能力：■完全自理□部分依赖□部分依赖□完全依赖（进食、穿衣、淋浴、入□完全依赖（进食、穿衣、淋浴、入
厕）厕）
嗜嗜 好：□无好：□无 □酒□酒 无无 两两//天天 ■烟■烟 2020××40     40     支支//天天 已戒已戒33年年

既往既往
用药用药
了解了解
程度程度

适适应应症：症： ■好■好 □较好□较好 □一般□一般 □较差□较差 □不理解□不理解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好□好 □较好□较好 □一般□一般 ■较差■较差 □不理解□不理解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好□好 ■较好■较好 □一般□一般 □较差□较差 □不理解□不理解
不良反应：不良反应： □好□好 ■较好■较好 □一般□一般 □较差□较差 □不理解□不理解

自我药疗效果自我药疗效果
□好□好 □较好□较好 □一般□一般
■较差■较差□不理解□不理解

用药依从性评价用药依从性评价
□好□好 □较好□较好 □一般□一般
■较差■较差□不理解□不理解

过敏史过敏史

□□无无 ■有（详述）■有（详述） 怀疑药物：怀疑药物： 青霉素、阿奇霉素青霉素、阿奇霉素

主要临床症状：主要临床症状：青霉素过敏出现皮疹，抗过敏后皮疹消失；阿奇霉素静滴曾出青霉素过敏出现皮疹，抗过敏后皮疹消失；阿奇霉素静滴曾出
现静脉炎，后停药。现静脉炎，后停药。

过敏史过敏史
现静脉炎，后停药。现静脉炎，后停药。

处理措施及结果：□未停药处理措施及结果：□未停药 ■停药后缓解■停药后缓解 ■对症治疗后缓解■对症治疗后缓解
□对症治疗后未缓解□对症治疗后未缓解 ■未再次使用■未再次使用 □再次使用又出现□再次使用又出现
相关分析：阿奇霉素可能为滴速或浓度有关，引起静脉炎。相关分析：阿奇霉素可能为滴速或浓度有关，引起静脉炎。

疾病认识疾病认识■■完全完全 □部分□部分 □不认识□不认识 □未被告知□未被告知

备注备注 间断购买间断购买””中药中药““粉末，考虑激素。粉末，考虑激素。1010天前舒利跌自行减量。天前舒利跌自行减量。500ug500ug--250ug250ug。。

用药教育用药教育
1.1.告知疾病基本常识。告知疾病基本常识。22．遵医嘱服药，不能擅自减量。．遵医嘱服药，不能擅自减量。
3. 3. 针对性教育：针对性教育：提高用药依从性。提高用药依从性。
不要盲目相信广告或传言购买不要盲目相信广告或传言购买““药物药物””。。已戒烟也应告知其危害。已戒烟也应告知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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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治疗过程

姓名：姓名：****** 性别：性别：男男 年龄：年龄：5959 病区：病区：呼一呼一 床号：床号：3636 住院号：住院号：64****64****

出院日期：出院日期：10.04.2810.04.28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139********139********

出院诊断出院诊断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心功能心功能22级级

临床药学室患者出院用药教育登记表（自存）（七）
日期：10.04.28            临床药师： ***             病区：呼一

心功能心功能22级级
出院时情况：出院时情况：
治愈治愈 □□ 好转好转 ■■ 自动出院自动出院 □□ 其它其它 □□

出院药物治疗方案出院药物治疗方案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10mg10mg，口服，，口服，qnqn；；
奥美拉唑胶囊奥美拉唑胶囊 40mg40mg，，po bidpo bid；；
螺内酯片螺内酯片20mg20mg，，po tidpo tid；；
呋塞米片呋塞米片 20mg20mg，，po qdpo qd；；

沙美特罗氟替卡松粉剂（沙美特罗氟替卡松粉剂（50/25050/250）） 11揿，揿，q12hq12h；；
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100ug 100ug 必要时必要时

盐酸氨溴素片盐酸氨溴素片 30mg qd po30mg qd po；；
强的松片强的松片30mg qd po30mg qd po；；

用药交待：用药交待：
1.1.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晚上睡前口服一片。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晚上睡前口服一片。
2.2.强的松：最好在早上饭后口服。强的松：最好在早上饭后口服。
3.3.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气急加重时可以立刻缓解症状。不要长期使用，仅在气急加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气急加重时可以立刻缓解症状。不要长期使用，仅在气急加
重时应用。重时应用。
4.4.沙美特罗氟替卡松粉剂（沙美特罗氟替卡松粉剂（50/25050/250）：每次）：每次11揿，揿，2/2/日，可有效控制病情，减少发作次日，可有效控制病情，减少发作次
数。数。
坚持用药，告知正确使用方法。坚持用药，告知正确使用方法。
特殊注意事项：特殊注意事项：
1.1.用药依从性教育：坚持用药，不得随便减量。定期门诊随访。用药依从性教育：坚持用药，不得随便减量。定期门诊随访。
2.2.不再随意购买不知名的不再随意购买不知名的““中草药中草药””。。

3.3.强的松减量问题：严格遵守逐渐减量的原则，防止因骤停药物引起意外发生。定期强的松减量问题：严格遵守逐渐减量的原则，防止因骤停药物引起意外发生。定期强的松减量问题：严格遵守逐渐减量的原则，防止因骤停药物引起意外发生。定期强的松减量问题：严格遵守逐渐减量的原则，防止因骤停药物引起意外发生。定期
门诊随访。门诊随访。

4.4.强的松可能的不良反应：血糖、血压的波动，电解质紊乱、骨质疏松、眼底病变等强的松可能的不良反应：血糖、血压的波动，电解质紊乱、骨质疏松、眼底病变等
，应定期监测血糖、血压，电解质，骨密度、眼底等检查。前一个月，，应定期监测血糖、血压，电解质，骨密度、眼底等检查。前一个月，22次次//月，之后月，之后
11次次//月。月。
5.5.青霉素过敏史就诊时告诉医生或药师。青霉素过敏史就诊时告诉医生或药师。
6.6.生活指导：环境、饮食、体育锻炼指导。生活指导：环境、饮食、体育锻炼指导。

随访情况：随访情况：
坚持用药，门诊定期随访。强的松刚刚停用，仅吸入激素。坚持用药，门诊定期随访。强的松刚刚停用，仅吸入激素。
无不适，无血压、血糖升高。无不适，无血压、血糖升高。

随访时间：随访时间： 10.05.15              10.05.15              随访人：随访人：******
上海长海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

7. 7. 
会会
诊诊
记记

临床药师临床病例讨论、会诊记录表

日期： 时间： 病区： 临床药师：

病人姓名：病人姓名： 病案号：病案号： 床号：床号：

性别：性别： 年龄：年龄： 药物过敏史或其他特殊情况：药物过敏史或其他特殊情况：

目前诊断：目前诊断：

录录
病史、用药史概要及问诊情况：病史、用药史概要及问诊情况：

主要医疗或药学问题：主要医疗或药学问题：

药学会诊药学会诊//讨论意见：讨论意见：

遗留问题及解决方式遗留问题及解决方式//随访情况：随访情况：

如何对药历质量进行评估如何对药历质量进行评估

 中国药学会推荐的评分标准中国药学会推荐的评分标准

 中国医院协会推荐的质量缺陷评分表中国医院协会推荐的质量缺陷评分表

 药历点评示例药历点评示例 药历点评示例药历点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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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会推荐的评分标准中国药学会推荐的评分标准 中国药学会推荐的评分标准中国药学会推荐的评分标准

中国医院协会推荐的质量缺陷中国医院协会推荐的质量缺陷
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教学药历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教学药历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 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 首页首页首页首页

–– 药物治疗日志药物治疗日志

–– 总结总结

–– 合格标准合格标准

教学药历质量点评教学药历质量点评

项目项目 缺陷内容缺陷内容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1111 1212 1313 1414 1515

（（11）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不能通）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不能通
读（重度缺陷）读（重度缺陷）

（（22）有证据证明系拷贝行为导致）有证据证明系拷贝行为导致
的原则性错误（重度缺陷）的原则性错误（重度缺陷）

基基
本本
要要
求求

的原则性错误（重度缺陷）的原则性错误（重度缺陷）

（（33）带教老师未按时修改或评语）带教老师未按时修改或评语
缺乏针对性（缺乏针对性（55））

（（44）表格药历填写有漏项（）表格药历填写有漏项（22））

（（55）药物名称未使用通用名（每）药物名称未使用通用名（每
出现一处出现一处11分，分，≥≥55处为重度缺处为重度缺
陷）陷）

（（66）带教老师无评语（重度缺陷））带教老师无评语（重度缺陷）

教学药历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教学药历质量点评教学药历质量点评
（（77）入院诊断与出院诊断填写有缺陷）入院诊断与出院诊断填写有缺陷

（（22））

（（88）过敏史、药物不良反应史记述有）过敏史、药物不良反应史记述有
缺陷（缺陷（55））

（（99）诊断要点分析有缺陷（）诊断要点分析有缺陷（22））

首首
页页

（（1010）治疗原则分析有缺陷（）治疗原则分析有缺陷（22））

（（1111）初始治疗方案记录有漏项（）初始治疗方案记录有漏项（22））

（（1212）初始治疗方案监护计划缺监测指）初始治疗方案监护计划缺监测指
标和监测周期（标和监测周期（55））

（（1313）有既往病史、既往用药史但记录）有既往病史、既往用药史但记录
有漏项（有漏项（55））

教学药历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教学药历质量点评教学药历质量点评

药药

（（1414）主诉与现病史不能紧密结合（）主诉与现病史不能紧密结合（22））

（（1515）疾病发展变化过程描述不清（）疾病发展变化过程描述不清（55））

（（1616）遗漏主要阳性体征（）遗漏主要阳性体征（22））

（（1717）遗漏主要检查结果（）遗漏主要检查结果（22））

（（1818）有院前抢救史但用药记述不清（）有院前抢救史但用药记述不清（22））

（（1919）未按规定日期书写治疗日志记录（）未按规定日期书写治疗日志记录（11））
物物
治治
疗疗
日日
志志

（（1919）未按规定日期书写治疗日志记录（）未按规定日期书写治疗日志记录（11））

（（2020）病情变化时无分析、判断、处理及结果）病情变化时无分析、判断、处理及结果
的记录（的记录（55））

（（2121）缺检查结果异常的分析及相应处理意见）缺检查结果异常的分析及相应处理意见
的记录（的记录（55））

（（2222）缺反映特殊检查（治疗）情况的记录）缺反映特殊检查（治疗）情况的记录
（（22））

（（2323）病情与治疗方案变化时无未及时调整监）病情与治疗方案变化时无未及时调整监
护方案（护方案（55））

（（2424）缺药学监护计划执行情况与结果（）缺药学监护计划执行情况与结果（55））

（（2525）缺出院继续治疗方案（）缺出院继续治疗方案（55））

教学药历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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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药历质量点评教学药历质量点评

总总
结结

（（2626）缺对本次入院治疗过程总结（）缺对本次入院治疗过程总结（55））

（（2727）对药物治疗中主要问题缺乏评价）对药物治疗中主要问题缺乏评价
（（55））

（（2828）缺对临床药师在本次治疗中的作）缺对临床药师在本次治疗中的作
用总结（用总结（55））

（（2929）需随访但未制定随访计划（）需随访但未制定随访计划（22））

（（3030）缺对患者继续治疗中自行监测指）缺对患者继续治疗中自行监测指
标的指导（标的指导（22））

扣分总计扣分总计

每份教学药历扣分每份教学药历扣分<15<15分为优秀；扣分分为优秀；扣分1616－－3030分为合格；扣分分为合格；扣分>31>31分为不合格。分为不合格。

每份教学药历发生任何一项重度缺陷，则该教学药历为不合格。每份教学药历发生任何一项重度缺陷，则该教学药历为不合格。

教学药历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真实性问题真实性问题：内容抄袭：内容抄袭
 规范性问题规范性问题

–– 格式不准确格式不准确
–– 通用名通用名

药历书写中的常见问题药历书写中的常见问题

通用名通用名
–– 日志部分日志部分
–– 小结部分小结部分

 科学性问题科学性问题
–– 问诊不详细问诊不详细
–– 记录不同步记录不同步
–– 方案评价不深入方案评价不深入
–– 药师介入未体现药师介入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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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书写与点评病例分析书写与点评

病例分析书写的目的病例分析书写的目的

 病例分析病例分析
–– 为患者住院治疗过程中一次治疗事件的描述，为患者住院治疗过程中一次治疗事件的描述，
住院或门诊病例均可以，一般应有结果体现，住院或门诊病例均可以，一般应有结果体现，
强调其强调其精彩性精彩性

–– 可以与病人治疗同步，也可以是回顾性可以与病人治疗同步，也可以是回顾性

 目的目的
–– 提高临床药师学员的专业能力，文献检索能力，提高临床药师学员的专业能力，文献检索能力，
分析、归纳与总结问题的能力分析、归纳与总结问题的能力

–– 培养学员的职业敏感性培养学员的职业敏感性

病例分析的内容病例分析的内容

 病史摘要部分病史摘要部分

–– 病人一般信息病人一般信息

–– 相关检查与检验结果相关检查与检验结果相关检查与检验结果相关检查与检验结果

–– 简要治疗经过简要治疗经过

–– 治疗事件的结果（正面或负面）治疗事件的结果（正面或负面）

 讨论部分讨论部分

–– 就一次治疗事件展开讨论就一次治疗事件展开讨论

–– 注明参考文献注明参考文献

病例分析的功能病例分析的功能

 强化撰写者对不同药物治疗事件的了解强化撰写者对不同药物治疗事件的了解
和认识和认识

 专业视野与职业敏感性的培养专业视野与职业敏感性的培养

病例分析的选题病例分析的选题

 来源于临床药学实践来源于临床药学实践

 反映临床药师工作得失反映临床药师工作得失 反映临床药师工作得失反映临床药师工作得失

 围绕药物治疗各类问题（药学诊断）围绕药物治疗各类问题（药学诊断）

 重点讨论一个问题重点讨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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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诊断药学诊断 (Pharmaceutical diagnosis)(Pharmaceutical diagnosis)

 定义（定义（Culbertson et alCulbertson et al）：）：““用来鉴定病人特定的用来鉴定病人特定的

药物相关问题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认识过程药物相关问题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认识过程。。””

处方问题处方问题––处方问题处方问题

––药物治疗评价相关问题药物治疗评价相关问题

––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问题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问题

––监测相关问题监测相关问题

––病人相关因素病人相关因素

––病人教育问题病人教育问题

 处方问题处方问题

––剂量不足剂量不足

––剂量过大剂量过大

––给药剂型或给药途径不当给药剂型或给药途径不当

––经济学不当经济学不当

医疗保险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剂量过大剂量过大

––疗程过长疗程过长

––疗程不足疗程不足

––给药的具体时间表不当给药的具体时间表不当

––医疗保险问题医疗保险问题

––难辨认药物难辨认药物

––医嘱缺项或不详医嘱缺项或不详

––不易得药品不易得药品

 药物治疗评价相关问题药物治疗评价相关问题

–– 未处置问题未处置问题

–– 是否有必要使用预防性用药、继续用药或长期维是否有必要使用预防性用药、继续用药或长期维

持用药持用药

治疗反应不佳治疗反应不佳–– 治疗反应不佳治疗反应不佳

–– 适应证不明确或有疑问适应证不明确或有疑问

–– 替代药物的选择替代药物的选择

–– 重复治疗重复治疗

–– 药动学评价药动学评价

 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问题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问题

––药物不良反应或不良事件药物不良反应或不良事件

––潜在的禁忌证潜在的禁忌证

––潜在的不良药物潜在的不良药物--饮食相互作用饮食相互作用

––潜在的不良药物潜在的不良药物--药物相互作用药物相互作用

––潜在的不良药物潜在的不良药物--实验室检查相互作用实验室检查相互作用

 监测相关问题监测相关问题

–– 临床情况不完善临床情况不完善

–– 临床检查数据不完善临床检查数据不完善临床检查数据不完善临床检查数据不完善

–– 临床检查数据过多临床检查数据过多

–– 尚需进一步观察尚需进一步观察

 病人相关因素病人相关因素

–– 依从性差依从性差

–– 用药过度用药过度

–– 用药精神依赖用药精神依赖

–– 用药身体依赖（停药后可能出现撤药反应）用药身体依赖（停药后可能出现撤药反应）

–– 药品储存不当药品储存不当

 病人教育问题病人教育问题

–– 病人教育不足病人教育不足

–– 特殊教育问题特殊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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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的写作病例分析的写作

 基本结构基本结构

–– 题目题目

––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病史摘要病史摘要

–– 分析讨论分析讨论

–– 小结小结

––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题题 目目

 突出重点问题，言简意赅突出重点问题，言简意赅

 注意题目的适用范围注意题目的适用范围

 注意结论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注意结论的严谨性和可靠性

 尽可能反映临床药师的作用尽可能反映临床药师的作用

前前 言言

 交待主要背景交待主要背景

 引出讨论话题引出讨论话题

 说明写作目的说明写作目的

 做到前呼后应做到前呼后应

病史摘要病史摘要

 介绍患者基本资料介绍患者基本资料

 简要介绍与所讨论问题相关的疾病情况简要介绍与所讨论问题相关的疾病情况

 重点介绍与所讨论问题相关的药物治疗重点介绍与所讨论问题相关的药物治疗

 介绍临床药师的参与及干预处置过程介绍临床药师的参与及干预处置过程

 重点注意客观、全面、准确重点注意客观、全面、准确

 必要时可以利用一些图表辅助必要时可以利用一些图表辅助

分析讨论分析讨论

 围绕选定问题重点讨论围绕选定问题重点讨论

 结合理论与患者实际情况分析对比结合理论与患者实际情况分析对比

 体现药师的推理逻辑与分析思路体现药师的推理逻辑与分析思路

 注意文献的引用和分析注意文献的引用和分析

 注意相关因素的全面甄别注意相关因素的全面甄别

小小 结结

 总结问题结论总结问题结论

归纳规律性问题归纳规律性问题 归纳规律性问题归纳规律性问题

 评价药师工作得失评价药师工作得失

 提出相关缺陷与不足提出相关缺陷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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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引用全面准确引用全面准确

 注意文献新颖与权威注意文献新颖与权威

 尽量国内外文兼顾尽量国内外文兼顾

 著录格式规范著录格式规范

病例分析质量点评病例分析质量点评

 点评要点点评要点

–– 重点突出重点突出

–– 分析论据充分分析论据充分分析论据充分分析论据充分

–– 病史资料以满足分析需要为限病史资料以满足分析需要为限

–– 简明扼要、用语规范简明扼要、用语规范

病例分析质量点评病例分析质量点评

 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病史摘要病史摘要

 分析讨论分析讨论 分析讨论分析讨论

 总结总结

 合格标准合格标准

病例分析质量点评病例分析质量点评

项项
目目

缺陷内容缺陷内容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11）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不能通）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不能通
读（重度缺陷）读（重度缺陷）

（（22）有证据证明系拷贝行为导致）有证据证明系拷贝行为导致
的原则性错 重度缺陷的原则性错 重度缺陷

基基
本本
要要
求求

的原则性错误（重度缺陷）的原则性错误（重度缺陷）

（（33）专业用语不规范（）专业用语不规范（55））

（（44）药物名称未使用通用名（重）药物名称未使用通用名（重
度缺陷）度缺陷）

（（55）未针对明确的药物治疗事件）未针对明确的药物治疗事件
展开讨论（重度缺陷）展开讨论（重度缺陷）

（（66）主要参考文献未注明（）主要参考文献未注明（22））

病例分析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病例分析质量点评病例分析质量点评

病病

（（77）病史介绍内容与讨论问题要）病史介绍内容与讨论问题要
点不能紧密结合（点不能紧密结合（55））

（（88）疾病发展变化过程描述不清）疾病发展变化过程描述不清
（（55））

（（99）相关药物治疗情况描述不清）相关药物治疗情况描述不清
病病
史史
摘摘
要要

（（22））

（（1010）遗漏主要阳性体征（）遗漏主要阳性体征（22））

（（1111）遗漏主要检查结果（）遗漏主要检查结果（22））

（（1212）无关信息未加处理、内容）无关信息未加处理、内容
过于冗长，不够简明扼要（过于冗长，不够简明扼要（55））

病例分析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病例分析质量点评病例分析质量点评

（（1313）选择的讨论问题过多或）选择的讨论问题过多或
偏于宏观，不利于展开深入偏于宏观，不利于展开深入
分析讨论（分析讨论（55））

分分
析析
讨讨
论论

（（1414）讨论论据不充分（）讨论论据不充分（55））

（（1515）讨论内容逻辑关系混乱）讨论内容逻辑关系混乱
（（22））

（（1616）讨论未能较好地体现循）讨论未能较好地体现循
证医学（循证药学）基本原证医学（循证药学）基本原
则（则（55））

病例分析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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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质量点评病例分析质量点评

总总
结结

（（1717）总结内容与分析讨论内）总结内容与分析讨论内
容不能紧密结合（容不能紧密结合（55））

（（1818）对临床药师在所讨论的）对临床药师在所讨论的
治疗事件中的作用缺乏总结治疗事件中的作用缺乏总结
（（55））

（（1919）缺体会内容（）缺体会内容（55））

扣分总计扣分总计

每份病例分析扣分每份病例分析扣分<15<15分为优秀；扣分分为优秀；扣分1616－－3030分为合格；扣分分为合格；扣分>31>31分为不合格。分为不合格。

每份病例分析发生任何一项重度缺陷，则该病例分析为不合格。每份病例分析发生任何一项重度缺陷，则该病例分析为不合格。

病例分析质量缺陷评价表（修改版）

临床药师对 1 例房颤患者氯硝西泮相关不良事件的药学监护 
 
 
 药物不良事件(adverse drug event)是指使用某种药物而出现的任何不利的临床事件(包

括偶然事件) ,该事件与药物治疗本身无须有确切的因果关系[1]。它包含可疑由药物引起的不

良反应（ADR），也包含临床新出现的各种偶然事件及不良损害（例如在使用某种药物期间

出现的病情的恶化、并发症、就诊或住院以及化验结果异常等）。药师在临床工作中除了完

成 ADR 的监测工作，也应对其它药物不良事件可能对患者造成的损害保持高度的警惕，适

时开展药学监护。本文病例为一房颤患者服用氯硝西泮过程中出现夜间长间隙停搏，药师在

药学监护中适时提出干预意见，保障治疗顺利进行。 
 

1 临床资料1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74 岁，因“发现血压升高 30 余年，反复心慌、胸闷 10 年，加重 1 月”于

2007年 5月 22日收治入院。患者于 30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血压升高，最高达 210/120mmHg，
长期服用尼群地平、盐酸贝那普利等药物治疗，血压控制在 140/80mmHg 左右。10 年前无

明显诱因下反复出现阵发性心慌、胸闷，多次心电图示房颤，服用普罗帕酮、β-受体阻滞

剂等药物治疗，疗效欠佳；2005 年 10 月心内科住院期间心电遥测示房颤，最长 R-R 间期

2.8 秒，建议安装起搏器，患者拒绝，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出院。 
近一月来患者心慌、胸闷次数较前增多，无晕厥、黑朦，2007 年 4 月 26 日动态心电图

示房颤，最长 R-R 间期 2.6 秒，为进一步诊治，门诊以“高血压病 房颤”收治入院。 
患者 2005 年 11 月住院期间诊断为“永久性房颤”，未行特殊治疗；近期动态心电图检

查记录： 
2007 年 4 月 26 日：房颤，最长 R-R 间期 2.6 秒，最小心率 37 次/分，最大心率 202 次/

分，平均心率 95 次/分，大于 2.0 秒停搏 26 次。 
2007 年 5 月 29 日：房颤（最长 R-R 间期 3.3 秒），T 波低平，大于 2.0 秒停搏 300 个。

2 药学监护与分析 

临床药师仔细阅读患者病史及动态心电图报告，发现其长间隙停搏发生时间全部集中于

夜间 10 时至清晨 5 时之间，同时查阅患者所有用药情况，发现患者长期睡眠不佳，每晚睡

前服用氯硝西泮 2mg。经进一步查阅有关资料，认为不能完全排除患者出现长间隙停搏与其

睡前服用氯硝西泮的相关。 
临床药师遂与医师展开认真讨论，就暂时停用氯硝西泮片复查动态心电图进一步观察达

成一致意见，在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并征得患者同意后，停用氯硝西泮片 1 周，于 6 月 5
日复查动态心电图提示：房颤（最长 R-R 间期 2.55 秒），室早（26 个），ST-T 改变，大于

2.0 秒停搏仅 3 个。患者自诉长期心慌感消失。 
继续停用氯硝西泮改用其他方法改善睡眠，1 月后（2007 年 7 月 4 日）再次复查动态心

电图，提示：房颤，室性早搏，ST-T 改变。未见长间隙停搏。 
2 1 患者出现夜间长间隙停搏可能与夜间服用氯硝西泮有关2.1 患者出现夜间长间隙停搏可能与夜间服用氯硝西泮有关 

临床药师察看患者当时睡前用药有三种，分别为：氯硝西泮片：2mg/晚；普乐安（前列

康）片：500mg/晚；盐酸坦洛新（哈乐）缓释片：0.2mg/晚。 
查阅三种药物的相关资料，在氯硝西泮“药物对老人的影响”中提示：“老年人中枢神

经系统对本药较敏感，用药时更易发生呼吸困难、低血压、心动过缓甚至心跳停止，应慎用。”

提示该药可能出现心动过缓及停跳等情况，故氯硝西泮影响不可排除。而普乐安与坦洛新未

见相关报导资料。 
氯硝西泮为苯二氮卓类药物，其血浓度 1～2 小时达高峰。作用持续 6～8 小时。由于该

药物的半衰期为 22～36 小时，考虑到其清除周期约需 3~5 个半衰期，故建议停药 1 周后复

查心电图。结果证实，长间隙停搏次数由原来的 300 多次减少为 3 次，患者自觉症状也明显

减轻。为进一步证实，建议患者更长时间后再次复查，患者于 1 月后复查时已不伴有长间隙

停搏。提示氯硝西泮与该患者出现长间隙停博的相关性。 

2.2 出现该反应的理论研究资料 
临床药师查阅大量文献，国内文献几无类似报道，但国外文献[2，3]可见多篇基础研究在

豚鼠、大鼠等动物模型或细胞模型研究了苯二氮卓类药物对心脏搏动的影响。并发现地西泮、

咪达唑仑等苯二氮卓类药物在较高浓度时可有负性肌力作用，其产生负性肌力作用的机制与

其在较高浓度时产生心肌细胞钙通道阻滞作用有关。由此可为上述病例发生的反应提供进一

步开展研究的基础理论资料。 
 

2.3 患者发生该反应的并存因素 
苯二氮卓类药物存在发生心脏停搏间期延长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但此类反应的报导并不

常见。就本例患者而言，同时并存的其他因素可能与发生此不良事件相关。 
（1）患者个体特点：该患者本身为老年患者，伴有长期肾功能不全，发现肾功能不全

病史 10 年，目前 BUN7.3mmol/L，Cr124umol/L；所以可能会引起多种经肾排泄药物的清除

缓慢。该患者长期肾功能不全可能增加苯二氮卓类药物的血药浓度，故而在较高浓度下，产
[2 3]生较明显的抑制钙离子内流[2，3]的作用，可能引起心肌自律细胞最大舒张电位增大，使其自

动除极速度减慢，自律性降低，特别是对窦房结及房室结的影响，可产生缓慢性心律失常[4]。

（2）原发疾病的影响：据文献[5]报道，永久性房颤患者由于房室交接区可产生生理性干

扰或隐匿性传导而容易发生长间隙停搏；此类长间隙停搏的形成还可能与迷走神经兴奋性提

高有关[4]，故夜间发生率高。由此可见，本患者长间隙停搏发生的基础为原发疾病——永久

性房颤。但其停搏全部发生于夜间，且反应的发生与消失则与睡前使用和停用苯二氮卓类药

物相关，提示该类镇静催眠药物可提高迷走神经敏感性，加重上述发生停搏的可能性。  
（3）多种药物相互作用：由于患者伴发多种基础疾病，其长期用药也非常复杂。如降

压药尼群地平属钙拮抗剂，可能出现低血压、心绞痛、心悸等不良反应；贝那普利也可造成

低血压、心绞痛、心悸等反应。但在本例病例中，上述药物均无直接导致心脏停搏的作用，

且相互之间无明显通过药动学相互作用产生此类作用的理论基础，故可基本排除其他药物相

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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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按照药物不良反应因果关系判断的 5 项原则，本例已经具备房颤基础疾病的患者在夜间

发生长间隙停搏反应与药物（氯硝西泮片）使用符合 4 项判断条件，即：①存在合理的时间

关系；②该反应具有发生的理论和实验基础；③患者停药后相关反应减轻直至消失，④上述

分析可以基本排除其他处理因素造成的可能，患者的房颤病史使其具备了发生停搏的基本条

件。故虽然未进行再激发试验，但可认为该房颤患者发生了全部在夜间出现的长间隙心脏停

搏事件与其睡前服用氯硝西泮之间的关系属于“很可能”的关系。 
综上所述，氯硝西泮虽然不是本患者发生此类反应的根本原因，但其加重了此类反应的

发生，并使其在夜间表现更为突出，符合“药物不良事件”的基本判定要素，提示我们在今

后的临床工作中应给予更多关注。 
本病例提示对于具有房颤基础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以及存在肝肾功能不全的老年患

者，在合并使用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药物时，必须严密关注其夜间长间隙停搏的发生情况，

必要时应停用、减量或换用该类药物；若发生了此类停搏，不宜简单地选择体外起搏器的植

入，可以首先尝试药物的调整。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任何异常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指标都可能与药物治疗有关，临床

药师在参与临床治疗工作的过程中 既要协助医生把握主要治疗原则 同时也应善于注重细药师在参与临床治疗工作的过程中，既要协助医生把握主要治疗原则，同时也应善于注重细

节的观察和分析，从中发现许多药物相关性问题。这不仅仅包括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现与报告，

更重要的是帮助患者解决许多关乎药物治疗、生活质量以及用药依从性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发挥临床药学的专业作用，同时使临床药师得到更多的锻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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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化不良的诊治

张玲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定 义

 消化不良（dyspepsia）指一组表现为上腹部疼痛或

烧灼感、餐后上腹饱胀和早饱感的征候群，可伴食

欲不振、嗳气、恶心或呕吐等

 消化不良症状的产生与胃肠疾病有关 也可由胰、 消化不良症状的产生与胃肠疾病有关，也可由胰、

胆、肝脏疾病等引起

 根据病因分为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性消化不良

 FD患者的症状源于上腹部，生化学及内镜等检查

无异常发现，其临床表现难以用器质性疾病解释

中国功能性消化不良专家共识意见. 中华消化杂志，2016; 36:217

消化不良的病因与病理生理

 器质性消化不良（OD）

 消化系统的良恶性疾病

 消化系统以外的疾病

 某些药物

 功能性消化不良（FD）

胃肠动力学组 . 中华消化杂志，2007；27（12）：832

FD的发病机制

 运动功能障碍

 内脏高敏感性

 胃酸分泌

 幽门螺杆菌感染

 精神心理因素

FD的罗马IV诊断标准

 病程至少6个月，近3个月满足诊断标准

 下列至少1项
 餐后饱胀不适

早饱 早饱

 中上腹痛

 中上腹烧灼感

 无可以解释上述正在的结构性疾病的证据（包
括胃镜检查）

FD餐后不适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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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上腹痛综合征 消化不良的治疗

 消化不良目的：迅速缓解症状，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去除诱因，恢复正常生理功能，预

防复发防复发

 OD的治疗主要是针对原发病

 FD的治疗策略依据可能存在的病理生理学

异常进行整体调节，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胃肠动力学组 . 中华消化杂志，2007；27（12）：832

一般处理

 帮助患者认识、理解病情

 指导其改善生活方式、调整饮食结构

和习惯 如少量 多餐 避免高脂和习惯，如少量、多餐，避免高脂

饮食

 去除与症状相关的因素

 提高患者应对症状的能力

中国功能性消化不良专家共识意见. 中华消化杂志，2016; 36:217

饮食结构及习惯

 虽然普遍认 为 不 同食物 、 进 食 方 式 可
能与 F D有关，但是相 关 高质量 的研究
较少 。

某些食 物或食物 添加剂能 够 导致或加重 某些食 物或食物 添加剂能 够 导致或加重
F D 患者的症状 ，如粗粮、高脂饮食、刺
激或辛辣食物、碳 酸饮料、 乙醇和浓茶
等。

饮食结构及习惯

 有些食物有助 于减轻 症状，如米饭 、 面
包、 酸 奶 、 蜂 蜜 、 冰 糖 、 苹 果等

 不规律进餐和快速进餐，不吃早餐、多餐
食用甜食和产气食物是诱发 FD的危险、食用甜食和产气食物是诱发 FD的危险

因素，其中辛辣食物与 EPS相 关 ，而甜食
和产气食物与餐后不适综合症关系更密切

经验性治疗

 40岁以下、无警报征象、无明显精神
心理障碍的患者

 与进餐相关的消化不良可首选促动力
剂或合 抑酸剂剂或合用抑酸剂

 与进餐非相关的消化不良选用抑酸剂
或合用促动力剂

 经验治疗时间一般为2-4周
 警报症状包括消瘦、黑便、 贫血 、进行性吞

咽困难 、发热和黄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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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Hp治疗

 根除Hp可使部分FD患者的症状得到长期改善

 Hp感染的FD患者应用抑酸、促动力剂无效时给予根除治

疗

 向患者充分解释根除治疗的利弊、征得患者同意后

 对于未行检查的消化不良患者， 大多数指南推荐 H p “检
测和治疗” 策略，尤其是在亚洲等H p 高流行地区 。 罗马

Ⅳ委员非常支 持根除 H p治疗这一观点。

抗酸剂

 抗酸剂可减轻症状

 疗效不及抑酸剂

 铝碳酸镁能吸附胆汁，对伴

有胆汁反流患者可选用

抑酸剂

 抑酸药物对 FD 患者的治疗价值尚无定论。
但是一些学者提 出，给予 FD患者 1 ～2 周
的 PPI 试验性治疗，可作为后续治疗的
预测 这种方法可能会预测那些后续值得继预测，这种方法可能会预测那些后续值得继
续服用抑酸药物的患者

抑酸剂

 用于非进餐相关消化不良中以上腹痛、

烧灼感为主要症状者

Ｈ 受体拮抗剂(H RA)和质子泵抑制剂 Ｈ2受体拮抗剂(H2RA)和质子泵抑制剂

（PPI）

 H2RA可有效治疗FD，小剂量PPI能有效

治疗FD

 最新的国内共识意见依然推 荐 P P I 或 H 
2R A 作 为 F D 尤 其 是 上腹痛综合症患者
的首选经验性治疗药物 ，疗程为 4 ～ 8 周
。

促动力剂

 促胃肠动 力药可作为 F D 特 别是餐后不
适综合症的首选经 验 性 治 疗

 明显改善与进餐相关的上腹部症状

 如上腹饱胀、早饱

 多巴胺受体拮抗剂

 甲氧氯普胺、多潘立酮、依托必利

 5-HT4受体激动剂

 莫沙必利

 红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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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消化药

 消化酶和微生态制剂可作为治疗消

化不良的辅助用药

 复方消化酶、益生菌制剂可改善与

进餐相关的腹胀、食欲不振

精神心理治疗

 荟萃分析表明抗焦虑、抑郁药对FD
有一定疗效

 抑酸和促动力治疗无效、有明显精神
心理障碍的患者可选择抗抑郁药心理障碍的患者可选择抗抑郁药

 行为治疗、认知治疗及心理干预等可
能对这类患者也有益

 精神心理治疗可以缓解症状，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胃肠动力学组 . 中华消化杂志，2007；27（12）：832

中医中药

 针灸

治疗方案分别 为经皮穴位 电刺激、 电针、毫针针
刺和穴位 埋线，常 选用的穴位通常 以足阳明经
脉和任 脉为主 穴位刺激治疗 能改善FD 患者上腹脉和任 脉为主 。穴位刺激治疗 能改善FD 患者上腹
痛反酸、 嗳气、腹胀、纳 差等症状

 中药

 加味六君子汤是一种深受欢迎的日本传统药物

 脾胃虚弱

 《F D 的中西 医结合诊疗共识 意见(20 10 ) 》

FD药物疗效的荟萃分析

治疗选择 疗效 循证分析

Hp根除 治疗组36％ vs 安慰剂组30％ 荟萃分析 13 RCT, n=3186人

PPI 治疗组33％ vs 安慰剂组23％ 荟萃分析 8 RCT, n=3293人

H2RA 疗效仅限于上腹痛、饱胀 荟萃分析 11 RCT, n=2164人

Saad RJ, Chey WD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06

2 ,

促动力药 症状改善2倍于安慰剂组 荟萃分析 14 RCT, n=1053人

抗酸药 较安慰剂无优势 荟萃分析 1 RCT, n=109人

硫醣铝 较安慰剂无优势 荟萃分析 2 RCT, n=246人

铋剂 较安慰剂无优势 荟萃分析 5 RCT, n=311人

TCA/抗焦虑药 治疗组73％ vs 安慰剂组49％ 荟萃分析 4 RCT, n=153人

RCT  随机对照研究 TCA  三环抗抑郁药

消化不良

报警症状
心理因素

与进餐关系

检查
进一步检查

相应
治疗

有

无

OD

FD

无效

餐前有症状
餐后加重

动力/酸相关

促动力+抑酸

进餐减轻 与进餐无关进餐出现

酸相关动力相关

促动力 抑酸
如经验治疗效果不佳

经验性治疗
2~4周

胃肠动力学组 . 中华消化杂志，2007；27（1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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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诊治共识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消化内科 张玲 邹多武

肠易激综合征

定义

 一种功能性肠病

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为主要症状 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为主要症状

 排便后可改善，常伴有排便习惯改变

 缺乏可以解释症状的形态学和生化异
常

病因及发病机制

 胃肠动力异常

 内脏敏感性增高

中枢神经系统感知异常 中枢神经系统感知异常

 脑－肠轴调节异常

 肠道感染与炎症

 精神心理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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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tol粪便性状量表

分散的干球粪，如坚果，很难排出

腊肠状，多块的

腊肠状 表面有裂隙腊肠状，表面有裂隙

腊肠状或蛇状，光滑而柔软

柔软块状，边缘清楚（容易排出）

软片状，边缘毛糙，或糊状便

水样粪，无固形成分

诊断步骤

 在严格遵循上述诊断标准并排除器质性疾

病的基础上作出

 对检查方法的选择，要求既不漏诊器质性

疾病，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检查

诊断步骤

 详细的病史询问和细致系统的体格检查

IBS鉴别诊断时‘报警症状’
 年龄≥40岁

 新出现症状、或近期症状变化

 体格检查有异常发现

体重减轻 体重减轻

 症状于夜间明显

 粪便中有血液

 抗生素使用史

 结肠癌家族史

上述表现常提示存在器质性疾病上述表现常提示存在器质性疾病

应将结肠镜或钡剂灌肠作为常规检查应将结肠镜或钡剂灌肠作为常规检查

Vanner SJ et al, Am J Gastroentero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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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查和器械检查

 在科研和临床治疗试验中

–血、尿、粪常规，粪便细菌培养

–血生化检查：肝肾功能、血糖、血沉

–结肠镜或钡剂灌肠X线检查

–腹部超声检查

IBS鉴别诊断
 炎症性肠病
 结直肠肿瘤
 IBS-D与乳糖不耐受
 小肠细菌过长
 寄生虫感染
 憩室 / 憩室炎
 吸收不良综合征: 乳靡泻, 胰腺功能不全

 感染性腹泻
 药物源性腹泻
 内分泌疾病: 甲状腺疾病, 糖尿病

 内分泌肿瘤: VIP, 胃泌素

 假性肠梗阻

IBS的治疗

 治疗目的

–消除患者顾虑，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治疗原则治疗原则

–在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上

–根据主要症状类型进行对症治疗

–根据症状严重程度进行分级治疗

–注意治疗措施的个体化和综合应用

建立良好医患关系

 就诊原因?

 应激事件 恐癌

A. Reassurance
1. 分析患者就诊原因

 应激事件, 恐癌

 明确诊断

 告诉患者该病是良性疾病

 尽早检查，避免重复检查

2. 尽量做到

建立良好医患关系

 IBS 不是心理疾病

B. Education
1. 症状确实存在

IBS 不是心理疾病

 动力及感觉异常

 承认该病: 只能控制不能治愈

 各种治疗方法的优缺点

2.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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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性溃疡
Peptic Ulcer

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张玲

基本概念

胃溃疡胃溃疡（GUGU）

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DUDU）
胃底胃底胃底

胃体

胃窦

贲门

角切迹

十二指肠

胃小弯
胃大弯

胃体

胃窦

贲门

角切迹

十二指肠

胃小弯

胃体

胃窦

贲门

角切迹

十二指肠

胃小弯
胃大弯

基本概念

胃酸胃酸--胃蛋白酶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有关而得名

粘膜缺损超过粘膜下层，≠ ≠ 糜烂

流行病学

常见慢性病

发病率：10～12％

Age: 20～50

GU DUCU

Age: 20～50

M > F（6:1）

DU > GU（3:1）

防御因素vs.攻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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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因素

粘液-HCO3
-屏障

粘膜屏障

细胞再生

粘膜血流量

胃肠道激素

胃酸和胃蛋白酶

壁细胞总数增多

1910年 Schwartz提出“无酸就无溃疡”

分泌
壁细胞敏感性增强

反馈机制缺陷

迷走神经张力增高

分
胃酸

幽门螺杆菌

1982年澳大利亚学者Warren和
Marshall首次从人胃黏膜中分离培

养出Hp

Hp致溃疡证据

 消化性溃疡患者中Hp感染率高

DU 90%～100%
GU 70%～80%

 根除Hp可促进溃疡愈合

 根除Hp可降低溃疡复发率

Hp致溃疡机理

HP的黏附与定植

HP分泌的尿素酶

释放黏附素

HP产生空泡毒素

HP介导炎症反应

非甾体类抗炎药

NSAIDs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等

10-25%消化性溃疡

1-4%并发症

胃溃疡更多

抑制前列腺素E合成

削弱对黏膜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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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面世

阿司匹林于1889年三月六日获专
利，于1899年由 Bayer药业生产。

Felix Hoffmann

NSAIDs和阿斯匹林的适应症

肌-骨骼疾病

冠心病

脑血管疾病

痛经

预防癌肿

感冒

NSAIDs 的应用

全世界每天>3千万人

278张处方/1000人（不包括OTC)278张处方/1000人（不包括OTC)

国内，销量仅次于抗感染药，位居第二

 NSAIDs胃肠道损害：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问题

阿斯匹林引起消化性溃疡

Douthwaite AH & Lintott GA 

Gastroscopic observation of the effect 
of aspirin and certain other 
substances on stomach. Lancet 1938; 
ii:1222-1225.

NSAIDs引起的胃肠损伤

上消化道症状（45%）
 烧心、恶心、呕吐、消化不良、腹痛

粘膜病损（20 30%）
 内镜或X线所见

症状性溃疡（2.5 4.5%）

严重GI并发症（1 1.5%/年）

 溃疡出血、穿孔和梗阻

死亡率5-10%    

Ann Intern Med 1995 

大溃疡

多发性

NSAIDs相关溃疡

GU > DU

无痛性

>80%有严重NSAID相关GI并发症的病人以前都无GI症
状

Am J Me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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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ies
Levy
Piper
校正RR

Aspirin

4.76 (3.06-7.14)

胃溃疡的相对危险度

相对危险度 （log ）
Hawkey BMJ 1990

0.1       0.3        1         3         10         30         100

Cooke
Mcintosh
Duggan
Griffin
校正RR

NSAID

4.03 (2.80-5.78)

Aspirin

Levy
Coggon
Faulkner
校正RR 3.30 (2.30-4.54)

消化道出血的相对危险度

相对危险度 （log ）
Hawkey BMJ 1990

0.1       0.3        1         3         10         30         100

NSAID

Somerville
Levy
Griffin
Smedley
校正RR 3.09 (2.2-4.24)

阿 司 匹 林 (57)
酮 洛 酚 (59)
酮 洛 酸 (25)

氟 比 洛 芬 (35)
炎 痛 喜 康 (226)

消 炎 痛 (180)
优 布 洛 芬 (173)

舒 林 酸 (43)

61.4%

52.0%

61.0%

45.7%

32.2%

37.0%

30 2%

31.4%

NSAIDs胃十 二 指 肠 损 伤 发 生 率

舒 林 酸 (43)
奈 普 生 (247)

双 氯 酚 酸 (461)
非 诺 洛 酚 钙 (41)

> 1 NSAID (170)
其 它 (10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百 分 率

溃 疡 形 成 临 床 明 显 损 害

Geis, et al, J Rheumatol 18 (suppl 28): 11-14, 1991.

48.6%

50.0%

30.2%

35.2%

29.3%

29.2%

小剂量阿斯匹林更安全

5.8

7

6

8

10

<325mg >325mg

Multivariate
相对危险度

UGI Bleeding

2.6 2.7 3.1

0

2

4

6

Kelly JP, BMJ 1996

Plain           Enteric-coated        Buffered

老年患者更易感

3

4

5

O.R. 644例病人与1268例对照研究

3.0

4.2

Women O.R. 5.4
Men O.R. 1.9

0

1

2

3

<59 60-79 >80

年龄（岁）

Henry D, Gastroenterol 1993

2.0

老年人更具危险性

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大

患其他内科疾病的可能性大

使用多种药物可能性大使用多种药物可能性大

在西方国家65岁以上人群

1020%服用NS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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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十二指肠运动异常

 情绪

病因－其他因素

 生活因素

消化性溃疡病因
A)A) 正常正常
B)B) 攻击因子增强攻击因子增强

高酸. NSAIDs
C) C) 防御太弱防御太弱

Hp , 应激, 药物,吸烟

没有胃酸就没有溃疡

没有Hp感染就没有溃疡复发

有好的胃黏膜屏障就没有溃疡形成

指导治疗指导治疗

病理特点

部位--- GU胃角、胃窦小弯

DU球部，前壁

数目--- 单个或多个

形态---圆形或椭圆形

大小---DU直径多小于10mm

病理---溃疡至少累及粘膜肌层

周围粘膜充血水肿

疼痛

慢性

长期

病史可长达数年甚至
数十年

反复发作

多数可忍受

临床表现

周期性 ------ 发作缓解相交替，季节性

夏季---胃酸分泌减少，胃蛋白酶活性下降

寒冷---胃酸分泌增多，胃蛋白酶活性增强

可因精神情绪不良或过劳而诱发

可逐渐严重，少数复发减少，甚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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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

节律性 ------ 消化性溃疡的典型特征

与饮食的关系：

GU------餐后痛

DU------空腹痛，进餐缓解，可有夜间痛

可能与胃酸分泌有关：

餐后1h胃酸分泌增多

午夜胃酸分泌量高且无食物缓冲

临床表现

典型症状--- 上腹痛

疼痛部位---中上腹部

疼痛性质 多变

表现不一，无症状/并发症

------ 慢性、周期性、节律性

典型体征---发作期：上腹部压痛

疼痛性质---多变

伴随症状---反酸、嗳气、腹胀

特殊类型溃疡

无症状性溃疡无症状性溃疡 15%

体检发现

或出血、穿孔为首发

老年人多见、NSAID近半老年人多见、NSAID近半

复合溃疡复合溃疡 7%

• 胃和十二指肠同时发生

往往先于 出现

特殊类型溃疡

• DU往往先于GU出现

• 症状无特异

• 易梗阻

幽门管溃疡幽门管溃疡

腹痛剧烈无节律性

好发呕吐

胃酸增多明显

特殊类型溃疡

巨大溃疡巨大溃疡

胃酸增多明显

药物疗效差

>2cm，愈合慢，易穿孔

&胃癌

球后溃疡球后溃疡

•指发生于十二指肠球部以 下的溃疡

•多发生在十二指肠乳头附近

特殊类型溃疡

•X 线与胃镜检查往往出现漏诊

•午夜痛及背部放射痛多见，易误诊

•对药物治疗反应较差

•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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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消化性溃疡老年人消化性溃疡

• 临床表现多不典型

• 老年人各系统脏器功能衰

特殊类型溃疡

老年人各系统脏器功能衰
退, 感觉泛化, 疼痛更加
无规律

• NSAIDs药物

• 部位不典型，溃疡常较大

• 易误诊为胃癌

检查－胃镜 首选

 直接观察、摄像

 活检，鉴别良、恶性

 作Hp检测

 随访

最直接最直接、、最理想最理想!!

检查－镜下表现

活动期活动期 愈合期 瘢痕期

检查－X线钡餐

直接征象---龛影（确诊）

间接征象---胃大弯痉挛性切迹，球部畸形

Hp 感染的检测

非侵入性

侵入性 快速尿素酶试验

组织学检查

细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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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症状--重要线索：重要线索：慢性病程，周期性发作的节律性上腹痛

服药史生活史----提示价值提示价值

胃镜检查----确诊首选确诊首选

 X线钡餐发现龛影----亦有确诊价值确诊价值

鉴别诊断

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消化不良 FDFD
消化不良症状
无器质性病变

胆囊炎胆囊炎 胆石症胆石症

绞痛放射

油腻诱发

黄疸发热

B超、CT、MRCP

X线钡餐

鉴别诊断 消化性溃疡的治疗

抑酸治疗

根治Hp治疗

减少NSAIDs溃疡的策略

复发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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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在PU治疗中作用

治疗2周、4周、8周后，DU愈合率可达75%、95%及

100%

治疗4周及8周后，GU的愈合率分别为85%及98%

病人的症状在服药后迅速缓解病人的症状在服药后迅速缓解

Farthing MJG. Drug therapy for gastrointestinal and liver diseases. 2001

根除Hp对溃疡愈合及复发的作用

根除DU愈合方面优于非根除组(RR=0.66)

GU愈合方面两组无差异

预防 复发 根除效果优于对照组( )预防DU复发，根除效果优于对照组(RR=0.20)

预防GU复发，根除效果优于对照组(RR=0.29) 

Ford AC et al. Eradication therapy for peptic ulcer disease in H.pylori 
positive patients.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6

根除Hp为溃疡愈合及预防复发的有效措施

Hp相关胃炎是一种感染性疾病

“鉴于幽门螺杆菌的发现，目前ICD-10
（1989年制定）胃炎分类（未提及

Hp），已经过时。”
“在ICD-11β版草案中新提出的胃炎分类

《京都共识》

Sugano K et al, Gut. 2015 Sep;64(9):1353-67.

ICD-11β版草案将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炎置于感染性胃炎的分类下

在ICD 11β版草案中新提出的胃炎分类

是一种改进，因为它是根据病因分类。 ”

51审批编码：KLA-20170714-V1

所有Hp感染者都应接受根除治疗

“根除Hp能够降低胃癌风险。”

“应当对所有感染Hp的患者进行根除Hp

治疗，除非有更好的方法。”

《京都共识》

根除Hp，治疗获益远大于负面影响

 减少Hp感染源

 预防胃癌

 缓解消化道症状：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不良等

Sugano K et al, Gut. 2015 Sep;64(9):1353-67. 52审批编码：KLA-20170714-V1

影响Hp根除率的因素

遗传因素－药物代谢

吸烟

依从性－方案组合的复杂性 服药方便性依从性 方案组合的复杂性，服药方便性

药物副作用

菌种耐药性

Nimish Vakil, et al. Gastroenterology 2007,133:985-1001

根除幽门螺杆菌的药物

 R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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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西林 甲硝唑

敏感抗生素 耐药抗生素

铋剂四联疗法的抗生素选择

克拉霉素四环素

呋喃唑酮 左氧氟沙星

铋剂+PPI+两种抗生素

我国第五次共识推荐的根除Hp方案

我国共识推荐的根除Hp方案通常为含铋剂的四联疗法：

铋剂+PPI+两种抗生素（克拉霉素、阿莫西林等）

一线推荐铋剂+PPI+2种抗菌药物组成的四联疗法

(1)克拉霉素+阿莫西林

(2)阿莫阿林+左氧氟沙星

铋剂+PPI+2种抗菌药物

( )
(3)阿萸两林+呋喃唑酮

(4)四环素+甲硝唑

(5)四环素+呋喃唑酮

(6)阿莫阿林+甲硝唑

(4)阿莫阿林+四环素

吕农华，等.《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2012)》中华内科杂志2017;56:1-7.

含铋剂的四联方案很大程度上克服抗生素耐药问题，根除率高。

56审批编码：KLA-20170714-V1

推荐的根除幽门螺杆菌方案

初次治疗 (initial therapy)   

补救治疗 (rescue therapy) 

 一线方案（first line）?
 二线方案 （second line）?

方案 抗生素1 抗生素2

1a 四环素750mg或1000mg bid 甲硝唑400mg bid 或tid

1b 四环素750mg 或1000mg bid 呋喃唑酮100mg bid 

新共识推荐的四联方案*中抗生素剂量和用法

2 阿莫西林1000mg bid 呋喃唑酮100mg bid

3 阿莫西林1000mg bid 克拉霉素500mg bid

4 阿莫西林1000mg bid 左氧氟沙星500mg qd 或200mg 
bid

*标准剂量PPI+标准剂量铋剂 bid +两种抗生素

二次治疗失败后的处理

第一次治疗 第二次治疗

需评估再次根除治疗风险-获益比:

两次治疗失败后的推荐

方案需有经验的医生在全面评估、分析可能失败原因

基础上，精心设计。

如有条件，可进行药敏试验，但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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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NSAIDs相关溃疡的策略

用非NSAID止痛药

尽可能小剂量

选择性COX-2抑制剂

联合抗溃疡药物

 质子泵阻滞剂、H2受体拮抗剂

 米索前列醇（喜克溃）

根除幽门螺杆菌

PPI对NSAID胃病高危人群的预防作用

显著降低用NSAIDs 6月后再出血率（4% vs. 19%)
New Eng J Med 2001

质子泵阻滞剂(PPIs)的作用

g

显著降低用Aspirin 1年后再出血率（2% vs. 15%)
New Eng J Med 2002

PPI是最好、最常用
预防和治疗NSAIDs相关溃疡的药物

H2受体阻滞剂的作用

对NSAIDs相关十二指肠溃疡有轻微保护作用

对NSAIDs相关的胃溃疡几乎没有保护作用

粘膜保护剂的作用

铝碳酸镁、硫糖铝等

预防应用铝碳酸镁等药后

消炎痛所致胃粘膜损害减轻消炎痛所致胃粘膜损害减轻

胃粘膜血流增加

6-酮-前列环素及血栓素B2水平抑制

无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综合分析，不同组合，相互兼顾

溃疡危险

低

溃疡危险

中

溃疡危险

高

NSAIDs选择的原则

心血管危险低 最低剂量
NSAIDs

COX-2i 或
NSAIDs + PPI COX-2i + PPI

心血管危险高
ASA + 奈普生+ 

PPI
ASA + 奈普生+ 

PPI

ASA + PPI
无NSAIDs
无COX-2i

Chan FKL, APDW2007

小 结

消化性溃疡仍然是常见病

Hp感染、NASIDs的治病作用越来越被重视

抑酸治疗、根治Hp、预防NASIDs溃疡是治疗的抑酸治疗、根治Hp、预防NASIDs溃疡是治疗的

关键

提高溃疡愈合质量，减少复发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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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VTE重视 VTE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

诸杜明

提 纲

• 高危因素和评分

• 手术时间

• 预防措施

• 诊断和处理

VTE（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意义

疾病人群 DVT发生率

长期卧床 10-20%

普通外科手术 15-40%

神经外科手术 15-40%

休克 20-50%

医疗
质量

4/10/2019

休克 20 50%

胫骨骨折 20-60%

髋部或膝盖手术 45-60%

大创伤 40-70%

脊髓损伤 50-70%

综合ICU 15-40%

医疗
费用

深静脉血栓 肺栓塞

VTE 防治现状

VTE/PE 发现率：

90年代后，肺动脉CTA普及后，PE发现率显著升高

• 98年前5年中， 62 cases per 100,000 

• 98年后5年中， 112 cases per 100,000 

VTE/PE 发生率：

• 各类内科和外科患者中，无症状DVT发生率10-80% 

• 致死性PE发生率，择期手术0.1-0.8%；2-3% 择期全髋关节置换；

4-7%髋关节骨折。

Prevention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the Seventh ACCP Conference on 
Antithrombotic and Thrombolytic Therapy. 2004;126(3 Suppl):338S.

 全世界预防VTE意识提高

 有效安全预防VTE的药物和方法

 各类防治VTE指南发布

(ENDORSE study): Ann Surg. 2010;251(2):330.
国际横断面研究：18461外科患者根据ACCP指南VTE危险分层

VTE危险：92.5%

(ENDORSE study): Ann Surg. 2010;251(2):330.

国际横断面研究：18461外科患者根据ACCP指南VTE危险分层

VTE预防：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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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表格

表现 得分

DVT临床表现 3.0

没有其他诊断比PTE更像 3.0

心率大于100 1.5

之前3天制动或者之前4周经历手 1 5之前3天制动或者之前4周经历手
术

1.5

既往有DVT/PTE诊断 1.5

咯血 1.0

恶性肿瘤 1.0

目前常用VTE预防：ACCP指南

VTE：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
此表格仅用于普外、腹盆腔、肥胖症、血管和整形修复手术。

目前常用VTE预防：ACCP指南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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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孕妇DVT和PE的流行病学资料

• VTE最可怕的并发症是PE，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30％PE病人会

死亡

• 在发达国家，孕妇死亡的20％是VTE所致，约合1.2‐4.7个/10万孕妇

死亡，孕妇VTE的发生率估计在0.5‐2/1000, 

• 最危险的时间段是破腹产后三个星期内，但在第三到第六周依然十

分危险

• 但产后第六周开始，其危险性和非孕妇相似

孕妇的DVT和PE—高危因素

• 静脉淤血：妊娠时由于子宫压迫，充血的髂动脉压迫等，导致髂静

脉丛淤血，这也解释了孕妇的DVT有80％发生在左侧（May‐Thurner 

综合征）这种情况尤其发生于妊娠后12周到36周

• 血管损伤：胎儿娩出时盆腔静脉进一步扩张或受伤，特别是破腹产

时

• 高凝状态：妊娠时一些凝血因子(I, II, VII, VIII, IX and X)增多，同时抗

凝因子PAI‐1 和 PAI‐2 减少

但孕妇VTE诊断并无特异性

• 正常孕妇下肢也有水肿

• 70％孕妇后期都有呼吸困难

• 有下列情况要怀疑：过度体胖，35岁以上怀孕，易栓症，飞机且制

动，左侧下肢出现可疑DVT

• 但如果左侧肢体出现临床表现，或者肢体圆周差异超过2公分，或

者这些情形出现在妊娠头三个月，有作者认为well氏评分表依然适

用

不同体重病人围

手术期VTE发生

机会，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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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病人的VTE  ‐‐发生率

Cancer-associated unsuspected pulmonary embolismThrombosis     Research 133 S2 (2014) S172–S178

说明

• 肿瘤病人UPE绝对发病率大约为1%到5％，与肿瘤类型，分期，

在院状态和是否合并其他危险因素有关

• 发病率常常被严重低估

1，CT检查往往是为了其他目的而非特异寻找UPE1，CT检查往往是为了其他目的而非特异寻找UPE

2，CT检查所设置的参数是为了寻找其他病灶而非发现UPE

3,  读片人员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胸部，肺部病灶而非血管

内，这种栓塞可以没有临床表现而被漏报告

处理原则

• UPE发病率在肿瘤病人身上相对较高，随着影像学技术

的提高和肿瘤人口的增加，其发病率将进一步提升

和 有类似的风险 其出血和死亡率和 相似• UPE和VTE有类似的风险，其出血和死亡率和PE相似

• 针对UPE的抗凝治疗指证来源于其他VTE处理，尚不清楚

2019/4/10 Wednesday

得了DVT或PE床上安静休养吗？
2019/4/10 Wednesday

• Results: The 5 studies retained in this analysis included a total of 3048 patients. 

When compared to bed rest, early ambulation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incidence of a new PE (RR 1.03; 95% CI 0.65–1.63; p=0.90). Furthermore, early 

ambul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 trend toward a lower incidence of new PE and 

new or progression of DVT than bed rest (RR 0.79; 95% CI 0.55–1.14; p=0.21) 

and lower incidence of new PE and overall mortality (RR 0.79; 95% CI 0.402–

1.56; p=0.50).

2019/4/10 Wednesday

1.56; p 0.50).

•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bed rest, early ambulation of patients with DVT, PE 

or both,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progression of DVT, new PE or 

death. This meta-analysis does not support the systematic recommendation of bed 

rest as part of the early management of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DVT, PE of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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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0 Wednesday 2019/4/10 Wednesday

妇科微创手术
•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preventable death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nous thromboembolic events (VTEs), including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and pulmonary embolism (PE) 

• Among women undergoing major gynecologic surgery without thrombo 

prophylaxis, the risk of DVT ranges from 17% to 40% 

• Among women undergoing surgery for gynecologic cancer the risk of 

DVT is even higher without thrombo prophylaxis（in patients with a 

diagnosis of cancer was 14 times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PE in those 

with benign disease）

• VTEs can develop late in the postoperative period

J Minim Invasive Gynecol. 2013 ; 20(6): 766–769 

文字描述

• 总体来说6/849人发生了有症状的栓塞性疾病

• 其中5个为恶性肿瘤病人，占了5/6，恶性肿瘤病人总共为430人

• 平均发生时间为15.5 days (range, 1–41 days)

• 发生机会和手术难度有关

• 肥胖和手术时间并不伴有发生率的上升

• 由此，作者认为对高度复杂手术后预防性抗凝病人可以从中获益.

2019/4/10 Wednesday

回顾性研究： 849例腹腔镜手术的妇科患者

VTE events 

no 

0.5 percent 

VTE发生率与腔镜操作复杂程度相关

Risk of thromboembolic diseas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gynecologic 
surgery.Obstet Gynecol. 2010;116(4):956.

2.8 percent 

• 从2003年到2007年，共60013例女性病人，VTE发生率1.0％，为579例，

但60岁以上老年病人发生率为2.1％，癌症病人为2.3％

• 所有病人中60013名病人中，39.3％病人未接受任何抗栓预防处理，48.8

％接受了机械预防处理，还有11.9％接受了药物预防

• 作者建议对下列行腔镜手术病人采取预防药物预防措施：老年妇女，合

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夹杂症，恶性肿瘤患者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夹杂症，恶性肿瘤患者

Ritch JM, Kim JH, Lewin SN, et 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nd use of prophylaxis among women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hysterectomy. Obstet Gynecol. 2011; 117:1367–74

高危病人识别--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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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 ——开腹手术
• 凝血系统激活与开腹手术相似

• 时间相近或更长

• 气腹影响

• 手术体位（静脉瘀滞或血栓可能）

• 早期活动

腹腔镜妇科手术血栓预防—无高质量临床研究

动

Morbidity of 10 110 hysterectomies by type of approach.
Hum Reprod. 2001;16(7):1473.

回顾性研究（另一个更大样本的研究）
> 10,000例 子宫切除患者，术后接受血栓预防

• 术式：腹腔镜、开腹或阴式 (22％, 38％, or 47 %)

• 术后VTE发生率(0.3％, 0.2％ or 0.2 %) 无显著差异

哪些病人需要预防，如何预防

• 573例子宫内膜癌，1.2％病人发生有症状的VTE，但BMI达到40kg/m2和手术

时间超过180分钟，VTE发生率为9.5％，而其他普通病人发病率为0.6％，作

者建议对这些高危病人使用药物预防措施

• 最近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对象为子宫内膜癌和盆腔恶性肿瘤，病例数为

558例，腔镜手术，预防措施包括所有病人都术后使用抗栓泵，另有39％病

人使用肝素，结果，所有病人都无院内发生的VTE，而30天发生率为0.5％

，当然，作者指出，以前术后30天使用预防措施是针对开腹病人的，尚不

清楚是否适合微创手术

Sandadi S, Lee S, Walter A, et al. Incidence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endometrial cancer. Obstet Gynecol. 2012; 120:1077–83.

Kumar S, Al-Wahab Z, Sarangi S, et al. Risk of postoperativ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or endometrial and cervical cancer is low: a multi-institutional study. Gynecol Oncol. 2013 (In press)

推荐预防措施的主要内容

• 所有恶性肿瘤的腹部和盆腔手术都需要药物预防措施

• 上述所有指南推荐使用的预防措施持续时间为28天（

延长使用期）延长使用期）

两个RCT研究结果显示：延长使用的预防措施可降低术后VTEs

• 腹部或盆腔手术后常规使用伊诺肝素40mg 6-10天，再分为两组，一组继
续使用，另一组使用安慰剂，再21天后，前者较后者降低约60％VTEs发生
率，并有7％的整体发病率降低）

• 另一个研究：腹部恶性肿瘤大手术，术后使用低分子肝素7天后，分为两
组，一组停止用预防措施，另一组继续使用到28天，使用7天者VTEs发生
率为16.3％，使用28天者为11.3％。最近由The Society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membership所作的调查显示：延长预防措施（8-30天）可以使gy p所作的调查显示：延长预防措施（ 0天）可 使
VTEs发生率降到11% 

• 也有调查发现一些病人出院后自己终止了药物治疗

Bergqvist D, Agnelli G, Cohen AT, et al. Duration of prophylaxis against venous thromboembolism with enoxaparin after surgery for 
cancer. N Engl J Med. 2002; 346:975–80

Rasmussen MS, Jorngensen LN, Wille-Jorgensen P, et al. Prolonged prophylaxis with dalteparin to prevent late thromboembolic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major abdominal surgery: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open-label study. J Thromb Haemost. 
2006; 4:2384–90

Martino MA, Williamson E, Rajaram L, et al. Defining practice patterns in gynecologic oncology to prevent pulmonary embolism an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Gynecol Oncol. 2007; 106:439–45

腔镜辅助，机器人辅助手术－很少研究发表

• 提出共同的观点：早期下床活动

• 有指南提出对有高危因素者预防性使用药物

• 有指南提出手术时间超过30min需要预防性使用药物（肝

素或低分子肝素）素或低分子肝素）

• 有指南认为缺少高质量文献支持，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

• 建议术后而非术前开始使用药物预防措施以避免术中出血

• 对低危险手术病人，术后物理泵使用即可

预防－院内VTE预防措施介绍－药物

• 药物预防

• 预防血栓策略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对出血并发症的顾虑。然而，大量荟萃分析及安慰剂对照、
双盲、随机临床研究已证实预防剂量低剂量普通肝素（LDUH)、低分子量肝素 (LMWH )、或
维生素K拮抗剂（VKA )几乎不增加有临床意义出血并发症的危险。

一、抗血小板药物

• 阿斯匹林等抗血小板药物对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或高危人群的主要血管事件非常有效。有证据
表明抗血小板药物对合并VTE危险的住院患者有保护作用，但不建议单独使用阿斯匹林预防
VTE。

二、抗凝治疗

1.普通肝素

• 皮下注射低剂量的普通肝素（LDUH )适合中、高危的患者，如：普通外科手术、内科住院病
人、妇产科和泌尿外科手术。但对于极高危的患者，不适于单独应用，如髋和膝关节置换术
的预防，以及其他外科手术伴有多重危险因素的病人等。

• 剂 量：根据患者的危险级别不同，推荐两种剂量，一般无需监测APTT。中危剂量：5000U
每天两次，皮下注射。高危剂最：5000U每天三次，皮下注射。

2.低分子肝素(LMWH)

• 尽管不同LMWH的药理特性有显著区别，不同LMWH的疗效没有明显差别。目前还没有直接
比较不同LMWH在外科手术患者中疗效的研究，不同制剂需要参照产品说明书中的推荐为准
。 中危剂量: LMWH≤3400U,每天一次 高危剂量：LMWH＞3400U/天,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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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磺达肝癸钠（Fondaparinux)

• 磺达肝癸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戊糖，能选择性地抑制凝血因子Xa。

•用于择期THR术、TKR术、髋部骨折术的围手术期。

•术后留置硬膜外导管注射止痛剂的患者应用磺达肝癸钠的安全性尚未得

到证实。建议连续硬膜外止痛时不使用磺达肝癸钠。

剂量 每日2 5 皮下注射•剂量：每日2.5mg,皮下注射。

4．维生素K拮抗剂（VKAs)

•VKAs是有效的预防措施之一。由于VKAs是长期治疗的主要药物但起效慢

，因此在急性期往往与肝素合用。

•华法林的剂量:INR范围2.0‐3.0。

非药物方法

1.活动

积极的活动可以减少VTE的发生，对于非严重内科疾病和活动不受限的
小手术患者，仅需鼓励及早活动即可，一般无需应用药物。

2.腔静脉滤器（IVCF)

不建议常规植入IVCF作为预防措施，即使是VTE高危患者也不推荐常规使
用。适应证：近端DVT,  全剂量抗凝治疗有禁忌证或者近期接受大手术
的患者。的患者。

3.机械性预防方法

VTE预防的机械方法可增加静脉血流和/或减少下肢静脉淤血，包括：梯
度压力弹力袜 (GCS )、间断气嚢压迫（IPC )装置、下肢静脉泵（VFP )。

机械性方法可减少部分患者发生DVT的危险，但疗效逊于抗凝药物，其
最大优势在于没有出血并发症。没有一种机械方法被证实能减少死亡或
PE的危险。这些设备应尽可能在双腿应用，且持续到可以开始LMWH治
疗。极高危患者单独应用疗效差，推荐与有效的抗凝治疗联合应用。

临床表现，评估和诊断

临床表现：

• 无症状——休克或猝死

• 呼吸困难，胸痛，咳嗽，DVT下肢症状

咳血• 咳血

怀疑PE——D二聚体，影像学,  床旁超声

• 循环稳定：

• 循环不稳定：

循环稳定：影像学确诊

• 肺动脉造影

• 肺通气血流比

• 其他成像方法

循环不稳定

• 外出风险大

• 床旁心超：1.右室功能障碍：右心扩张，收缩减弱；

2.三尖瓣反流；

3.肺动脉高压

床旁超声：下肢DVT
短轴

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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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总体治疗原则

肺梗？-→循环稳定or不稳定-→影像 or 超声

• 呼吸支持：吸氧——呼吸机

• 循环支持：复苏，血管活性药物

循
环
稳 • 经验性抗凝

• 下腔静脉滤器

• 治疗性溶栓

• ECMO

• 血管介入：溶栓、碎栓、吸除

• 手术取栓

稳
定

循
环
不
稳
定

PE：循环稳定

肺梗？-→循环稳定-→明确诊断+抗凝

● 静脉通路，补液

● 氧疗● 氧疗

● 抗凝治疗（低分子肝素）

1. 出血低危：抗凝出血高危或抗凝禁忌：下腔静脉滤器

2. 出血中危：个体化评估

● 溶栓：不推荐

循环不稳定（8%，巨块型PE）

肺梗？-→循环不稳定 → 恢复循环

● 呼吸支持：氧疗，机械通气

● 循环支持：

1. 静脉通路

2. 积极的液体复苏——有利？有害？

3. 血管活性药物：去甲，多巴酚丁胺

● 床旁心超（右心功能障碍，肺动脉高压）

循环不稳定（8%，巨块型PE）

肺梗？-→ 严重循环障碍 -→ 恢复循环

● 下腔静脉滤器/抗凝

● 溶栓治疗：

1 持续严重低血压/低氧血症

46

1. 持续严重低血压/低氧血症

2. 右室功能障碍

3. 广泛下肢DVT

● ECMO——出血风险评估

● 介入

● 手术

背景

患者， 女性， 68岁

体重：55kg，身高：165cm （BMI：27.1）

自觉面色苍白，粪隐血（+）

结肠镜提示“升结肠腺癌”

否认系统性疾病史

 腹腔镜辅助根治性右半结肠切除术

 术中无殊

术后第2天

下床排便后突感胸闷气急

SPO2 83% （面罩吸氧5L/min）

气管插管

转入ICU

SIMV: SPO2: 91% (FiO2 100%)

CVP: 21 cmH2O, HR : 130 bpm

BP 逐渐开始下降—去甲肾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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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
• 高度怀疑PE：

完善床旁心超

右心房右心房

长度50mm×5mm
浮动血栓

后继治疗

• 髂静脉造影，下腔静脉滤器放置术

预防血栓进一步脱落

• 体外循环下，右心房、肺静脉切开取栓术

– 术中见卵圆孔未闭

– 约5cm条索状血栓附着于卵圆孔

– 切开肺动脉，见大量血栓堵塞于肺叶动脉分支

WeChat_20180328152734.mp4

Take Home Message

• 随着影像技术改进、医务人员认识提高，发病率逐渐提高

• 尽管对一些观点有争议，正确识别高风险病人十分重要

• 对高、中风险病人使用VTEs预防措施可降低VTEs发生率

• 对微创，机器人辅助手术术后VTEs预防措施尚无确切的指

南推荐，但有一些公认的措施

• 诊断和治疗并不容易

中山医院外科监护室

诸杜明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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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抗肿瘤药及其临床应用管理新型抗肿瘤药及其临床应用管理新型抗肿瘤药及其临床应用管理新型抗肿瘤药及其临床应用管理

高高 申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新型抗肿瘤药物新型抗肿瘤药物1.1.

临床应用和管理临床应用和管理2.2.

新型抗肿瘤药物新型抗肿瘤药物

————20192019年全国癌症年全国癌症报告报告————20192019年全国癌症年全国癌症报告报告

年年 份份 新增病例数 死亡人数

2014 380.4380.4万人万人 228.1万人万人

2015 392.9万人万人 233.8万人万人

增长率% 3.93.9 2.52.5

––每分钟有每分钟有7.5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个人被确诊为癌症

––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为主要恶性肿瘤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为主要恶性肿瘤

––肺癌位居男性发病首位；肺癌位居男性发病首位；乳腺癌位居女性发病首位乳腺癌位居女性发病首位

––每分钟有每分钟有7.5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个人被确诊为癌症

––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为主要恶性肿瘤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为主要恶性肿瘤

––肺癌位居男性发病首位；肺癌位居男性发病首位；乳腺癌位居女性发病首位乳腺癌位居女性发病首位

———— 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 恶性肿瘤治疗方式恶性肿瘤治疗方式

•• 手术治疗：切除、剥离手术治疗：切除、剥离

———— 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 恶性肿瘤治疗方式恶性肿瘤治疗方式

•• 手术治疗：切除、剥离手术治疗：切除、剥离

新型抗肿瘤药物新型抗肿瘤药物

手术治疗：切除、剥离手术治疗：切除、剥离

•• 物理治疗：放疗、热疗、冷冻、激光物理治疗：放疗、热疗、冷冻、激光

••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

•• 姑息治疗：精神、生活、辅助治疗姑息治疗：精神、生活、辅助治疗

———— 慢病；带瘤慢病；带瘤生存生存

手术治疗：切除、剥离手术治疗：切除、剥离

•• 物理治疗：放疗、热疗、冷冻、激光物理治疗：放疗、热疗、冷冻、激光

••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

•• 姑息治疗：精神、生活、辅助治疗姑息治疗：精神、生活、辅助治疗

———— 慢病；带瘤慢病；带瘤生存生存

药物治疗进展药物治疗进展药物治疗进展药物治疗进展

新型抗肿瘤药物新型抗肿瘤药物

化学治疗化学治疗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与信号转导相关的酶抑制剂

酪氨酸激酶(EGFR HER 2) c kit激酶抑制剂

与信号转导相关的酶抑制剂

酪氨酸激酶(EGFR HER 2) c kit激酶抑制剂

作用机理作用机理作用机理作用机理

酪氨酸激酶(EGFR、HER-2) 、c-kit激酶抑制剂

吉非替尼、埃罗替尼、西妥昔、赫赛汀、伊马替尼……

抗新生血管生成:VEGF抗体：贝伐珠单抗、索拉非尼

其他蛋白酶抑制剂:硼替佐咪

多靶点抑制剂：舒尼替尼

酪氨酸激酶(EGFR、HER-2) 、c-kit激酶抑制剂

吉非替尼、埃罗替尼、西妥昔、赫赛汀、伊马替尼……

抗新生血管生成:VEGF抗体：贝伐珠单抗、索拉非尼

其他蛋白酶抑制剂:硼替佐咪

多靶点抑制剂：舒尼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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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名 称 靶 点 获批适应症/获批时间

Imatinib (Gleevec)
伊马替尼(格列卫) KIT,PDGFR,ABL 多种恶性血液病/2001年

胃肠道间质肿瘤/2002年
Gefitinib(Iressa)
吉非替尼(易瑞沙) EGFR 非小细胞肺癌/2003年

Erlotinib (Tarceva) EGFR (HER1/ERBB1) 非小细胞肺癌/2004年 胰腺癌/2005年
厄洛替尼(特罗凯) EGFR (HER1/ERBB1) 非小细胞肺癌/2004年；胰腺癌/2005年

Crizotinib (Xalkori)
克唑替尼 (赛可瑞) ALK, MET ALK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2011年

Bosutinib (Bosulif)
博舒替尼

ABL 慢性髓细胞白血病/2012年

Cabozantinib (Cometriq)
卡博替尼

FLT3, KIT, MET, RET, VEGFR2 甲状腺髓样癌/2012年

Axitinib (Inlyta)
阿昔替尼

KIT, PDGFRβ, VEGFR1/2/3 肾癌/2012年

Dasatinib (Sprycel)
达沙替尼 (施达赛) ABL 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2006年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06年
Sorafenib (Nexavar)
索拉非尼 (多吉美) VEGFR, PDGFR, KIT, RAF 肾癌/ 2005年；肝癌/2007年

甲状腺癌/2013年

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名 称 靶 点 获批适应症/获批时间

Sunitinib (Sutent)
舒尼替尼 (索坦) VEGFR, PDGFR, KIT, RET

胃肠道间质肿瘤/2006年
肾癌/2006年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2011年

Lapatinib (Tykerb)
拉帕替尼 (泰立沙)

HER2 (ERBB2/neu), EGFR 
(HER1/ERBB1) HER2阳性乳腺癌/2007年

拉帕替尼 (泰立沙) (HER1/ERBB1)
Nilotinib (Tasigna)
尼洛替尼 (达希纳) ABL 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2007年

Temsirolimus (Torisel)
替西罗莫司

mTOR 肾癌/2007年

Everolimus (Afinitor)
依维莫司(飞尼妥) mTOR

肾癌/2009年，肾移植后防器官排斥/2010年
巨细胞星形细胞瘤与结节性硬化症/2010年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2011年
与依西美坦联用治疗乳腺癌/2012年
肝脏移植手术后预防器官排斥/2013年

Pazopanib (Votrient)
帕唑帕尼

VEGFR, PDGFR, KIT 肾癌/2009年

Ponatinib (Iclusig) ABL, FGFR1‐3, FLT3, VEGFR2 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2012年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2年

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已上市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名 称 靶 点 获批适应症/获批时间

Regorafenib (Stivarga)
瑞戈非尼

KIT, PDGFRβ, RAF, RET, 
VEGFR1/2/3 结直肠癌/2012年、胃肠道间质瘤/2013年

Ruxolitinib (Jakafi) JAK1/2 骨髓纤维化/2011年
Tofacitinib (Xeljanz)
托法替尼

JAK3 风湿性关节炎/2012年
托法替尼

Vandetanib (Caprelsa)
凡德他尼

EGFR (HER1/ERBB1), RET, 
VEGFR2 甲状腺髓样癌/2011年

Vemurafenib (Zelboraf)
维罗非尼

BRAF BRAF V600突变的黑素瘤/2011年

Dabrafenib (Tafinlar)
达拉非尼

BRAF BRAF V600突变的黑素瘤/2013年

Trametinib (Mekinist)
曲美替尼

MEK1,MEK2 BRAF V600突变的黑素瘤/2013年

Afatinib (Gilotrif)
阿法替尼

EGFR,HER2 非小细胞肺癌/2013年

Ibrutinib (Imbruvica)
依鲁替尼

BTK 套细胞淋巴瘤/2013年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4年

已上市的单抗药物已上市的单抗药物已上市的单抗药物已上市的单抗药物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名 称 靶 点 获批适应症/获批时间

Rituximab (Mabthera)
利妥昔单抗(美罗华) CD20 非霍奇金淋巴瘤/1997年

Trastuzumab(Herceptin)
曲妥珠单抗(赫赛汀)

HER2
(ERBB2/neu)

乳腺癌/1998年
胃癌/2010年

Bevacizumab (Avastin)
贝伐珠单抗 (安维汀) VEGF 结直肠癌/2004年、肾癌/2009年、

非小细胞肺癌/2006年、脑癌/2009年
Cetuximab (Erbitux)
西妥昔单抗 (爱必妥)

EGFR
(HER1/ERBB1)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2006年
KRAS野生型结直肠癌/2009年

Panitumumab (Vectibix)
帕尼单抗 (维克替比)

EGFR
(HER1/ERBB1) KRAS野生型结直肠癌/2006年

Obinutuzumab (Gazyva) CD20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3年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Kadcyla)/T‐DM1 HER2 (ERBB2/neu) HER2阳性的晚期(转移性)乳腺癌/2013

年

Ramucirumab (Cyramza) VEGF 晚期胃癌或胃食管连接部腺癌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优点：优点：疗效疗效好好、、不良反应少不良反应少

问题：易问题：易发生发生耐药、费用高耐药、费用高

趋势：多靶点药物、联合治疗、精准治疗趋势：多靶点药物、联合治疗、精准治疗

药物治疗进展药物治疗进展药物治疗进展药物治疗进展

新型抗肿瘤药物新型抗肿瘤药物

化学治疗化学治疗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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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

••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ICI））

•• 细胞免疫治疗：细胞免疫治疗：CARCAR--TT、扩增、非实体瘤、扩增、非实体瘤

细胞因子治疗细胞因子治疗 短肽（胸腺法新）短肽（胸腺法新）•• 细胞因子治疗：细胞因子治疗：ILIL--22、、INFINF、短肽（胸腺法新）、短肽（胸腺法新）

•• 治疗性疫苗治疗性疫苗: : 激活机体免疫系统免疫系统

•• 基因定制疫苗：将变异蛋白变成抗原基因定制疫苗：将变异蛋白变成抗原

•• 溶瘤病毒溶瘤病毒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PD-1

抑制T细胞：

PD1、CTLA-4
抑制T细胞：

PD1、CTLA-4

ICIICI--作用机理作用机理ICIICI--作用机理作用机理

PD-1

激活T细胞：

CD28

激活T细胞：

CD28

递呈识别作用：

MHC

递呈识别作用：

MHC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已上市的已上市的ICIICI已上市的已上市的ICIICI
商品名 通用名 靶点 厂家 上市

Yervoy ipilimumab CTLA-4 施贵宝 2011
KKeytrudaeytruda pembrolizumab PD-1 默沙东 2014/2018
OOpdivopdivo nivolumab PD-1 施贵宝 2014/2018OOpd vopd vo vo u b 施贵宝 0 / 0 8

Tecentrip atezolizumab PD-L1 罗氏 2016
Imfinzi durvalumab PD-L1 阿斯利康 2017

Bavencio avelumab PD-L1 默克/辉瑞 2017
拓益 特瑞普利单抗 PD-1 君实生物 2018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 PD-1 信达生物 2018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恶性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肝癌、胃癌、肾

ICIICI已经批准的适应症已经批准的适应症ICIICI已经批准的适应症已经批准的适应症

癌、膀胱癌、头颈部肿瘤、霍奇金淋巴瘤、宫颈癌、

Merkel细胞癌

以及所有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的实体瘤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小细胞肺癌、食管癌、三阴性乳腺癌

三三期临床试验已经成功期临床试验已经成功，即将获批，即将获批

ICIICI正在研究的适应症正在研究的适应症ICIICI正在研究的适应症正在研究的适应症

 结直肠癌、鼻咽癌、卵巢癌、前列腺癌、子宫内膜癌、胶

质瘤、神经内分泌肿瘤、恶性间皮瘤、非霍奇金淋巴瘤等

显示出了初步的、鼓舞人心的疗效显示出了初步的、鼓舞人心的疗效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ICIICI临床治疗研究现状临床治疗研究现状ICIICI临床治疗研究现状临床治疗研究现状

 疗效显著：疗效显著：临床治愈临床治愈(5(5--1010年不复发、不进展、长期生存年不复发、不进展、长期生存))

平均起效时间：2-4 月，单独应用单独应用有效率不高有效率不高(20%)(20%)

ADRADR相对较轻相对较轻((发生率发生率30%)30%)

 用药后每隔6-8周，应复查一次影像学

 如肿瘤缩小或者稳定，可以继续用药

 如肿瘤增大，但一般情况尚可，可再用药2-3次

因为10%左右的患者会出现“假进展“

 如果第二次复查，肿瘤继续增大，考虑换药

ADRADR相对较轻相对较轻((发生率发生率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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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提高有效率提高有效率

 优选联合治疗方案优选联合治疗方案（（700700多项临床研究）多项临床研究）

ICIICI临床治疗研究现状临床治疗研究现状ICIICI临床治疗研究现状临床治疗研究现状

 优选联合治疗方案优选联合治疗方案（（700700多项临床研究）多项临床研究）

ICI + ICIICI + ICI、、ICI + ICI + 化疗、化疗、ICI + ICI +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ICI + ICI + 放疗、放疗、

ICI + ICI + 溶瘤溶瘤病毒病毒、、ICI + ICI + 个性化个性化肿瘤疫苗肿瘤疫苗

ICI + ICI + 免疫细胞治疗免疫细胞治疗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ICI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ICI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提高提高有效有效率率

优选生物标志物 广谱抗肿瘤 精准用药优选生物标志物 广谱抗肿瘤 精准用药

ICIICI临床治疗研究现状临床治疗研究现状ICIICI临床治疗研究现状临床治疗研究现状

 优选生物标志物：广谱抗肿瘤、精准用药优选生物标志物：广谱抗肿瘤、精准用药

 开发新靶点：开发新靶点：CTLACTLA--44、、PDPD--11、、PDPD--L1L1、、

IDOIDO、、TIMTIM--33、、LAGLAG--33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ICI））

•• 细胞免疫治疗：细胞免疫治疗：CARCAR--TT、扩增、非实体瘤、扩增、非实体瘤

细胞因子治疗细胞因子治疗 短肽（胸腺法新）短肽（胸腺法新）

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

•• 细胞因子治疗：细胞因子治疗：ILIL--22、、INFINF、短肽（胸腺法新）、短肽（胸腺法新）

•• 治疗性疫苗治疗性疫苗::激活机体免疫系统免疫系统

•• 基因定制疫苗：将变异蛋白变成抗原基因定制疫苗：将变异蛋白变成抗原

•• 溶瘤病毒溶瘤病毒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细胞免疫治疗细胞免疫治疗细胞免疫治疗细胞免疫治疗

1. 1. 分离分离: : 从病人体内分离从病人体内分离TT细胞细胞

2. 2. 修饰修饰: : 给给TT细胞加入嵌合抗体，即制备细胞加入嵌合抗体，即制备CARCAR--TT细胞细胞

1. 1. 分离分离: : 从病人体内分离从病人体内分离TT细胞细胞

2. 2. 修饰修饰: : 给给TT细胞加入嵌合抗体，即制备细胞加入嵌合抗体，即制备CARCAR--TT细胞细胞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CARCAR--TT治疗流程，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步骤治疗流程，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步骤CARCAR--TT治疗流程，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步骤治疗流程，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3. 3. 扩增扩增: : 生产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个生产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个 CARCAR--TT细胞细胞

4. 4. 回输回输: : 把扩增好的把扩增好的CARCAR--TT细胞回输到病人体内细胞回输到病人体内

5. 5. 监控监控: : 严密监护病人，尤其是控制前几天身体的剧烈反应严密监护病人，尤其是控制前几天身体的剧烈反应

3. 3. 扩增扩增: : 生产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个生产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个 CARCAR--TT细胞细胞

4. 4. 回输回输: : 把扩增好的把扩增好的CARCAR--TT细胞回输到病人体内细胞回输到病人体内

5. 5. 监控监控: : 严密监护病人，尤其是控制前几天身体的剧烈反应严密监护病人，尤其是控制前几天身体的剧烈反应

1.1. 20172017年年FDAFDA批准两款细胞免疫治疗药物（批准两款细胞免疫治疗药物（CDCD--1919）：）：

KymriahKymriah（诺华）和（诺华）和 YescartaYescarta（（ Kite Kite PharrmaPharrma））

1.1. 20172017年年FDAFDA批准两款细胞免疫治疗药物（批准两款细胞免疫治疗药物（CDCD--1919）：）：

KymriahKymriah（诺华）和（诺华）和 YescartaYescarta（（ Kite Kite PharrmaPharrma））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细胞免疫治疗进展细胞免疫治疗进展细胞免疫治疗进展细胞免疫治疗进展

2. 2. 全球有全球有700700多项细胞疗法多项细胞疗法

3. 3. 血液系统肿瘤效果好，实体瘤效果不好，血液系统肿瘤效果好，实体瘤效果不好，Runx3Runx3

4. 4. 价格昂贵，花费时间较长：价格昂贵，花费时间较长：33周甚至更长周甚至更长

2. 2. 全球有全球有700700多项细胞疗法多项细胞疗法

3. 3. 血液系统肿瘤效果好，实体瘤效果不好，血液系统肿瘤效果好，实体瘤效果不好，Runx3Runx3

4. 4. 价格昂贵，花费时间较长：价格昂贵，花费时间较长：33周甚至更长周甚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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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arCar--TT的实体瘤治疗的实体瘤治疗————发现新靶点发现新靶点

2.2. 肿瘤微环境：大量肿瘤微环境：大量TT细胞浸润，但不发挥作用细胞浸润，但不发挥作用? ? 高浓度钾离高浓度钾离

1.1. CarCar--TT的实体瘤治疗的实体瘤治疗————发现新靶点发现新靶点

2.2. 肿瘤微环境：大量肿瘤微环境：大量TT细胞浸润，但不发挥作用细胞浸润，但不发挥作用? ? 高浓度钾离高浓度钾离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

细胞免疫治疗进展细胞免疫治疗进展细胞免疫治疗进展细胞免疫治疗进展

子导致子导致TT细胞发育不成熟，处于干细胞状态细胞发育不成熟，处于干细胞状态子导致子导致TT细胞发育不成熟，处于干细胞状态细胞发育不成熟，处于干细胞状态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新型抗肿瘤药物新型抗肿瘤药物1.1.

临床应用和管理临床应用和管理2.2.

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和管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和管理 临床应用和管理临床应用和管理

 使用管理使用管理

 分级管理分级管理

权限管权限管

 使用管理使用管理

 分级管理分级管理

权限管权限管 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精准治疗精准治疗

 ADRADR防治防治

 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精准治疗精准治疗

 ADRADR防治防治

1. 1. 使用管理使用管理

–– 设立抗肿瘤药物管理设立抗肿瘤药物管理工作组工作组

医务医务、药学、临床科室、病理、信息管理、药学、临床科室、病理、信息管理及及

护理护理相关相关负责人负责人

–– 设立抗肿瘤药物管理设立抗肿瘤药物管理工作组工作组

医务医务、药学、临床科室、病理、信息管理、药学、临床科室、病理、信息管理及及

护理护理相关相关负责人负责人护理护理相关相关负责人负责人

–– 组建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专业技术团队组建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专业技术团队

肿瘤内科、肿瘤外科、放疗科、病理学、临床肿瘤内科、肿瘤外科、放疗科、病理学、临床

药学、影像学、检验、护理相关专业技术支持药学、影像学、检验、护理相关专业技术支持

护理护理相关相关负责人负责人

–– 组建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专业技术团队组建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专业技术团队

肿瘤内科、肿瘤外科、放疗科、病理学、临床肿瘤内科、肿瘤外科、放疗科、病理学、临床

药学、影像学、检验、护理相关专业技术支持药学、影像学、检验、护理相关专业技术支持

1. 1. 使用管理使用管理

–– 制定抗肿瘤药物供应目录和处方集制定抗肿瘤药物供应目录和处方集

优选优选《《基药目录基药目录》》、国家谈判品种、高级别循、国家谈判品种、高级别循

–– 制定抗肿瘤药物供应目录和处方集制定抗肿瘤药物供应目录和处方集

优选优选《《基药目录基药目录》》、国家谈判品种、高级别循、国家谈判品种、高级别循

证医学证据多以及权威指南推荐品种证医学证据多以及权威指南推荐品种

临时采购目录之外品种，需理由充分并备案临时采购目录之外品种，需理由充分并备案

证医学证据多以及权威指南推荐品种证医学证据多以及权威指南推荐品种

临时采购目录之外品种，需理由充分并备案临时采购目录之外品种，需理由充分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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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管理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管理

••住院患者抗肿瘤药物使用率和限制使用级使用率住院患者抗肿瘤药物使用率和限制使用级使用率

•• 抗肿瘤药物抗肿瘤药物ADRADR报告报告率率

–– 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管理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管理

••住院患者抗肿瘤药物使用率和限制使用级使用率住院患者抗肿瘤药物使用率和限制使用级使用率

•• 抗肿瘤药物抗肿瘤药物ADRADR报告报告率率

1. 1. 使用管理使用管理

抗肿瘤药物抗肿瘤药物 报告报告率率

•• 抗肿瘤药物占药品总费用的抗肿瘤药物占药品总费用的比例比例

•• 分级管理制度的执行分级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情况

•• 临床医师抗肿瘤药物使用合理性临床医师抗肿瘤药物使用合理性评价评价

抗肿瘤药物抗肿瘤药物 报告报告率率

•• 抗肿瘤药物占药品总费用的抗肿瘤药物占药品总费用的比例比例

•• 分级管理制度的执行分级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情况

•• 临床医师抗肿瘤药物使用合理性临床医师抗肿瘤药物使用合理性评价评价

1. 1. 建立临床应用管理体系建立临床应用管理体系

–– 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

1. 抗肿瘤药物管理制度

2. 临床诊疗指南

–– 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

1. 抗肿瘤药物管理制度

2. 临床诊疗指南2. 临床诊疗指南

3. 及时发布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

4. 抗肿瘤药物合理应用与管理的网络培训与考核

5. 控制医师的处方权限和药师调剂资格

6. 为医师处方提供科学的实时更新的药品信息

2. 临床诊疗指南

3. 及时发布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

4. 抗肿瘤药物合理应用与管理的网络培训与考核

5. 控制医师的处方权限和药师调剂资格

6. 为医师处方提供科学的实时更新的药品信息

1. 1. 建立临床应用管理体系建立临床应用管理体系

–– 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

5. 加强对处方、医嘱的审核，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整合病史、病理报告、实验室辅助检查结果、药物处方信

–– 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

5. 加强对处方、医嘱的审核，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整合病史、病理报告、实验室辅助检查结果、药物处方信

息和临床诊治指南等形成电子化抗肿瘤药物处方系统

6. 加强医嘱管理，实现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全过程控制和监

测，做到抗肿瘤药物处方开具和执行的动态监测

7. 实现院、科两级抗肿瘤药物使用率、使用情况、不良反应

报告率等指标的实时统计、分析、评估和预警

息和临床诊治指南等形成电子化抗肿瘤药物处方系统

6. 加强医嘱管理，实现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全过程控制和监

测，做到抗肿瘤药物处方开具和执行的动态监测

7. 实现院、科两级抗肿瘤药物使用率、使用情况、不良反应

报告率等指标的实时统计、分析、评估和预警

2. 2. 分级管理分级管理

————普通普通使用级使用级：：

有明确适应证有明确适应证、已列入、已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国家基

本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种种

————普通普通使用级使用级：：

有明确适应证有明确适应证、已列入、已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国家基

本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种种本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种种

————限制使用级：限制使用级：

有明确适应证有明确适应证、未列入、未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或或《《国家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或国家谈判药品或国家谈判药品的品种的品种

本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和国家谈判药品的抗肿瘤药物品种种

————限制使用级：限制使用级：

有明确适应证有明确适应证、未列入、未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或或《《国家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或国家谈判药品或国家谈判药品的品种的品种

3. 3. 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按按年度对医师和药师年度对医师和药师进行培训和考核进行培训和考核

 按职称按职称授予授予医师处方医师处方权和权和药师调剂资格药师调剂资格

 按按年度对医师和药师年度对医师和药师进行培训和考核进行培训和考核

 按职称按职称授予授予医师处方医师处方权和权和药师调剂资格药师调剂资格 按职称按职称授予授予医师处方医师处方权和权和药师调剂资格药师调剂资格

 初、中级医师初、中级医师具有普通使用具有普通使用级处方权级处方权

 副高以上医师副高以上医师具有限制使用具有限制使用级处方权级处方权

 按职称按职称授予授予医师处方医师处方权和权和药师调剂资格药师调剂资格

 初、中级医师初、中级医师具有普通使用具有普通使用级处方权级处方权

 副高以上医师副高以上医师具有限制使用具有限制使用级处方权级处方权

3. 3. 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限制限制使用使用级的控制：级的控制：

 由具有相应处方权医师开具开具处方处方

 抗肿瘤药物专家组审核处方审核处方

————限制限制使用使用级的控制：级的控制：

 由具有相应处方权医师开具开具处方处方

 抗肿瘤药物专家组审核处方审核处方抗肿瘤药物专家 审核处方审核处方

专家组组成：肿瘤专科医师、肿瘤专业

临床药师、病理医师等

 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使用，需在24小时内补办手续，

并由具备高级职称的医师审核

抗肿瘤药物专家 审核处方审核处方

专家组组成：肿瘤专科医师、肿瘤专业

临床药师、病理医师等

 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使用，需在24小时内补办手续，

并由具备高级职称的医师审核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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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精准用药精准用药

––从事细胞或组织病理学诊断科室应具备条件：从事细胞或组织病理学诊断科室应具备条件：

•• 监测项目涵盖病理形态学诊断、监测项目涵盖病理形态学诊断、IHCIHC、、RTRT‐‐PCRPCR、、
FISHFISH等，有条件可开通等，有条件可开通NGSNGS

––从事细胞或组织病理学诊断科室应具备条件：从事细胞或组织病理学诊断科室应具备条件：

•• 监测项目涵盖病理形态学诊断、监测项目涵盖病理形态学诊断、IHCIHC、、RTRT‐‐PCRPCR、、
FISHFISH等，有条件可开通等，有条件可开通NGSNGS等，有条件可开通等，有条件可开通

•• 配备相应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相应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

•• 制定质控流程规范制定质控流程规范

•• 使用经国家批准的仪器设备和诊断试剂使用经国家批准的仪器设备和诊断试剂

•• 加强室内质控，并定期参加室间质评加强室内质控，并定期参加室间质评

等，有条件可开通等，有条件可开通

•• 配备相应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相应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

•• 制定质控流程规范制定质控流程规范

•• 使用经国家批准的仪器设备和诊断试剂使用经国家批准的仪器设备和诊断试剂

•• 加强室内质控，并定期参加室间质评加强室内质控，并定期参加室间质评

–– 病理组织学确诊后方可使用抗肿瘤药物病理组织学确诊后方可使用抗肿瘤药物

特殊：某些难以获取病理诊断的肿瘤，如胰腺特殊：某些难以获取病理诊断的肿瘤，如胰腺

癌，其确诊可参照国家相关指南或规范执行。癌，其确诊可参照国家相关指南或规范执行。

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

–– 病理组织学确诊后方可使用抗肿瘤药物病理组织学确诊后方可使用抗肿瘤药物

特殊：某些难以获取病理诊断的肿瘤，如胰腺特殊：某些难以获取病理诊断的肿瘤，如胰腺

癌，其确诊可参照国家相关指南或规范执行。癌，其确诊可参照国家相关指南或规范执行。

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

4. 4. 精准用药精准用药

–– 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

不不需要检测靶点：贝伐珠单抗、索拉非尼、阿需要检测靶点：贝伐珠单抗、索拉非尼、阿

帕替尼、依维莫司、舒尼替尼、安罗替尼、重组帕替尼、依维莫司、舒尼替尼、安罗替尼、重组

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等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等1616种药品。种药品。

–– 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靶向药物

不不需要检测靶点：贝伐珠单抗、索拉非尼、阿需要检测靶点：贝伐珠单抗、索拉非尼、阿

帕替尼、依维莫司、舒尼替尼、安罗替尼、重组帕替尼、依维莫司、舒尼替尼、安罗替尼、重组

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等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等1616种药品。种药品。

病例组织学诊断；病例组织学诊断； 基因检测；基因检测； 经验用药经验用药病例组织学诊断；病例组织学诊断； 基因检测；基因检测； 经验用药经验用药

———— 基因检测指导治疗方案举例基因检测指导治疗方案举例

–– 肠癌：肠癌：KK‐‐rasras基因野生型可选用西妥昔单抗，基因野生型可选用西妥昔单抗，

反之，使用贝伐珠单抗反之，使用贝伐珠单抗

———— 基因检测指导治疗方案举例基因检测指导治疗方案举例

–– 肠癌：肠癌：KK‐‐rasras基因野生型可选用西妥昔单抗，基因野生型可选用西妥昔单抗，

反之，使用贝伐珠单抗反之，使用贝伐珠单抗

4. 4. 精准用药精准用药

–– 胃癌、乳腺癌：胃癌、乳腺癌：HER2HER2阳性可使用曲妥珠单抗阳性可使用曲妥珠单抗

–– 肺癌：肺癌：EGFREGFR基因突变可采用基因突变可采用小小分子靶向药分子靶向药

物物‐‐‐‐‐‐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厄洛替尼

–– 胃癌、乳腺癌：胃癌、乳腺癌：HER2HER2阳性可使用曲妥珠单抗阳性可使用曲妥珠单抗

–– 肺癌：肺癌：EGFREGFR基因突变可采用基因突变可采用小小分子靶向药分子靶向药

物物‐‐‐‐‐‐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厄洛替尼

基因检测应用实例基因检测应用实例

基因检测应用实例基因检测应用实例

合理选用药物合理选用药物

4. 4. 精准用药精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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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用药物合理选用药物

4. 4. 精准用药精准用药

 PD-L1(免疫组化): 50%（一线治疗）；1%（二线治疗）

注意检测结果的主观性和肿瘤异质性

 TMB(肿瘤突变负荷)：肿瘤固有特征，更可靠

 PD-L1(免疫组化): 50%（一线治疗）；1%（二线治疗）

注意检测结果的主观性和肿瘤异质性

 TMB(肿瘤突变负荷)：肿瘤固有特征，更可靠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合理选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合理选用

4. 4. 精准用药精准用药

( )
注意肿瘤异质性，检测时间较长（ > 2周）

 MSI-H(微卫星不稳定性)和dMMR(错配修复缺陷)：
K药被FDA加速批准治疗任何实体瘤, 成为首款不是基于

肿瘤发病位置而是基于肿瘤标记物的抗癌药

 TIL(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注意检测结果的主观性和肿瘤异质性

( )
注意肿瘤异质性，检测时间较长（ > 2周）

 MSI-H(微卫星不稳定性)和dMMR(错配修复缺陷)：
K药被FDA加速批准治疗任何实体瘤, 成为首款不是基于

肿瘤发病位置而是基于肿瘤标记物的抗癌药

 TIL(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注意检测结果的主观性和肿瘤异质性

2727位研究者共同发布：位研究者共同发布：ICIICI副作用汇总！副作用汇总！2727位研究者共同发布：位研究者共同发布：ICIICI副作用汇总！副作用汇总！

5. ADR5. ADR防治防治

 与ICI副作用相关的死亡事件并不常见，发生率0.3~1.3%，但近

年来报告的病例数显著增多

 免疫相关致死性副作用占2017年所有死亡原因的比例高达65%！

 与ICI副作用相关的死亡事件并不常见，发生率0.3~1.3%，但近

年来报告的病例数显著增多

 免疫相关致死性副作用占2017年所有死亡原因的比例高达65%！

序号序号 药物名称药物名称 一般不良反应一般不良反应 严重不良反应严重不良反应

1
曲妥珠单抗
抗体-药物
共轭物

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疲劳、血球减少,
肝毒性、低钾血、高血压、头痛、肌肉骨骼
疼痛、鼻出血

肝毒性，左心功能受损，致畸/死胎

2 阿仑单抗
骨髓抑制、血球减少、低血压、呼吸道感染、
发热、发冷、皮疹、头痛

心律失常，心肌病，慢性心衰，自身免疫性
疾病，Grave’s 病，巨细胞病毒及EBV病毒
感染，第二肿瘤发生率增加

腹痛 恶心 呕吐 腹泻 便秘 头痛 高 高血压 栓塞时间 出血 肠道穿孔 伤口

已上市已上市1818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已上市已上市1818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

5. ADR5. ADR防治防治

3 贝伐珠单抗
腹痛、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头痛、高
血压、蛋白尿、衰弱、上呼吸道感染

高血压，栓塞时间，出血，肠道穿孔，伤口
裂开。

4
双特异性抗

体
发热、血球减少、恶心、便秘

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神经毒性，中性粒缺
乏性发热，败血症

5
新型靶向抗
体-偶联物

感觉神经病变、血球减少、腹泻、恶心、呕
吐、皮疹、咳嗽、疲劳

室上性心律失常，气胸，肺炎，肺栓塞，病
毒感染致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脑病（PML）

6 西妥昔单抗
痤疮样皮疹、脱发、瘙痒,低镁症、腹泻、恶
心、便秘、失眠、抑郁症(特别是在患者接受
伊立替康治疗时)、感觉神经病变

突发心脏骤停，肾衰，间质性肺病，肺栓塞，
注射反应

7 地诺塞麦
关节痛、头痛、腹泻、恶心、呕吐、背部疼
痛、疲劳和肢体疼痛

下颌骨坏死，骨髓炎

8 替伊莫单抗
高血压、血球减少、皮疹、腹痛、腹泻、恶
心

注射反应，严重的细胞减少伴出血，
Steven-Johnson综合征，毒性表皮坏死溶解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AML及
MDS患病风险增加。

序号 药物名称 一般不良反应 严重不良反应

9 伊匹单抗 皮疹,瘙痒、腹泻、疲劳
心包炎，肾上腺功能减低，垂体功能减低，
甲状腺功能减低，肠穿孔，肝炎，肺炎，格
林巴利综合症。

10 阿托珠单抗 血球减少、发热、咳嗽、肌肉骨骼疾病
乙型肝炎病毒反应，病毒感染导致的进行性
多灶性脑白质脑病（PML）

11 奥法木单抗
皮疹、腹泻、恶心、贫血、肺炎、疲劳、发
烧

肠梗阻，病毒性肝炎，感染性疾病，病毒感
染导致的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脑病（PML）

已上市已上市1818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已上市已上市1818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款抗体药物的不良反应

5. ADR5. ADR防治防治

奥 木单抗
烧 染导致的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脑病（PML）

12 帕尼单抗
痤疮样皮疹、瘙痒、表皮剥脱的甲沟炎皮炎、
低镁症、低钙血症、咳嗽、呼吸困难、外围
水肿、疲劳

皮肤毒性，间质性肺病，肺炎，肺纤维化

13 帕托珠单抗
脱发、腹泻、恶心、呕吐、粘液膜炎症、疹、
周围神经病变、贫血、疲劳

伴或者不伴发热的中性粒细胞缺乏，过敏反
应，左心室功能失常

14 雷莫芦单抗
高血压、腹泻、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口腔
炎

出血，高血压，心血管事件，肝硬化，肠梗
阻，伤口愈合障碍，中性粒细胞缺乏性发热

15 利妥昔单抗
输液反应(发热、低血压、颤抖)、腹痛、腹
泻、恶心、关节痛、肌痛

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骨髓抑制，肾毒性，
血管性水肿，溶瘤综合征

16 司妥昔单抗 水肿,关节痛,上呼吸道感染、疲劳、皮疹 胃肠道穿孔，过敏反应，感染性疾病

17 托西莫单抗
腹痛、恶心、呕吐、甲状腺功能减退、无力、
头痛、咳嗽、发烧

骨髓抑制，AML/MDS风险增加，胸膜积液，
肺炎，过敏反应

18 曲妥珠单抗
食欲不振、腹泻、恶心、呕吐、口腔炎、咳
嗽、呼吸困难、水肿

心功能失常（尤其与蒽环类药物联用），呼
吸衰竭，肝毒性

序号 药物 一般不良反应 严重不良反应

1
阿法
替尼

痤疮样皮疹、甲沟炎、口腔炎、腹泻、
食欲下降

左心室功能紊乱、腹泻、手足部皮肤反
应、肝毒性间质性肺病

2
阿昔
替尼

高血压、手足部皮肤反应、腹泻、恶心、
呕吐、转氨酶升高

出血、动静脉栓塞、肺栓塞

3
博舒
替尼

腹泻、恶心、呕吐、腹痛、皮疹、血小
板减少症

长QT间期、心包及胸膜积液、肝毒性、
急性肾衰

已上市已上市2626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已上市已上市2626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

5. ADR5. ADR防治防治

替尼 板减少症 急性肾衰

4
卡博
替尼

电解质异常(钙、磷)、高血压、血球减
少、转氨酶升高、头发颜色改变、疲劳

手足皮肤反应、动静脉栓塞、骨髓抑制、
胃肠道穿孔及翕室形成

5
色瑞
替尼

疲劳、转氨酶升高、贫血、腹泻
胃肠道反应、肝毒性、高血糖、心动过

缓、QT间期延长、痉挛

6
克唑
替尼

视力障碍、腹泻、恶心、呕吐、便秘、
水肿

QT间期延长、肝毒性、转氨酶升高、中
性粒细胞减少、肺栓塞、肺炎

7
达拉
非尼

高血糖、低磷酸盐血症、头痛、角化过
度、脱发、手足皮肤反应、关节痛、发烧

新原发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瘤、鳞状细
胞癌）、胰腺炎、间质性肾炎

8
达沙
替尼

体液潴留、皮疹、头痛、呼吸困难、电
解质异常

充血性心衰、心包疾病、QT间期延长、
出血性结肠炎

9
厄洛
替尼

水肿、腹泻、恶心、呕吐、损失、食欲、
腹部疼痛、皮疹、脱发、咳嗽、抑郁、疲

劳、发烧

皮疹、S-J综合征、毒性表皮坏死、心律
失常、心梗、晕厥、肠梗阻、间质性肺
病、角膜穿孔或溃疡、睫毛生长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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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物 一般不良反应 严重不良反应

10
吉非
替尼

痤疮样皮疹或脓疱、毛囊炎、甲沟炎、腹
泻

呼吸抑制（尤其已经前线完成化疗或放疗的
患者）、间质性肺病、肿瘤出血

11
拉铁
尼伯

腹泻、恶心、呕吐、血小板减少、血清肌
酐和尿酸浓度的增加、疲劳

肺炎、房颤、蛛网膜下腔出血、胃肠道出血
肾衰、继发肿瘤（如皮肤癌）

12
艾代拉
里斯

高血糖症、高甘油三酯血症、疲劳、发烧、
咳嗽 肠胃难过 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

肝毒性、结肠炎、小肠穿孔、骨髓抑制、皮
肤毒性 肺炎

已上市已上市2626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已上市已上市2626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

5. ADR5. ADR防治防治

里斯 咳嗽、肠胃难过、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 肤毒性、肺炎

13
伊马
替尼

皮疹、腹泻、呕吐、关节痛、水肿、头痛、
体重增加

左心室功能失调、充血性心衰、心包积液、
心源性休克、胃肠道穿孔、感觉神经性听力

下降、急性呼吸衰竭、颅压增加

14
拉帕
替尼

腹泻、恶心、呕吐、手足皮肤反应、皮疹、
贫血、转氨酶升高、高胆红素血、疲劳

QT间期延长、左心室功能失调、肝毒性、肺
间质性疾病

15
乐伐
替尼

高血压、全身症状、腹泻、恶心、呕吐、
口腔炎、蛋白尿、手足皮肤反应

心衰、QT间期延长、动脉血栓、肝毒性、胃
肠道穿孔及翕室形成、可逆性后脑病变征

16
尼洛
替尼

瘙痒、盗汗、皮疹、腹泻、恶心、呕吐、
关节痛、肌痛、头痛、咳嗽、乏力、脱发

QT间期延长、骨髓抑制、胃肠道出血、颅内
出血、外周血管阻塞病

17
帕博
西尼

血球减少、恶心、性口炎、脱发、上呼吸
道感染、疲劳、周围神经病变

严重的骨髓抑制、肺栓塞

18
鲁索利
替尼

困惑、头晕、头痛、贫血、血小板减少症 骨髓抑制、带状疱疹或严重的感染

序号 药物 一般不良反应 严重不良反应

19
帕唑
帕尼

高血压、头发颜色的变化、腹泻、恶心、
呕吐、食欲不振、关节痛、肌痛、头痛、

电解质异常、呼吸困难、疲劳

出血、肝毒性、充血性心衰、心肌梗死、
甲状腺功能减低、后脑病变征、气胸

20
普纳
替尼

高血压、腹痛、便秘、恶心、头痛、发烧
动静脉血栓、肝毒性、体液潴留、充血性心
衰、心律失常、心梗、骨髓抑制、胰腺炎

高血压 电解质异常 肢端红斑 血球减

已上市已上市2626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已上市已上市2626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

5. ADR5. ADR防治防治

21
瑞格
非尼

高血压、电解质异常、肢端红斑、血球减
少、转氨酶升高、高胆红素血、 讲话困

难、蛋白尿、发烧

出血、肝毒性、高血压、心肌梗死、胃肠道
穿孔

22
索拉
非尼

腹泻、恶心、食欲不振、腹痛、电解质异
常、疲劳、皮疹、手足部皮肤反应、脱发

出血、充血性心衰、心肌梗死、QT间期延长
严重的皮肤反应、皮肤肿瘤

23
舒尼
替尼

腹泻、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味觉改变、
黄色的皮肤变色、皮疹、海拔尿酸、甲状

腺功能减退、咳嗽、疲劳

血小板细胞减少、肿瘤出血、QT间期延长、
左心室功能下降、组织坏死、下颌骨无菌性

坏死、溶血、肝毒性

24
曲美
替尼

皮疹、腹泻、转氨酶升高、贫血、淋巴水
肿,hypoalbuminaemia

心肌病、出血、皮肤毒性、间质性肺病、肺
炎、视力障碍

25
凡德
他尼

皮疹、痤疮、高血压、低钙血症、转氨酶
升高、头痛、疲劳

QT间期延长、缺血性卒中、间质性肺病、
呼吸衰竭

26
维罗
非尼

恶心、关节痛、脱发、光敏性、瘙痒、皮
疹、皮肤乳头瘤

鳞状细胞癌、手足皮肤反应、QT间期延长、
眼科疾病（虹膜炎、畏光、视网膜静脉阻塞

5. ADR5. ADR防治防治

 皮肤（斑丘疹、白癜风、银屑病、莱尔综合征、多器官迟发超敏反应）

 胃肠道（小肠结肠炎、胃炎、胰腺炎、乳糜泻）

 内分泌器官（甲亢或甲减、垂体炎、肾上腺功能不全、糖尿病）

 肺（免疫性肺炎、胸膜炎、肺肉瘤）

免疫治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重点是重点是免疫免疫相关的相关的ADRADR免疫治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重点是重点是免疫免疫相关的相关的ADRADR

 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病变、无菌性脑膜炎、格林巴利综合症、脑神经病

变、脊髓炎、脑膜脑炎、肌无力）

 肝脏（免疫性肝炎）

 肾脏（间质性肾炎、狼疮性肾小球肾炎）

 血液系统（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粒细胞减少症、三系减少症）

 肌肉关节系统（关节炎、肌肉病变）

 心脏（心包炎、心肌炎）

 眼睛（葡萄膜炎、结膜炎、视网膜炎、脉络膜炎、眼睑炎、眶周肌炎）

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整体发生率低于化疗

耐受性良好, 大部分不良可逆、可管理

防治原则：调整剂量或激素进行相应治疗

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整体发生率低于化疗

耐受性良好, 大部分不良可逆、可管理

防治原则：调整剂量或激素进行相应治疗

5. ADR5. ADR防治防治

Lancet Lancet 报道：严重心肌炎的报道：严重心肌炎的101101例患者的详细资料，例患者的详细资料，

警告使用这类疗法的患者要高度警惕这类肿瘤免疫警告使用这类疗法的患者要高度警惕这类肿瘤免疫

治疗导致的免疫性心肌炎，目前没有有效治疗手段，治疗导致的免疫性心肌炎，目前没有有效治疗手段，

死亡率高达死亡率高达46%46%

1. 预防:  关注高危人群(免疫病史、癌性淋巴 管炎、浸润合并

周围炎症、感染等）；与自身免疫有关药物

2. 检查：早期毒性包括皮肤(5周)、胃肠(7.3周)、肝脏(7.7周)

1. 预防:  关注高危人群(免疫病史、癌性淋巴 管炎、浸润合并

周围炎症、感染等）；与自身免疫有关药物

2. 检查：早期毒性包括皮肤(5周)、胃肠(7.3周)、肝脏(7.7周)

5. ADR5. ADR防治防治

晚期：肺部(8.9周)、内分泌(10.4周)、肾脏(15.1周)

有的免疫异常毒性会延迟在治疗1年后才发生

3. 治疗：最佳的药物是激素, 可用免疫调节剂(如抗TNF-α抗体

英利昔单抗、麦考酚酸酯、他利莫司、环孢素等

晚期：肺部(8.9周)、内分泌(10.4周)、肾脏(15.1周)

有的免疫异常毒性会延迟在治疗1年后才发生

3. 治疗：最佳的药物是激素, 可用免疫调节剂(如抗TNF-α抗体

英利昔单抗、麦考酚酸酯、他利莫司、环孢素等

小小 结结

 疗效显著疗效显著//应答率有限应答率有限

 多靶点、多方案联合多靶点、多方案联合

 精准用药 生物标志物精准用药 生物标志物(PD(PD L1L1 TMBTMB MSIMSI TIL)TIL)

 疗效显著疗效显著//应答率有限应答率有限

 多靶点、多方案联合多靶点、多方案联合

 精准用药 生物标志物精准用药 生物标志物(PD(PD L1L1 TMBTMB MSIMSI TIL)TIL) 精准用药：生物标志物精准用药：生物标志物(PD(PD--L1L1、、TMBTMB、、MSIMSI、、TIL)TIL)

 不良反应相对较小，需要关注不良反应相对较小，需要关注

 价格昂贵，病人和社会负担重价格昂贵，病人和社会负担重

 精准用药：生物标志物精准用药：生物标志物(PD(PD--L1L1、、TMBTMB、、MSIMSI、、TIL)TIL)

 不良反应相对较小，需要关注不良反应相对较小，需要关注

 价格昂贵，病人和社会负担重价格昂贵，病人和社会负担重

加强管理，规范使用，任重道远加强管理，规范使用，任重道远加强管理，规范使用，任重道远加强管理，规范使用，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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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常见疾病诊神经系统常见疾病诊
治指南治指南

长海医院神经内科

陶 沂

神经系统用药原则神经系统用药原则

• 1、早期、足量、足疗程。

• 2、药物相互作用：抗癫痫药、抗抑
郁药.郁药.

• 3、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 4、抗血小板的药物治疗。

• 5、精准治疗。

22、药物相互作用、药物相互作用

• 1、抗癫痫药的相互作用：

• 丙戊酸为肝酶抑制剂。丙戊酸可与华法
令蛋白结合位点竞争性结合。

• 代谢酶诱导剂：苯巴比妥、苯妥英、卡
马西平、扑米酮。

• 2、抗抑郁药的相互作用：氟西汀需停药
5周才能换用MAOIs，其它SSRI需2周。
MAOIs停用2周后才能换用SSRI类。

新型抗癫痫药物新型抗癫痫药物

• 1．拉科酰胺(Lacosamide,LCM)是一种
新型的NMDA受体拮抗剂。

• 2．依佐加滨(ezogabine,EZG)神经元钾通
道开放剂。道开放剂。

• 3．吡仑帕奈(perampanel,PER)AMPA受
体拮抗剂。

• 4．醋酸艾司利卡西平为钠通道阻滞剂。

新型抗癫痫药物新型抗癫痫药物

• 5.Cenobamate是一种钠离子通道阻滞
剂，促进GABA的释放和传递。

• 6.布瓦西坦是左乙拉西坦的类似物，6.布瓦西坦是左乙拉西坦的类似物，
均通过结合突触囊泡蛋白（SV2A）
同时能抑制电压门控Na通道。抗癫痫
作用是左乙拉西坦的6～12倍。

常见的药物反应常见的药物反应

• 1、双硫仑样反应：用抗生素期间同

时喝酒所致。出现面色潮红，头痛，
眩晕，腹痛，胃痛，恶心，呕吐，眩晕，腹痛，胃痛，恶心，呕吐，
气促，心率加快，血压降低，嗜睡，
幻觉等。

• 2、赫氏反应：青霉素在治疗梅毒或
其它感染时可有症状加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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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药物反应常见的药物反应

• 3、青霉素脑病：鞘内注射大于2万
单位或静脉大剂量滴注可引起肌肉
阵挛，抽搐，昏迷等反应。

• 4、红人综合征：万古滴注快了可使

组胺释放增加所致，面部、颈部、
躯干红斑性充血，瘙痒等。

利奈唑胺利奈唑胺

• ①适用于万古耐药的屎肠球菌感染

• ②利奈唑胺为可逆性非选择性的单
胺氧化酶抑制剂，所以与肾上腺素胺氧化酶抑制剂，所以与肾上腺素
能药物及5-HT药物有潜在的相互作
用。

• ③副作用：腹泻，头痛，恶心，惊
厥，潜在血压升高。

利奈唑胺利奈唑胺

• ④与5-HT药物合用易发生5-HT综合
征。

• ⑤禁与MAOA或B合用。⑤禁与MAOA或B合用。

• ⑥MRAS感染的成年患者应用600㎎
VD 1/q12h。

55羟色胺综合征羟色胺综合征

• 血清素综合征（serotonin syndrome）
或5HT综合征：

1、SSRI和MAOI或二种SSRI联合用1、SSRI和MAOI或二种SSRI联合用
药时易发生。(如利奈唑胺)

2、临床表现：肌阵挛、动作不协调、
反射亢进、易激动

55羟色胺综合征羟色胺综合征

• 临床三联征：精神状态改变，自主
神经机能亢进和神经肌肉异常。

•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轻度：震颤、腹泻、反射亢进、静
坐不能。

• 中度：心动过速、高血压、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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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羟色胺综合征羟色胺综合征

3、诊断标准：①有明确的药物治疗史，症
状随给药或剂量增加而出现。②至少具
有以下症状中的3个：智能改变、激动、
肌阵挛、反射亢进、出汗、震颤、腹泻、肌阵挛、反射亢进、出汗、震颤、腹泻、
动作不协调、发热、寒战。③可除外其
它原因（如感染、戒断综合征等）。

TCA或MAOI换SSRI需间隔14天，从氟西汀换

MAOI至少5周。

恶性综合征恶性综合征

neuroleptics malignant syndrome NMS:
1、长期性应用抗精神病药所致。

2、临床主要表现：肌僵直、发热、自主神
经功能紊乱及意识障碍。经功能紊乱及意识障碍。

3、诊断标准：①主要特征：发热（大于
39℃）、肌僵直、意识改变、CPK升高。
②次要的：心动过速、血压异常、呼吸
急促、意识变化、多汗、白细胞增高。

帕金森病的用药原则帕金森病的用药原则

• 1、目前应用的治疗手段，无论药物或
手术，只能改善症状，不能阻止病情
的发展，更无法治愈。

• 2、左旋多巴是现有治疗帕金森病运动
症状最为有效的药物。

• 3、坚持“ 细水长流、不求全效”的
用药原则; 以“最小剂量达到满意效
果” .

脑卒中防治指南脑卒中防治指南
（综合本）（综合本）

长海医院神经内科

陶 沂

前前 言言

• 在我国脑血管病已成为第一位致残
和死亡原因。

• 2010年世界卒中日的主题是三个六2010年世界卒中日的主题是三个六
分之一。全世界每6个人中有1人可
能在一生中罹患卒中，每6秒钟就有
1人死于卒中，每6秒钟就有1人因卒
中而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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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常见的全球最常见的66大死亡原因大死亡原因

19901990年年（（以百万计数以百万计数）） 20202020年年

11 –– 缺血性心脏疾病缺血性心脏疾病（（66..33）） HDIHDI

22 –– 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44..44）） CVDCVD

33 下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44 33）） CC OO PP DD33 –– 下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44..33）） CC..OO PP..DD..

44 –– 腹泻性疾病腹泻性疾病（（22..99）） 下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

55 –– 围产期疾病围产期疾病（（22..44）） 肺癌肺癌

66 –– COPDCOPD （（22..22）） 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

卒中的负担卒中的负担

•• 全球第全球第33大死亡原因大死亡原因

•• 后天性残疾的第后天性残疾的第11大原因大原因

•• 痴呆的第痴呆的第22大原因大原因

脑卒中后有脑卒中后有5050％出现抑郁％出现抑郁•• 脑卒中后有脑卒中后有5050％出现抑郁％出现抑郁

•• 个人和家庭的巨大痛苦个人和家庭的巨大痛苦

•• 天文数字的社会经济学代价天文数字的社会经济学代价

•• 卒中预防的目标是卒中预防的目标是

-- 处理危险因素处理危险因素

-- 抗血小板治疗抗血小板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
是目前世界上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目前世界上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12 6

9.1

6

5.1

癌症

创伤

肺疾病

AIDS

28.7
17.8

12.6

0 5 10 15 20 25 30

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

感染和寄生虫性疾病

癌症

1. 世界卫生报告, 2002, WHO Geneva, 2002.

死亡率(%)

*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感染性心脏病和高血压性心脏病; 
†WHO各成员国通过的世界性的定义 (非洲、美洲、中东、欧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

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以不同表现形
式影响动脉血管

脑血管疾病
TIA

缺血性脑卒中
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

外周动脉疾病:
间歇性跛行

静息痛

坏疽

坏死

与一般人群比较风险增加

心肌梗死 卒中

5 7 倍 （包括死亡）3 3 4 倍

2–3 倍（包括心绞痛和
猝死*）1

9 倍
缺血性卒中

心肌

有缺血性事件史的患者有缺血性事件史的患者
进一步发生事件的风险增加进一步发生事件的风险增加

*猝死定义为证明在1小时内死亡而死因为冠心病（CHD）
†只包括致命性MI和其它CHD死亡；不包括非致命性MII

5–7 倍 （包括死亡）3 3–4 倍
（包括 TIA）1

4 倍 （只包括致命性MI和
其它CHD死亡†）4

2–3 倍
（包括 TIA）2

梗死

外周

动脉疾病

1. Kannel WB. J Cardiovasc Risk 1994; 1: 333–339.
2. Wilterdink JI, Easton JD. Arch Neurol 1992; 49: 857–863.
3. Adult Treatment Panel II. Circulation 1994; 89: 1333–1363.
4. Criqui MH, et al. N Engl J Med 1992; 326: 381–386.

重度重度

(RR ≥ 4)(RR ≥ 4)
中度中度

(RR 2(RR 2--4)4)
轻度或有争议轻度或有争议

((RR < 2)RR < 2)

年龄年龄

高血压高血压

吸烟吸烟

糖尿病糖尿病

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

胆固醇胆固醇

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原、
FVIIFVII

卒中的危险因素卒中的危险因素

酗酒酗酒 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

口服避孕药口服避孕药

感染、感染、CRPCRP
男性性别男性性别

家族史家族史

打鼾、打鼾、睡眠呼吸睡眠呼吸
暂停暂停

FVIIFVII
偏头痛偏头痛

肥胖肥胖

缺乏身体活动缺乏身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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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
卒中病人

卒中预防水平

靶向: 整个人群

靶向: 有危险因素
但没有卒中的人群

二二 级级 预预 防防
卒中具有相当高的复发率

TIA病人每年发生卒中的概率为3-5%

缺血性卒中后复发概率为每年6-9%缺血性卒中后复发概率为每年6-9%

房颤脑栓塞复发率为12%

首次卒中后5年内的累计复发率为
30-40%。

中国卒中防治工作进展中国卒中防治工作进展

• 长海医院获批成为国家级高级卒中
中心，在全国医院中救治脑卒中效
率最高。动脉取栓血管再通率达率最高。动脉取栓血管再通率达
93．2%，临床预后好转率达55%，
DNT中位数降至40分钟。( DNT为患
者到院至用药时间)

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诊治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诊治
南南20102010指南指南20102010

院前脑卒中的识别院前脑卒中的识别

• 若患者突然出现以下症状时应考虑
脑卒中的可能：

• ①一侧肢体无力或麻木；①一侧肢体无力或麻木；

• ②一侧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

• ③说话不清或理解语言困难；

院前脑卒中的识别院前脑卒中的识别

• ④双眼向一侧凝视；

• ⑤一侧或双眼视力丧失或模糊；

• ⑥眩晕伴呕吐；• ⑥眩晕伴呕吐；

• ⑦既往少见的严重头痛、呕吐；

• ⑧意识障碍或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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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

• （1）急性起病；

• （2）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少数为
全面神经功能缺损；全面神经功能缺损；

• （3）症状和体征持续数小时以上

• （4）脑CT 或MRI排除脑出血和其
他病变。

缺血性卒中的病因分型缺血性卒中的病因分型

• TOAST病因分型：

• 大动脉粥样硬化型

• 心源性栓塞型• 心源性栓塞型

• 小动脉闭塞型

• 其他明确病因型

• 不明原因型。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流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流程

• （1）是否为脑卒中？排除非血管性疾
病。

• （2）是否为缺血性脑卒中？

• （3）脑卒中严重程度？根据神经功能
缺损量表评估。

• （4）能否进行溶栓治疗？核对适应证
和禁忌证（见溶栓中相关内容）。

• （5）病因分型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历自查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历自查

• 1、卒中接诊流程：

• ⑴按卒中接诊流程。

• ⑵神经功能缺损NIHSS（美国国立• ⑵神经功能缺损NIHSS（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估。

• ⑶45分钟内完成头颅CT、血常规、
生化、凝血功能等检查。

• 2、房颤患者的抗凝治疗。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历自查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历自查

• 3、是否溶栓。

• 4、入院48小时内阿司匹林或氯吡格
雷的应用。雷的应用。

• 5、评价血脂水平。

• 6、评价吞咽功能。

• 7、预防深静脉血栓。

• 8、出院时使用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历自查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历自查

• 9、为患者提供卒中的健康教育。

• 10、康复评价与实施的时间。

• 11、住院7天内接受血管功能评估。• 11、住院7天内接受血管功能评估。

• 12、平均住院日14天和住院费用。

• 13、伤病员对服务满意程度评价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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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

溶栓是脑梗死急性期的溶栓是脑梗死急性期的
基本治疗方法基本治疗方法

 早期血管再通恢复
缺血脑组织的灌注

改善脑循环

溶栓、抗栓

 改善脑循环

Stroke.2007; 38: 1655-1711
中华神经科杂志2010年2月第43卷第2期

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

• 目的：恢复脑血流。

• 是缺血性卒中急性期最基本的治
疗方法。疗方法。

• 主要溶栓药：重组组织型纤溶酶
原激活剂（rtPA）。

• 时间窗为3h内。

静脉溶栓的适应证静脉溶栓的适应证

• 适应证：

• A．年龄18~80 岁；

• B．发病3h以内（rtPA） 。• B．发病3h以内（rtPA）.。
• C．脑功能损害的体征持续存在超过
1h。

静脉溶栓的适应证静脉溶栓的适应证

• D．脑CT 已排除颅内出血，且无早

期大面积脑梗死影像学改变；
（NIHSS 4～25分）。

• E、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静脉溶栓的禁忌证静脉溶栓的禁忌证

• 禁忌证：

• 1、既往有颅内出血；近3个月有头颅外
伤史；近3 周内有胃肠或泌尿系统出血；
近 周内进行过大的外科手术；近2 周内进行过大的外科手术；

• 2、近3 个月内有脑梗死或心肌梗死史。

• 3、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或严重糖尿
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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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溶栓的禁忌证静脉溶栓的禁忌证

• 4、体检发现有活动性出血或外伤（如骨折）
的证据。

• 5、已口服抗凝药； 48h内接受过肝素治疗。

6、血小板计数低于100×109/L，血糖• 6、血小板计数低于100×109/L，血糖
<2.7mmol/L，或＞ 22.2mmol/L 。

• 7、两次降压治疗后血压仍高于 185／
110mmHg.

• 8、妊娠。

• 9、卒中发作时有癫痫

静脉溶栓的禁忌证静脉溶栓的禁忌证

• 10、意识障碍

• 11、CT显示早期大面积病灶。

• 12、过去6周内患有卒中或头部外伤，• 12、过去6周内患有卒中或头部外伤，
2月内进行过颅内和脊髓手术史。

20132013新指南新指南

• 1、DNT为患者到院至用药时间，要
求小于60分钟。

• 脑卒中患者送至医院到医生接诊10脑卒中患者送至医院到医生接诊10
分钟，到院到卒中团队接诊15分钟，
到院至完成头颅CT检查45分钟，患
者到院至用药小于60分钟。

20132013新指南新指南

• 2、新指南依然强调早期静脉溶栓的

获益，符合静脉溶栓指征者优先考
虑静脉rt-PA溶栓，其他溶栓药均不
被推荐。

• 3、溶栓时间窗从3小时扩大到4.5小
时。

20132013新指南新指南

• 4、 CT显示低密度超过大脑中动脉1
／3的患者应视为溶栓禁忌，其他
CT上有早期脑梗死影像学改变均推

荐溶栓，对小卒中和快速好转患者
的新指南也一致推荐溶栓治疗。

• 5、对过去3个月内行大手术、近期

心肌梗死患者可以考虑溶栓新指南
的弱级别推荐。

20132013新指南新指南

• 6、以下为相对禁忌证：

• 患者年龄大于80岁，

• 发病前使用口服抗凝药（无论国际标准
化比值大小），化比值大小），

• 既往糖尿病史和缺血性卒中病史，

• NIHSS≤3或≥25分。

• 7、但对于正在使用直接凝血酶抑制剂或
直接Xa因子抑制剂的患者，不建议进行
溶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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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溶栓的监护及处理静脉溶栓的监护及处理

• A．尽可能将患者收入重症监护病房或卒
中单元进行监护；

• B．定期进行神经功能评估；

• C．如出现严重头痛、高血压、恶心或呕
吐，应立即停用溶栓药物并行脑CT检查；

• D．定期监测血压，最初2h内15 min 1 次，
随后6h内30 min 1 次，以后每小时1 次，
直至24小时。

静脉溶栓的监护及处理静脉溶栓的监护及处理

• E．如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
≥100 mmhg，应增加血压监测次数，
并给予降压药物；

• F．鼻饲管、导尿管及动脉内测压管
应延迟安置；

• G．24小时后复查颅脑CT，无出血
可给予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物。

动脉内溶栓动脉内溶栓

• 动脉溶栓使溶栓药物直接到达血栓
局部。然而其益处可能被溶栓启动
时间的延迟所抵消。

• 目前有关椎一基底动脉脑梗死溶栓
治疗的时间窗、安全性与有效性只
有少量小样本研究。尚无经颈动脉
注射溶栓药物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有
效性及安全性的可靠研究证据。

动脉内溶栓动脉内溶栓

• 发病时间＜6小时且不适合静脉rtPA
治疗的大脑中动脉闭塞患者动脉内溶
栓是一种选择（AHA Ⅰ级推荐，C级证栓是一种选择（ 级推荐， 级证

据。CEBM 2b级推荐，B级证据）

• 有静脉溶栓禁忌的动脉内溶栓也是一
种选择（ AHA Ⅱa级推荐，C级证据。

CEBM 4级推荐，C级证据）

动脉内溶栓动脉内溶栓

• 血管内治疗对于后循环卒中的效用
尚不明确，发病12小时时间窗仍可
能有益，可考虑使用（ AHA Ⅱb级
推荐，C级证据。）

溶栓推荐意见溶栓推荐意见

• （1）使用方法：rtPA 0.9mg/kg（最
大剂量为90 mg）静脉滴注，其中
10%在最初10 min内静脉推注，其余
持续滴注1h，用药期间及用药24h内
应如前述严密监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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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推荐意见溶栓推荐意见

（2）发病6h内由大脑中动脉闭塞导

致的严重脑卒中且不适合静脉溶栓
的患者，经过严格选择后可在有条的患者，经过严格选择后可在有条
件的医院进行动脉溶栓。

（3）发病24h内由后循环动脉闭塞导

致的严重脑卒中且不适合静脉溶栓
的患者，经过严格选择后可在有条
件的单位进行动脉溶栓。

血管内治疗血管内治疗

• 1、机械血栓碎裂术

• 2、Penumbra血栓抽吸术。

• 3、球囊成形与支架治疗。、球囊成形与支架治疗。

• 4、血栓捕捞术或血栓网出术。

• 5、Merci取栓术。

• 6、激光溶栓术。

• 7、支架取栓装置及自膨式支架置入
术。

机械取栓治疗指南机械取栓治疗指南

• 1．当符合条件时，除在4﹒5小时内
进行静脉溶栓（IVT）外，推荐在发
病6小时内对伴有前循环大动脉闭塞
的急性卒中者实施机械取栓治疗。

• 2．基底动脉闭塞者可行IVT联合机
械取栓治疗。

TIATIA和卒中和卒中的预防指南（的预防指南（AHAAHA，，
ASAASA，，20152015））

• 1﹑强调了卒中后检测HbA1c的重要性。

• 2﹑增加了睡眠呼吸暂停的管控措施。

• 3 有症状颅外段颈内A狭窄CEA更合• 3﹑有症状颅外段颈内A狭窄CEA更合
适。

• 4﹑颅内段A狭窄：推荐阿司匹林而非
华法令，可根据情况加用氯吡格雷。

TIATIA和卒中和卒中的预防指南（的预防指南（AHAAHA，，
ASAASA，，20152015））

• 5﹑房颤所致的脑梗推荐华法令。

• 6﹑主要的抗血小板药：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双密达莫。氯吡格雷，双密达莫。

• 7﹑缺血性小卒中或TIA发病后24小
时内开始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联合
治疗并持续90天。

卒中复发的风险评估卒中复发的风险评估

• 1、缺血性卒中患者再发卒中的风险
评估（Essen Essen 评分）评分）

• 2、TIA患者发生卒中的风险评估2、TIA患者发生卒中的风险评估
（ABCD2评分）

• 3、卒中伴房颤患者再发卒中的风险
评估（CHADS2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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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 分值

<65岁 0
65~75岁 1
>75岁 2
高血压 1
糖 病

EssenEssen卒中风险评分量表卒中风险评分量表

糖尿病 1
既往MI 1
其他心血管疾病 1
PAD 1
吸烟者 1
既往缺血性卒中/TIA史 1
最高分值 9

房颤患者的卒中风险评估：CHADS2评分

Risk factors Score
C Recent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1
H Hypertension 1
A Age ≥75 yrs 1
D Diabetes mellitus 1
S2 History of stroke or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 22 y ( )

卒中年发生率与

CHADS2评分具有良好

的相关性
1

CHADS2 score

1.9 2.8
4.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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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 分值

高血压（收缩压＞160
㎜Hg）

1

肝肾功能异常（各1分） 1或2

HASHAS--BLEDBLED量表量表

肝肾功能异常（各1分） 1或2
卒中史 1
出血史 1
INR值波动史 1
老年（＞65岁） 1
药物或嗜酒（各1分） 1或2
最高分值 9

TIATIA后卒中风险评估：后卒中风险评估：ABCDABCD22评分评分

危险因素 分值

• A、年龄 ≥60岁 1
• B、血压 ≥140／90mmHg               1
• C、临床特征 言语障碍伴肢体无力 2C、临床特征 言语障碍伴肢体无力 2

言语障碍不伴肢体无力 1
• D、症状持续时间 ＜10分钟 0

10～59分钟 1
≥60分钟 2

• D、糖尿病 有 1

急性缺血性卒中抗急性缺血性卒中抗
疗疗血小板治疗血小板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抗血小板治疗

• 脑卒中后48h内口服阿司匹林能显著

降低随访期末的病死或残疾率，减
少复发。

• 轻型脑梗死或TIA 患者早期联用氯

吡格雷与阿司匹林是安全的，可能
减少血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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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小板治疗抗血小板治疗

• （1）对于不符合溶栓适应证且无禁

忌证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应在发病
后尽早给予口服阿司匹林150～300 
mg/d。

• （2）溶栓治疗者，抗血小板药物应
在溶栓24h后开始使用。

• （3）对不能耐受阿司匹林者，可考
虑选用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治疗。

急性期并发症的处理急性期并发症的处理急性期并发症的处理急性期并发症的处理

脑梗死的手术治疗脑梗死的手术治疗

• 1、对于发病48h 内，60 岁以下的恶

性大脑中动脉梗死伴严重颅内压增
高、内科治疗不满意且无禁忌证者，高、内科治疗不满意且无禁忌证者，
可请脑外科会诊考虑是否行大颅骨
瓣减压术 （Ⅰ级推荐，A级证据）。

• 2、对压迫脑干的大面积小脑梗死患
者可请脑外科手术。

脑梗死出血转化脑梗死出血转化

• 脑梗死出血转化发生率为8~30%，
其中有症状的为1~5%。

脑梗死出血转化脑梗死出血转化

• 皮质梗死较皮质下梗死易发生，心源
性脑栓塞、大面积脑梗死、占位效应
明显、早期低密度征、年龄大于70 岁、

急性期血糖和血压明显升高、应用抗
栓药物（尤其是抗凝药物）或溶栓药
物等会增加出血转化的风险。

脑梗死出血转化脑梗死出血转化

• 推荐意见：

• （1）症状性出血转化：停用抗栓治疗等
致出血药物。

• （2）何时开始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对

需要抗栓治疗的患者，可于出血转化病
情稳定后7～10 d开始抗栓治疗；对于再

发血栓风险相对较低或全身情况较差者，
可用抗血小板药物代替华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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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后癫痫缺血性脑卒中后癫痫

• 缺血性脑卒中后癫痫的早期发生率为
2~33%，晚期发生率为3～67%。

• 推荐意见：推荐意见：

• （1）不推荐预防性应用抗癫痫药物。

• （2）孤立发作1次或急性期痫性发作
控制后，不建议长期使用抗癫痫药物。

缺血性脑卒中后癫痫缺血性脑卒中后癫痫

• （3）脑卒中后2～3 个月再发的癫痫，

建议按癫痫常规治疗，即进行长期
药物治疗（Ⅰ级推荐）。

• （4）脑卒中后癫痫持续状态，建议

按癫痫持续状态治疗原则处理（Ⅰ
级推荐）。

中国缺血性脑卒中中国缺血性脑卒中
南南20102010预防指南预防指南20102010

一、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一、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 1、年龄：55岁后，缺血性卒中和脑出
血风险每10年增高1倍。

• 2、性别：男性卒中较女性更为多见。2、性别：男性卒中较女性更为多见。

• 3、低出生体质量：

• 4、人种和种族

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 5、遗传因素：

• ①有卒中家族史者卒中风险增高约
30%.，与其他缺血性卒中亚型相比，
心源性的遗传似乎最小。心源性的遗传似乎最小。

• ②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均同
时具有遗传成分和环境行为成分。

• ③凝血障碍：蛋白C和蛋白S缺乏，
V因子Leiden突变。

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 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 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

• ⑥动脉狭层分离、烟雾病和纤维肌性发⑥动脉狭层分离、烟雾病和纤维肌性发
育不良，约20%的病例属家族性。

• ⑦伴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的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CADASIL）。

• ⑧Marfan氏综合征以及神经纤维瘤病。
⑨Fabry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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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 颅内动脉瘤具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
向，其相关疾病有常染色体显性多
囊肾和Ⅳ型Ehler-Danlos综合征。

• 除镰状细胞病外，尚无专门针对遗
传因素的治疗方法被证实可降低卒
中风险。

二、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二、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 1、高血压：高血压是脑梗死和脑出
血的一种重要危险因素。

• 2、JNC7推荐定期进行血压监测、2、JNC7推荐定期进行血压监测、
改变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

• 3、目前的指南推荐年龄大于60岁
15090mmHg，年龄小于60岁的血压
水平应低于14090mmHg，而糖尿病
患者应低于13080 mmHg。

吸烟吸烟

• 2、吸烟是缺血性卒中的一个强烈的

危险因素，能使缺血性卒中风险翻
倍，使SAH风险增高2～4倍，但对

脑出血的风险影响尚无定论。吸烟
促进粥样硬化以及血栓形成，增加
心率、平均血压、和心指数，同时
降低动脉扩张性。

糖尿病糖尿病

• 3、糖尿病患者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易
感性和致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的
患病率均升高，特别是高血压和血
脂异常。血糖控制对2 型糖尿病的微脂异常。血糖控制对2 型糖尿病的微
血管病变有保护作用，对大中血管
病变同样有重要作用，血糖控制不
良与脑卒中复发有关（I级推荐，A
级证据）。糖尿病和糖耐量异常使
卒中风险比增至2.05。

糖尿病糖尿病

• 推荐意见：

• （1）糖尿病血糖控制的靶目标为
HbA1c＜6. 5%，但对于高危2型糖尿HbA1c＜6. 5%，但对于高危2型糖尿

病患者血糖过低可能带来危害，美国
推荐将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靶
目标定为HbA1c＜7%。

糖尿病糖尿病

• （2）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应严格
控制血压在130/80 mm Hg 以下，糖
尿病合并高血压时，降血压药物以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
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类在降低心脑血
管事件方面获益明显（I级推荐，A 
级）。在严格控制血糖、血压的基
础上联合他汀类药物可以降低脑卒
中的风险（I级推荐，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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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代谢异常脂代谢异常

• 4、胆固醇水平与缺血性脑卒中相关性较

大。降低胆固醇水平主要通过行为生活
方式改变和使用他汀类药物。包括各种
降脂治疗（包括他汀类药物、氯贝特、降脂治疗（包括他汀类药物、氯贝特、
烟酸、胆汁酸多价螯合剂、饮食）的大
型荟萃分析显示，只有他汀类药物可以
降低脑卒中的危险，他汀类药物可以预
防全身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的进展，降
低脑卒中复发风险。

脂代谢异常脂代谢异常

• 推荐意见：

• （1）胆固醇水平升高的缺血性脑卒
中和TIA 患者，应该进行生活方式中和TIA 患者，应该进行生活方式

的干预及药物治疗。建议使用他汀
类药物，目标是使LDL～C水平降至
2.58mmol/L(100mg／dl)以下或使
LDL～C下降幅度达到30%～40%
（I级推荐，A级证据）。

脂代谢异常脂代谢异常

• （2）伴有多种危险因素（冠心病、糖尿

病、未戒断的吸烟、代谢综合征、脑动脉
粥样硬化病变者）的缺血性脑卒中和TIA 
患者，应将LDL～C降至2 07 l/L患者，应将LDL～C降至2. 07mmol/L
（80mg／dl）以下或使LDL～C 下降幅度
>40%（I级推荐，A 级证据）。

脂代谢异常脂代谢异常

• （3）对于有颅内外大动脉粥样硬化

性易损斑块或动脉源性栓塞证据的
缺血性脑卒中和TIA 患者，推荐尽

早启动强化他汀类药物治疗，建议
目标LDL～C<1.8 mmol/L （ 70mg
／dl ）或使LDL～C下降幅度>40%
（Ⅲ级推荐，C 级证据）。

脂代谢异常脂代谢异常

• （4）长期使用他汀类药物总体上是

安全的。治疗前及治疗中，应定期
监测肌痛等临床症状及肝酶、肌酶监测肌痛等临床症状及肝酶、肌酶
的变化，如出现监测指标持续异常
并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应减量或停
药观察（供参考：肝酶>3倍正常上
限，肌酶>5倍正常上限时停药观察，
I级推荐，A级证据）。

心源性脑栓塞心源性脑栓塞

• 心源性卒中的可能：
• 1、高龄严重卒中（NIHSS≥10，年龄
≥70）。

• 2、既往不同动脉分布区栓塞，空间多发，2、既往不同动脉分布区栓塞，空间多发，
时间多发。

• 3、有其他系统性血栓栓塞的征象。
• 4、梗死主要是皮质或皮质下大范围豆纹
动脉区梗死。

• 5、MCA高密度影。
• 6、闭塞大血管快速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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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源性栓塞的抗栓治疗心源性栓塞的抗栓治疗

• 推荐意见：

• （1）对于心房颤动（包括阵发性）的缺
血性脑卒中和TIA 患者，推荐使用适当
剂量的华法林口服抗凝治疗。华法林的剂量的华法林口服抗凝治疗。华法林的
目标剂量是维持INR 在2.0～3.0（I级推
荐，A级证据）。

• （2）对于不能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推
荐使用抗血小板治疗（I级推荐，A级证
据）。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优于单用
阿司匹林（I级推荐，A级证据）。

心源性栓塞的抗栓治疗心源性栓塞的抗栓治疗

• ⑶何时治疗：

• ①TIA后1天。

• ②非致残性的小面积梗死3天后。• ②非致残性的小面积梗死3天后。

• ③中度梗死应在6天后。

• ④较大面积至少2～3周。

华法林相关性脑出血华法林相关性脑出血

• 危险因素：

• 年龄大于70岁，INR＞3.5，高

血压，白质疏松，既往缺血性或出血压，白质疏松，既往缺血性或出
血性卒中史，心脏病，贫血或出血，
淀粉样脑血管病，肌酐＞1.5mg／dl，
合并用抗血小板药和脑微出血，
ApoE基因型。

华法林相关性脑出血华法林相关性脑出血

• 华法林半衰期为36～42小时。

• 停用华法林，维生素K10mg缓慢静
滴。（大于30分钟）

• 新鲜冰冻血浆：含因子Ⅱ、Ⅶ、Ⅸ、
Ⅹ。（15ml／kg）

• 凝血酶原复合物：含有高浓度的凝
血因子。（25～50IU／kg）

• 重组活化因子Ⅶa

华法林的局限性华法林的局限性

• 华法林是临床应用最多的口服抗凝
药，也是预防AF患者发生缺血性卒

中的标准用药。然而，由于其存在中的标准用药。然而，由于其存在
诸多缺点，限制了其在AF患者中的

使用，导致其依从性降低。这些缺
点：治疗时间窗相对狭窄，与多种
食物和药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需
要频繁监测指标，半衰期较长等。

抗血小板药物分类抗血小板药物分类抗血小板药物分类抗血小板药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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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小板药物分类抗血小板药物分类

• 1、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ASA
• 2、血小板膜受体拮抗剂：氯吡
格雷。格雷。

• 3、增加血小板中cAMP：潘生丁，
西洛他唑。

• 4、其他：维生素E、鱼油等。

一、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一、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

1、磷酯酶抑制剂：喹啉酮、阿托品、氢
化可的松

2、环氧化酶抑制剂：阿司匹林
（ASA）、吲哚美辛、苯磺唑酮等（ASA）、吲哚美辛、苯磺唑酮等

3、TXA2合成酶抑制剂：奥扎格雷、呋
格雷酸、Dazmegrel, Samixogrel, 
Pimagrel   terbogrel等。

4、TXA2受体拮抗剂：塞曲司特、达曲
斑、Linofroban, Ramatroban等

二、血小板膜受体抑制剂二、血小板膜受体抑制剂

• 1、糖蛋白ⅡbⅢa受体拮抗剂：

• 常用的静脉用药：

阿昔单抗（abciximab）
依替巴肽依替巴肽(eptifibatide)
替罗非班(tirofiban)。
• 口服的药有：sibrafiban, orbofiban, 

Xemilofiban, ledrafiban,等。

• 2、ADP受体拮抗剂：氯吡格雷
（Clopidogrel），噻氯吡啶(Ticlopicline)

血小板膜受体抑制剂血小板膜受体抑制剂

• 3、血清素受体拮抗剂：盐酸沙格雷酯，
Naftidrofuryl、 Moxisylyte、赛庚啶

• 4、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酚妥拉明，
普萘洛尔。普萘洛尔。

• 5、凝血酶受体拮抗剂：阿加曲斑、水蛭
素、比伐卢定, Ximelagatrn。

• 6、胶原受体（GPⅠa-Ⅱb）拮抗剂：

• 7、血小板激活因子（PAF）拮抗剂：
Bepafant，Apafant, 等

三、增加血小板三、增加血小板cAMPcAMP的药物的药物

• 1、磷酸二酯酶抑制剂（PDE）：

双嘧达莫、西洛他唑、克林澳

• 2、腺苷酸环化酶抑制剂：主要为• 2、腺苷酸环化酶抑制剂：主要为
PGI2类似物如依前列醇、伊洛前列
腺素（IIoprost）

四、其四、其 他他

• 钙拮抗剂，维生素E，硝酸类药
物，鱼油，维脑路通（曲克芦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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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降低心脑血管风险全面降低心脑血管风险

抗血小板治疗
例如阿司匹林

血脂管理降压

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血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血
栓形成栓形成

TXA2途径

Rev Esp Cardiol.2001 Oct;54(10):1127-34.

阿司匹林

环氧化酶（COX）抑制剂

氯吡格雷预防卒中复发不优于阿司匹林

联合氯吡格雷预防卒中复发并不优于单用阿司匹林

高危患者联用氯吡格雷主要终点无获益

阿司匹林是迄今为止卒中长阿司匹林是迄今为止卒中长
期抗栓治疗获益的基础期抗栓治疗获益的基础

阿司匹林作为脑卒中/TIA患者二级预防用药时，
可显著降低脑卒中风险达

西洛他唑降低卒中复发与阿司匹林相比无明显差异

单用双嘧达莫降低卒中复发疗效不优于阿司匹林

最新抗血小板药卒中二级预防疗效未
发现优于阿司匹林

Lancet 1996; 348: 1329–39
N Engl J Med 2012;367:817-25.
N Engl J Med 2006;354:1706-17.
Arch Intern Med. 1999;159:1248-1253

Lancet Neurol2008; 7: 494–99
Journal of the Neurological Sciences 143（1996）1-13
Lancet 2011; 377: 2013–22

阿司匹林作用于阿司匹林作用于
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全过程全过程

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 吸烟 肥胖 早发冠心病 50岁以上

• 心肌梗死

• 卒中

• 心血管死亡

阿司匹林

•抑制血小板激活
•抑制血管炎症因子
•抗氧化应激
•保护血管内皮功能
•促进NO释放

•抑制平滑肌细胞
增殖
•逆转血管重构

•稳定斑块
•减少斑块面积

•减少心血
管事件

Aspirin:CoxAspirin:Cox--11抑制剂抑制剂 AspirinAspirin

• ASA是应用最广泛的血小板聚集

抑制药，它是环氧化酶抑制剂，
它不可逆的乙酰化作用阻止它不可逆的乙酰化作用阻止
TXA2的生成。

• 一次性口服ASA 160mg/日或
75mg/日连续服7-10天，可完全
抑制co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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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inAspirin

• 血小板缺乏细胞核，无能力合成新
的cox-1，因此抑制作用可持续4～7
天，和血小板的寿期相当。

• 更新10%的血小板即可恢复其正常
聚集功能。

• 每天约有10%的血小板更新，因此
每天口服1次阿斯匹林即可完全抑制
TXA2产生。

AspirinAspirin
• ASA还能抑制血管内皮细胞cox-2，从而
抑制血管壁PGI2的生成，PGI2是血小板
聚集生理性强抑制剂。血管壁PGI2合成
减少将促进血小板聚集，导致血栓的形减少将促进血小板聚集，导致血栓的形
成。

• 小剂量ASA仅抑制血小板中的cox-1，对
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大剂量ASA对
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环氧化酶都有抑制作
用，血小板TXA2和内皮细胞PGI2生成
均减少

AspirinAspirin

• 抑制血小板TXA2生成的适宜剂
量为每日150mg～300mg，而不
影响血管壁生成PGI2的剂量尚影响血管壁生成PGI2的剂量尚

难确定，所以目前广泛认可的剂
量为75mg～325mg。

氯吡格雷氯吡格雷 ：：ADPADP受体受体
拮抗剂拮抗剂

ADPADP受体拮抗剂受体拮抗剂

• ADP受体拮抗剂抵克力得和氯吡格雷

• 它们都是血小板ADP受体拮抗剂，为
P2Y12型受体 .P2Y12型受体 .

• 新型的：替格瑞洛（倍林达）、普拉
格雷、坎格雷洛、依利格雷等。他们
比波立维起效更快，抗血小板作用更
强。

氯吡格雷氯吡格雷：：

在体外无活性在体外无活性

-- 肝内形成的活性代谢产物肝内形成的活性代谢产物

•• 不稳定不稳定不稳定不稳定

•• 对血小板的作用不可逆对血小板的作用不可逆

•• 停药后几天仍能检测到停药后几天仍能检测到

•• 抗血小板抗血小板ADPADP受体受体PP22YY1212
•• 抗血小板作用比噻氯匹定强抗血小板作用比噻氯匹定强66--1010
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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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吡格雷氯吡格雷

11、作用的起效是剂量依赖性，首剂、作用的起效是剂量依赖性，首剂44倍量倍量
可使血中的活性产物浓度加倍，使抗血可使血中的活性产物浓度加倍，使抗血
小板作用加倍。治疗时起始给予负荷剂小板作用加倍。治疗时起始给予负荷剂
量量300mg ,300mg ,维持剂量维持剂量75mg75mg∕∕天。天。量量300mg ,300mg ,维持剂量维持剂量75mg75mg∕∕天。天。

22、单次、单次口服给药后2小时即可观察到药效，
其血小板抑制作用在连续给药后3-7天达
稳态（血小板抑制率50%），停药5天后
血小板功能恢复。

氯吡格雷氯吡格雷

3、肝硬化者作用下降。

4、慢代谢者（CYP2C19代谢者）剂

量需加倍，即负荷剂量负荷剂量600mg ,600mg ,维持维持量需加倍，即负荷剂量负荷剂量600mg ,600mg ,维持维持
剂量剂量150mg150mg∕∕天。天。

55、、PPIPPI使波立维的活性代谢产物下降，使波立维的活性代谢产物下降，
推荐推荐H2H2受体阻断剂，如潘托拉唑可受体阻断剂，如潘托拉唑可
能优于奥美拉唑。能优于奥美拉唑。

氯吡格雷氯吡格雷

• 6、CYP3A4的影响：利福平使血药

浓度升高，红霉素使血药浓度下降。
他汀类药物，脂溶性影响波立维的他汀类药物，脂溶性影响波立维的
作用，水溶性的不影响。﹑

• 7﹑常见不良反应是腹泻和皮疹。

替格瑞洛（倍林达）替格瑞洛（倍林达）

• PLATO研究证实：与氯吡格雷相比，

新型抗血小板药物替格瑞洛可显著
降低患者主要终点事件（血管原因降低患者主要终点事件（血管原因
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发生率，
同时不增加总体主要出血发生率。

替格瑞洛替格瑞洛

• 替格瑞洛 氯吡格雷

• 分类 环戊三唑嘧啶 噻吩并吡啶

• P2Y12型受体 可逆性 不可逆2 12型受体 可逆性 不可逆

• 起效时间 快,30分钟 慢,2～4h
• 维持时间 3～4天 3～10天
• 手术前停药 5天 7天
• 抗Pt作用变异性 小 大

阿司匹林注意事项阿司匹林注意事项

• 1、哮喘、痛风、消化性溃疡者禁用。

• 2、剂量（75mg～150mg/日）

• 3、吸烟促进血小板更新，加速阿司匹3、吸烟促进血小板更新，加速阿司匹

林在肝脏代谢，导致阿司匹林对心脑
血管预防作用减弱。

• 4、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非类固醇
类抗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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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小板药物抗血小板药物

ADP
+
P2Y12

-
噻氯匹定噻氯匹定

磷脂

阿司匹林阿司匹林
AMP

-

抗血小板药物预防卒中的机制抗血小板药物预防卒中的机制

氯吡格雷氯吡格雷

P2Y1

双嘧达莫双嘧达莫

抗GPIIb/IIIaGPIIb/IIIa

纤维蛋白
原

血栓烷A2

环氧化酶
腺苷酸环化酶

cAMP

磷酸二酯酶
-

-

奥扎格雷 -

双嘧达莫双嘧达莫

• 双嘧达莫+阿司匹林：欧洲脑卒中预防试
验~2发现，与单独应用阿司匹林相比，
阿司匹林（38~300 mg/d）和双嘧达莫
（缓释片200 mg，2 次/d）能够降低血管（缓释片200 mg，2 次/d）能够降低血管
性死亡，脑卒中或心肌梗死的危险。

• 但阿司匹林与缓释双嘧达莫复方制剂的
主要出血事件（包括颅内出血）风险显
著高于氯吡格雷。

• 头痛是阿司匹林+缓释双嘧达莫复方制剂
常见的不良事件，可降低患者依从性。

氯吡格雷氯吡格雷++阿司匹林阿司匹林

• TIA或缺血性脑卒中的高危患者用阿

司匹林与氯吡格雷合用，但联合治疗
组发生严重出血的风险显著高于单用组发生严重出血的风险显著高于单用
氯吡格雷组。

• 接受血管内治疗后1 个月，联合应用
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

抗血小板治疗推荐意见抗血小板治疗推荐意见

• （1）对于非心源性栓塞性缺血性脑卒中
或TIA 患者，除少数情况需要抗凝治疗，
大多数情况均建议给予抗血小板药物预
防缺血性脑卒中和TIA 复发（I级推荐，
A级证据）。A级证据）。

• （2）抗血小板药物的选择以单药治疗为
主，氯吡格雷（75 mg/d）、阿司匹林
（50~325 mg/d）都可以作为首选药物
（I级推荐，A级证据）；有证据表明氯
吡格雷优于阿司匹林，尤其对于高危患
者获益更显著（I级推荐，A 级证据）。

抗血小板治疗推荐意见抗血小板治疗推荐意见

• （3）不推荐常规应用双重抗血小板
药物（I级推荐，A级证据）。但对

于有急性冠状动脉疾病（例如不稳于有急性冠状动脉疾病（例如不稳
定型心绞痛，无Q 波心肌梗死）或

近期有支架成形术的患者，推荐联
合应用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I级推
荐，A 级证据）。

基因多态性与个体化用药基因多态性与个体化用药

• 阿司匹林抵抗和氯吡格雷的代谢：

• 1、血栓弹力图。

• 2、CYP2C19基因检测：快代谢，中• 2、CYP2C19基因检测：快代谢，中
代谢，慢代谢。

• 3、二代测序（高通量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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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与个体化用药基因多态性与个体化用药

• 1、氯吡格雷抵抗：

⑴服用氯吡格雷的CYP2C19慢代谢
者疗效降低。者疗效降低。

⑵建议CYP2C19慢代谢者换用其他
药物。

⑶对CYP2C19进行基因检测有助于优
化治疗。

基因多态性与个体化用药基因多态性与个体化用药

• 1、抗血栓药基因检测：华法令，达比加
群，氯吡格雷，替格瑞洛，阿斯匹林。

• 2、癫痫药指导基因检测：卡马西平，奥
卡西平，拉莫三嗪，丙戊酸，托吡酯等。卡西平，拉莫三嗪，丙戊酸，托吡酯等。

• 3、抗抑郁药：文拉法幸，舍曲林，帕罗
西汀等。

• 4、精神疾病用药：利培酮，喹硫平，奋
乃静，奥氮平，阿立哌唑，氟哌定醇等。

房颤主要是红血栓房颤主要是红血栓

• 红血栓 白血栓

• 成分 红细胞，纤维蛋白 血小 板

• 位置 下游血流缓慢区 斑块破裂处位置 下游血流缓慢区 斑块破裂处

• 治疗 抗凝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

抗凝药物抗凝药物

• （1）对于非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和TIA 
患者，不推荐首选口服抗凝药物预防脑卒
中和TIA 复发（I级推荐，A 级证据）。

（ ）非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和 患者，• （2）非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和TIA患者，

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考虑给予抗凝治疗，如
主动脉弓粥样硬化斑块、基底动脉梭形动
脉瘤、颈动脉夹层、卵圆孔未闭伴深静脉
血栓形成或房间隔瘤等（Ⅳ级推荐，D 级
证据）。

抗凝药物抗凝药物

• 抗栓药预防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卒中
的建议：华法林、达比加群、利伐沙班
和阿哌沙班等均可用于预防非瓣膜性AF
患者的首发和复发性卒中。患者的首发和复发性卒中。

• 新型口服抗凝药：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达
比加群，直接Xa因子抑制剂利伐沙班和

阿哌沙班。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和阿哌
沙班联合抗血小板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尚未得到证实。

抗凝药物抗凝药物

• 凝血因子Ⅹa抑制药:利伐沙班、阿
哌沙班、伊多沙班。

• 直接凝血酶抑制药：达比加群、西直接凝血酶抑制药：达比加群、西
美加群。

• 目前新型抗凝药发生出血时没有有
效拮抗剂来反转其作用，但新型抗
凝药半衰期很短，所以时间是最好
的拮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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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因子凝血因子ⅩⅩaa抑制药抑制药

• 利伐沙班（rivaroxaban,拜瑞妥）

• 是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和竞争性的
凝血因子Ⅹa抑制药，生物利用度约凝血因子Ⅹa抑制药，生物利用度约
为70%，血浆半衰期为5～9小时。

可以固定剂量给药，无需监测凝血
功能。通过CYP3A4代谢，经肾脏和
粪便清除。

拜瑞妥拜瑞妥((利伐沙班利伐沙班))：：XaXa因子抑制剂因子抑制剂

• 全球第一个直接Xa因子抑制剂

• 一天一次, 无需根据体重或性

别、年龄调整剂量

• 口服制剂, 方便出院坚持用药

• 术后6-10小时给药

• 高生物利用度

• 起效迅速，2-4小时达峰

• 治疗窗宽，无需监测

• 无相关的食物相互作用

• 双通道排泄：肾和粪便/胆汁

利伐沙班注意事项利伐沙班注意事项

• 预防剂量每日10㎎，治疗可用20 ㎎。

• 但在机械办膜者须用华法令，颅内
静脉窦血栓的治疗期须用足量的低静脉窦血栓的治疗期须用足量的低
分子肝素。

• 手术：术前停药24小时即可。术后
10小时即可给药。

利伐沙班注意事项利伐沙班注意事项

• 从利伐沙班换为华法令：利代沙班
和华法令的标准剂量共用2天，INR
应在利伐沙班用药后24小时才能检
测可靠的INR。因利伐沙班可升高
INR。

• 从低分子肝素换为利伐沙班：在下
一次低分子肝素用药前2小时开始服
用利代沙班。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 高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加了脑卒中的风
险。叶酸、维生素B12 与B6摄人量是血
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决定因素，其中
叶酸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叶酸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 推荐意见：缺血性脑卒中或者TIA 患者，
如果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空腹血
浆水平≥16μmol/L），每日给予维生素
B6、维生素B12和叶酸口服可以降低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Ⅱ级推荐，B级证据）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CEA））

• 推荐意见：

• （l ）症状性颈动脉狭窄70%～99%的患
者，推荐实施CEA（I级推荐，A 级证
据）。据）。

• （2）症状性颈动脉狭窄50%～69%的患
者，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伴发疾病
及首发症状严重程度等实施CEA（I级推
荐，A级证据），可能最适用于近期（2
周内）出现半球症状、男性、年龄≥75岁
的患者（Ⅲ级推荐，C 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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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CEA））

• （3）建议在最近一次缺血事件发生后2
周内施行CEA（Ⅱ级推荐，B 级证据）。

• （4）不建议给颈动脉狭窄< 50%的患（4）不建议给颈动脉狭窄  50%的患
者施行CEA（I级推荐，A级证据）。

• （5）建议术后继续抗血小板治疗（I级
推荐，A 级证据）。

颅内外动脉狭窄血管内治疗颅内外动脉狭窄血管内治疗

• 颈动脉血管成形及支架植入术
（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是

近年来出现的颈动脉粥样硬化狭窄近年来出现的颈动脉粥样硬化狭窄
的治疗方法之一。

颅内外动脉狭窄血管内治疗颅内外动脉狭窄血管内治疗

• 推荐意见：

• （1）对于症状性颈动脉高度狭窄
（>70%）的患者，无条件做CEA时，可
考虑行 （ 级推荐， 级证据）。如考虑行CAS（Ⅳ级推荐，D级证据）。如
果有CEA禁忌证或手术不能到达、CEA
后早期再狭窄、放疗后狭窄，可考虑行
CAS（Ⅱ级推荐，B级证据）。对于高龄
患者行CAS要慎重（Ⅱ级推荐，B 级证
据）。

颅内外动脉狭窄血管内治疗颅内外动脉狭窄血管内治疗

• （2）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行血管
内治疗可能有效（Ⅱ级推荐，B 级证
据）。

• （3）支架植入术前即给予氯吡格雷和
阿司匹林联用，持续至术后至少1个月，
之后单独使用氯吡格雷至少12个月
（Ⅳ级推荐，D级证据）。

总总 结结

• 1、脑梗死急性期血管再通恢复

缺血脑组织灌注的最基本治疗方
法是静脉溶栓。法是静脉溶栓。

• 2、主要溶栓药是重组组织型纤
溶酶原激活剂（rtPA）。

• 3、黄金时间窗为3h内。

总总 结结

• 4、卒中的一级预防是对有危险因素

但还没有卒中人群预防，二级预防
是对有过卒中人群的预防。

• 5、全面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三大措

施是抗血小板治疗、血脂管理及控
制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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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 结结

• 6、华法林口服抗凝治疗时，华法林
的目标剂量是维持INR 在2.0～3.0。

帕金森病诊断指南帕金森病诊断指南帕金森病诊断指南帕金森病诊断指南

帕金森病临床特征帕金森病临床特征

• 1、运动症状: 
• 运动减少、 肌僵直、 静止性震颤、
姿势平衡障碍。

帕金森病临床特征帕金森病临床特征

• 2、非运动症状。

• ⑴精神: 抑郁、焦虑、认知障碍、
幻觉、淡漠、睡眠紊乱。幻觉、淡漠、睡眠紊乱。

• ⑵自主神经: 便秘、血压偏低、多
汗、 性功能障碍、 排尿障碍、 流涎。

• ⑶感觉障碍: 麻木、疼痛、痉挛、
不安腿综合征、嗅觉障碍。

帕金森病的诊断标准帕金森病的诊断标准

• 一、符合帕金森症的诊断

• 1 . 运动减少: 启动随意运动的速

度缓慢。疾病进展后，重复性动作度缓慢。疾病进展后，重复性动作
的运动速度及幅度均降低。

• 2 . 至少存在下列1 项特征: ( 1 ) 肌
肉僵直; ( 2 ) 静止性震颤4 ～ 6  H z ;  
( 3 ) 姿势不稳。

支持诊断帕金森病支持诊断帕金森病

• 二、必须具备下列3 项或3 项以上
的特征

• 1 . 单侧起病;1 . 单侧起病;
• 2 . 静止性震颤;
• 3 . 逐渐进展;
• 4 . 发病后多为持续性的不对称性
受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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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诊断帕金森病支持诊断帕金森病

• 5 . 对左旋多巴的治疗反应良好

• 6 . 左旋多巴导致的严重的异动症;
• 7 左旋多巴的治疗效果持续5 年或5• 7 . 左旋多巴的治疗效果持续5 年或5
年以上;

• 8 .临床病程1 0年或1 0年以上。

不支持帕金森病不支持帕金森病

• 三、下述症状和体征不支持帕金森病，
可能为帕金森叠加症或继发帕金森综合征。

• 1 . 反复的脑卒中发作史，伴帕金森病特反复的脑卒中发作史，伴帕金森病特
征的阶梯状进展;

• 2 . 反复的脑损伤史;

不支持帕金森病不支持帕金森病

3 . 明确的脑炎史和( 或) 非药物所致动
眼危象

4 . 在症状出现时，应用抗精神病药物
和 或 多巴胺耗竭药和( 或) 多巴胺耗竭药;

5 . 1 个以上的亲属患病;
6 .  C T扫描可见颅内肿瘤或交通性脑积
水;

7 、 接触已知的神经毒类;
•

不支持帕金森病不支持帕金森病

• 8 . 病情持续缓解或发展迅速;
• 9 . 用大剂量左旋多巴治疗无效

• 1 0 . 发病3 年后，仍是严格的单侧受累;;
• 1 1 .出现其他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如
垂直凝视麻痹、共济失调，早期即有严
重的自主神经受累，早期即有严重的痴
呆， 伴有记忆力、 言语和执行功能障碍，
锥体束征阳性等。

• 诊断帕金森病的金标准：

随访观察随访观察 帕金森病治疗指南帕金森病治疗指南帕金森病治疗指南帕金森病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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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原则治疗原则

• 一、综合治疗为主、药物治疗首选

• P D的治疗应采取综合治疗，包
括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康复治疗、括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康复治疗、
心理治疗等。

• 药物治疗是首选且是主要的治疗
手段。左旋多巴是现有治疗帕金
森病运动症状最为有效的药物。

治疗药物作用机制治疗药物作用机制

ACh DA

治疗药物作用机制治疗药物作用机制

L－多巴

多巴胺

二羟苯乙酸 三甲氧酪胺

高香草酸

MAO

COMTMAO

COMT

用药原则用药原则

• 1、药物治疗的目标是延缓疾病进展、
控制症状，并尽可能延长症状控制
的年限，同时尽量减少药物的副作
用和并发症。

• 2、应坚持“剂量滴定”、 “ 细水
长流、不求全效”的用药原则; 用
药剂量应以“最小剂量达到满意效
果” ;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 一、保护性治疗

• 1、目的：延缓疾病的发展， 改善症状。

• 2、P D应及早进行保护性治疗。• 2、P D应及早进行保护性治疗。

• 3、目前临床上早期单独应用多巴胺受体

激动剂可以推迟左旋多巴的应用，它可
以有效推迟症状波动和异动症的出现。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 1、年龄 <  6 5 岁患者，且不伴认知障碍：
• ① D R激动剂;
• ②司来吉兰加维生素E ;
• ③复方左旋多巴十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 C 

抑制剂O M T ) 抑制剂;
• ④金刚烷胺和( 或) 抗胆碱能药: 震颤明显而其
他抗P D药物效果不佳时，选用抗胆碱能药;

• ⑤复方左旋多巴: 一般在①、②、④方案治
疗效果不佳时可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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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 ( 2 ) 复方左旋多巴(苄丝肼左旋多巴、
卡比多巴左旋多巴) :

• ①初始用量6 2 . 5 ～ 1 2 5  m g , 3 次/
日， 根据病情而渐增剂量至疗效满日， 根据病情而渐增剂量至疗效满
意和不出现不良反应为止。

• ②餐前1 h 或餐后1 . 5h 服药。

• ③活动性消化道溃疡者慎用，闭角
型青光眼、精神病患者禁用。

DRDR激动剂激动剂

• ( 3 ) 目前大多推崇D R激动剂为首选药
物，尤其对于早期的年轻患者。因为这
类长半衰期制剂能避免对纹状体突触后
膜D R产生“脉冲”样刺激，从而预防膜D R产生“脉冲”样刺激，从而预防
或减少运动并发症的发生。激动 剂均
应从小剂量开始，渐增剂量至获得满意
疗效而不出现不良反应为止。不良反应
与复方左旋多巴相似，不同之处是症状
波动和异动症发生率低，而体位性低血
压和精神症状发生率较高。

DRDR激动剂激动剂

目前国内有：

• ①溴隐亭：D2受体，初始剂量
0.625mg有效剂量2.5～15mgd。0.625mg有效剂量2.5～15mgd。

• ②培高利特：D1、D2受体，初始剂
量0.025mg，每隔5天增加0.025mg，
有效剂量0.375～1.5mg日。

DRDR激动剂激动剂

• ③吡贝地尔缓释片（泰舒达）：D2、
D3受体，初始剂量50mg 3／日，每
周增加50mg有效剂量为每日150～
250 。改善情绪和PD症状，尤其250mg。改善情绪和PD症状，尤其
对震颤改善显著。

• ④二氢麦角隐亭（克瑞帕）：2.5mg，
每日2次，每隔5天增加2.5mg，有效
剂量30～50mg/日，分3次服。

DRDR激动剂激动剂

• ⑤普拉克索片（森福罗） ： D2、D3、
D4受体，初始剂量0.125mg每日3次，

每周增加一次剂量，有效剂量为每周增加一次剂量，有效剂量为
0.5mg至1.5mg每日3次。最大剂量为
4.5 ㎎ ／日。

• 对D3受体的亲和力较高，对控制PD
的精神并发症可能有益，改善情绪。

DRDR激动剂激动剂

• 上述4种药物之间的剂量转换为：

①：②：③：④＝10：1：100：60
• 等效药物剂量：• 等效药物剂量：

培高利特：普拉克索：吡贝地尔＝
1mg ：1mg：6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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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MAO--BB抑制剂（抑制剂（11））

司来吉兰（Selegiline，思吉宁、咪多吡）

• 1、2.5～5mg，每日2次，应早、中午
服用，勿在傍晚应用，以防引起失眠。
胃溃疡者慎用，禁与 合用，幻觉胃溃疡者慎用，禁与SSRI合用，幻觉
发生率较高。

• 2、每日不超过10mg。
• 3、可以不和美多巴一起服用，每日1
次也可。

MAOMAO--BB抑制剂（抑制剂（22））

• 4、司来吉兰加息宁对减轻PD运动
波动效果较好，再加DA受体激动剂

尤其是对剂末现象及异动症等效果尤其是对剂末现象及异动症等效果
好。

• 5、新型司来吉兰制剂－Zelapar：
一种口腔崩解剂型，可经口腔粘膜吸
收，避免了首过效应。1.25mg与司
来吉兰10mg疗效基本一致。

COMTCOMT抑制剂（抑制剂（11））

• 托卡朋（Tasmar，答是美）

• 恩他卡朋（Comtan，珂丹）

COMTCOMT抑制剂（抑制剂（22））

珂丹：

• 1、初始剂量100mg每日2次至3次。
最大每日2000mg。最大每日2000mg。

• 2、需与美多巴合用，单用无效。

• 3、每增加200mg剂量需减少每日美
多巴10～30%剂量。

COMTCOMT抑制剂（抑制剂（33））

• 4、不良反应有腹泻、头痛、多汗、

口干、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尿
色变黄等。

COMTCOMT抑制剂（抑制剂（44））

5、复方制剂：

左旋多巴、卡比多巴、恩他卡朋含量

Stalevo50 （ 50、12 5、200mg）• Stalevo50 （ 50、12.5、200mg）
• Stalevo100（100、25、200mg）
• Stalevo150（150、37.5、200mg）
目前可能是治疗PD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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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抑制剂酶抑制剂

• 1、珂丹必须与左旋多巴同时使用。
思吉宁则可早晨一次给药。

• 2、思吉宁大于10mg每日时并没有2、思吉宁大于10mg每日时并没有
更好的疗效。而珂丹则须渐加剂量。

• 3、二药可以合用，不影响药代动力
学，副作用也不增加。

运动并发症的治疗运动并发症的治疗

• 运动并发症：症状波动和异动症。

1、症状波动：剂末现象、延迟开或无
开反应、不可预测的关期发作。开反应、不可预测的关期发作。

2、异动症：剂峰异动症、双向异动症
和肌张力障碍。

症状波动的处理原则症状波动的处理原则

• 1、改善L-dopa吸收和转运。减少蛋白摄
入（小于1gkg日），饭前1小时或餐后1
个半小时。

• ２、每日总量不变增加美多巴的次数。• ２、每日总量不变增加美多巴的次数。

• ３、换用控释片

• ４、加用ＣＯＭＴ或ＭＡＯ－Ｂ抑制剂。

• ５、加用受体激动剂

• ６、加用弥散型美多巴。

• 7、脑深部电刺激术（DBS）

运动并发症的治疗运动并发症的治疗

1、剂末恶化现象：

（1）其发生与L-dopa药代动力学改变密
切相关。每次服药后有效时间缩短，在切相关。每次服药后有效时间缩短，在
下一次服药前1～2h症状恶化，再服药则
恶化症状消失，常因清晨症状加重而被
患者首先注意。

（2）可将每日左旋多巴的剂量分成多次
小剂量服用。

• 2、开关现象：

• 是一种症状波动现象，“开”的时
相PD症状减弱，伴多动；“关”的相PD症状减弱，伴多动；“关”的
时相症状加重。

• 一旦产生则左旋多巴应减量或停用7
至10天 ，使DA受体复敏后再从小剂
量开始服用；亦可改用DA受体激动
剂、MAO-B或COMT抑制剂等。

• 二、异动症

• 1、减量复方多巴，增加服用次数。

• 2、减量复方多巴，加用多巴受体激动剂。

、减量复方多巴，加用 抑制剂。• 3、减量复方多巴，加用COMT抑制剂。

• 4、金刚烷胺。

• 5、手术治疗。

• 6、腺苷A2A受体拮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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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障碍及其处理运动障碍及其处理

①剂峰多动症：表现为剂峰期躯干和肢体的舞
蹈样动作。常出现在用药2～3h后，可能与用
药过量或受体超敏有关。减量或停药可改善
或消失，加用DA受体激动剂，也有加用舒必或消失，加用DA受体激动剂，也有加用舒必
利或泰必利治疗，加用金刚烷胺。

②关期肌张力障碍：常在L-dopa作用消退时出
现。如清晨运动不能，以腿、足痉挛多见。
与左旋多巴浓度有关。睡前加用L-dopa控释
片或DA受体激动剂，使用力奥来素、锂剂。

非运动症状非运动症状

• 1、神经精神障碍

• 2、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 3、姿势反射障碍• 3、姿势反射障碍

• 4、睡眠障碍

精神症状的处理精神症状的处理

①纠正诱发因素。

②减少PD治疗药物：减少/停用抗胆碱药物或金
刚烷，DA受体激动剂，司来吉兰；将L-dopa减
至最低有效剂量。至最低有效剂量。

③幻觉和谵妄：禁用氟哌啶醇、奋乃静和氯
丙嗪，因为它们会阻滞纹状体Ｄ２受体而
加重帕金森病症状，应选用奥氮平和喹
硫平，它们选择性阻断边缘系统和皮质
的Ｄ３、Ｄ４和Ｄ５受体，避免了纹状体
Ｄ２受体的阻断。

精神症状的处理精神症状的处理

④认知障碍和痴呆：胆碱酯酶抑制剂。

⑤抑郁：SSRI，其中以左洛复、西酞

普兰、路优泰等。氢溴酸伏硫西汀普兰、路优泰等。氢溴酸伏硫西汀
（心达悦）。

⑥易激惹状态：劳拉西泮、地西泮等。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 １、便秘:增加饮水量和高纤维食物。

可考虑停用抗胆碱能药。乳果糖、龙
荟丸、大黄、番泻叶等。西沙必利。

• ２、泌尿障碍：减少晚间的摄水量，
也可试用奥昔布宁、莨菪碱等外周抗
胆碱能药。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 ３、直立性低血压：

• ①可采取增加血管内容量的方法如应用氟
氢可的松，

②或增加外周血管阻力的 －肾上腺素激动• ②或增加外周血管阻力的－肾上腺素激动
剂米多君，

• ③或是纠正贫血如促红细胞生成素。

• ④增加盐和水的摄入量，睡眠时抬高头位，
不要平躺。穿弹力裤，不要快速从臥位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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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势反射障碍姿势反射障碍

• 摔跤：原因很多，姿势反射障碍、
冻结和慌张步态、左旋多巴诱导的
异动症。症状性直立性低血压等。异动症。症状性直立性低血压等。
关键是做好预防工作。

睡眠障碍睡眠障碍

• 主要包括失眠、不宁腿综合征（RLS）、周期
性肢体运动障碍（PLMS）。

• 失眠如与夜间的PD症状相关可调整药物。

• 异动症引起则需睡前的抗PD药物减量。停用异动症引起则需睡前的抗 药物减量。停用
司来吉兰或金刚烷胺。

• 特发性失眠：安定类

• RLS和PLMS：DR激动剂，增加睡前左旋多巴
控释片的剂量，小剂量氯硝西泮。

1515年存活患者的主要问题年存活患者的主要问题

神经精神：

认知下降 84%
痴呆 48%痴呆 48%
日间嗜睡 79%
幻觉 21%

1515年存活患者的主要问题年存活患者的主要问题

• 轴向运动

跌倒 81%
骨折 23%
吞咽困难 50%
严重构音障碍 27%
• 自主神经

尿失禁 41%
症状性体位性低血压 35%

谢 谢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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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利用研究与药物经济学
Drug utilization research and 

pharmacoeconomicspharmacoeconomics

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

2018年4月27日

主要内容

一、药物利用研究
㈠药物利用的意义
㈡药物利用研究的定义与起源㈡药物利用研究的定义与起源
㈢药物利用研究的类型与用途
㈣方法与应用
㈤展望与小结

二、药物经济学
㈠药物经济学概述
㈡研究方法和步骤
㈢作用和应用㈢作用和应用
㈣常用评价方法
㈤需要注意的问题

药物利用的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人均药品费用对40岁和60岁
人群的期望寿命有显著的正影响。药品支出
增加1倍，期望寿命分别延长2%和4%。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增加1倍，期望寿命分别延长2%和4%。

每延长一个生命年所需的药品费用，在
美国，60岁年龄段的男性是17000美元，女
性是19000美元。

与药物利用相比
人均GDP升高1倍，40岁人群的期望寿

命将延长6%，60岁人群的期望寿命将延长
9%。

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动物脂肪摄入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动物脂肪摄入量，
每天摄入92g、78g、70g动物脂肪分别对0岁、
40岁、60岁人群的期望寿命有正的影响；

非药品医疗投入对三个年龄水平的期望
寿命无统计学显著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创伤，由于医学
处理及时，外科手术、输血输血浆、使用磺胺
和青霉素等药物，使得受伤的100人中，有97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和青霉素等药物，使得受伤的 人中，有
人得救，70人重返部队。

舒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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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遍地给士兵接种疫苗，军队的非战
斗减员得以显著减少。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美国内战中，每千人死于疾病的为65人

美西战争时 每千人死于疾病的为26人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美西战争时，每千人死于疾病的为26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每千人死于疾病的为19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3年，每千人死于疾病的不到1人

药物利用研究的重要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说，全球
用药的大约一半是不合理的，这会造成药物不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
良反应、耐药、延缓病情、甚至死亡。

药物利用研究正是找到这一半不合理用药的重要途径

美国医学研究院1999年报告说，美国每年
有7000人因用药差错而死亡；2007年报告说，
美国每年有150万件可避免的药品不良事件发
生。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依统计，每131例门诊死亡病例中即有1例
因用药差错引起；每854例住院死亡病例中即
有1例因用药差错造成。

对轻微疾病的过度治疗

对严重疾病的不充分治疗

对抗感染药物的误用、滥用

不合理用药

流行病

过度使用注射药物、输液

自我用药时过早地中断治疗

⑴ 现有药物使用的统计资料不能反映和解释药物使
用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解释不合理用药现象

例如，1982年意大利平均每人开药11.3种，西
德11.2种，法国10种，西班牙9.6种，而英国仅6.5
种。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国内同期调查发现，住院病人平均每人开药
9.1种。2008年有医院统计门诊人均开药5.37种；
2013年有医院统计急诊人均开药3.93种；2015年住
院医保患者次均使用西药10.64种，中成药1.63种。

问题是多大比例才表示用药量恰当？

⑵ 新药上市的速度很快，但人们对新药的认识
仍不全面，非常有限。

1991年至2010年全球共有26个药品撤出市场，
如2001年8月的拜斯亭(西立伐他汀钠)撤药事件(横
纹肌溶解的危险)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纹肌溶解的危险)。

2004年10月9日，关节炎良药“万络”(罗非昔
布)的召回事件(严重心血管系统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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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世界各地药品消费极不平衡，发达国家消费

多，发展中国家消费少。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US, Europe & 
Japan 78%

图1    2002年全球药物市场分布（单位：十亿美元）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2    2017年全球药物市场分布（来源：中国报告网）

⑷ 许多未被证明有效的药物，仍在许多国家广泛
使用，一些辅助用药名列畅销药物之列。

2013年中国医院销售额排行榜(Top ten list)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013年中国医院销售额排行榜(Top ten list)

氯化钠、神经节苷脂*、人血白蛋白、

氢氯吡格雷、前列地尔*、胸腺五肽*、

磷酸肌酸*、兰索拉唑、阿托伐他汀、奥拉西坦*  

2015年排名前10 2014年排名前10

氯化钠注射液 氯化钠注射液

前列地尔注射液（血小板聚集抑制药） 葡萄糖注射液

丹红注射液（活血化瘀，通脉舒络） 前列地尔注射液

奥拉西坦注射液（改善学习记忆障碍） 丹红注射液

中国医院医保患者住院用药累计费用排名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泮托拉唑注射液 泮托拉唑注射液

神经节苷脂注射液（血管性神经系统损伤） 复合辅酶注射液（血小板减低症、肝炎）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活血化瘀，通脉）

奥美拉唑注射液 神经节苷脂注射液

注射用血栓通（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 舒血宁注射液（活血化瘀，通脉舒络）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注射液 奥拉西坦注射液

数据来源：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药品医疗器械诊疗项目利用情况调查报告》2016

⑸ 相当一部分的复方制剂的组合是不合理的，
甚至是危险的。

例如，含有苯丙醇胺（PPA）的治疗感
的复方 康泰 康泰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冒的复方制剂，如康泰克，现改为新康泰
克。

再如，含有酒石酸锑钾的复方甘草合
剂，现已改为不含该药的复方甘草口服液。

⑹ 反应停悲剧提示
对上市药物不良反应
的高危人群缺少一个
有效的识别方法。

1998年，美国FDA批准用于

麻风结节性红斑；2006年批
准用于多发性骨髓瘤。

1961年发生的反应停药害事件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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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药物使用量与药物实际需要量的关系缺少研
究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1971年英国的VitB12的总
消耗量高于其理论量的3～20倍。

有报道，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人均
约8瓶，国际上人均2.5-3.3瓶。

据文献报道（2015年）我国抗菌药物的使用
量占世界的48%，人均用量约为英国的5倍。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⑻ 无法解释国际间药物使用模式和用量方面的巨
大差异

例如，据20世纪90年代初估计，我国麻醉
性镇痛药的人均消费量仅占发达国家的300～
3000分之3000分之一。

据Medscape医学信息网（2016年3月）
报道，美国人使用了世界上80%的镇痛药，但
是并没有占世界80%的疼痛。（由于过量和长
期使用造成死亡和成瘾）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一、药物利用研究的起源和意义

⑴起源

由于反应停事件激发了估计反应停的
危害频度和危险人群的需要，1964年WHO
组织的莫斯科药物毒理学会议开始提出开
展大规模的药物利用调研。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实际上，药物利用研究的兴趣早在20
世纪60年代就在大西洋两岸增长，但是，
那时的研究兴趣主要基于市场目的。

例如，1988年，卫生部与美国一家公
司合作出版的《China Drug Purchase
Audit》，提供了国内36家综合性医院的购
药统计数据。

占全部购药总额89.5%的前100种药品，
有34种为抗感染药物。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1969年，在荷兰和瑞典两位学者主持的
联合调研基础上(6个欧洲国家在1966年至
1967年抗生素销售量存在显著差异），激发
WHO在瑞典的奥斯洛召开了关于《Drug 
consumption》的第一次会议，导致欧洲最
早建立药品消费组，后来改名为药物利用研
究组（Drug Utilization Research Group）。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随后30多年，药物利用研究成为药理学、
药学和流行病学等国际会议上广受重视的主
题。

在国际累计索引中 药物利用英语论文

1973年 20篇

1980年 87篇

1990年 167篇

2000年 436篇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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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定义

药物利用研究是按照预定的标准，评价
、分析和解释一个给定的医疗卫生制度下药
物利用的模式 特别着重于药物的市场销售物利用的模式。特别着重于药物的市场销售
、分配、处方和使用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
医疗、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决策分析。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药物使用模式(pattern of drug use)
药物使用的程度和概貌，以及药物使

用趋势和随时间的成本变化

相关术语

药物流行病学(pharmacoepidemiology)
应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人群中药物的

临床使用。可以是面向药物的，强调药物
的安全性和疗效；面向利用的，目的是通
过教育干预改善药物治疗质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⑶药物利用研究的意义

重要意义在于经常地反映药物使用中真
实需求与实际使用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成为
改变这一差异的工具。其最终目标促进合理
用药。

①识别和纠正不合理用药状况；

②寻找药物疗效与药物费用的平衡点；

③作为个体化用药的一种补充手段。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所谓合理用药就是处方用药证据充分，
并且是最佳的剂量和正确的信息，以及可负
担的价格。

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的药物利
用模式和费用 识别和解释其差别 可以发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用模式和费用，识别和解释其差别，可以发
现不合理用药的早期信号，并予以纠正。

通过比较观察到的药物利用模式与现行
疾病治疗指南，确定是否需要教育干预，或
者修改治疗指南。

1、描述性研究
阐明药物利用的处方模式，识别值得更

仔细研究的问题。

二、药物利用研究的类型

2、分析性研究
把药物利用数据与发病率、治疗结果和

医疗服务质量等联系起来，以评价药物治
疗是否合理。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主要做法：
①估计一定时期暴露于某种药物的患者人

数，包括流行率(prevalence)和发病率

(incidence)。可以用作计算报告药物不良反应

率的分母数据；率的分母数据；

②描述某个时刻或者某个区域（如医院、

地区、国家）药物使用的程度，以及随时间变

化的用药趋势；

③监测具体的治疗类别药物的使用情况

（如抗感染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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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做法：
④把观察到的药物使用模式与药物治疗指

南比较，估计药物不合理使用的程度；

⑤应用药物使用质量指标来估计药物利用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状况，如用所谓的“药物利用90%（DU90%）”

来粗略估计处方质量。

⑥把药物利用数据反馈给处方医生，以使

医生将自己的处方模式与某种“金标准”或行

业平均处方水平进行比较。

主要做法：
⑦把某种药物不良反应的病例报告数与

暴露于这种药物的病人数联系起来，评估该
不良反应的潜在程度。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例如，如果进一步观察到不良反应发生在某一
年龄段，某些情况下或者某一剂量水平上，那么，改
动适应证、禁忌症和用药剂量的信息，就可保证用药
安全，避免使该药撤出市场。如2004年7月，因心律
失常报告，西沙必利退市，经修改说明书，重新上市。

主要做法：
⑧发现和识别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的药

物利用模式和成本的差别，分析引起这种差
别的医学、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予以解
释或纠正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释或纠正。

⑨监测和评估对不良用药模式进行干预
的效果，以及医疗保健制度、卫生行政管理
政策、医药促销活动变化对用药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药物利用研究注重以下方面：

①药物使用模式的描述，强调优良的药物处

方（最佳剂量、正确信息和可负担价格）；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 、 ）；

②发现药物不合理使用的早期信号；

③评价药物使用干预措施的效果；

④持续的药物使用质量改进。

实践应用：
①在北美，说明不适当药物处方的程度；

（特别是抗生素，与不良临床、生态学和经
济结果有关。）

②在西班牙，说明处方模式；（如销售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排行榜前400种药品中可疑药物、不可接受药
物占有多大比例。）

③计算药物利用90%的药品种数（占药物
利用90%的药物数目，这些药物的使用与循证
指南是否一致。）

生态学研究（研究生物及其环境相互关系）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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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识别和纠正用药中的商业行为

吡罗昔康（piroxicam）于1981年上市，
其销售量快速增长，约经一年后，其销售
量已达到解热及抗风湿痛作用的镇痛药销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量已达到解热及抗风湿痛作用的镇痛药销
售总量的6.8%。同时其他类镇痛药的销售
量仅有稍微地相应的降低。在药物管理机
构反对相关公司的市场行为之后，该药销
售量逐渐下降。

三、药物利用研究的知识与方法

⑴药物分类体系

WHO提出药物分类体系的目的是把分类
体系作为药物利用研究的工具，以改进药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物使用的质量。

解剖学－治疗学－化学分类系统

（the 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ATC）

意义

①代表一种共同语言（用于地区间或
国家间比较）；

②获取标准化 有效的药物使用信息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②获取标准化、有效的药物使用信息
（用于区别药物使用模式、识别用药中的
问题、评价干预效果）；

③呈现药物利用统计数字的一种工具。

⑵ ATC系统的编码结构和原则

药品按其作用的器官或系统，以及其化学
的、药理的和治疗学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类。大
致分为五级。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第一级按药物作用的器官或系统分类；

第二、三级是治疗学或药理学亚类；

第四级是治疗学／药理学／化学亚类；

第五级是化学物质。

ATC一级分类

序号 分类码 类别名 序号 分类码 类别名

1 A 消化道和代谢类药物 8 L 抗肿瘤及免疫调节剂

2 B 血液和造血器官用药 9 M 肌肉骨髓系统用药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3 C 心血管系统用药 10 N 神经系统用药

4 D 皮肤科用药 11 P 抗寄生虫和杀虫药

5 G 泌尿生殖系和性激素 12 R 呼吸系统用药

6 H 全身用激素制剂 13 S 感觉器官用药

7 J 全身用抗感染药 14 V 杂类药物

举例：

A 作用于消化道和代谢的药物（解剖学主类）

A10 糖尿病用药（治疗学主类）

A10B 口服降血糖药（治疗学/药理学亚类）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A10B 口服降血糖药（治疗学/药理学亚类）

A10BB 磺酰胺类脲衍生物（化学/治疗学/药
理学亚类）

A10BB0１ 格列本脲（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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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C03CA01

C 心血管系统用药（第1级，解剖学主类）

C03 利尿药（第2级，治疗学主类）

C03C 强效利尿药（第3级 治疗学亚类）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C03C 强效利尿药（第3级，治疗学亚类）

C03CA 磺酰胺类（第4级，化学／治疗学亚类）

C03CA01 速尿（第5级，化学物质）

ATC药品分类原则

1、按照主要活性成分的主要治疗用途来划分，
原则上每种给药途径只给予一种ATC码；

2、一种药品如果有明确不同治疗用途的两种或
以上浓度 或者给药途径 那么这种药品可能有一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以上浓度、或者给药途径，那么这种药品可能有
种以上的ATC码；

例如，某种剂型或浓度的性激素只用于治疗癌症
，因此，其划分在L02类（抗肿瘤的内分泌治疗亚类
），其他剂型/浓度的则被划分在G03（生殖系统的
性激素和修饰剂）

ATC药品分类原则

3、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的不同药物剂型也给予
不同的ATC码；

4、一种药品可能用于两种或以上同等重要的适
应症、一种药物的主要治疗用途可能因国与国的不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应症、 种药物的主要治疗用途可能因国与国的不
同而不同，但这种药品通常只给予一个ATC码，主要
适应症的决定取决于可得到的文献，最终由WHO的
“关于药物统计方法学国际工作组”讨论决定。

可参考“Guidelines for ATC classification and DDD 
assignment (2016)”

举例：强的松龙（prednisolone）
•A07E A01   肠道抗炎剂（灌肠剂和直肠泡沫剂）

•C05A A04   治痔疮剂（栓剂)
•D07AA03 皮肤制剂（霜 软膏 洗剂）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D07A A03   皮肤制剂（霜、软膏、洗剂）

•H02A B06   全身用激素制剂（片剂、注射剂）

•R01A D02   鼻血管收缩药（鼻喷雾剂、滴鼻剂）

•S01B A04 眼科用药（滴眼剂）

•S02B A03    耳科用药（滴耳剂）

药物组别 总用量 按治疗高血压
各组校正量

在高血压社区实践中
病人遇到的处方率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
剂(C09A)

31.80 36.6 34.8

钙通道阻滞剂(C08C) 24.50 28 26.7

表1    1998年澳大利亚高血压治疗各组药物的相对使用率（%）

钙通道阻滞剂(C08C) 24.50 28 26.7

利尿剂(C03) 29.60 19.4 15.9

B受体阻滞剂(C07AA) 11.20 11.5 15.7

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
剂(C09CA)

3.00 4.6 6.9

注：利尿剂的适应证包括高血压和心力衰竭。75%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用于高血压，而只有43%的利尿剂用于高血压。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6    1990-2001年挪威心血管疾病用药的年销售量（每千人每日DDDs）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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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药物使用的计量单位

①费用（Cost）

最早最常用的药品使用的计量单位。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缺点：精确度较差。

常用派生指标为：

药费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百分比；

人均药费支出、药占比。

②销售量（以包装为单位）

优点：描述药物消耗更加精确，

缺点：由于产品的规格、包装单位比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缺点：由于产品的规格、包装单位比
较多，在进行纵向比较时比较困难。

③处方数

处方数可以反映就医次数及其变化，
以及每个患者的用药强度。

缺点：由于每张处方的用药数和数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缺点：由于每张处方的用药数和数量
不同，用处方数表示数量时需进行修正。

优点：处方数与诊断信息和病人的人
口统计学信息相结合，能获得有价值的信
息。

④处方日剂量（Prescribed Daily Dose, PDD）

定义：某药平均1日处方剂量，从有代表性
的处方样本中获得。

PDD在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是不一样的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PDD在不同国家、不同种族是不一样的，
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医院也不
一样。

而且，同一个药物用于不同适应证时的
PDD也不同。

⑤规定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 DDD）

定义：一个规定日剂量是指某药用于成人
主要适应症（按ATC码所对应的适应症）的日
平均维持剂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平均维持剂量。

曾称为约定日剂量(agreed daily dose)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7  1987-1999年挪威药品年销售总额（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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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8  1987-1999年挪威药品年销售总量（百万日剂量）

表2     1998年澳大利亚抗抑郁药的相对使用量
Relative use of antidepressants in Australia in 1998

药物组别 处方量
（百万
张）

占处方总量的
百分数（%）

1000居民每

天消费规定
日剂量数

占总日剂量数的
百分数（%）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三环类抗抑郁药
(N06AA)

3.53 48.82 8.40 28.09

五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N06AB)

3.09 42.74 17.20 57.53

吗氯贝胺
(N06AG02)

0.61 8.44 4.30 14.38

合计 7.23 100.0 29.90 100.0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9  抗精神病药物——澳大利亚的用量与成本趋势

实例1   军队主要医院药品消耗数据分析
目的：研究军队主要医院药品消耗的特点、趋势和用
药模式。
方法：收集全军21家医院的药品消耗数据；运用金额
指标、DDDs指标分别进行品种排序、类别排序、构成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排序分析；进行位序变动分析和淘汰更新分析。
结果：①按消耗金额、DDDs排序，前100位的药品占全
部药品的80%左右，是药物利用的重点。②消耗药品的
主要类别是抗感染药、血液系统用药和心血管药物。
③前100位药品的年淘汰更新率为20－30%。④每百名
住院病人年用药金额增长10－20%。

位次号 占100位总DDDs(%) 占全部药品总DDDs(%)

间 隔 1994 1993 1992 平均 1994 1993 1992 平均

1－10
11－20
21 30

58.59
12.39

6 59

60.08
10.84

6 79

62.15
10.21
6 51

60.28
11.24

6 63

45.08
9.68
5 13

48.29
8.71
5 46

50.97
8.73
5 34

48.33
9.01
5 32

表3  1992－1994年军队主要医院药品DDDs分段排序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00
合 计

6.59
4.93
4.05
3.45
2.89
2.61
2.41
2.13

100.0

6.79
4.84
4.33
3.06
2.93
2.82
2.71
1.61

100.0

6.51
5.05
4.11
3.08
2.55
2.30
2.10
1.94

100.0

6.63
4.94
4.16
3.19
2.79
2.58
2.41
1.89

100.0

5.13
3.85
3.16
2.69
2.26
2.04
1.88
1.66

78.16

5.46
3.89
3.48
2.46
2.35
2.27
2.17
1.29

80.37

5.34
4.14
3.37
2.53
2.00
1.89
1.72
1.59

82.00

5.32
3.96
3.33
2.55
2.24
2.07
1.92
1.52

82.18

药物作用

类 别

位次 金额百分比(%)

1992 1993 1994 1992 1993 1994

抗感染药物

血液和造血系统药物

心血管系统用药

1
2
3

1
4
3

1
2
3

32.56
11.42
10 53

31.67
10.57
11 39

36.10
12.80
10 09

表4  1992－1994年军队主要医院药品类别构成与排序

心血管系统用药

消化系统和肝胆用药

神经系统药物

抗过敏和免疫系统药物

酶及其他生化药物

抗肿瘤药物

呼吸系统用药

诊断用药

激素类药物

3
5
7
6
4
8

15
9

10

3
2
5

10
6
8

13
7
11

3
4
5
6
7
8
9

10
11

10.53
7.53
4.37
5.12
8.97
3.45
1.05
3.24
2.27

11.39
15.67
4.32
2.41
3.45
2.70
1.58
3.01
1.81

10.09
6.57
4.83
4.50
3.67
3.60
2.68
2.2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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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作用

类 别

位次 金额百分比(%)

1992 1993 1994 1992 1993 1994

生物制品

其他用药

泌尿生殖系统用药

滋补营养药

12
11
16
13

9
12
14
15

12
13
14
15

1.37
1.43
0.93
1.10

2.49
1.80
1.36
1.05

2.02
1.52
1.41
1.19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水、电解质平衡药

维生素类药物

五官科用药

皮肤科用药

消毒防腐药

抗寄生虫病药物

外科用药

17
14
19
20
22
21
18

16
17
21
18
22
19
20

16
17
18
19
20
21
22

0.71
1.09
0.66
0.53
0.23
0.33
0.70

1.02
0.98
0.46
0.69
0.36
0.64
0.54

1.15
1.11
0.62
0.53
0.45
0.39
0.36

⑤ 药物利用指数（药物利用强度）

每天每千人规定日剂量数（DDDs/
1000p.d），

用以粗略反映每天进行某种药物治疗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用以粗略反映每天进行某种药物治疗
的人群比例，适用于慢性病治疗药物。

公式1：

mg 
居民人数（人）天)(

人1000)(年销售某药的总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dpDDDs

mgDDD




1000/

居民人数（人）天365)(

例1：安定的规定日剂量（DDD）是10mg，
若在一个0.37亿人口的国家，1年（365d）
消耗了5mg的安定3亿片，那么，该国家每千
人每天消耗的安定片是多少DDDs。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dpDDD
mg

mg
.1000/1.11

（人）107.3天36510

1000（片）103片/5
6

8






⑤ 药物利用指数（药物利用强度）

每天每100床位规定日剂量数（DDDs/
100b.d）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作用：用以粗略估计某段时间进行某
种药物治疗的病人比例。

mgDDD

mg

床位利用率床位数（张）该期间的天数)(

100)报告期某药消耗总量（




公式2：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dbDDDs

mgDDD

.100/

床位利用率床位数（张）该期间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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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安定的DDD值为10mg，在一个
326张床位，床位利用率为93%的医院，1
年消耗5mg安定3912片，那么，该院每100
床位每天消耗的安定是多少DDDs。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dbddd
mg

mg
.100/77.1

%93张326天36510

100)片(3912片/5





⑤ 药物利用指数（药物利用强度）

每年每人规定日剂量数（DDDs/p.a）。

反映每人每年使用某种药品的天数，
适用于抗感染药物或短时间使用的药品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适用于抗感染药物或短时间使用的药品。

公式3：

apDDDs
DDD

mg
./

该地区居民人数（人）)(

)(量某地区年销售某药的总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mgDDD 该地区居民人数（人）)( 

药物日剂量数

）值（该药物的

）某药物消耗总量（

mgDDD

mg
DDDs 

药物日均费用（即某药品的单位日剂量费用）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药物日均费用（即某药品的单位日剂量费用）

DDDs
DDC

同期消耗该药物的

元）(金额报告期消耗某药物的总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10    1971-1978年挪威某药品每千人每日用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11    1971-1978年挪威心血管疾病用药构成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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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局限性

上述指标的计算是以所有人口或所有
病人为基数的，但是药物消费实际上是发
生在 定人群中的 因此 如果能比较准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生在一定人群中的，因此，如果能比较准
确地知道人口中某种药物消费的人群比例，
就能更好地反映药物消费与发病率之间的
关系。

⑷ 定性研究方法

①用预定的标准进行评价研究

主要的标准有结构性标准、过程性标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准和结果性标准。按照这些标准对收集的
药物利用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阐明药物利
用的状况，作出评价。

②使用定性研究指标

按照药物潜在治疗价值划分为四级：

高治疗潜值：指其治疗价值被文献资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料充分证明的药物。

相对或不合理治疗潜值：指那些有效
成分与无价值成分共存的药物。

可疑或无治疗潜值：指那些活性组份
未被充分证明有效，或活性组份的剂量不
足以达到治疗效果，而对任一适应症未被
确证有效的药物。

不可接受治疗潜值：指那些任何情况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不可接受治疗潜值：指那些任何情况
下其效果－危害比（benefit-risk ratio）显
然不利的药物。

通过计算药物利用资料中各组药物治
疗潜值的比例，以说明药物利用的整体水
平。

例如，在临床效果证据的基础上，评价普通
销售药物利用的适合性。

西班牙的一项分析表明，“可疑、无效或不
可接受”的用药在销售额最高的400种药品中占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可接受”的用药在销售额最高的400种药品中占
有相当比重。

分析药物利用量占90%的药物品种，以
及这些药品中符合循证医学指南的用药比
重。

瑞典的 项研究显示 药物利用90%的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瑞典的一项研究显示，药物利用90%的
部分，大约覆盖117种至194种药品，而符
合循证医学指南的药品占56%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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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使用指标

核心指标（12项）

①处方指标

每次就诊人均用药 种数（目的考察用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每次就诊人均用药品种数（目的考察用
药过多的程度）

●处方药物使用通用名的百分率（目的考
察以通用名开处方的趋势）

●每次就诊的处方药物含抗生素的百分率；
（目的考察抗生素使用过多的程度）

●每次就诊的处方药物含针剂的百分率
（目的考察针剂使用过多的程度）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处方药物属于基本药物或处方集药物的
百分率（目的考察遵从国家药品政策的程
度）

②病人关怀指标

●平均就诊时间（目的考察医务人员在
诊断和开处方过程中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

●平均发药时间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实际调配发药的百分率

●发出药品充分标示的百分率

●病人知晓准确剂量的百分率

③必需条件指标

●备有基本药物目录或处方集目录

●关键药品的可获得性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关键药品的可获得性

补充指标（7项）

●没有用药治疗的病人百分比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每次就诊平均药品费用

●药品费用中抗生素所占的百分比

●药品费用中注射药品所占的百分比

●就诊用药与治疗指南一致的百分比

●病人对就诊感到满意的百分比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诊

●能获得公正药品信息的卫生机构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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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药物利用研究的数据来源

●大数据(large databases)

医保数据（省、市、全国数据库）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统

●药品监管部门的数据

药品注册数据、药品基本信息（说明书）

●供应商数据

进口数据、采购数据、销售数据

●医药场所数据(practice setting data)

医生处方数据、

药房发药数据、

药店非处方数据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药店非处方数据

电话和网购数据

●社区场所数据(community setting data)

家庭调查

●汇总数据(aggregate data)

采购记录

库房存货记录

发药记录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发

药房存货记录

药物差错记录

药物不良反应记录

病人医嘱记录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第一步 第五步

⑺ 药物利用研究的设计和实施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选定药物利
用研究的对
象和范围

建立评价
指标和测
定方法

收集数据
和资料

处理数据
和分析评
价

提出改进
药物使用
的建议

四、药物利用研究的应用

⑴补充临床试验的不足

通常认为临床试验是评价药物有效性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和安全性的科学方法，然而，临床试验与
药物利用研究不同，仍然存在一些本身的
缺陷，需要药物利用研究来补充。这些缺
陷是临床试验难以做到详尽完全。

⑵ 药物政策方面的应用
作为制定医院处方集、国家基本药物的

参考依据，或作为药品使用限制的依据。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处方集是医院制定的药物目录以及有关
这些药物性质、适应症和用法用量的说明，
目的在于指导或方便临床医师处方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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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为了评估药品政策的效
果，可以通过药物利用研究得到有价值
的信息。因为药品政策的实施势必影响
政策颁布前后的药品利用状况，只要比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较前后的药品利用状况，就可以了解和
分析药品政策的效果，以及推论其有效
性和合理性。

⑶ 药物利用数据的应用

●用于监察改进现存的用药模式所做的各种措
施的效果（作为各种药品管理措施的反馈）

芬菲拉明（Fenfluramine）是一种减肥药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芬菲拉明（Fenfluramine）是 种减肥药，
仅能用于节食或其他方法减肥无效的过度肥胖
症的治疗。但是销售和处方资料分析表明，它
的广泛使用已超过预期的范围。这种情况，再
加上关于抑郁和其他严重精神反应的不良反应
报告，导致1987年该药被撤消。

●作为一种信号提示可能存在某些问题

在瑞典，早在1970年就对广泛使用的催
眠药、镇静剂、弱安定剂提出质疑。处方数
据显示，中年以上的医生常将巴比妥类用于
不确症状及失眠症 几乎 半处方是联合用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不确症状及失眠症，几乎一半处方是联合用
药。这些数据表明，开写巴比妥类药物是一
种陈旧而过时的传统治疗习惯。研究导致瑞
典药品管理部门撤消了全部口服巴比妥类药
物，仅保留下苯巴比妥。

瑞典有一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有较高的自杀
率，研究发现，该地区抗抑郁药的销售大约是其他
地区的一半。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抗生素、降血脂药、
β受体阻滞剂、阿斯匹林、血栓溶解剂等用量明显
不足，而心肌梗塞的老年病人的β受体阻滞剂用量

不足，可能与死亡风险增大有关。

●用于价格管理和协调

在瑞典，药物利用数据也被用于评估
药品市场的规模，这种评估反过来又影响
市场价格的可接受性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市场价格的可接受性。

在美国，药品价格与利用的数据被医
保局用来向企业追溯补偿。

●药物利用与药物上市后监测

将药物不良反应数据与药物利用数据
联系起来得到发生率时，它的价值就会大
大增加。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例如，雌激素与子宫内膜癌的报道。
销售资料表明，瑞典雌激素的销售，从
1974年3.65DDD/1000人˙天，上升到1976
年的9.86DDD/1000人˙天，但是，子宫内
膜癌的发病率并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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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12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13

●疾病发病率与某种药品使用的比较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14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15

五、药物利用研究的展望:

1、建立大规模的药物利用数据库,开展
多中心的药物利用研究.

2、通过方法学研究 推进药物利用的深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通过方法学研究,推进药物利用的深
度. (例如各种疾病用药品种的集中度;疾病
严重度与药品消耗量之间的关系等)

3、向社会药效学和社会药动学的方向
发展.

药物利用研究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不仅可以衡
量药物利用的基本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
揭示药物使用中的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途径。

药物利用研究的方法已经基本成熟，随着计算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机化的大型数据库的应用，药物利用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将达到新的水平。但由于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
的限制，药物利用数据的获得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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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物经济学概述

Introduction to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Introduction to 
pharmacoeconomics

狭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
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
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的科学。

㈠㈠什么是药物经济学？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广义：药物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
研究药物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控制药品费用的增长，为制定药品政策提供
决策依据的应用科学。

经济学定义所包含的含义：

⑴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富有，其资源总是有限的；

⑵对于这些有限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存在着无限的
竞争需求；

⑶人们和社会对于如何使用资源以供生产、分配或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⑶人们和社会对于如何使用资源以供生产、分配或
其他目的有着许多选择；

⑷每种选择都会带来与这种选择相关的成本，这种
成本就是资源一旦被使用了就不能再被使用。

1、潜在的信息：

在评价情况下的疾病和治疗；

在治疗情况下可得到的其他治疗；

管理机构 提供者 付费者和病人的不同利益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和传达的信息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管理机构、提供者、付费者和病人的不同利益。

2、基本的经济信息：

对应于一定的成本来说，该治疗是否很有价值。

3、其他信息：

该疾病是否会对社会造成真实的负担
（按发病率、死亡率、生命质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治疗是否减轻这种负担。

可以说，药物经济学是卫生决策和药
物治疗决策的重要工具。

医疗保医疗保
险机构险机构

患者患者
消费者消费者

合理的
报销政策

提供全面
的药物治
疗信息

药物经药物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药物供药物供
应者应者

卫生服卫生服
务提供者务提供者

新药开发
市场营销
决策

优化治疗
方案

济学评价济学评价

谁需要药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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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和步骤

Research methods and steps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Research methods and steps 
of pharmacoeconomics

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CB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

㈠研究方法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 CMA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 cost-utility analysis，CUA

研究项目 最小成本分
析

成本效果分
析

成本效用分
析

成本效益分
析

研究条件
结果单位

药物效果相同
货币单位

已知成本效果
临床效果指标

已知成本效用 已知成本效益
货币单位

表5  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比较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结果单位
结果表示
疾病间比较
与非医疗开支
比较

货币单位
成本差别
不能
不能

临床效果指标
成本效果比
不能
不能

QALY
成本效用比
能够
不能

货币单位
净效益
能够
能够

⒋确定分析的观点
和范围

㈡研究的步骤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⒉确定评价对象

⒊选择评价方法

⒈确定评价的服务对象

和范围

评价什么？
什么药物？
什么样人群？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
最小成本分析

全社会观点
非全社会观点
成本、效益范围

⒏贴现和敏感性分析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决策树模型
极值分析
增量分析

⒍确定分析方法⒍确定分析方法

⒌确定时间范围和
分析基准

⒎测算成本和健康结果

直接成本、效益
间接成本、效益
隐性成本、效益

三、作用与应用

Ac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Ac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 
pharmac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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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2 编制医疗机构处方集（用药目录）

㈠为医疗卫生决策提供依据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编制医疗机构处方集（用药目录）

3、确定预防接种计划和范围

4、促进合理的药品定价

例如，治疗偏头痛的曲普坦类药物

1991年全球上市了第一个曲普坦药物，舒马曲

坦，到2014年全球上市了7个曲普坦类药物，即那

拉曲坦、佐米曲坦、利扎曲坦、阿莫曲坦、依立曲

坦、夫罗曲坦。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坦、夫罗曲坦。

在瑞典，最初所有的曲坦类药物都进入报销目

录，2005-2010年，100mg的舒马曲坦（商品名，英

明格）从报销目录中除名，原因是成本效果低。

2008年，随着通用名舒马曲坦的上市，药价下降，

舒马曲坦重又进入报销目录。

㈡解释药品市场失灵的原因并提供对策

1、市场势力(market power)

2、信息不全(incomplete information)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信息不全(incomplete information)

3、外部作用(externality)

4、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市场市场
势力势力

市场市场市场市场

市场势力是指可以

左右或决定市场价
格的能力。

导致交易不能
进行；或者导
致错误的交易，
损害某一方利
益。

市场市场
势力势力

信息信息
不全不全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市场市场
失灵失灵

外部外部
作用作用

市场市场
失灵失灵

道德危害由于医疗保险，
病人和医生倾向于过度
地使用药物。

公共公共
物品物品

一个人的行为
对旁观者福利
的影响。

私人物品

食品（面包、冰

激凌）；衣服；拥
挤的收费道路

自然垄断

消防；有线电视；
不拥挤的收费道路

排
他
性

？

是

竞争性？（减少他人使用）

是 否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挤的收费道路

共有资源

海洋的鱼；环境；
拥挤的不收费道路

公共物品

国防；知识；不
拥挤的不收费道路

禁
止
他
人
使
用

否

对象 药物市场失败原因 药物经济学研究作用

市场控制

信息不全

药物价格垄断

药物信息不全

协助政府定价

消除药物信息不全

表6  药物市场失败的可能原因以及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信息不全

外在作用

公共消费品

药物信息不全

传染病的负外部作
用

药物信息供应不足

消除药物信息不全

提供传染病治疗的全
社会成本、效果

由政府提供药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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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更多的治愈药物

2、研究出更多的方便剂型

㈢指导新药研发和临床药物治疗实践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研究出更多的方便剂型

3、优化药物治疗方案

4、指导制定临床药物治疗指南

四、常用评价方法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㈠成本效果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是药物经济学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据美国
的调查，在新药临床经济评价中，成本效果分析
占72%。

定义定义

用健康效果或临床效果作为效
果指标

是评价药物治疗方案临床结果和经
济成本的一种方法。

特征特征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表示方式表示方式

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中间结果指标和最终结果指标

成本效果比和增量成本效果比

生存率生存率

健康健康

死亡率死亡率

寿命延寿命延
长数长数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健康健康
效果效果

发病率发病率

治愈率治愈率

临床临床

显效率显效率

好转率好转率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临床临床
效果效果

无效率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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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下降数

溃疡的愈合率

乙型肝炎病毒抗原的转阴率

中间中间

结果结果

血清胆固醇的下降数

病毒清除率
血糖下降数

病残天数

延寿年/天数

死亡数

最终最终

结果结果

发病数

挽救生命数

健康效果或临床效果指标
的选择要求: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有效性有效性 数量化数量化 客观性客观性 灵敏性灵敏性 特异性特异性

间
接
成

直
接
成
本隐

性

直
接
效

间
接
效隐

性

挽救1个生命的
成本/治愈1个病
例的成本/延长1
个生命年的成本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成本成本

成
本

性
成
本

效
果

效
果性

效
果

个生命年的成本

1、成本效果比或效果成本比

效果效果

药物治疗
方案1

药物治疗
方案1

治愈率
90%

治愈率
90%

100病例
10万元
100病例
10万元

效果效果 成本成本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药物治疗
方案2

药物治疗
方案2

治愈率
82%

治愈率
82%

100病例
8万元

100病例
8万元

药物治疗
方案1

药物治疗
方案1

每治愈1例花费1111元每治愈1例花费1111元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药物治疗
方案2

药物治疗
方案2

每治愈1例花费976元每治愈1例花费9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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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本效果比表示的是提高单位健康
效果的成本，这是一种平均成本。

一是不能反映每提高一个单位健康效果

为什么要用增量成本效果比？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所花费的成本是不同的事实，这称为边际报
酬或效用递降规律。

二是不能判断成本随着效果提高而增长
是否值得。

21

21

21

CCC 





每一增加的效果单位

增加的成本

效果效果

成本成本

增量成本效果比的计算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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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y
①可以比较许多不同的项目或方案。
②效益的量度是由患者或消费者做出的。
③适合用来分析卫生资源分配的决策问题。

定义定义
是比较各种备选方案的全部预期效
益和全部预计成本的一种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概念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概念

特征特征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表示方式表示方式 用现值（货币）作为效益指标

难点难点 效益的合理、准确的度量

直接直接
效益效益

效益效益

间接间接
效益效益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效益效益
分类分类

隐性隐性
效益效益

人力资人力资
本法本法

效益效益

就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赚到
的总钱数。

关键问题关键问题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效益效益
度量度量

支付意支付意
愿法愿法

就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
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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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法

测定个人的未来收入（按市场工资
率计算）。

基本思想 把药物治疗的利用看作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基本思想：把药物治疗的利用看作
对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测量这种
投资的回报时，将获得的健康时间的价
值数量化，通常采用市场工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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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意愿法

所谓支付意愿是指个人为购买卫生
产品或劳务愿意支付的最大数值。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取决于三个方面：健康的改善本身；
将来避免的费用；由于缺勤或效率降低
对收入的影响。

  n
tt CB

1、净现值法（net present value, NPV）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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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成本比率法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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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成本效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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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Cost-util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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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用的概念
效用是指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欲望和

需要的能力或满足程度。
可以说，效用是一个人幸福的增加。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有效用就是幸福指数增加，无效用就是幸
福指数不增加，负效用就是幸福指数减少。

效用的大小与获得一定质量的产品或
服务的数量有关。

消费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多，效用大；

消费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好 效用大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消费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好，效用大。

但是，效用随产品或服务数量增加的
增长并不成正比关系。

2、成本效用分析的特点

⑴效用的量度单位

基数效用（cardinal utility）用基数表示的
效用 其特点是有 个确定的值 可以合并计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效用，其特点是有一个确定的值，可以合并计
算总效用。

序数效用（ordinal utility）用序数表示的
效用，其特点是有一个相对大小的值，合并计
算没有意义。

⑵健康效用的量度单位
常用指标有：
生命质量调整年（Quality Adjusted of Life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Year, QALY）
健康等效年（healthy years equivalents）
残疾状态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

身体身体
功能功能

效用的

角色角色
功能功能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效用的
多维性

精神精神
健康健康

对健康的对健康的
总体感受总体感受

⑴生命质量的内涵
广义的生命质量包括期望寿命、居住

条件、健康状况、文盲率、恩格尔指数等。
狭义的生命质量又称生存质量，即与

3、生命质量的评价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狭义的生命质量又称生存质量，即与
健康相关的生命质量。

生命质量评价是指在疾病和医疗干预
的条件下，对健康状况的客观和主观评价。
是一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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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生命质量的评价内容
●病人的身体功能

指在一个确定的时期内病人所体验到身
体的限制或失去的能力。

包括病人的活动受限 体能水平 卧床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包括病人的活动受限、体能水平、卧床
天数、自感身体状况。

●病人的社会和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是指发展、维持和培养成熟的

社会关系的能力。包括社会活动的频度和质
量。

角色功能是指个人健康对个人正常生活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角色功能是指个人健康对个人正常生活
角色需要的影响。

●病人的精神健康
包括焦虑/抑郁；心理健康；行为/情

绪控制；认知功能等。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病人对健康的总体感受
指对健康的信心和综合评价。包括健

康偏好、价值、需要和态度等。如目前的
健康状况，对健康的未来期望。

⑴一般效用的评价方法
●评分法（rating scales）
在一个由等级标度构成的线段上，一

4、评价效用的方法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端表示最差如1，另一端表示最好如7，要
求访谈对象在线段上标出被评价对象的评
分值。（1≤χ≤7）

1                      4                                 7

●数值估计法（magnitude estimation）

数值估计是让答卷者比较两种状态或
效用的优劣,在比较过程中,答卷者必须标
明 个状态比另 个状态好多少或者差多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明一个状态比另一个状态好多少或者差多
少.例如,一个状态是10分,那么,另一个状
态就是20分或30分等.

所以,数值估计是具有比值尺度的性
质.

●标准博弈法（standard gamble）

标准博弈法是在两种备选方案之间作
出选择:这两种方案的治疗结果有多种可
能 每种都有不同的概率 答卷者将在这两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能,每种都有不同的概率,答卷者将在这两
种方案的期望值相等处保持中立,此时的
等式关系即可求出健康状况的效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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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16

效用值=1.0×P +0×(1-P)=P

●时间权衡法（time trade-off）

时间权衡法作为标准博弈法的一种
替代方法.它是以放弃一定数量的生存时
间换取另一定时间的健康状态.例如,预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间换取另 定时间的健康状态.例如,预
期一个病人能以残疾i状态生存t年,现在
问该病人是否愿意以完全健康状态生存x
年,一旦病人找到该x的实际值,即可求出
该残疾状态的效用值。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17
效用值：Ui×t=1.0X， Ui=X/ t

2、健康效用的评价方法
生命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 

of Life Year，QALY）
一种表示人的生命质量状况的指标。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通过生命质量权数的调整，可转化为
相当于完全健康人的生命质量年数。

⑴文献查阅法
文献中已有许多健康状态的效用值，

可以通过查阅文献，初步判定某种健康状
况的效用值。例如，Torrance等人运用效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用理论体系，建立了对新生儿加强监护的
效果评价体系。可以用于儿童和成人健康
状况的分类。它包括四个维度共960种组
合形式。

7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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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2.1 4321  mmmmU
例如：

Torrance等人根据调查的数据，拟合
了效用值的计算公式：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1.042.074.077.050.05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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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健康效用指数(HUI3)多维效用积分公式
水平 视力 听力 说话 走路 手的使用 情感 认知 疼痛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0.98 0.95 0.94 0.93 0.95 0.95 0.95 0.96

3 0.89 0.89 0.89 0.86 0.88 0.85 0.92 0.90

4 0.84 0.80 0.81 0.73 0.76 0.64 0.83 0.77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4 0.84 0.80 0.81 0.73 0.76 0.64 0.83 0.77

5 0.75 0.74 0.68 0.65 0.65 0.46 0.60 0.55

6 0.61 0.61 0.58 0.56 0.42

效用值=1.371(b1×b2×b3×b4×b5×b6×b7×b8)-0.371

⑵量表评价

健康测量量表（instruments）

是一种评价健康效用的问卷表。包括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身体状况、精神状况、社会交往状况、个
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总体感受等。

氧氟沙星序贯给药与标准变换给药的成
本效果比较

[成本效果分析实例]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Cost-Effectiveness Comparison of 
Sequential Ofloxacin versus 

Standard Switch Therapy

研究背景
严重感染住院病人的药物治疗策略

传统方法——全程注射抗生素治疗。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现代方法——开始时注射抗菌药物，然后，
尽可能早期使用口服抗生素。

(这种以缩短注射抗生素疗程的方法被称为渐减变
换或序贯治疗）

渐减
治疗

种注射药物转换为 的

一种静注药物转换为一种效价降低
的口服药物。

例如，注射的β内酰胺药物转换为
口服的β内酰胺药物。

概念和方法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变换
治疗

从一种注射药物转换为不同的口服
药物，而效价不下降。

如静注头孢唑啉转换为口服环丙沙
星，用以治疗大肠杆菌引起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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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贯
治疗

由注射给药转换为同一种生
物利用度极好的口服药物。

优点：在保持同等的血清浓度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治疗
时，不良反应的情况类似。

研究目的：
研究氧氟沙星的序贯治疗是否比标准

变换治疗对于并发尿道感染、皮肤和软组
织感染或 呼吸道感染的败血症患者有更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织感染或下呼吸道感染的败血症患者有更
好的成本效果。

排除标准 孕

A组：静注/口
服抗生素

准备与实施

数据来源 大 入选标准 18

方法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排除标准：孕
妇、癫痫、对
喹诺酮类过敏，
或收缩压＜
90mmHg。

B组：左氧氟沙
星序贯治疗

数据来源：大
学附属医院前
瞻性、随机化、
对照平行组临
床试验。

入选标准：18
岁以上；明显
的尿道、下呼
吸道或皮肤和
软组织感染。

89个入选患者
随机化分成2
组：标准变换
组和序贯治疗
组。

两组病人的人 临床效果 静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两组病人的人
口统计学特征
没有显著性差
异。

平均成本：甲
组是4244美元。
乙组是3845美
元。

临床效果：静
注治疗的平均
时间：甲组
5.2天；乙组
4.9天。

临床效果：口
服治疗的平均
时间：甲组
2.9天；乙组
2.6天。

表8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表9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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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表11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图18 应用总风险池成本的决策树
图19 成功概率变化的灵敏度分析

结论

1、研究表明氧氟沙星序贯治疗可
以进一步降低治疗成本。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当临床成功概率增大时，氧氟
沙星序贯治疗方案比标准变换治疗方
案有更大的成本下降空间（见图19）。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359



1、研究设计
是否随机？是否有对照？数据质量是否高

（如异质性大、差异大、随机误差大、偏倚等）
2、灵敏度分析

弥补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弥补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
3、贴现

药物经济学分析的成本和效益若发生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需要应用贴现。

谢谢聆听！谢谢聆听！

Th k f li t iTh k f li t i

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Thanks for listeningThanks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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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与医学伦理学临床药师与医学伦理学

黄 瑾

john70550@163.com

简介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伦理审查委员会，理事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伦理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伦理专家委员会，秘书

《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审稿人

副主编：《医院伦理委员会标准操作规程》、《伦理

委员会制度与操作规程（第3版）》

一、一、伦理审查的国际规范

（一）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历史教训（一）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历史教训

1. 1. 德国纳粹、日本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法西斯的人体试验的人体试验

在活人身上做人工传播疟疾、诱发伤寒等试验；在活人身上做人工传播疟疾、诱发伤寒等试验；

压力实验，减压试验压力实验，减压试验 ，“冷冻”试验，“冷冻”试验

鼠疫、白喉、伤寒菌人体试验，活体解剖鼠疫、白喉、伤寒菌人体试验，活体解剖

2.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从1932年，直到1971年，美国公共卫生署（PHS Public 

Health Service），对黑人进行了一项观察梅毒病程进

展的研究。

研究伦理的法典诞生研究伦理的法典诞生

 纽伦堡法典（纽伦堡法典（The Nuremberg CodeThe Nuremberg Code）：人类历史）：人类历史

上第一部医学研究伦理的法典上第一部医学研究伦理的法典

 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

 《《赫尔辛基宣言赫尔辛基宣言》》：制定：制定了涉及人体对象医学研了涉及人体对象医学研

究的道德究的道德原则原则

 在研究开始前，研究在研究开始前，研究方案方案必须提交给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提交给研究伦理委员会，

供其考虑、评论、指导和同意。供其考虑、评论、指导和同意。

保护受试者的两件重要保护受试者的两件重要武器武器

知情同意知情同意

伦理审查伦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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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理的基本概念（二）伦理的基本概念

所谓伦理，通常而言，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所谓伦理，通常而言，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

与社会与社会相互关系相互关系时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指人。是指人

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际 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际 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

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医学伦理的意义医学伦理的意义

1. 1. 为医学研究提供辩护为医学研究提供辩护

2. 2. 为患者利益提供保护为患者利益提供保护为患者利益提供保护为患者利益提供保护

1. 1. 为为医学研究提供医学研究提供辩护辩护

辛西娅译名“辛西娅译名“人造儿人造儿””

外壳来自外壳来自丝状支原体丝状支原体

20102010年，世界上首个人造生命“辛西娅”问世年，世界上首个人造生命“辛西娅”问世

人造细菌内核“辛西娅”显微图

外壳来自外壳来自丝状支原体丝状支原体

遗传遗传基因由人工合成基因由人工合成，由，由108108万对万对

“字母”组成，包括“字母”组成，包括4646名科学家和名科学家和

研究员的名字、研究所的网址等研究员的名字、研究所的网址等

具有具有可自身复制可自身复制的能力的能力

衡阳“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事件”

《“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β-胡萝卜素对儿

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

2008年5月-6月，美国塔夫茨大学曾对中国湖南衡阳市25

名6-8岁的小学生进行过转基因大米的人体试验。

通报称，此项转基因试验违反了相关规定、科研伦理和科

研诚信，并对荫士安、王茵、胡余明三名中方责任人作出

撤职处理。

25名学生家庭获得当地政府8万元的赔偿

荫士安

男，1955年生，医学博士，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

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营养

学会理事，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

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因“黄金

大米”事件，于2012年12月，中

国疾控中心营养食品所给予撤销妇

幼营养室主任职务、技术职称从二

级研究员降至三级的处分、三年内

不得主持科研工作，取消其博士生

导师资格，所党委决定撤销其党内

职务。

对日本科研可谓“毁灭性的一击”,且令日本政府尴尬。

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疗中心生物伦理学专家阿瑟·卡普兰

小保方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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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患者提供保护

李丽云事件——丈夫拒签字孕妇难产亡

––20072007年，怀有年，怀有身孕的李丽云被丈夫送入北京朝阳医院京西身孕的李丽云被丈夫送入北京朝阳医院京西

分院时，被医院诊断为“孕足月、重症肺炎、急性呼吸衰分院时，被医院诊断为“孕足月、重症肺炎、急性呼吸衰

竭、急性心功能衰竭”，需要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竭、急性心功能衰竭”，需要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

–“丈夫”肖志军在手术通知单上写道：“拒绝剖腹产手术

生孩子，后果自负。”

？

改改不签字不手术的医疗规矩改改不签字不手术的医疗规矩

一个人的生命权不能像这起事件一样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权不能像这起事件一样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个人

的签字。的签字。

第五十六第五十六条条 因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不能取得取得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意见的 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

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侵权侵权责任责任法（法（20092009年年1212月月2626日）日）

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是这样的 可现实却是这样的可现实却是这样的

我们不得不这样我们不得不这样 甚至这样甚至这样

对暴力伤医“零容忍”对暴力伤医“零容忍”

20142014年年33月，公安部出台月，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维护医疗机公安机关维护医疗机
构治安秩序六条措施构治安秩序六条措施》》 要求坚决依法打击暴力要求坚决依法打击暴力构治安秩序六条措施构治安秩序六条措施》》，要求坚决依法打击暴力，要求坚决依法打击暴力
伤医违法犯罪。伤医违法犯罪。44月，国家五部门出台月，国家五部门出台《《关于依法关于依法
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
规定对规定对66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惩。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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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

山东省立医院，一名脑瘤患者即将进行开颅手术。山东省立医院，一名脑瘤患者即将进行开颅手术。

术前，神经外科主治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谈话，并术前，神经外科主治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谈话，并
引入了医患调解第三方见证。引入了医患调解第三方见证。

第三方见证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方解释了术第三方见证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方解释了术第 方见证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方解释了术第 方见证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方解释了术
前准备、手术方案、意外风险等，全程录音录像。前准备、手术方案、意外风险等，全程录音录像。

最后，医患双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确认。最后，医患双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确认。

医院在高风险手术前引入第三方见证，不仅使医患医院在高风险手术前引入第三方见证，不仅使医患
沟通更加充分，而且有效降低了医疗纠纷。沟通更加充分，而且有效降低了医疗纠纷。

医生希望伦理委员会帮助解决医疗难题医生希望伦理委员会帮助解决医疗难题

奚益群，等.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5，18

二、伦理准则二、伦理准则

三大准则三大准则

尊重原则

有利原则

公平原则

（（11）尊重受试者的自主权）尊重受试者的自主权

尊重人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使那些即将成为受试

者的人 有能力和有机会选择允许对他们做什么或不

1. 1. 尊重原则尊重原则

者的人，有能力和有机会选择允许对他们做什么或不

允许对他们做什么

（（22）） 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的概念：包括弱势群体的概念：包括那些自己不能做出同意或那些自己不能做出同意或

不同意的人群，以及那些容易受到胁迫或受到不不同意的人群，以及那些容易受到胁迫或受到不

正当影响的人群正当影响的人群。。当影响的人群当影响的人群

–– 儿童，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者，痴呆患者，认知疾患儿童，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者，痴呆患者，认知疾患

–– 也泛指一些特殊人群：如孕妇，囚犯也泛指一些特殊人群：如孕妇，囚犯，，老人，绝症患老人，绝症患

者，住院病人，学生，职工等。者，住院病人，学生，职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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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保护措施

1.1. 对于一个无行为能力的潜在受试者，医生必须从对于一个无行为能力的潜在受试者，医生必须从

合法授权的代表那里征得知情同意。合法授权的代表那里征得知情同意。

22 当一个无行为能力的潜在受试者能够赞同参与研当一个无行为能力的潜在受试者能够赞同参与研2.2. 当 个无行为能力的潜在受试者能够赞同参与研当 个无行为能力的潜在受试者能够赞同参与研

究的决定时，除了获得合法授权代表的同意外，究的决定时，除了获得合法授权代表的同意外，

医生必须获得这种赞同，潜在的受试者的同意。医生必须获得这种赞同，潜在的受试者的同意。

潜在受试者的不同意应该得到尊重。潜在受试者的不同意应该得到尊重。

3.3. 在征得参与研究的知情同意时，如果潜在的受试在征得参与研究的知情同意时，如果潜在的受试

者与医生有依赖关系，或者可能在胁迫下同意，者与医生有依赖关系，或者可能在胁迫下同意，

则医生应该特别谨慎。在这种情形下，应该由一则医生应该特别谨慎。在这种情形下，应该由一则医 应该特别谨慎 在 种情形下 应该由则医 应该特别谨慎 在 种情形下 应该由

位完全独立于这种关系的具有合适资质的人员去位完全独立于这种关系的具有合适资质的人员去

征得知情同意。征得知情同意。

4.4. 受试者在身体或精神上不能给予同意，例如无意识的病人受试者在身体或精神上不能给予同意，例如无意识的病人,,

那么仅当使这些受试者不能给出知情同意的身体或精神上那么仅当使这些受试者不能给出知情同意的身体或精神上

的病情是研究人群必须具备的特征时，涉及这类受试者的的病情是研究人群必须具备的特征时，涉及这类受试者的

研究才可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才可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应该从法律授权代表医生应该从法律授权代表

那里征得知情同意那里征得知情同意。如果没有这样的代表，并且该研究不。如果没有这样的代表，并且该研究不

能被推迟，那么这项研究可以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能被推迟，那么这项研究可以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

行，如果在行，如果在研究方案中已经说明为什么要那些具有使他们研究方案中已经说明为什么要那些具有使他们

不能给予知情同意的病情的受试着参与研究的特殊理由不能给予知情同意的病情的受试着参与研究的特殊理由，，

且该研究已经被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且该研究已经被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应。应尽快从受试者或尽快从受试者或

其法律授权代表那里征得继续参与这项研究的同意其法律授权代表那里征得继续参与这项研究的同意。。

知情的要素：知情的要素：

－信息的告知－信息的告知

－信息的理解－信息的理解

（（33）） 尊重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尊重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

同意的要素：同意的要素：

－同意的能力－同意的能力

－自由的同意－自由的同意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于2005年11月1日实施。为了提高疼痛及相关疾病患
者的生存质量，方便患者领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以下简称麻醉和精神药
品），防止药品流失，在首次建立门诊病历前，请您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患者所拥有的权利：
（一）有在医师、药师指导下获得药品的权利；
（二）有从医师、药师、护师处获得麻醉和精神药品正确、安全、有效使用和保存常

识的权利；
（三）有委托亲属或者监护人代领麻醉药品的权利；
（四）权利受侵害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的权利。
受理投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电话：
二、患者及其亲属或者监护人的义务：二、患者及其亲属或者监护人的义务：
（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二）如实说明病情及是否有药物依赖或药物滥用史；
（三）患者不再使用麻醉和精神药品时，立即停止取药并将剩余的药品无偿交回建立

门诊病历医院；
（四）不向他人转让或者贩卖麻醉和精神药品。
三、重要提示：
（一）麻醉和精神药品仅供患者因疾病需要而使用，其他一切用作他用或者非法持有

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您触犯刑律或其它法律、规定，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违反有关规定时，患者或者代办人均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以上内容本人已经

详细阅读，同意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
医疗机构（章）： 患者（家属）签名：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

签字

告知

理解
签字

签字

新信息告知

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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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存在的问题

语言的通俗化

信息的全面

告知的效果的效

风险的描述

（（11）不伤害）不伤害

（（22）风险最小化）风险最小化

2. 2. 有利原则有利原则

（（22）风险最小化）风险最小化

（（33）评估风险受益）评估风险受益

（（11）不伤害）不伤害

技精于勤技精于勤

使自己快乐也使他人快乐，别伤害自己也别伤害
他人，我以为这就是伦理学的全部意义。

——法国剧作家 尚福尔

技精于勤技精于勤

临床常见护理风险事件的构成临床常见护理风险事件的构成
（二甲（二甲 360360床）床）

给药问题给药问题:: 12.5 %12.5 %
抽血问题抽血问题: : 11.1 %11.1 %
压疮压疮: : 9.7 %9.7 %
设施不安全设施不安全: : 8.3 % 8.3 % 
输液反应输液反应: : 6.9 %6.9 %

李晓惠.中华护理杂志2005 ;40:375

抗生素、PPI、伐昔洛韦
等的过度使用增加了风险

1993和2003之间 艰难梭菌感染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这种细菌

Perry Hookman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9 April7 15(13):1554-1580April 7 7113): 1554-1580
Mary Michael McCool, Drug Therapy Topic s March 2008

1993和2003之间，艰难梭菌感染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种细菌

导致的腹泻病例数以万计，每年在美国至少导致5000人死亡。

（（22）） 风险最小化风险最小化

17. 17. 所有涉及人体受试者的研究在实施前，必须对参加研究的所有涉及人体受试者的研究在实施前，必须对参加研究的
受试个体和群体，就可预见的研究风险和负担，与带给他们及受试个体和群体，就可预见的研究风险和负担，与带给他们及
其他受到研究疾病状况影响的个体或群体的可见的益处对比，其他受到研究疾病状况影响的个体或群体的可见的益处对比，
进行谨慎评估进行谨慎评估。采用。采用使风险最小化的措施。风险必须得到研究使风险最小化的措施。风险必须得到研究
者的持续监测、评估和记录。者的持续监测、评估和记录。

完善的临床前研究完善的临床前研究

科学的试验设计科学的试验设计

严谨的医疗团队严谨的医疗团队

严密的监管流程严密的监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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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估风险受益评估风险受益

不伤害不伤害//受益要求研究人员认真评价治疗或研究受益要求研究人员认真评价治疗或研究

方案的风险方案的风险//受益比。受益比。

研究方案必须使受益超过风险，超过越大越好。研究方案必须使受益超过风险，超过越大越好。

风险风险必须最小化，受益最大化必须最小化，受益最大化((风险风险//受益比受益比))。。

3. 3. 公正原则公正原则

分配公正分配公正

回报公正回报公正

程序公正程序公正

三、临床药师的伦理责任三、临床药师的伦理责任

1. 1. 过度医疗和不合理用药现象过度医疗和不合理用药现象

超说明书用药超说明书用药

不不规范的给药途径规范的给药途径

无无依据的给药剂量依据的给药剂量

随意随意增加用药时间及疗程增加用药时间及疗程

盲目盲目的的联合用药联合用药

超说明书现象国内外都很普遍超说明书现象国内外都很普遍

OffOff--labellabel用药是指药品使用的年龄、适应证、给药方法、用药是指药品使用的年龄、适应证、给药方法、

剂量、给药途径不在厂家提供的药品说明书之内的用法。剂量、给药途径不在厂家提供的药品说明书之内的用法。

美国，美国，2121％的门诊处方存在超适应症使用药物％的门诊处方存在超适应症使用药物

––抗惊厥药，抗惊厥药，7474％％

––抗精神病药，抗精神病药，6060％％

––抗生素，抗生素，4141％％

欧洲五国儿科病房，欧洲五国儿科病房，4646％处方存在超适应症用药情况。％处方存在超适应症用药情况。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20082008年至年至20092009年门诊处方年门诊处方,, 超说明书用药占超说明书用药占58.25%;58.25%;

居前：给药剂量居前：给药剂量(45.98%)(45.98%)，给药频次，给药频次(21.17%)(21.17%)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

张伶俐，等.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1年10期

 门诊处方门诊处方885885张，超说明书用药的处方张，超说明书用药的处方22.7%22.7%

 感染性疾病超说明书用药比例最高感染性疾病超说明书用药比例最高,,占占50.0%,50.0%,其次是呼吸其次是呼吸

系疾病、发热待查系疾病、发热待查

王海滢，等.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1年02期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367



超超说明书用药的风险说明书用药的风险

医疗风险医疗风险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

伦理风险伦理风险

2. 2. 药师的伦理责任药师的伦理责任

一个中心：以病人为中心一个中心：以病人为中心

三三种技能：种技能： 同理心（尊重，公平）同理心（尊重，公平）

沟通能力（知情同意）沟通能力（知情同意）沟通能力（知情同意）沟通能力（知情同意）

专业技能（不伤害）专业技能（不伤害）

（（11））以病人为以病人为中心中心

药学服务（药学服务（pharmaceutical carepharmaceutical care）：）：药师药师应用药学应用药学

专业知识向公众（包括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提专业知识向公众（包括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提

供直接的、负责任的、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以供直接的、负责任的、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以供 接的 负责任的 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 以供 接的 负责任的 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 以

期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实现期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实现

改善和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理想目标改善和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理想目标。。

（（22）同理）同理心心

了解患者的需求，了解患者的需求，

Being a patient!

用适温的体温计量体温，用适温的体温计量体温，

通俗的语言讲解说明书，通俗的语言讲解说明书，

…………

（（22）沟通）沟通

良好沟通是建立和保持药患关系、审核药物相关问题和治良好沟通是建立和保持药患关系、审核药物相关问题和治

疗方案、检测药物疗效以及开展患者健康教育的基础。疗方案、检测药物疗效以及开展患者健康教育的基础。

–– （（11）使患者获得有关用药的指导，以利于疾病的治疗）使患者获得有关用药的指导，以利于疾病的治疗

，减少药疗事故的发生。同时，沟通使药师从中可获取，减少药疗事故的发生。同时，沟通使药师从中可获取，减少药疗事故的发生。同时，沟通使药师从中可获取，减少药疗事故的发生。同时，沟通使药师从中可获取

患者的信息、问题患者的信息、问题

–– （（22）解决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问题

–– （（33）） 加强加强情感和情感和联系，药师的服务更贴近患者，患者联系，药师的服务更贴近患者，患者

对治疗的满意度增加对治疗的满意度增加

–– （（44）） 可确立药师的价值感，提高公众对药师的认知度可确立药师的价值感，提高公众对药师的认知度

沟通的技巧沟通的技巧

（（11）） 认真聆听认真聆听

（（22）） 注意语言的表达注意语言的表达

（（33）） 注意非语言的运用注意非语言的运用

Be patient!

（（33）） 注意非语言的运用注意非语言的运用

（（44）） 注意掌握时间注意掌握时间

（（55）） 关注特殊人群关注特殊人群

30-50岁男性，父母离异、本人

离婚、被骗婚、未婚及童年不幸

等特征；性格内向、孤僻、偏执；

曾有精神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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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专业技能）专业技能

掌握合理用药掌握合理用药的的““5R5R””原则原则

–– Right patient Right patient 

Right drugRight drug–– Right drug Right drug 

–– Right timeRight time

–– Right doseRight dose

–– Right route Right route 

超说明书用药的管理对策超说明书用药的管理对策

20102010年年33月，广东省药学月，广东省药学

会印发了会印发了《《药品未注册用药品未注册用

法专家共识法专家共识》》，成为中国，成为中国法专家共识法专家共识 成为中国成为中国

第一部由专业协会发布的第一部由专业协会发布的

超说明书用药规范。超说明书用药规范。

《《专家共识专家共识》》指出，在临床实践中，药品未注册用法应具备指出，在临床实践中，药品未注册用法应具备
多个条件，其中包括：多个条件，其中包括：

–– 在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或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无合理的可替代药品；在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或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无合理的可替代药品；

–– 用药目的必须仅仅是为了患者的利益，而不是试验研究；用药目的必须仅仅是为了患者的利益，而不是试验研究；

–– 有有合理的医学实践证据，比如充分的文献报道、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合理的医学实践证据，比如充分的文献报道、循证医学研究结果、

多年临床实践证明多年临床实践证明及申请扩大药品适应症的研究结果等及申请扩大药品适应症的研究结果等多年临床实践证明多年临床实践证明及申请扩大药品适应症的研究结果等；及申请扩大药品适应症的研究结果等；

–– 经医院药事管理与经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或药事管理委员会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或药事管理委员会及及伦理委员伦理委员

会批准会批准；；

–– 应书面告知患者药品未注册用法的性质和该用法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应书面告知患者药品未注册用法的性质和该用法可能出现的各种不

可预测的危险，并在患者表示理解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可预测的危险，并在患者表示理解后签署知情同意书《《药品未注册药品未注册

用法知情同意书用法知情同意书》》 。。

35. 35. 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当不存在经过证明的干预措施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当不存在经过证明的干预措施

或这些干预措施无效时，如果根据医生的判断，一项未经或这些干预措施无效时，如果根据医生的判断，一项未经

证明的干预措施有挽救生命、恢复健康或减轻痛苦的希望证明的干预措施有挽救生命、恢复健康或减轻痛苦的希望

，医生在取得专家的建议后，获得病人或其合法授权代表，医生在取得专家的建议后，获得病人或其合法授权代表

的知情同意 可以使用这种未经证明的干预 可能时 应的知情同意 可以使用这种未经证明的干预 可能时 应的知情同意，可以使用这种未经证明的干预。可能时，应的知情同意，可以使用这种未经证明的干预。可能时，应

该对该项干预进行研究，旨在评价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该对该项干预进行研究，旨在评价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

任何情况下，新的信息都应该被记录下来，并且在适当时任何情况下，新的信息都应该被记录下来，并且在适当时

候使其公开可及。候使其公开可及。

诊疗指南

标准教科书

临床科室

国家批件

专家共识

申请

规范确需“超说明书用药”的流程，加强监管

医院药事管理与
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医院伦理学委员会

医务科

审核

审批

备案，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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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盐酸氨溴索（注射用盐酸氨溴索（30mg30mg）雾化吸入是否属于超）雾化吸入是否属于超
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使用？

[用法用量]  成人：每日二次，每次1支(15mg/2ml)，重症每次2支
(30mg)，连续7天一个疗程。 6岁以上儿童：每天2－3次，每次1安瓿。
2－6岁儿童：每天3次，每次1/2安瓿。2岁以下儿童：每天2次，每次
1/2安瓿 将药物加入100-150ml 5％葡萄糖注射液（或生理盐水），1/2安瓿。 将药物加入100-150ml 5％葡萄糖注射液（或生理盐水），
于30分钟内缓慢静脉输注。

文献报道：RCT研究，循证研究，evidence based medicine

超说明书！ 合理吗？

收集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肺炎的随机和半随机对照试验，收集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肺炎的随机和半随机对照试验，
进行质量评价和进行质量评价和MetaMeta分析。分析。

共纳入共纳入1313个研究，个研究，JuniJuni评分均为评分均为CC级。级。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氨溴索雾化吸入在提高临床总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氨溴索雾化吸入在提高临床总
有效率、改善症状体征以及缩短住院时间方面均显示出较有效率、改善症状体征以及缩短住院时间方面均显示出较
好的疗效，虽少数研究好的疗效，虽少数研究//亚组无统计学差异，但均显示出亚组无统计学差异，但均显示出
有益趋势。未检索到评价氨溴索雾化吸入安全性方面的研有益趋势。未检索到评价氨溴索雾化吸入安全性方面的研
究。究。

由于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肺炎的临床研究质量普遍较低，由于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肺炎的临床研究质量普遍较低，
且缺乏安全性研究资料，因此对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肺炎且缺乏安全性研究资料，因此对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肺炎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有必要设计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有必要设计良
好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进行论证。好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进行论证。

楼洪刚 刘 芳 翟所迪. 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肺炎的系统评价,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6年第6卷第5期 421

有时去 治愈

常常去 帮助

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 (5 October 1848 - 15 November 1915) 

总是去 安慰

医者，仁心仁术医者，仁心仁术

世上只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世上只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

心灵，一是我们心灵，一是我们 ，，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一是我们一是我们 。。

————康德康德

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感谢聆听！感谢聆听！

超说明书！

文献报道：RCT研究，循证研究，evidence based medicine

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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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玲 主任药师

一、背景概述

二、药事法规及用药安全

目 录

一、背景概述

二、药事法规及用药安全

目 录 背景介绍

改改
2014年发改委《关于进一
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
场价格秩序的意见》规定：
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以实
际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
超过15%的加价率作价，
在加价率基础上的加成收

医医 201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
破除以药补医，建立健全公立

革革药药

在加价率基础上的加成收
入为药品加成。

2015年5月17日，《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
指导意见》破除以药补
医机制。

医院运行新机制。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
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药品生
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
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
统筹推进取消药品加成

医改的指导思想

• 以病人需求为导向

• 以全面医改为契机

• 加强自身建设

• 服务临床一线

背景介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
策的若干意见》
 我国改革完善药品生产使用政策进一步破除“以药养医”

 在使用环节重点规范医疗和用药行为，改革调整利益驱动机制

 公立医院要优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强化药物使用监管，促进

合理用药

 进一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大力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医疗机构主动规范医疗行为

 积极发挥药师在合理用药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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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挑战

1. 学科地位下降：利益单元转变为成本单元，对药学

专业学科认识不到位

2. 整体实力不强：学科队伍量少质平，整体不够丰满

3. 政策空间有限：确实药师专业服务物价政策

可能结局

• 学科边缘化：认知差异，不被重视，发展艰难

• 学科萎缩：待遇下降，人心不稳，人才流失

• 学科发展：把握机遇，调整转型，深化内涵

转型应对

• 从药房向病房的转变

• 以药品为中心向病人为中心转变

• 从药品保障供应向专业技术服务转变• 从药品保障供应向专业技术服务转变

• 从经验用药向个体化用药的转变

转变理念、面对现实、深化内涵

理念转变

Product
Supply
role

Quality 
Use of 
Medicines

Patient
Cognitive
Services

角色如何转换？价值如何体现？

 是医院用药错误的把关者
 是医师处方和医嘱的审核者
 是处方点评的实施者
 是药事法规的执行者和监管

者
 是用药信息的收集和反馈者

 是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报告者
 是患者安全、有效、经济用药的指导者
 是药品质量的保障者
 临床药师是医师临床药物治疗的合作者、

临床用药直接参加者

• 完善临床药事精细化管理。

• 医院内药品全覆盖的统一管理
• 医院内药品物流的畅通和便捷
• 临床用药路径的优化、杜绝低级错误的发生

加强医院药学能力综合建设

• 加强临床合理用药的规范化管理和督导。

• 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
• 临床输液的使用规程
• 抗肿瘤药物使用的基本原则
• 精麻毒性药品使用及管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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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临床药师队伍建设，推进各类药学人才培养工作。

• 加大临床药师培养力度（专科、全科药师的规范化培养）
• 开展医院药学学科带头人、业务骨干的培养
• 普通药学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

加强医院药学能力综合建设

• 开展有关临床药事的课题研究。

• 服务临床一线的基础性工作
• 慢性病用药的情况分析和研究
• 药占比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

药师应具备的药学实践技能

• 熟悉药事管理法规
• 审方（药物代谢相互作用、注射剂溶媒、TPN组方）
• 调配质量审核
• 发药交代、药物咨询（个体化用药方案、特殊装置的使

用），为患者提供合理用药指导
• 评估患者用药依从性
• 药物治疗规范评价
• ADR诊断与治疗
• 处方点评及用药趋势评估
• 药物供应目录遴选
• 节省费用

一、背景概述

二、药事法规及用药安全

目 录 药事管理法规-法律法规

生效时间 名称 内容 发文部门

200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生产、经营、医疗各
各环节的药品管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

2002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2005年11月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
例》

实验、生产、使用等
流通各环节管理

国务院

药事管理法规-行政规章

生效时间 名称 内容 发文部门

2007年5月 《处方管理办法》 处方管理 卫生部

2010年2月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
行)》

处方管理 卫生部

2011年3月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卫生部2011年3月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卫生部

2011年10月 《医疗机构药品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药品点评管理 食药监局

2011年7月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
理办法》

卫生部

2012年8月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抗菌药物管理 卫生部

药事管理法规-行政规章（麻精药品）

生效时间 名称 内容 发文部门

2005年11月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
品管理规定》

麻醉、一类精神
药品的医疗机构
使用管理

卫生部

2005年11月 《关于做好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 麻精药品的使用 卫生部
品使用培训和考核工作的通知》 培训

2005年11月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
鉴卡管理规定》

购用印鉴卡管理 卫生部

2005年10月 《关于医疗机构购买、使用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有关问题的通知》

购买、使用麻精
药品的规定

卫生部、
C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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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法规-行政规章
生效时间 名称 内容 发文部门

2010年4月 《静脉用药集中调配质量管
理规范》

卫生部

2011年7月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
管理办法》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
监测管理

卫生部、
CFDA

2012年5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 中医药管理《关于进 步加强中药饮片
管理保证用药安全的通知》

中医药管理
局

2008年11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用氧质量
管理的通知

医用氧按药品管理 上海市

2013年2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
处方管理和临床用药管理的
通知》

建立和推进在线用药
查询系统、药物（最
大限制）剂量、配伍
禁忌、不良反应智能
提示、医务人员用药
权限设置等相关功能
的开发应用

上海市

药事管理法规-指导原则
生效时间 名称 内容 发文部门

2007年1月 《麻醉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卫生部

2009年11月 《阿片类药物依赖诊断治疗指导
原则》

卫生部

2009年11月 《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及相关障
碍的诊断治疗指导原则》

卫生部、
CFDA

2006年12月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实
施细则》

分级管理目录及
权限

上海市

2012年8月 《上海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
理目录（2012年版）》

分级管理目录更
新

上海市

2015年7月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应用管理 卫生部

药事管理法规-指导原则
生效时间 名称 内容 发文部门

2011年2月 《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

治疗目的的分级管
理

卫生部

2008年12
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注射剂生
产和临床使用管理的通知 》

中药注射剂临床使
用管理

卫生部

年 月 《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中医药管2010年6月 《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中医药管
理局

2011年2月 《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分为特殊管理药物、
一般管理药物和临
床试验用药物三级
进行管理。

卫生部

2011年2月 《血液制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卫生部

药品使用规定

《执业医师法》——医师应当使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

《处方管理办法》——
药品用法用量应当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常规用法用量使用，特

殊情况需要超剂量使用时，应当注明原因并再次签名。

医师应当根据医疗、预防、保健需要，按照诊疗规范、药品说明

书中的药品适应证、药理作用、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

事项等开具处方。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的药剂人员调配处方，必须经过核对，对
处方所列药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对有配伍禁忌或者超
剂量的处方，应当拒绝调配；必要时，经处方医师更正或者
重新签字，方可调配。

《药品管理法》

超剂量处方能否有效拦截？
例：患者，女，10岁，43公斤。诊断：上呼吸道感染。

Rx：头孢拉定针0.5克 6瓶
10% Glu 250ml   Sig： 静滴 qd×2天

第四条第四条 处方的调剂：处方的调剂：
包括处方的审核、调配、核对和发药包括处方的审核、调配、核对和发药44个步骤个步骤

第二十九条 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方可
从事处方调剂工作。 （药师的执业资格）

《处方管理办法》

从事处方调剂 作 （ 师 执 资格）
第三十一条 具有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负责处方审核、评估、核对、发药以及安全
用药指导；药士从事处方调配工作。
（药师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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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药师对处方用药适宜性进行审核

（一）规定必须做皮试的药品，处方医师是否注明过敏试验及结果的判定

（二）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

（三）剂量、用法的正确性

（四）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的合理性

《处方管理办法》

（四）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的合理性

（五）是否有重复给药现象

（六）是否有潜在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

（七）其它用药不适宜情况。

第三十七条 药师调剂处方时必须做到“四查十对”：查处方，对科别、

姓名、年龄；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查配伍禁忌

，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

例如：实时更新需皮试的药品信息

2. 医生处方时系统相应提示

1. 药学人员维护皮试药品品种

皮试阴性

生成有效医嘱

皮试（-） 皮试（+）

医嘱无法生成

减少用药风险
优化诊疗流程

何为合理用药

概念：
 以当代药物和医学的系统知识和理论为基础，安全、有

效、经济、适当地使用药物。
 《处方管理办法》概括为“安全、有效、经济”

标准：
 药物正确无误
 用药指征适宜
 疗效、安全性、使用、价格对人适宜
 剂量、用法、疗程妥当
 用药对象适宜（无禁忌证，不良反应少）
 调配无误（包括提供适宜的用药信息）
 患者依从性好

合理用药

 合病之理：
病因和诱因；发病机制；病理解剖；病理生理；诊断、分型
、分期、分度；症状；并发症

 合人之理：
年龄、性别、妊娠、哺乳；职业；伴发症；伴随用药；过敏
史和其它不良反应史；人文背景

 合药之理
适应症；禁忌症；药效学；药代动力学；药剂学；不良反应
；相互作用；药物经济学；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医院等级评审评价标准（2013年版）

 中、西药调剂室负责人应具有主管药师以上药学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

 西药调剂室审核处方和对病人进行用药交待和指导岗位
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4年以上工作经验、药师以
上职称；

 药物咨询应为主管药师以上人员。

 处方（含用药医嘱）调剂应按《医院药事管理规定》和
《处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医疗机构临床使用的药品应当由药学部门统一采购供应。经药事管理与药物治

疗学委员会（组）审核同意，核医学科可以购用、调剂本专业所需的放射性药
品，其他科室或者部门不得从事药品的采购、调剂活动，不得在临床使用非药
学部门采购供应的药品。

 现状（来源非院方）：

药品来源规定、现状及对策

 现状（来源非院方）：
 来源非院方（主动，被动）；
 科研涉及药品，gcp涉及的药品

 对策：
 建立院内自备药品的管理制度，从审批到最终的使用有质量记录
 所有与药品相关的科研项目增加药学部门的审核，所用药品须经药学部门备案
 GCP设中心药房，有专职药学人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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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是指医疗机构以病人为中心，以临床药学为基
础，对临床用药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组织实施与管理，促进临床科学
、合理用药的药学技术服务和相关的药品管理工作

 医院药事管理核心职责：
保证①药品质量， ②临床药物治疗质量， ③药学技术服务质量

 医院药事管理目标：
①达到对临床用药全过程有效组织实施与管理
②医院药学转型和药师观念与职责转变：面向临床，以病人为中心、

服务患者
③建立适宜的医院药学和临床药师临床药师人才梯队，充分发挥药师的专业技

术作用

31

（3）明确规定了全面加强“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是医疗
机构和领导者的责任

 第十七条规定：应建立临床医疗治疗团队
 第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应组织药师对医师处方、用药医嘱进行适

宜性审核

32

宜性审核
 第十五条规定：要求对临床用药全过程实施监管，医疗机构应遵循

合理用药原则
 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建立临床用药监测、评价和超常预警制

度，实施处方、用药医嘱点评与干预
 第二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建立ADR（向ADR中心报）；用药错

误和药品损害事件监测报告制度（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明确了临床药师主要职责：

①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协同医师鉴别遴选治疗用药，提出
用药意见

②个体化给药方案设计与实施，开展药学查房，提供药学

33

专业技术服务

③参加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和疑难危重患者救治

④提供用药信息与药学咨询服务，宣传合理用药知识

⑤与医师共同对药物治疗负责
 明确了临床药学和临床药师含义

个例报告
PSUR群体报告 境外报告

①① ② ③ ④

报告与处置

不同：

 报表格式

 报告单位

 报告对象

 报告要求

报告单位：

 药品生产企业：①②③④

 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①②

疫苗的报告：

 生产企业 ③④

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经营企业 医疗机构

市县监测机构
严重: 3个工作日内审核评价
其他  15个工作日内审核评价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及评价程序

报告时限（21条）

死亡：立即
严重 1 日

个例报告

个例评价要求（24-26条）

其他: 15个工作日内审核评价

严重: 7个工作日评价

死亡:  评价

CFDA / MOH

省级监测机构

国家监测中心

严重：15日
新的：15日
一般：30日
随访：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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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经营企业生产企业

调查结果
7日内报告

县级药监 县级卫生

市级药监 市级卫生

电话、传真、在线，立即报告

组织现场调查 立即报告

所在地ADR

必
要

药品群体不良事件

省级药监 省级卫生

市级药监 市级卫生

组织现场调查 立即报告

督导/评价/现场调查（影响较大）立即报告

开展调查（影响较大并造成严重后果）

省级ADR

要
时
越
级
报
告

卫生部国家局

医院各科室、部门和个人有自愿参与（或退出）的权利，提供信息报

仅限于医院内与患者安全用药隐患事件有关的部门，如临床、医技、护理、
后勤保障等相关部门

建立药品安全隐患主动报告制度

行业性

自愿性

告是报告人（部门）的自愿行为，保证信息的可靠性

该制度对报告人以及报告中涉及的其他人和部门的信息完全保密

保密性

非处罚性

对报告中涉及的人和部门的信息不作处罚依据

医疗机构内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处理流程

药品使用部门发现ADR或疑似ADR

上报医院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工作
小组，由其填写ADR报表

医院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专家组判
定ADR性质

一般ADR，汇总后上报全国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

严重ADR，15天内上报全国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死
亡病例立即上报

同时上报医院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监测领导小组，研究
并制定院内应急预案

将应急预案上报医院药事管
理和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及院
领导，批准后实施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组织机
构和职责

共六章
53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 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管理

第一章 总 则

• 本办法所指抗菌药物，主要包括治疗细菌、支原体、衣原体

、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等病原微生物所致感染性疾病的

药物，不包括各种病毒感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的治疗药物。

• 卫生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监督管理，县

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的监督管理。

•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遵循“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

• 抗菌药物应用实行分级管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组织机构和职责：

 医疗机构负责人是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抗菌药物管理工作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

 二级以上医院在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会下设立抗菌药
物管理工作组，由医务、药学、感染性疾病、临床微生物
、护理、医院感染等部门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职务任职
资格的人员组成。其他医疗机构设立抗菌药物管理工作小
组或指定专职技术人员，附则具体管理工作

抗菌药物管理工作组职责（制定抗菌药物管理制度、供应目
录等文件，监督实施，监测，定期分析评估，培训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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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加强购用管理，建立遴选和定期评估制度

 医疗机构由药学部门统一采购；

 优先选用《国家处方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收录的抗菌药物品种；药品目录》收录的抗菌药物品种；

 对医疗机构购用抗菌药物品种数量进行限定：

 建立抗菌药物遴选和定期评估制度。

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品种规定：三级医院 不得超过50种，二级医院 不得超过35种
 品规规定：同一通用名称药品的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各不得

超过2种，处方组成类同的复方制剂1-2种。

 具有相似或相同药学特征的药品不得重复采购。

 对三代及四代头孢菌素、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深部抗真菌类抗菌对 代及四代头孢菌素 氟 酮类抗菌药物 深部抗真菌类抗菌

药物进行了限定。

• 三代及四代头孢菌素（含复方制剂）类抗菌药物口服剂型不得

超过5个品规，注射剂型不得超过8个品规

•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注射剂型不得超过3个品规

• 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口服剂型和注射剂型各不得超过4个品规

• 深部抗真菌类抗菌药物不得超过5个品规。

经临床长期应用证

明安全、有效，对

非限制使用

与非限制使用级抗菌

药物相比较，该类药

限制使用

1.具有明显或严重不良反

应

2 需要加以保护以免细菌

特殊使用

 实行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

(抗菌药物管理目录由卫生部另行制定)

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明安全、有效，对

细菌耐药性影响较

小，价格相对较低

的抗菌药物。

药物相比较，该类药

物在疗效、安全性、

对细菌耐药性影响、

药品价格等某方面存

在局限性，不宜作为

非限制级药物使用。

2.需要加以保护以免细菌

过快产生耐药而导致严重

后果的抗菌药物

3.新上市不足五年的抗菌

药物，其疗效或安全性任

何一方面的临床资料尚较

少，或并不优于现用药物

的；

4.药品价格昂贵的抗菌药

物

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严格医师和药师资质管理

 二级以上医院对本机构医师和药师进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知识和

规范化管理培训，经考核合格的授予相应的处方权和调剂资格；

 其他医疗机构执业医师、药师由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相

关培训、考核，经考核合格的，授予抗菌药物处方权或调剂资格关培训、考核，经考核合格的，授予抗菌药物处方权或调剂资格

（一）《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处方

管理办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中国国家处方集》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抗菌药物临床使用及管理制度；

（三）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四）细菌耐药与抗菌药物相互作用；

（五）抗菌药物不良反应的防治。

 严格医师和药师资质管理

 对不同级别医务人员使用不同级别抗菌药物资格进行限定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限制使用级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特殊使用级

 临床使用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

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临床使用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

• 严格掌握用药指征。须经抗菌药物管理工作组认定的会诊人员会诊同意，门诊
处方不得开具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

• 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会诊人员由具有丰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经验的感染性疾病
科、呼吸科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和抗感染专业临床药师担
任。

 紧急情况下，医师可越级使用抗菌药物，处方量限于1天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控制门诊患者静脉输注使用抗菌药物比例

对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细菌耐药情况进行监
测，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卫生部

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建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细菌耐药监测体系

分析本机构及临床各专业科室抗菌药物
使用情况，评估抗菌药物使用适宜性。
对使用的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对不合理
使用现象应当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对本辖区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细
菌耐药情况进行监测，开展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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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细菌耐药监测体系

<医疗机构>

外科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应在术前0.5〜1小时内给药

万古霉素或氟喹诺酮类等由于需输注较长时间，应在手术前1～

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2 小时开始给药。

手术时间超过3小时或失血量大于1500ml，术中可给予第二剂；
总预防用药时间一般不超过24小时，心脏手术可延长至48小时。

 建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细菌耐药监测体系

细菌耐药率 相应的措施

<医疗机构:定期发布细菌耐药信息，建立细菌预警机制，对接受

抗菌药物治疗患者，微生物检验样本送检率不得低于30%>

第三章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超过30% 及时将预警信息通报医务人员

超过40% 慎重经验用药

超过50% 参照药敏试验结果选用

超过75% 暂停临床应用，追踪细菌耐药监测结果，再决
定是否恢复临床应用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严肃查处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情况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机构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建立抗菌药物应用情况排名、公示和诫勉谈话制度

第四章 监督管理

卫生部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分别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医疗机构和卫生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分别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抗菌药物使用量、使用率和使用强度等情况进行排序，并按照排序结果分别
召集排名靠前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医疗机构负责人和医师进行诫勉谈话对排
名情况和相关数据进行公示。

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将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纳入医疗机构负
责人任用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医疗机构定级、评审、评价的重要指标
，考核不合格，视情对医疗机构做出降级、降等、评价不合格处理。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严肃查处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情况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未建立抗菌药 未执行抗菌药
将抗菌药物购

违反本办法相

！！

第四章 监督管理

未建立抗菌药
物管理组织机
构和相应规章
制度

未执行抗菌药
物分级管理、
医师抗菌药物
处方权限管理、
未配备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

将抗菌药物购
销、临床应用
情况与个人或
科室经济利益
或奖金分配挂
钩，或从中牟
取不正当利益

违反本办法相
关规定造成严
重后果的！！

抗菌药物超常处方3次
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
师

限制其特殊使
用级和限制使
用级处方权

仍连续出现2次超常处
方且无正当理由

第四章 监督管理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严肃查处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情况

 医疗机构应当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抗菌药物处方、医
嘱实施点评，并将结果作为临床科室和医务人员考核依据

师

医师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1抗菌药物培训考核不合格；
2不按照规定开具处方，造成严重后果的；
3不按照规定使用药品，造成严重后果的；
4因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牟取私利的；

用级处方权

取消其
处方权

药师未按照规定审核抗菌药物处方与医嘱，
或发现处方不适宜、超常处方未进行药学干
预的，3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

取消其抗菌药
物调剂资格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严肃查处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情况

医疗机构应当对以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异常情况开展调查，根据

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 使用量异常增长的抗菌药物；

第四章 监督管理

• 半年来使用量排名，始终居于本机构异常前列的抗菌药物；

• 临床经常超适应证、超剂量使用的抗菌药物；

• 企业违规销售的抗菌药物；

• 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频繁发生的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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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师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中医药行政部门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定六个月以

上一年以下医院药学工作；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十六条、三十四条的规定，违法购入未经
批准使用的抗菌药物的；

（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 十七条的规定 未调剂审核处方 造成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调剂审核处方，造成患
者严重损害的；

（三）未按本办法关于限制抗菌药物品种、规格的规定，私自增加抗菌药物品种和规格的
；

（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在药品购销、临床使用中牟
取不正当利益的；

（五）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的，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

治疗性应用的基本原则

预防性应用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预防性应用的基本原则

在特殊病理、生理状况患者中应用的基
本原则

治疗性应用的基本原则

 诊断明确：细菌性感染者方有指征

 根据病原种类及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的经验治疗

 按照药物的抗菌作用及其体内过程特点选择用药 按照药物的抗菌作用及其体内过程特点选择用药

 综合患者病情、病原菌种类及抗菌药物特点制订抗菌

治疗方案

抗菌治疗方案

1．病原菌尚未查明的严重感染，包括免疫缺陷者的严重感染。
2．单一抗菌药物不能控制的严重感染，需氧菌及厌氧菌混合感
染，2种或2种以上复数菌感染，以及多重耐药菌或泛耐药菌感
染。
3．单一抗菌药物不能有效控制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或血流感染等重
症感染。

长程治疗 但病 菌易对某些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的感染

综合患者病情、病原菌种类及抗菌药物特点

品种选择 给药剂量 给药途径 给药次数 疗程 联合应用

氟喹诺酮类、
氨基糖苷类等
可一日给药一
次(重症感染者
例外)

4．需长程治疗，但病原菌易对某些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的感染，
如结核病、某些侵袭性真菌病。
5．毒性较大的抗菌药物，联合用药时剂量可适当减少，但需有临
床资料证明其同样有效。如两性霉素B与氟胞嘧啶联合治疗隐球菌
脑膜炎时，前者的剂量可适当减少，以减少其毒性反应。

内科及儿科
预防用药

预防性应用的基本原则

A

非手术

B

手术

1.用于尚无细菌感染征象但暴露于致病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2.预防用药适应证和抗菌药物选择应基于循证医学证据。

用药基本原则

预防特定病原菌所致的或特定人群可能发生的感染。

用药目的

非手术患者抗菌药物的预防性用药

3.应针对一种或二种最可能细菌的感染进行预防用药，不宜盲目地选用广谱抗菌药或多药联合

预防多种细菌多部位感染。

4.应限于针对某一段特定时间内可能发生的感染，而非任何时间可能发生的感染。

5.应积极纠正导致感染风险增加的原发疾病或基础状况。可以治愈或纠正者，预防用药价值较

大；

原发疾病不能治愈或纠正者，药物预防效果有限，应权衡利弊决定是否预防用药。

6.以下情况原则上不应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普通感冒、麻疹、水痘等病毒性疾病；昏迷、休克、

中毒、心力衰竭、肿瘤、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等患者；留置导尿管、留置深静脉导管以及建立

人工气道（包括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口）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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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预防手术部位感染，包括浅表

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和手术所涉及

的器官/腔隙感染，但不包括与手术无直

接关系的、术后可能发生的其他部位感

用药目的

原：术后可能发
生的全身性感染

手术患者抗菌药物的预防性用药

染。

围手术期抗菌药物的预防性应用并不

能代替严格的消毒、灭菌技术和精细的

无菌操作，也不能代替术中保温和血糖

控制等其他预防措施。

用药原则

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严格限制没有明确适应证的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如不能单纯以退热

和止痛为目的使用糖皮质激素。

 冲击疗法需具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决定。

 长程糖皮质激素治疗方案，需由相应学科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的医师制定。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长程治疗方案

制订需三级医院内分泌专业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医师决定。随访和剂量调整可由内分泌专业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决定。

 紧急情况下临床医师可以高于上条所列权限使用糖皮质激素，但仅

限于3天内用量，并严格记录救治过程。

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根据抗肿瘤药物特点、药品价格等因素，将抗肿瘤药物分为特殊管理

药物、一般管理药物和临床试验用药物三级进行管理。

 特殊管理药物

专柜加锁，专人保管、明显标识、每日清点，做到账物相符；保存条

件应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要求执行。

药品包装上具有明确毒性药品标识的抗肿瘤药物须严格遵循国家颁布药品包装上具有明确毒性药品标识的抗肿瘤药物须严格遵循国家颁布

的相关管理规定。

 一般管理药物

未纳入特殊管理和非临床试验用药物，属于一般管理范围。一般管理

药物应设专柜，明显标识，做到账物相符。

 临床试验用药物

依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中试验用药品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中成药临床应用基本原则

• 辨证用药

• 辨病辨证结合用药

• 剂型的选择 应根据患者的体质强弱、病情轻重缓急及各

种剂型的特点，选择适宜的剂型。

• 使用剂量的确定 对于有明确使用剂量的，慎重超剂量使

用。有使用剂量范围的中成药，老年人使用剂量应取偏

小值。

• 合理选择给药途径 能口服给药的，不采用注射给药；能

肌内注射给药的，不选用静脉注射或滴注给药。

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使用中药注射剂还应做到：

• 用药前应仔细询问过敏史，对过敏体质者应慎用。

• 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辨证施药，禁止超功能主治

用药。

• 应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的剂量、调配要求、给药速度和疗程使用药品，

不超剂量、过快滴注和长期连续用药。不超剂量、过快滴注和长期连续用药。

• 应单独使用，严禁混合配伍，谨慎联合用药。对长期使用的，在每疗程

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 加强用药监护。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用药反应，发现异常，立即停药

，必要时采取积极救治措施；尤其对老人、儿童、肝肾功能异常等特殊

人群和初次使用中药注射剂的患者应慎重使用，加强监测。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2010年
 将处方评价深化为处方（医嘱）点评；

 并明确出专项点评概念；

 明确法律责任：药师未按规定审核处方、调剂药品、进行用药交待

或未对不合理处方进行有效干预的，医院应当采取教育培训、批评

等措施；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给予相应等措施；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给予相应

处罚

2011年抗菌药物专项整治中：落实抗菌药物处方点评制度

每个月组织对25%的具有抗菌药物处方权医师所开具的处方、医嘱进行点评，

每名医师不少于50份处方、医嘱；

重点抽查感染科、外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等临床科室以及I类切口手术和

介入治疗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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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

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
学委员会

医疗管理部门 药学部门

领导

组织实施
组织
管理

医疗管 部门 织实施

具体工作工作小组
（各调剂部门）

专家小组 技术支持

管理 总则

评价处方书写的规范性、用药的适宜性，发

现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实施干预和改进，促

进合理用药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

总则
适应证、药物选择、给药途径、

用法用量、相互作用、配伍禁忌
适宜性

处方点评

门急诊处方：抽样率≥总处方量的1‰
且点评绝对数：≥ 100张／月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的实施
病区用药医嘱单：

抽样率(按出院病历数计)≥1%

且点评病历绝对数：≥30份／月

如何确定合理的处方抽样量

平均日处方量（张） 1000 3000 5000

平均月处方量（张） 25000 75000 125000

最小抽样量（张） 570 820 1070

经验抽样量1万—10万，抽取比例为5%~1%，得
到线性回归方程y=0.005x+444.4 

有效抽样量

• 门诊年处方量 365448张

• 抽样比例0.019603抽样 例

• 实际年干预 600例，阳性率0.164182

• 每抽样597张，可能发现1张问题处方

处方点评

医院应逐步建立健全专项处方点评制度

据医院药事管理和临床用药管理的现状和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的实施
据医院药事管理和临床用药管理的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确定点评的范围和内容

对特定的药物或特定疾病的药物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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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药物
国家基本药物

血液制品
激素

肠外营养制剂

围手术期用药

超说明书、肿瘤患者

中药注射剂 抗菌药物

门急诊处方：

《处方点评工作表》，

将处方评价落实到个体

水平

处方评价与点评

水平。

用药医嘱综合点评

记录人: 抽查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一般资料: 
科室名称 主管医生 主管护士
病人姓名 住院号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不合理类别
超适应症（ ） 有禁忌证（ ） 重复用药（ ） 联合用药不当（ ）

频次不当（ ） 交互作用（ ） 不良反应（ ） 输注速度不当（ ）

疗程不当（ ） 给药时间不当（ ） 剂量选择错误（ ） 溶媒选择错误（ ）

用药医嘱点评工作表（示例）

原治疗方案

不合理、需
调整之处

综合点评及
用药建议

临床反馈

疗程不当（ ） 给药时间不当（ ） 剂量选择错误（ ） 溶媒选择错误（ ）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月报数据—病例和处方

住院患者非手术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包括：病

历首页、诊断、

使用抗菌药物的用药医嘱及与之相关的实验室检

查数据。）

住院患者手术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包括：病历

首页、诊断、手术名称及时间、使用抗菌药物的用

药医嘱及与之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数据）

门诊患者处方抗菌药物使用调查情况

季报数据—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消耗情况

年报数据—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管理情况

医院及其抗菌药物使用管理的基本情况

医院医疗及药品收入、抗菌药物使用经费情况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主要统计指标

1.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2.非手术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3.手术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4.手术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使用情况4.手术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5.门诊处方调查统计情况

6.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7.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合理性评价情况

8.抗菌药物使用经费情况

9.医院及其抗菌药物使用管理的基本情况

10.其它相关指标（待定）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病历抽样

每月11 日至20 日（即每月中旬）的所有出院病人病历，分成非手术和手术

两组，分别抽取15 份病历，共30 份，全年共360份。

门诊处方抽样

每月16 日从当天的门诊普通成人处方中抽取100 张处方。如遇16 日为法定

公休日或节假日时，将抽样时间提前至公休或节假日前的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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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管理遏制细菌耐药的通知 序号 法规名称 文件编号 发布部门 涉及内容 执行时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

1 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
通知

国办发〔2017〕
26号

国务院办公厅 药事管理 2017‐07‐12

2 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
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管理规定>的通知

沪 卫 计 规
〔2017〕013号

上海市卫计委 药事管理 2017‐09‐25

3 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处方点评工
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沪 卫 计 规
〔2017〕012号

上海市卫计委 处方点评 2017‐09‐25

4 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接待医 沪 卫 计 规 上海市卫计委 医疗行风 2017‐09‐15

最新系列药事行政文件…

4 关于印发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接待医
药生产经营企业管理规定>的通知 〔2017〕010号

上海市卫计委 医疗行风

5 印发<上海市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
良记录管理规定>的通知

沪 卫 计 规
〔2017〕011号

上海市卫计委 医疗行风 2017‐09‐15

6 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强药品使用信息系统
规范管理规定的通知

沪 卫 计 规
〔2017〕014号

上海市卫计委 药品信息管理 2017‐09‐25

7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自费药品采购和使用管理的通知

沪 人 社 医
〔2017〕263

上海市人社局 自费药品使用
与管理

2017‐07‐11

8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疗机构重点监控
药品管理的通知

沪 卫 计 药 政
〔2017〕8号

上海市卫计委 重点监控药品
管理

2017‐11‐15

一、提高对药事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药学部门是医疗机构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的重要部门

药师是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的重要医务人员

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药事服务是诊疗活动的重要内容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
国办发〔2017〕26号

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药事服务是诊疗活动的重要内容。

进药学服务从“以药品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

从“以保障药品供应为中心”转变为“在保障药品供应的基础上，以重点加强药学

专业技术服务、参与临床用药为中心”

提供优质、安全、人性化的药学专业技术服务

二、加强服务能力建设

加强药学部门建设

药学部门要发挥管理职能，会同其他职能部门和临床科室，加强药品遴选、采购、

处方审核、处方调剂、临床应用和评价等各个环节的全过程管理

建立药师激励机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
国办发〔2017〕26号

建立药师激励机制

探索设立药事服务费，建立合理补偿机制，促进合理用药

加强临床药师队伍建设

积极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实施药学查房和药师会诊，提供药品信息与用药咨询，开

展临床药学教学和药学应用研究等，发挥在合理用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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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临床用药行为

落实相关制度规范，按照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全面加强管理，促进合理用药

加强处方审核调，药师调剂处方时须做到“四查十对”，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加大处方点评力度，重点是超常用药和不合理用药，进行干预和跟踪管理

将处方点评结果作为科室和医务人员处方权授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和评价药师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
国办发〔2017〕26号

将处方点评结果作为科 和 务人员处方权授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和评价药师

审核处方质量的重要依据，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中

做好用药监测和报告，建立完善临床用药监测、评价和超常预警制度，对药物临床

使用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进行监测、分析、评估

四、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创新药事管理方式、推行信息化管理、鼓励开展静脉用药集中调配和特色中药服务

第四条 基本要求：

是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政策和药品遴选等事项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所有涉及药事管理

政策和药品遴选事项均须经过药事会集体讨论通过

第五条 组织机构：

由具有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药学、临床医学、护理和医院感染管理、医疗行

2《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管理规定>的通知》

政管理等人员组成，人数一般为单数，不少于7人。

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社会行风监督员作为列席人员。

每届原则上不超过3年，每届对委员调整量不得少于总人数的1/4

第六条 主任委员：

由医疗机构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轮流担任。担任药事会主任委员的，任期不得超过

一届。副主任委员应当由药学和医务部门负责人担任

第八条 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医疗卫生及药事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管理规范；审核制定本机

构药事管理和药学工作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二）制定本机构药品处方集和基本用药供应目录。

（三）推动药物治疗相关临床诊疗指南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制定与实施，监测、评估本

机构药物使用情况 提出干预和改进措施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对临床使用异常增量药品及时

2《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管理规定>的通知》

机构药物使用情况，提出干预和改进措施，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对临床使用异常增量药品及时

分析查找原因，制定预警干预措施并监督实施。

（四）分析、评估用药风险和药品不良反应或损害事件，并提供咨询与指导。

（五）建立药品遴选制度，审核本机构临床科室申请购进、调整或淘汰药品品种或供应企业和

申报医院制剂等事宜。

（六）监督、指导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高危药品、抗菌药物

、抗肿瘤药物和辅助药品等的临床使用与规范化管理。

（七）每年组织对全体医务人员进行有关药事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合理用药知识教育培

训等；向公众宣传安全用药知识

第七条 机构设置：

下设办公室，原则上设在药学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和会议组织安排。

设立药品质量管理、麻醉和精神药品管理、临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和处方点评等管理小组，指定专人负责。

第九条 工作会议制度：

2《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管理规定>的通知》

除定期组织召开工作会议外，还应当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每年不少于三次）。

做好会议记录。至少每半年向医院党政领导班子汇报一次。

会议实到人数应当达到全体人员数的4/5及以上(原3/4)

第十条 基本用药供应目录管理：

加强本机构基本用药供应目录管理，建立目录遴选、审核、调整制度，以及

新药引进、药品增补、品种替换或淘汰的制度和规范。遴选药品应当优先考

虑国家基本药物及上海市增补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和本市常用低价药、上海

市带量采购目录范围等综合性价比高的药品。

2《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管理规定>的通知》

第十一条 药品遴选操作流程：

（一）新申请药品由主要适应证使用所在临床科室技术骨干集体讨论、

评估，做好会议记录、备案并留档备查，由科主任在申请单上签字确认后提

出。

（二）药学部门负责对新申请药品的合法性、质量可靠性、药剂学、药

理学、药动学、药效学、安全性和经济性等初审，同时对新申请药品和医院

现有同类、同种药品做比较分析，提出初步评审意见提交药事会。

第十一条 药品遴选操作流程：

（三）药事会会议研究进药时，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分析，根据临床实际用药

需求和药品性价比等原则，以现场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慎重做出决定。坚持在满足

临床治疗需求的基础上适度从紧的原则。会议实到人数应当达到全体人员数的4/5

及以上，票数应当达到实到人数2/3及以上予以通过。

2《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管理规定>的通知》

（四）药事会会议讨论研究进药的结果应当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予以确认、备案

并留档备查，作为采购、使用的依据。

（五）药品品种替换、调整或淘汰，参照以上程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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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和要求：

处方点评是医疗机构持续医疗服务质量改进和药品临床应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临床药物治疗学水平的重要手段。

应当建立健全系统化、标准化和持续改进的处方点评制度，对医师的处方实施动态

监测，以及出现超常情况的预警，登记并通报不合理处方，对不合理用药行为及时

3《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处方点评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予以干预

组织架构：

在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和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由

医疗机构医疗管理部门和药学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点评具体工作的责任主体是药学部门

对点评结果的应用和处理的责任主体是医疗管理部门。

专家组：

在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之下建立由药学、临床医学、临床微生物学、医疗

管理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处方点评专家组，为处方点评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咨询。

工作小组：

医疗机构药学部门成立处方点评工作小组，负责处方点评的具体工作

3《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处方点评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健全制度：

进一步完善本单位处方点评制度和工作实施细则，内容应当包括：组织架构、部门

职责、管理规范、处方权管理制度、处方审核制度、点评结果及处理意见公示制度

、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医师约谈制度、信息数据管理制度等

处方抽样：

确定科学合理的抽样方法和抽样率，使抽样样本能够反映处方整体情况。

其中门急诊处方的抽样率不应少于总处方量的1‰，且每月点评处方绝对数不应少

于100张；

病房（区）医嘱单的抽样率（按出院病历数计）不应少于1%，且每月点评出院病历

3《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处方点评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绝对数不应少于30份。

处方信息管理：

处方信息管理的责任主体是信息管理部门

实施点评：

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坚持科学、公正、务实的原则，形成完整、准确的书面点

评报告，经药学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通报医疗管理部门。

专项点评：

重点加强对国家基本药物、血液制品、中药注射剂、肠外营养制剂、抗菌药物、辅

助治疗药物、激素、高价自费药品等临床使用情况的专项点评，并建立健全专项处

方点评制度。

点评周期：

3《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处方点评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常规点评、抗菌药物处方点评等：至少每月一次。

其他专项处方点评：至少每季度一次。

动态监测：

对临床用药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每月对单品种用药的数量、金额按临床科室、医师

等进行统计和追踪监测，对使用量异常增长或排名靠前的品种和医师处方进行重点

监控与评估
双监控、双排序、双公示

处方点评的结果：

不合理处方包括不规范处方、用药不适宜处方及超常处方。

点评结果的应用：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处方点评结果进行持续改进，定期公布处方点评结果，登记和通

报不合理处方，对不合理用药及时予以干预；

对存在使用量异常增长的药品：实施限购 暂停采购等干预措施；

3《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处方点评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对存在使用量异常增长的药品：实施限购、暂停采购等干预措施；

对医师：开展联合约谈。（怎么约谈，详见第八个文件）

奖惩制度：

将处方点评结果纳入绩效考核、年度考核和医师定期考核等指标体系。

对开具不合理处方的医师，根据情节轻重，采取培训教育、批评、限制或取消处方

权等措施，并与个人绩效和年终考核、职称晋升等挂钩。

质量改进：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临床用药质量管理和药事管理改进措施

对医师处理：

对开具不合理处方的医师，应当采取教育培训、批评等措施。

对于开具超常处方3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医疗机构应当提出警告，限制

其处方权；限制处方权后，仍连续2次以上开具超常处方且无正当理由的，取消其

处方权；

一个考核周期内（2年）5次以上开具不合理处方的医师，应当认定为医师定期考核

3《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处方点评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个考核周期内（2年）5次以上开具不合理处方的医师，应当认定为医师定期考核

不合格，离岗参加培训；

医师开具不合理处方，情节严重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抄告医保等部门依法处理。

对药师处理：

药师未按规定审核处方、调剂药品、进行用药交待或未对不合理处方进行有效干预

的，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教育培训、批评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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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的登记备案台账，医药代表应

当出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医药代表登记系统”生成的登记凭证后

，方可在医疗卫生机构登记备案

严禁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在门（急）诊、住院部、检验科、设备科、药剂

和信息管理部门等医疗诊疗重点区域（以下简称“医疗卫生机构重点区域”）活动

4《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接待医药生产经营企业管
理规定>的通知》

（ ）

。严禁未经事先备案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的工作人员进入医疗机构开展

相关业务活动。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三定一有”（定时间、定地点、定人员，有记录）的规定

明确接待人员后方可开展接待活动，至少两人以上同时在场。

医疗卫生机构监控录像至少保留30天。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可借助人脸识别等技

术，及时发现、记录、留存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活动轨

迹。

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一）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构成行贿犯罪，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

（二）行贿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三）由纪检监察机关以贿赂立案调查 并依法作出相关处理的；

5《关于印发<上海市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规
定>的通知》

（三）由纪检监察机关以贿赂立案调查，并依法作出相关处理的；

（四）因行贿行为被财政、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监

管）等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不正当利益，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在医药产品购销中账外或暗中收受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以各种名义

、形式给予的现金、礼卡、购物券、物品等；

（二）到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处报销应当由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及其配

偶、子女等亲属支付的个人费用；

5《关于印发<上海市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规
定>的通知》

偶、子女等亲属支付的个人费用；

（三）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等亲属接受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

理人邀请出资的吃请、境内（外）旅游、变相旅游、营业性娱乐场所娱乐活动等；

（四）在医疗活动中收取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临床促销费、开单费（因介

绍仪器检查、化验检查及其他医学检查而收取的费用）、处方费、统方费或其他提

成性质的费用等；

（五）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收受不正当利益行为。

对收受商业贿赂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依法给予以下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收受商业贿赂价值不满1000元的,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优

、职称评定资格等处理；涉及医师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二）收受商业贿赂价值在1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

评 取消当年评优 职称评定资格 低聘 缓聘 解职待聘等处理；涉及医师的由

5《关于印发<上海市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规
定>的通知》

评、取消当年评优、职称评定资格、低聘、缓聘、解职待聘等处理；涉及医师的由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三）收受商业贿赂价值在5000元及以上或者2次以上收受商业贿赂的或者主动索

取商业贿赂的，由所在医疗卫生机构给予解聘处理；涉及医师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四）医疗卫生机构退休返聘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由医疗卫生机构给予解聘处理

，涉及医师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本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给予

相应的行政处罚。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对管理人员依法作出以下处理：

（一）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对部门（科室）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

、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处理。

（二）1年内发生2起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对部门（科室）负责人

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处理，对医疗卫生机构行风管理部

门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 诫勉谈话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处理 由上级主管部门对

5《关于印发<上海市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规
定>的通知》

门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处理，由上级主管部门对

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等处理。

（三）1年内发生3起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对部门（科室）

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处理，对医疗卫生机构行风

管理部门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调整职务等处理，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医疗卫生机构

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院长绩效考核降低等次等处理，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

（四）1年内同一部门（科室）发生2起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

，对部门（科室）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调整职务等处理。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对医疗卫生机构依法给予以下处理：

（一）对于发生商业贿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整

改等处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2分处理，当年公立医院绩效

评价作减分处理。

（二）对于1年内发生2起商业贿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限期整改等处理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2分 当年公立医院

5《关于印发<上海市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规
定>的通知》

、限期整改等处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2分、当年公立医院

绩效评价作减分处理，撤销市卫生计生系统精神文明单位称号。

（三）对于1年内发生3起及以上商业贿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

报批评、限期整改等处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2分、当年公

立医院绩效评价作减分处理、全市通报批评、降低级别或等次、暂停1年内受理医

疗卫生机构大型医用设备新增、床位扩增申请等处理，撤销市卫生计生系统精神文

明单位称号。

收受商业贿赂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严重后果的，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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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管理：

建立健全信息系统的使用制度，确定药品（耗材）统计、批量查询工作的关键岗位

和工作人员，加强监督管理。

使用权限管理：

严格管理，根据最小够用原则按人进行授权和登记；应当审查信息系统用户的权限

配置 关闭工作人员非工作岗位必须的操作权限

6《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强药品使用信息系统规范管理规定>的
通知》

配置，关闭工作人员非工作岗位必须的操作权限。

运维权限管理：

操作权限应当与具体运维人员绑定；应当采用双因素认证管理运维人员登录系统

痕迹管理：

应当应用“防统方”软件（含自行开发），不断完善软件功能。应当保留药品（耗

材）统计和批量查询操作的痕迹、信息系统运维操作的痕迹，建立操作日志并至少

保留一年，定期开展日志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置异常情况。

网络管理：

建立允许接入设备白名单，记录终端接入日志，采取有效手段阻止和提示非法接

入。

监控管理：

对涉药信息系统统计（批量查询）等关键岗位的工作点位配置视频监控设备，监

控数据至少保存 个月

6《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强药品使用信息系统规范管理规定>的
通知》

控数据至少保存一个月。

保密管理：

应当与药品（耗材）统计、批量查询岗位的工作人员、信息系统的开发和运维单

位及其运维人员签订保密协议。

数据管理：

应当建立有关药品（耗材）统计、批量查询的数据移交、数据保管与数据销毁等

制度。

数据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数据抽样和数据提取服务。

机构用药监控：

应当利用信息系统建立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监控机制，重点监测抗生素、辅助用

6《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强药品使用信息系统规范管理规定>的
通知》

药、营养性药品、自费高价药，信息系统运行管理部门应当为加强药品使用管理提

供数据支撑。

电子签名：

应当逐步推进电子签名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应用探索，增强精细化监管能力。

发布日期2017.7.28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自费药品挂网采购工作的通知（沪药事（2017）29号）

一、自费药品挂网采购及操作办法介绍依据文件为 ：

1、《关于印发上海市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沪人社医
〔2016〕37号）

2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自费药品采购和使用管理的通知》
（沪人社医〔2017〕263号）

二 自费药品管理通过以下四实时监控

7《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自费药品采购和
使用管理>的通知》

二、自费药品管理通过以下四实时监控：

1、价格监督 外省市采购价存在错报漏报的，暂停涉及药品挂网资格

2、价格更新 新外省市采购价低于议价结果须在30日内重新议价（硬性规定）

3、暂停采购 挂网后一年内没有采购量的药品，暂停采购资格

4、其他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配方颗粒，参照本通知上线

三、根据（沪人社医〔2017〕263号）的要求，自费药品挂网有关事项如下：

1、自费药品基础信息及十五省市采购价信息由药品生产企业（或委托企业，下同）通过上
海阳光医药采购网（www.smpaa.cn ）申报。

用户名为医院编码，输入密码后登录询价议价系统

7《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自费药品采购和
使用管理>的通知》

输入药品编码后可以查询十五省市药品采购价格、各医疗机构挂网类药品议价结果和本医疗机构议价情况。

三、根据（沪人社医〔2017〕263号）的要求，自费药品挂网有关事项如下：

2、所有在本市销售的自费药品挂网采购价必须由药品生产企业通过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
监管信息系统内询价议价系统与医疗机构按要求议定成交价后，方可进行销售。

7《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自费药品采购和
使用管理>的通知》

以上为沙格列汀片的各医疗机构的议价结果查询包括议价成交价和成交时间等内容，可知该药品已经超过3家二级甲等
及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在阳光平台上有议价信息，符合我院首次议价药品的准入原则（见后我院《药品价格管理委员会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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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沪人社医〔2017〕263号）的要求，自费药品挂网有关事项如下：

3、有外省市价格药品：议价结果不得高于同企业同品种五省市最低采购价；没有五省市采
购价的，原则上议价结果不得高于同企业同品种十省市最低采购价。

4、无外省市价格药品：原则上不予进入议价流程，如医疗机构确有采购需求的，可向市药
所提交加盖医疗机构公章的书面申请文件市药所受理申请后,予以开放议价。

7《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自费药品采购和
使用管理>的通知》

注：五省市采购价：指同企业同品种在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级药品采购平台上的采购价。

十省市采购价：指同企业同品种在重庆、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河北、辽宁、湖北、湖南十省市省级药品
采购平台上的采购价。

上述采购价统称为 “十五省市采购价”。

以上为沙格列汀片的十五省市药品采购价格查询。

加强自费药品使用管理：

（一）医疗机构和医师不得诱导或强迫患者使用自费药品。确因临床需要，必须
使用自费药品的，应严格履行书面告知制度，经患者或其委托人签字同意后
方可使用。

（二）医疗机构和医师不得诱导或强迫患者院外购买自费药品。对临床确实需要
的，医疗机构必须予以配备，保证安全合理用药。对个别患者人数极少、使
用量极少的自费药品，如需建议患者院外购买，医疗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审批
或备案制度

7《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自费药品采购和
使用管理>的通知》

或备案制度。

（三）医师为患者开具自费药品，不论患者是院内或院外购买，均应根据《病历
书写基本规范》、《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的相关要求，完善门
诊、住院病历及电子病历中自费药品使用记录。

（四）医疗机构应将患者就医时使用的自费药品纳入医院内部管理，对患者发生
的所有医疗费用均应开具相应的票据，并按相关财务规定管理，自费医药费
金额应全部计入现金支付栏目，同时按规定如实上传医保、卫生计生等相关
部门。

上海市卫计委首次提出监控目录（与新版医保目录同步）

建立本单位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包括：

抗菌药物

中药注射剂

抗肿瘤药物

8《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疗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管理的通知》
沪卫计药政〔2017〕8号

辅助性药品

营养性药品以及其他价格高、用量大的药品等。

对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实行动态管理，适时调整。

关注新版医保目录的限定

一、上海市药品目录调整是把17年版的国家目录，原封不动的作为本市
的药品目录，就是说品种不做调整、甲乙类分类不做调整、对医保限
定支付的标准（内容）不做调整。

二、17年版药品目录较09年版新增了339个药，再加上36个靶向药的话
，一共有375个。

上海执行的2017年版新医保目录

， 共有 个。

三、新版药品目录增加和收紧医保支付限定的品种大概有260个左右，
具体针对情况

1、适应症宽泛，临床滥用风险较大的。
2、价格贵，或者使用范围广，费用较大的。
3、严格监控的主要类别药物。比如抗生素、神经营养类的、保肝护肝

类、肿瘤辅助药、中药注射剂等。

9《关于开展本市定点医疗机构执业医师医保、卫生联合约谈
工作的通知》

约谈重点内容：

1. 药品等医药费用异常情况

2. 群众看病就医反映突出问题

3. 其他问题

建立联合约谈工作小组 市级 区级 院级建立联合约谈工作小组；市级 区级 院级

医院层面：

应组建院内联合约谈工作小组，由医院医保、医务、门办、药剂、信息、财务

等相关处 （科）室负责人组成、负责本院执业医师联合约谈工作。组长由医

院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医院 相关工作分管院领导担任。

结合本院“双监控、双排序、双公示”及处方点评结果开展联合约谈

及时上报约谈情况及处理结果

2020年上海市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理论课程讲义

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印制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