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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比值失衡测量法在来曲
唑不良反应信号挖掘中的应用与分析

李莉 李根 陈力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摘要】 目的 通过对来曲唑不良反应的信号挖掘分析，为临床合理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报告比值比法（ROR）和比例报告比值法（PRR）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来曲唑

2009年第一季度~2019年第一季度共 41个季度的报告进行数据挖掘。 结果 采用ROR法和PRR
法进行计算，均得到483个信号，且信号完全重合；将有信号的来曲唑不良反应（PT）进行二次筛选，获

得新的不良反应1226例。 结论 挖掘出与来曲唑药物较强相关的新的不良反应信号包括全身性

损害，骨骼肌肉系统损害、白细胞和网状内皮系统异常、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呼吸系统损害等，而信号

强度较强的新的不良反应有：抗合成酶抗体综合征，桥本脑病，骨髓水肿综合征，肺放射性纤维化，疱

疹病毒肺炎等。本次数据挖掘结果能为医护人员更全面的临床用药参考，对患者进行更全面的用药

监护。

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
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周至品 1 覃乐 2 王竟静 2 农汝楠 2 叶晓雪 1 刘代华 1 黄美迁 3 黄进能 3
1柳州市人民医院；2广西中医药大学；3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摘要】 目的 调查神经外科住院感染患者院内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为

临床合理用药与制定防控对策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神经外科 2012年 1月－2017
年9月医院内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分离所得病原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分离得

210株病原菌，革兰氏阴性菌194株（92.38%），肺炎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氏菌和铜绿

假单胞菌 分别排位前4位；革兰氏阳性菌9株（4.29%），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8株，屎肠球菌1株；真菌

5株，均为假丝酵母菌。前4种革兰氏阴性菌对β－内酰胺类表现出高度耐药，排在第一位的肺炎克

雷伯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1.69%，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为6.67%，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

药率为18.37%；鲍曼不动杆菌对多种抗菌药高度耐药，除对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为16.67%，其余

抗菌药物耐药率均在50%以上；大肠埃希氏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性均超过50%，对头孢哌酮/舒巴

坦耐药率为6.67%，阿米卡星耐药率为13.63%，对碳青霉烯类药物敏感，但也出现对厄他培南耐药的

菌株，耐药率为 18.18%；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及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分别为

11.11%、15.79%，阿米卡星耐药率为 23.81%，美罗培南及亚胺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15.38%、23.81%。
结论 神经外科下呼吸道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并且耐药严重，临床上应尽早行病原学检查查

明致病菌，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避免更多耐药菌的产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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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分析重楼总皂苷对消化道恶性
肿瘤细胞毒性作用

徐锦龙 1 马卫成 1 段宝忠 2
1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临床药学部，浙江 315100；2大理大学药学院，云南大理67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重楼总皂苷对消化道恶性肿瘤细胞毒性的强弱。 方法 从中国知网

（CNKI）、维普数据库（VIP）、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医学网（wanfang）等医学文献数据

库中检索相关资料，并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对入选的研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共纳入

7篇文献，6个瘤株。重楼总皂苷对消化道恶性肿瘤不同瘤株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且强弱表现

为BGC823>HepG2>SW480>SGC7901>MKN45>MGC803（以作用 48 h为例）。 结论 重楼总皂苷对

消化道恶性肿瘤不同瘤株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在不同肾功能患者中的
影响研究

许金红 1 李永霞 1 鲍方 2 许涛 1
1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药剂科，安徽安庆 246003；2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胸外科，安徽安

庆 246003

【摘要】 目的 评价不同肾功能患者服用万古霉素后测血清谷浓度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

究171例在2016年5月至2018年5月间入住我院，接受万古霉素治疗，测定血清谷浓度的患者，统计

相关患者的资料，如性别、年龄及体重、药物谷浓度、血常规检查结果：血红蛋白（HGB）、血小板计数

（P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清白蛋白（ALB）、血清肌酐浓度

（serum creatinine，Scr）、肌酐清除率（Creatinine clearance，CLcr）、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
等肝肾功能检测结果，以评价不同肾功能患者对血清万古霉素谷浓度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根据肌酐

清除率（CLcr）对患者分组结果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C组患者与A组和B组相比，随着CLcr升
高，血药谷浓度、Scr、半衰期（t1/2）明显降低，ALB、肾小球滤过率（GFR）和清除率（CL）明显升高，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肾清除率与万古霉素血药浓度之间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可根

据CLcr值为患者调整剂量方案。

亚胺培南/西司他汀与美罗培南在中重度
肺部感染人群中的成本效果分析

吴菲 1 眭玉霞 2 魏晓霞 2 沈爱宗 1 宁丽娟 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药剂科，安徽合肥 230001；2福建省

立医院药学部，福建福州 35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亚胺培南/西司他汀和美罗培南治疗中重度肺部感染人群的药物经济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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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方法 通过“PASS合理用药监测系统”收集福建省立医院2016年1月‑2019年6月55例临床诊

断为肺部感染且使用亚胺培南/西司他汀或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的患者的病历资料，比较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炎症指标及临床疗效，观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采用成本效果分析法评价两组方案。 结果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除去治疗无效的患者，两组总有效患者经治疗后白

细胞计数、中性比、降钙素原和C反应蛋白显著低于治疗前，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上述指标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8.00%、3.33%，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成本效果分析显示，亚胺培南/西司他汀组患者的成本高于美罗培南组。 结论 两组

治疗中重度肺部感染的有效性、安全性相当；但经济性方面，美罗培南优于亚胺培南/西司他汀。

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采取盐酸莫西沙星氯化
钠注射液治疗的药动学以及药效学分析

章超 1 童国强 1 熊小明 1 周洋 2 张莉 3 钟海利 4
1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2北京市安贞医院药学部；3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药学部；4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 分析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采取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治疗的药动学和药效学疗

效。 方法 选取我院2015年2月至2019年1月收治的45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全部患者均选择盐酸莫

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治疗，选择高效液相色谱法对莫西沙星的血药浓度进行测定，对病原学疗效和临床疗

效进行观察记录。 结果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的峰浓度为（3.71±0.07）mg/L，谷浓度为（1.41±
0.08）mg/L，稳态血药浓度为（4.23±0.08）mg/L。全部45例患者经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治疗，治愈

例数、显效例数、进步例数分别为30例、11例、4例，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1.1%（41/45）。全部45例患者

共检出45株病原菌，主要为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支原体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除此之外还包括流感嗜血

杆菌、肺炎链球菌；经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治疗，病原菌总体清除率为91.1%（41/45）。 结论 下

呼吸道感染患者采取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治疗，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浓度，临床治疗效果比

较显著，具有较高的致病菌清除率，可以将其作为敏感菌导致的下呼吸道感染的首选药物。

儿童抽动障碍药物治疗生活质量及影响
因素的真实世界研究

杨春松 张伶俐 杨亚亚

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 对儿童抽动障碍的生活质量进行分析，以改善患者治疗效果。 方法 在真实

世界条件下，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采用儿童生存质量测定表（PedsQL）测量患者生活质量，运

用SPSS统计软件对患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4例患儿中，生活质量总得分

为82.40±11.58，生理功能得分92.62±12.74、情感功能得分75.44±17.59、社会功能得分87.50±14.03，学
校表现得分67.92±21.80，将单因素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年龄、患病时长、抽动类型、有无共患病、教育

程度、依从性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依从性与有无共患病两项P<0.05，有统计学意义，生

活质量分数越高、居住在农村的患儿依从性更好；依从性越好、无共患病的患儿生活质量更高。 结论

抽动障碍患者生活质量不高，且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建议更多关注抽动障碍患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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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世界人工瓣膜术后患者华法林抗凝
情况分析—1项来自抗凝门诊的研究

丁征 郑英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探索抗凝门诊人工瓣膜术后患者华法林的使用情况，为真实世界临床实践提供

指导。 方法 对于2014年至2019年抗凝门诊接受华法林治疗的人工瓣膜术后患者的情况进行回

顾性分析。 结果 接诊的人工瓣膜术后患者为1878人，总接诊次数为4423人次，其中75.3%的患

者接受了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INR在治疗目标范围内的例次最多（46%），其次为 INR<1.8的情况

（37%），平均TTR为 56.6%±22.9%；导致 INR危急值的主要原因是药物相互作用、初始阶段调整华法

林剂量、华法林敏感型患者，与华法林发生相互作用的药物主要是胺碘酮、苯溴马隆和抗菌药物；接诊

患者共发生106例次出血事件，其中小出血占所有出血事件的90.6%。 结论 人工瓣膜术后华法林

抗凝治疗质量不良，小出血事件较多，药师应在患者住院和门诊就诊期间为患者反复教育抗凝治疗的

必要性和严格遵循依从性的重要性。

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应用铂类药物毒性反应
监测及其与药物基因多态性的关联性研究

李英 赵文 王晓玲 马晓莉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摘要】 目的 总结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患儿应用铂类药物化疗后毒性反应和药

物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探索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为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连续纳

入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确诊并系统治疗的NB患儿。

依据BCH‑NB‑2007危险度分组标准，分为低危、中危、高危组，接受含顺铂或卡铂方案化疗。化疗前

留取外周血，采用荧光杂交方法对两种铂类化疗药物基因组DNA进行检测，化疗后收集患儿各系统

毒副反应，并按国立癌症研究所常规毒性标准（NCI‑CTCAE 5.0中文版）进行分级。进一步将3/4级毒

性反应与药物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关联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98例NB患儿，男50例，女48例，男女

比例约1∶1。年龄5‑115个月，中位年龄为46个月。中低危组单用卡铂者36例（36.7%）。高危组62例
（63.3%），其中单用顺铂者 46人，顺铂+卡铂者 16人。所有NB患儿在病初时留取血标本检测GSTP1
基因多态性，AA型 61人（62.2%），AG型 33人（33.7%），GG型 4人（4.1%）；部分患儿（51人）还进行了

XPC基因多态性的检测，其中GG型 8人（15.7%），GT型 24人（47.1%），TT型 19人（37.3%）。所有NB
患儿中，出现任何3/4级毒性反应61人（62.2%），其中以3/4级血液毒性最为常见（55人，56.1%），主要

表现为粒细胞缺乏（45人，45.9%），血小板减少（10人，10.2%）和贫血（8人，8.16%）；3/4级恶心呕吐、肝

损害及电解质紊乱各2人，共占比6%。检验3/4级毒副反应与所检测的两种药物基因多态性之间的

相关性，GSTP1基因多态性与3/4级毒性反应相关，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AA型毒副反应重于AG型和

GG型，P<0.05；XPC基因多态性与3/4级毒性反应相关性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NB患儿应用铂类

化疗毒性反应以血液系统毒性、消化道毒性为主，GSTP1基因多态性与3/4级毒性反应相关，AA型毒

副反应最重；XPC基因多态性与3/4级毒性反应相关性无统计学差异，有待扩大样本量加以验证。

基金项目：儿童示范性新药临床评价技术平台建设（课题编号2017ZX0930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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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普鲁卡因口服液治疗小儿消化系统等
疾病所致呕吐

徐菲飞 1 闫峻峰 1，2 易小清 1 罗维楠 1 王尧 1 串俊兰 1，2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

都 610072；2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成都 610054

【摘要】 目的 了解小儿盐酸普鲁卡因口服液在儿科的使用情况，为该药的后续研究 提供临床

使用数据。 方法 通过收集2018年3月‑2019年3月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使用小儿盐酸普鲁卡因

口服液的临床资料，对其使用年龄、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治疗效果等进行统计。 结果 共

收集使用小儿盐酸普鲁卡因口服液患者551例，患者年龄为25天‑16岁；适应症为以胃肠炎引起的呕

吐为主，也适用于胃炎、扁桃体炎、肠系膜淋巴结炎、上呼吸道感染、胃肠功能紊乱等引起的呕吐；用法

用量为新生儿及1岁以下儿童口服用量小于1ml，1岁儿童用量平均为1ml，每增加1岁用量增加1ml，
临床最大使用剂量为10ml；不良反应为过敏反应、食欲下降；治疗效果为治愈467例，好转79例，无效

5例。 结论 小儿盐酸普鲁卡因口服液适用于儿童尤其新生儿，对儿童消化系统疾病引起的呕吐

和疼痛具有止吐或止痛的作用，疗效好，不良反应少。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资助项目（No. 2017YSZH0028）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应用免疫调节药物
致静脉血栓事件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春晖 1 魏征 2 刘澎 2 李晓宇 1 吕迁洲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药剂科2血液科

【摘要】 目的 亚洲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患者使用免疫调节药物致静脉血栓

事件流行病学与欧美人群有着显著差异，是否需要及给予何种血栓预防方案仍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

研究中国MM患者使用免疫调节药物致静脉血栓事件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为临床制定血栓预防方

案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接受免疫调节药物（沙利度胺或来那度胺）治

疗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本人口学特征、基线实验室检查结果、合并用药和是否出

现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并进行统计分析，评估VTE事件发生率并探讨VTE
事件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185例MM患者被纳入研究，其中 5例患者出现 VTE事件（发生率

2.70%），包括肺栓塞1例和下肢静脉血栓4例。经Logistic回归分析基本人口学特征、基线实验室检查

结果、合并用药等多项指标，未发现免疫调节药物致静脉血栓事件的危险因素。通过肿瘤患者VTE
风险评估模型对患者进行血栓风险分层，136例高风险状态患者根据指南推荐应予以低分子肝素或

华法林抗凝，实际预防性应用低分子肝素及华法林的患者分别为6例及10例（1例同时使用低分子肝

素和华法林），单独使用阿司匹林预防血栓的患者高达159例。其中5例患者出现VTE事件患者均为

VTE高风险状态，但1人未予任何预防措施，其余4人皆使用阿司匹林单药预防，提示MM患者普遍存

在血栓预防措施不足。 结论 尽管亚洲MM患者VTE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欧美国家，但VTE事件

为免疫调节药物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可影响患者预后，应给予血栓预防以足够的重视。目前

相关模型和方案的制定均以欧美流行病学特征为依据而制定，有必要建立中国MM患者VTE事件风

险评估模型，为制定针对中国患者的VTE预防指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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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不同化疗方案
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回顾性分析

赵丽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以铂类为核心的化疗方案和基于上皮生长因子（EGF）细胞增殖和信

号传导的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检测为阳性（﹢）结果使用靶向治疗方案

的疗效比较，以及患者的不良反应情况。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

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11月期间符合纳入标准的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晚期患者的83个病例，并进行治疗方案的对比研究。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9.0软件（SPSS，Chicago，IL，USA）对数据进行统计，连续变量比较使用 t检验。采

用卡方检验分类变量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靶向治疗组患者的ORR明显高于传

统化疗组（53.8%vs.30.2%，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DCR靶向治疗组明显高于传统化疗组

（82.1%vs.65.1%，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传统化疗组药物的血液学毒性和非血液学毒

性均高于靶向治疗组（41.9%vs.2.6%，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靶向药物对患者的治

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均优于传统化疗药物，晚期NSCLC患者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使用靶向药物

EGFR‑TKI可带来更大的收益。

2000‑2018年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致过敏性休克36例文献分析

王珊珊 1.2 许静 1 李曼 1 李海涛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210023；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南京 210008

【摘要】 目的 探讨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方法 检索

2000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国内公开发行的医药学期刊中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致过敏性休

克病例的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检索到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

36例，男性19例，女性17例，其中死亡1例；36例过敏性休克多发生在给药30min以内，肌肉注射给药

7例（19.44%），静脉给药29例（80.56%）。 结论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的相关因素

很多，且后果严重，临床医师、药师应对其加以重视。

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辅助化疗对老年进
展期胃癌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及药学研究

丁臻

亳州市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进展期胃癌老年患者应用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辅助化疗治疗效果与不良反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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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分析。 方法 选取本院2018年12月‑2019年12月诊治100例进展期胃癌老年患者资料，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予ECF方案（表柔比星+氟尿嘧啶+顺铂），研究组予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辅助化

疗，分析两组肿瘤标志物、T细胞指标与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前肿瘤标志物指标无差异

（P>0.05）；治疗后，研究组 CA19‑9（67.21±4.96）p/ug*ml、CA125（49.62±2.95）p/ug*ml与 CEA（16.52±
2.16）p/ng*ml等比对照组低（P<0.05，t=9.5438；13.2976；13.2482）；且研究组 CD8+（45.38±4.29）%、

CD4+（43.29±3.61）%与CD3+（66.12±3.91）%等均比对照组高（P<0.05，t=12.1011；8.6113；13.3918）；研

究组发生胃肠道反应38.00%、骨髓抑制40.00%均比对照组少，比较具统计意义（P<0.05，X2=6.7844；
5.7600）；两组脱发、肝肾损伤等不良反应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进展期胃癌老年患者

应用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辅助化疗治疗，能有效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提高T细胞指标，不良反应

更少，临床效果显著，具一定应用与研究价值。

安罗替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发生率及其
影响

张小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 在一项安罗替尼的三期临床试验中纳入了437名患者，其中发现由药物引起的

不良反应‑高甘油三酯血症，其发生率为3.06%，因此此研究目的为调查安罗替尼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中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实际发生率以及对患者的影响；方法 在医院中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

（纳入标准：①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②使用安罗替尼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符合纳入标准但未使用

安罗替尼时已存在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回顾性分析纳入患者800例，在使用安罗替尼期间定期

监测血常规，记录甘油三酯浓度，若甘油三酯浓度≥1.7mmol/L，则判定为高甘油三酯血症，并根据患者

的病程记录分析是否存在与此相关的影响。 结果 获取数据后纳入患者的数量，根据分析结果得

出使用安罗替尼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发生率，其中患者合用的药物中是否存在易引起高甘油三酯

血症的其他药物，根据文献是否影响较大，权衡是否应排除此类患者；结论 安罗替尼导致高甘油三酯

血症发生概率的高低，以及与三期临床试验相比两者数据的差异，影响数据的因素有哪些，在临床上

应如何监测和治疗高甘油三酯血症，达到安罗替尼的更安全使用。

瑞戈非尼上市后门诊不良反应的分析与毒
性反应管理

范琳琳 邹烨 谢逸菲 许青 李晓宇 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摘要】 目的 通过收集分析门诊患者使用瑞戈非尼不良反应发生的临床表现、原因及转归情

况，旨在为临床上合理使用瑞戈非尼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通过医院门诊信息系统收集2019年1
月至2019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使用瑞戈非尼的肿瘤患者，并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完善

患者的病历资料，专职药师收集患者的不良反应信息，信息采集后对患者的基本情况、疾病信息、累及

器官或系统及临床治疗与转归等方面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23例，男性78
例，女性45例；中位年龄43（14‑77）岁，41‑60岁所占的比例最高为63.62%；肝恶性肿瘤102例，结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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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18例，间质瘤患者3例；在收集使用瑞戈非尼的患者信息中共有234次随访记录，共有93例患

者发生不良反应。多在服药后1个月内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的发生时间多在服药后1个月内出

现（占 80.75%）。不良反应累及的系统皮肤及附件损害所占比例最多为 61.84%，其次是消化系统

（23.06%）和心血管系统（18.43%）。在临床处理和转归上56例患者经减量，13例患者对症治疗后得到

缓解。 结论 临床医师、药师应重视瑞戈非尼的不良反应，在临床用药的过程中应加强密切关注不

良反应，做到及时处理及对症治疗。

慢性肾脏病治疗中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相关
新发糖尿病：一项来自中国的单中心横断
面调查

潘坤明 陈灿 许青 吴薇 李晓宇 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评估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s，CKD）治疗中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

（calcineurin inhibitors，CNIs）相关的新发糖尿病（new‑onset diabetes mellitus，NODM）的现状，并探索

其危险因素，为临床CNIs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我们回顾性筛选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
在我院接受CNIs治疗的患者。我们比较了NO‑NODM组和NODM组患者。NODM的定义为接受CNIs
治疗后新诊断的糖尿病。 结果 336例明确诊断为CKD并接受CNI治疗的患者中，纳入了 98例。

共有15例患者发生了CNIs相关的NODM，发生率为15.3%（15/98）。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基线糖

基化血红蛋白（［OR］=4.142；p=0.046），CNIs浓度（1年）（OR=1.028；p=0.004）和糖皮质激素种类（泼

尼松）（OR=0.075，p=0.009）是NODM的独立保护性因素。使用ROC曲线显示：基线糖基化血红蛋白

的临界值为5.65%，CSA谷浓度的临界值为102.1 ng mL‑1，可预测NODM的发生。 结论 在CNIs的
CKD治疗中，我们建议更多地关注基线糖基化血红蛋白高于5.65%的患者。较高的CNI浓度（尤其是

高于 102.1 ng mL‑1）有助于导致NODM。我们相信更精确的剂量调整和更快的减量可能是有益的。

CNIs相关的NODM在CKD的治疗中可能是可逆的。

糖尿病患者冠脉造影或经皮介入治疗发生
造影剂发生肾损危险因素

李晓烨 李静 叶晓芬 许青 吴薇 李晓宇 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分析糖尿病患者冠脉造影或经皮介入术后发生造影剂肾病的危险因素。 方法

本试验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1月~2016年12月期间于本院心血管内科住院并行冠脉

介入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记录并收集所有患者的基线特征，生化指标，术前用药情况，记录服药期间

患者发生的不良反应及处理情况以及8个月内再住院率。主要评价终点为CIN的发生率，次要评价

终点为8个月内患者的再住院率。 结果 53例（9.50%）患者最终发展为造影剂肾病，全部患者肌酐

均升高基础值的25%以上，但如果将CIN定义为肌酐值增加44.2μmol/L，发生率则为0.90%（5/558）。

两组之间在年龄、糖尿病时长，手术类型，不同造影剂类型和用量，LVEF，及合并疾病如高血压、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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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心律失常等未发现显著差异。然而，CIN患者往往具有更轻的体重，并且女性居多（OR=2.8，
95%CI 1.597，5.039）。此外，患有ACS的患者更容易发生CIN（OR=5.4，95%CI 2.535，11.469）。与大

多数研究相反，在我们的研究，CIN组患者术前肌酐低于非CIN组（69.57±25.03 VS 81.50±20.98，P<
0.05）。至于术前用药，他汀类药物似乎可以降低CIN发病率（OR=0.26，95%CI 0.12，0.55），利尿剂的

使用可能会增加CIN发生风险（OR=2.62，95%CI 1.49，5.24）。此外，PPI和硝化甘油可能会增加CIN
的风险。随访的结果显示CIN组患者的住院天数和费用较非CIN组延长或增加，但8个月内的再住院

率两组间并无显著差异。 结论 虽然CIN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清楚，但CIN的发生已被证实会增

加患者住院天数和费用以及导致更坏的健康状况。由于没有有效措施治疗CIN，因此术前预防就更

为重要，如水化疗法或术前药物。CIN的危险因素有很多，有必要区分高危患者，进行相应的预防措施。

万古霉素导致急性肾损伤：一项横断面调查

潘坤明 1 陈灿 1 陈璋璋 1 吴薇 1 许青 1 丁小强 2* 李晓宇 1* 吕迁洲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房；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

【摘要】 目的 我们对万古霉素导致急性肾损伤（VI‑AKI）进行横断面调查，以提供可靠的数据

来估算我国VI‑AKI的负担、描绘其特征，为降低VI‑AKI的发生率和改善患者预后提供建议。 方

法 这是一项单中心横断面研究。我们收集了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我院接受万古霉素（VAN）
治疗的所有住院患者。纳入标准为：1）≥18岁。排除标准为：1）CKD 5期或定期接受透析，2）肾脏移植

状态或孤立肾，3）非静脉用药，4）接受少于4次剂量的VCM治疗，5）血清肌酐（SCr）测定不足而无法判

断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我们记录了纳入患者的SCr，将患者分为两组，即NOT‑AKI组和VI‑AKI
组，来探索VI‑AKI的危险因素。VI‑AKI的定义是在VAN治疗期间或停药后48小时内发生AKI。AKI
的定义是采用2012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的标准。最后，对于发生AKI的患者，我们

进一步分析了AKI的严重程度和预后。 结果 998名（30.1%）患者由于 SCr测量不足而被排除在

外。7058名患者中共3745名患者满足纳入标准。VI‑AKI的发生率为14.47%（542/3745）。VI‑AKI患
者的肾脏功能恢复率为 58.12%（315/542）。建议进行VCM浓度检测的患者中只有 32.3%（963/2990）
接受了治疗监测。相比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PTZ），万古霉素联合碳青霉烯类抗生素（59.3%vs.
1.7%），在中国医疗机构更常见。联合使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odds ratio=1.479；p=0.003）和 PTZ
（odds ratio=2.155；p=0.040）是VI‑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万古霉素联用PTZ具有更高的风险。VCM
品种（稳可信）（odds ratio=0.638；p=0.002）是VI‑AKI的独立保护因素。万古霉素用药疗程不仅是

VI‑AKI的独立危险因素（odds ratio=1.025；p=0.004），也是肾脏功能恢复的独立危险因素（odds ratio=
1.060；p=0.024）。肾脏功能恢复是死亡的独立保护性因素（odds ratio=0.345；p=0.036）。 结论 我

们建议临床医生应更加重视避免VI‑AKI的漏诊、增加万古霉素的规范性监测以及把控万古霉素治疗

用药疗程，这可能是降低VI‑AKI发生率的更有效措施。药剂师参与万古霉素药物治疗可能会有所帮助。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应用达比加群相关出血
事件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晓烨 叶晓芬 李静 吴薇 许青 李晓宇 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分析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服用达比加群发生出血的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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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旨在探索达比加群相关出血事件的危险因素。应用我院电子病例管理系

统，收集于2014年11月至2016年7月期间517例接受达比加群抗凝治疗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资料，

包括患者年龄、性别、体重、血常规、血脂、血糖、肝肾功能、合并疾病以及治疗药物等。 结果 所有

纳入研究的患者住院期间共有 49例（9.5%）发生了出血，468例（90.5%）未发生出血。两组患者在性

别、体重、用药前红细胞压积、血小板计数、肝功能、血脂、空腹血糖、出凝血指标以及合并高血脂症、肝

功能不全和心功能不全没有统计学差异。然而，出血患者往往倾向于老年、以及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

的患者。肾功能不全是导致达比加群出血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其中肌酐>115 μmol/L、肾小球滤过

率<60 ml/（min·1.73m2）会显著增加房颤患者服用达比加群发生出血不良反应的风险。此外，联合应

用抗血小板药物可增加房颤患者服用达比加群的出血风险，当联合应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时出血风

险显著升高（OR=4.16，95%CI 2.07-8.37）。 结论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使用达比加群发生出血事件

的危险因素有高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肌酐>115 μmol/L，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1.73m2）以及

联合应用抗血小板药物。

成人危重症患者静脉使用多粘菌素B的临
床评价及不良反应监测

李佳 1 陈美玲 2 陈慧云 1 黎丽芬 3 黄顺伟 3 蔡常洁 3 陈杰 1 陈孝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2中山大学新华学院；3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摘要】 目的 监测 ICU危重症患者静脉使用多粘菌素B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进行

急性肾损伤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为临床安全使用多粘菌素B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

方法，选取广州市某三甲医院 2017年 10月‑2018年 12月静脉使用多粘菌素B的成人危重症患者病

例，调查多粘菌素B的临床有效性，以及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统计发生率。 结果 根

据纳排标准纳入有效病例45例。多粘菌素B的临床有效率为84.44%，细菌清除率为68.89%。怀疑多

粘菌素B引起不良反应的有 13例，发生率为 28.89%，其中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为 24.44%（n=11），且

都属于1期AKI；有2例出现神经毒性，表现为神经肌肉接头阻滞；3例局部色素沉着（6.67%），1例过

敏反应。重症监护室（ICU）肾损（AKI）组的住院时间中位数为71（95%CI 42.05~134.49）天，非肾损组

的中位数为 36（95%CI 35.75~59.90）天，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肾损组的住院时间明显长

于非肾损组。 结论 多粘菌素B在多重耐药的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中有比较好的疗效，可以作为其

他抗菌药物治疗失败的抢救治疗，但在使用过程中需关注其不良反应（ADR），尤其需重点监测肾毒

性，多粘菌素B导致的AKI可能明显延长 ICU住院时间。

35例伏立康唑不良反应的回顾性分析

梅茜 李黎 白雪 嵇云鹏 严春宏 谢娟

贵州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对伏立康唑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分析，以期为该药的临床合理使用提供借

鉴。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2014年1月至2019年8月贵州省人民医院上报国家不良反应

监测中心的伏立康唑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进行统计，分析患者的性别与年龄分布、原患疾病情况、用药

原因、用药方案、ADR发生的时间、合并用药、累及系统‑器官及临床表现等。 结果 共上报伏立康

唑ADR报告 35例，其中严重ADR报告 5例（14.3%），一般ADR报告 30例（85.7%）。药品不良反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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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累及皮肤及皮肤附件、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视觉系统、神经系统等。 结论 我们应加强对伏立康

唑不良反应的监测，同时采取治疗药物监测和个体化给药方案设计可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我院五年（2015‑2019）年抗菌药物不良反应
报告回顾性分析

郭少波 1 储晓晓 汪晓娟 1*
1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2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分析医院抗菌药物不良反应的特点及发生规律，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

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我院595例抗菌药物发生的不良反应报告，并对患者性别，

年龄，给药途径，抗菌药物种类，不良反应累及的器官及临床表现等进行统计，对其发生的结果与原因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涉及595例不良反应报告，女性306例多于男性289例，老年人和儿童

共计451例（75.8%）。所用抗菌药物共13类34个品种，引起不良反应的抗菌药物前三位为大环内酯

类144例（24.20%），其次为头孢菌素类139例（23.36%），喹诺酮类136例（22.86%）。不良反应累及单

个器官/系统共 540例（90.76%），累及两个器官/系统共 51例（8.57%），累及 3个器官/系统共 4例
（0.67%）。给药途径主要以静脉滴注为主，共581例（97.65%）。595例报告中不良反应在用药10分钟

内发生共 309例（51.93%），超过 1天时间反生的共 82例（13.78%），78例（13.11%）未记录发生时间。

595例报告中有564例（94.79%）好转，28例（4.71%）痊愈。 结论 抗菌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与多种

因素有关，在儿童及老年患者中易发生，且临床分型多数为速发型为主，医院需加强抗菌药物的管理，

对容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药物进行严密监测，临床药师需积极参与临床科室治疗中，指导医师安全

合理的使用抗菌药物，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COVID‑19患者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用
药致心动过缓原因分析

赵亮 艾艳琴 刘丹 林炜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许昌市中心医院/许昌市转化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COVID‑19患者在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抗病毒治疗基础上，联

合相关药物致心动过缓可能的原因、机制、发生特点及防范策略，以期为临床COVID‑19患者（特别是

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过程中药品不良反应（ADR）预警及与原发疾病的鉴别提供参考。 方法 汇

总分析我院收治的23例COVID‑19患者住院期间心率变化、用药情况，对发生明显心动过缓的3例患

者的相关实验室检查和心电图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在列入统计的 23例患者中，心电图监测发现

3例静息状态下持续心率<60次/分呈明显心动过缓，其中1例QTc明显延长；3例患者均使用了LPV/r+
莫西沙星（其中2例合并有阿比多尔）。通过所记录的患者心电监护数据发现，出现心动过缓时间均

为联合用药72小时后而非开始使用的前48小时内；3例患者出现心动过缓时，均未同步显示肺部感

染加重及氧合指数下降；心电图PR间期、心肌损伤相关标记物及血钾也未提示有明显异常；肝肾功能

除直接胆红素有轻微升高外，ALT、AST及血肌酐未见明显异常。3例患者在进行对症治疗的同时，并

及时停用可疑药物LPV/r、莫西沙星后，均经72‑96小时左右心率逐步趋于正常。除上述3例出现心动

过缓外，其他患者心率均未见明显异常；在所有病例中观察到出现明显心动过缓的患者均为男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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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者没有发现有临床意义的心动过缓；发生心动过缓的3例患者患者中有2例LPV/r联合静脉应用

了莫西沙星，LPV/r联合口服莫西沙星病例中只有1例出现明显心动过缓，在停用LPV/r和莫西沙星而

未停用阿比多尔的情况下心动过缓未见明显加重，似乎阿比多尔影响相对较小；在累积剂量方面，发

生心动过缓患者LPV/r和莫西沙星并不比未发生者高。 结论 在COVID‑19患者中应用LPV/r进行

抗病毒治疗作用机制及临床研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使用LPV/r针对2019‑nCOV治疗时应对患者心

脏基础情况及电解质进行充分评估，并尽量避免包括莫西沙星在内的氟喹诺酮类的联合用药；当单药

或联用影响QTc药物时，应注意在第3天及之后的主诉、体征，严密监测心电图变化；如存在心率减慢

或QTc延长趋势时，在排除电解质紊乱（特别是低钾血症）、心肌损伤等情况下，应及时停用LPV/r、氟
喹诺酮类等药物。在使用LPV/r时，应及时补钾以维持电解质平衡，以避免出现心脏严重不良反应的

发生。

668例新生儿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孙冲

河南省儿童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生儿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特点及规律，为药物的合理、安全使用及减少不

良反应的发生提供依据和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2015‑2018年收集的668份新生

儿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按照患儿的性别、年龄、发生时间、给药途径、剂型、累及系统‑器官、关联性评价

及转归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668例新生儿药品不良反应中，男女比例为1.03∶1，平均年龄

为6.5±0.11d；新生儿患者ADR发生时间最多的在用药后1~7d内（248例，占37.13%）；单给药途径以

静脉滴注为主（43.41%），共涉及药物类别12种，其中引起ADR排名前三位的药物类别分别是抗菌药

物（56.89%）、中成药（13.17%）、呼吸系统类药物（7.63%）；668例ADR共累及多个系统，最常见的临床

表现是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共373例次（55.84%），其次为胃肠系统损害194例（29.04%），心血管系统损

害36例次（5.39%）。 结论 应对新生儿用药风险多加防范，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儿合理、安全用

药，尽量减少和避免新生儿不良反应的发生。

头孢哌酮舒巴坦的儿童用药不良反应分析

李燕 孙冲 吕萌 周宇雪 马姝丽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 分析头孢哌酮舒巴坦的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特点，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4年至 2018年河南地区儿童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后发生药物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的报告，对患儿进行年龄分组后对ADR发生时间、类型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

877份报告，男性 536份，女性 341份；按照年龄分组后，新生儿组报告 50份（5.70%），婴儿组 126份
（14.37%），幼儿组 319份（36.37%），学龄前期儿童 208份（23.72%），学龄期儿童 95份（10.83%），青春

期组79份（9.01%）。用药后当天至第三天是ADR的高峰期；严重不良反应83份（0.95%），幼儿组严重

ADR占比最高（36.37%）。该药在儿童中 ADR的临床表现以皮肤损害（65.90%）和消化道损害

（20.07%）为主，血液系统损害报告不多。严重ADR中需要对以重症皮疹为代表的药物超敏反应综合

征和抽搐、癫痫等神经系统损害格外重视。 结论 头孢哌酮舒巴坦的儿童ADR有其独特的表现，

临床应用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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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例儿童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分析

朱穆楠 杨长树

长春市儿童医院

【摘要】 目的 为推动中药注射剂在儿科领域的合理使用，了解我院门急诊中药注射剂不良反

应对儿童的影响，减少儿童中药注射剂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中药注射剂的临床合理使用提供参

考。 方法 资料来源于我院药剂科临床药学ADR监测组2016年6月—2019年12月收集门急诊静

脉滴注中药注射剂所致的ADR报告表26份，从性别、年龄、用药情况，严重程度、及ADR的主要表现，

疾病转归等多角度分析中药注射剂致儿童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26例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

中，男19例（73.08%），女7例（26.92%），热毒宁注射液不良反应占总数的80.77%，引起皮疹，荨麻疹较

常见，其次为全身性损害，26例药物不良反应经停药及对症治疗后，均治愈或好转，且对原疾病影响

不明显，且未延长原疾病病程。 结论 中药注射剂已成为儿科临床治疗的一种特殊手段，但作为儿

童，由于其生理发育的特点，其不良反应较成人发生率高，本文意通过对26例中药注射剂致药物不良

反应的分析，结合患儿因素、药物因素及合理用药因素，为临床上如何预防并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伏立康唑与利福平的相互作用的调查与分析

米晶晶 1，2 赵硕 3 张迪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2榆林市第二医院药学部；3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肝胆外科

【摘要】 目的 通过对2例伏立康唑与利福平联用时患者的血药浓度分析，对住院期间使用伏

立康唑与利福平的用药调查，探讨两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临床药师借助血药浓度监测（TDM）手段在临

床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分析2例使用伏立康唑与利福平治疗的患者的用药及血药浓度，并对19
例使用这两种药物的患者进行调查分析，临床药师基于伏立康唑与利福平联合用药前后伏立康唑的

血药浓度，揭示药物相互作用程度，参与给药方案的调整，寻找替代治疗方案。 结果 伏立康唑与

利福平联用后，伏立康唑血药浓度显著降低，甚至低于有效浓度，严重影响其抗真菌效果。临床药师

通过对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的分析，提出合理的用药方案调整的建议。 结论 由于利福平的酶诱导

作用，禁止二者联用。TDM是临床药师参与优化药物治疗的有力依据。临床药师结合循证医学证

据，综合评估患者真菌感染和结核播散风险，借助TDM手段，更好的为临床调整给药方案，规避治疗

风险。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703618、71603199）

他汀类国产与原研药物的不良反应分析

黄雅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我国中老年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血脂异常是引起动脉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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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硬化的重要因素。他汀类药物，即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药，通过选择

性的竞争性抑制HMG‑CoA还原酶，达到降血脂作用，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调节血脂的药物。他汀类

药物作为慢病管理中需长期服用的药物，人们对其安全性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常见的不良反应

表现为肌肉酸痛和转氨酶升高，不良反应的发生往往会影响着患者服药的依从性。我国自从2019年
实行“4+7”政策以来，各家医院使用越来越多的他汀类国产药物，例如阿乐等，代替原来的原研药物

提供治疗。国产药物是否能够在疗效性和安全性和原研药物不相上下，成为原研药物的平价替代品

还需进一步研究。为了解他汀类国产药物与原研药物临床用药的安全性的差异，拟对自 2019年以

来，本院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发生的他汀类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比国产药物和

原研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和类型，以期对“4+7”政策的实行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参考。

药物浓度监测在儿童地高辛安全用药中的
作用调查

陈文文 1，2 江永贤 1 陶婉君 1 杨佳 1 秦敏 1 李根 1*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2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摘要】 目的 调查药物浓度监测在儿童地高辛用药中的作用，为临床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调查我院2019年使用地高辛的住院儿童患者病例，将进行过地高辛药物浓度监测（TDM）患者

列为监测组，未进行者列为未监测组，对其科室分布、用药剂量、年龄、性别、TDM值、临床结局等进行

回顾性统计。 结果 使用地高辛病例 106例，其中监测组 29例，未监测组 77例，总体监测率

27.36%。年龄多小于 2岁（95.28%），男性稍多于女性；使用科室主要分布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区

（NICU）、儿科重症监护病区（PICU）、外科重症监护病房（SICU）和小儿心脏内科病区；剂量多低于说

明书（94.34%），平均用药时长7.2天；监测组和未监测组治愈率和死亡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
监测组的治愈率高于未监测组；不同剂量组的治愈率和死亡率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

0‑5 μg·kg‑1剂量组治愈率最高，无死亡病例。 结论 药物浓度监测可以在提高儿童使用地高辛的

安全性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建议提高监测率；使用较低剂量的地高辛更安全；地高辛SDC值不能仅以

参考范围为唯一标准，而应该结合患者的病情综合判断，并由药师全面分析并跟踪用药情况，提供个

体化用药指导。

影响丙戊酸钠血药浓度的研究

许金红 1，李永霞 1，鲍方 2，开标 3，胡浩 3
1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药剂科；2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胸外科；3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重

症医学科

【摘要】 目的 研究影响丙戊酸钠血药浓度的因素。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年 1月——2018
年12月进行丙戊酸钠血药浓度监测的患者，记录丙戊酸钠谷浓度数据、性别、年龄、体重、日剂量、谷

丙转氨酶、肌酐、肌酐清除率、白蛋白、血小板等信息。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显示

影响丙戊酸钠的血药浓度的研究。 结果 有45.1%患者在有效治疗浓度范围内，丙戊酸钠血药浓

度与日剂量之间非正态相关。且日剂量、谷丙转氨酶、血小板与血药浓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丙戊酸钠对患者中的应用相对谨慎，使用时可根据血药浓度、肝功能和血小板的结

果及时调整给药方案，实现个体化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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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抗肿瘤药物接触暴露问卷分析

郝梦琳 1 边原 2 朱九群 2 陈珉 2 陈璐 1，2 闫峻峰 1，2#
1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610054；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

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72

【摘要】 目的 了解使用抗肿瘤药物相关科室的医护人员接触抗肿瘤药物的基本情况，抗肿瘤

药物对其暴露影响的情况，以及其接触抗肿瘤药物的结局。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主要调查包

括以四川省人民医院为主的三级甲等医院4家，二级及以下医院6家，共10家四川省内医院。涉及肿

瘤科、血液科、静脉配置中心（PIVAS）、药学部（药剂科）以及其他科室的抗肿瘤药相关岗位的医生，护

士，以及静脉配置中心药师，药房药师等。通过对（1）医务人员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

业、科室、工作时长及工作年限；（2）医护人员对抗肿瘤药职业暴露的认知现状；（3）抗肿瘤药暴露的影

响情况：主要是暴露的药物、暴露的时间以及暴露的影响；（4）医院及个人抗肿瘤药的防护行为现状；

（5）医护人员接触抗肿瘤药的长期结局这五个方面的调查，进一步了解不同学历、职业及科室工作人

员对抗肿瘤药的认识程度、暴露的影响程度、防护措施的配备等情况之间的关系。 结果 问卷共发

出350份，回收304份，（1）医护人员对接触暴露相关知识的认知现状：在调查的医护人员中，有39.8%
知道抗肿瘤药物的暴露存在潜在的危害，接近一半（43.09%）的人员仅有所了解，而依旧存在17.11%
完全不知道。使用抗肿瘤药物较多的科室如肿瘤科、血液科等其了解程度较其他调查科室高；药师、

护士及医生的了解程度依次减少；并且参加工作时间越长就越了解抗肿瘤药物的接触危害（P<
0.0001）。（2）医护人员的接触暴露现状：在调查的304名医护人员中，除去其他临床日常使用较少的药

物，其接触最多的抗肿瘤药物是环磷酰胺，为54.28%，接触最少的为培美曲塞二钠，仅有19.41%。其

中22.04%的调查对象自述发生过不适症状：脱发（73.13%），风团、荨麻疹或红斑（34.33%），女性医护

人员月经异常（23.88%），ADs渗出后引起局部毒性（17.91%），血小板减少（13.43%）等。（3）抗肿瘤药

物防护措施的认知程度：在对医护人员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其中50.99%并不了解抗肿瘤药物的防护

措施，只有13.49%接受过相关培训，而剩下的35.54%仅为了解程度。（4）抗肿瘤药物防护装置的配备

现状：在调查中，48.36%的医护人员所在科室配备有防护装置，比如配液间、生物安全柜、隔离器和封

闭传送系统等，未配备行防护装置的科室医护人员产生不适的几率略高（P<0.0001）。 结论 抗肿

瘤药物职业接触暴露现状不容乐观。医院医护人员对抗肿瘤药物职业暴露危害及自我防护措施的了

解程度较低，存在职业接触后不适的情况，仅有不到一半的科室配备有抗肿瘤药物防护装置。医院及

科室应重视抗肿瘤药物接触暴露的危害，减少相关医护人员的潜在职业风险。

基金项目：四川省人民医院院级科研基金临床研究及转化项目（2018LY09）；四川省省级公益性

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课题（2018YSKY0017）；国家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项目（30305030698）

2019版Beers标准在对老年心血管系统疾
病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评价中的应用

邹林珂 1 边原 2 闫峻峰 2 刘静 1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

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摘要】 目的 评价某院老年住院患者心血管系统的潜在不适当用药（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PIMs）情况，分析与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减少心血管疾病不良事件发生，提高老年患者

生命质量。 方法 随机抽取本院老年医学科2018年10月‑2019年3月间的老年住院医嘱，以2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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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rs标准为依据进行分析，并评价心血管系统相关的潜在不适当用药情况。对不同组间数据进行单

因素卡方检验，并使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探索发生PIM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最终纳入273例年龄≥
65岁的老年患者，平均年龄为85.56岁。在所有检出的PIMs结果中，发生一种、两种、三种及以上潜在

不合理用药的医嘱分别有38例（占比84.4%）、4例（占比8.9%）、3例（占6.7%）。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年龄≥90岁的老年患者更易出现潜在不适当用药。 结论 使用心血管药物的老年住

院患者存在潜在不适当用药现象。应用Beers标准对心血管对老年住院患者的心血管用药情况进行

评估，能有效检出PIM。基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PIMs预防有助于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促进老

年患者用药安全。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项目（30305030698），四川省省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

研业务专项课题（编号2018YSKY0017），四川省医学会科研课题计划（编号S16070），四川省人民医院

院级科研基金临床研究及转化项目（2018LY09）

肿瘤专科临床药师开展患者入院药物重整的
药学实践

陈喆 杨珺 戴媛媛*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药剂科

【摘要】 目的 探讨肿瘤专科临床药师在化疗中开展药物重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建立肿瘤

专科临床药师开展药物重整的工作模式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首次收入

我院肿瘤内科进行化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药物重整。依据PCNE V9.0将患者的药物相关问题

和原因进行分类。 结果 共纳入62例患者，入院时有38位（61.3%）患者正在使用化学药品或生物

制品，涉及99条药品记录，其中只有17条记录或医嘱药品及用法用量与药师记录的完全符合。发现

31个药物相关问题，其中51.6%为患者因素。 结论 研究纳入病例有限，但首次利用PCNE V9.0将
用药问题和原因进行分类，并且初步建立了肿瘤专科药师进行药物重整的工作模式。

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管理实践的探索与思考

罗美娟 唐欲博 陈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 2019年7月，首批国家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出台。本文通过介绍某三甲医院重点

监控药品的管控措施和成效，总结管控经验，以期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某三甲医院采取多种

措施加强对重点监控药品的管理，通过制定重点监控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制度和目录、绩效挂钩、采购

干预、专项点评、奖惩结合等措施，分析了该院实施管控后2015‑2019年各季度重点药品的使用情况、

排名前十情况、专项点评情况，对医嘱点评结果进行归纳，评价管理和点评效果。 结果 该院重点

监控药品管理成效显著，使用量排名逐步下降，到2016年第四季度实现全部药品销售额排名前五十

名无重点监控药品的目标，2018年第一季度已达到全部药品销售额排名前一百名无重点监控药品；

从2015‑2019年连续5年重点监控药品专项点评中，不合理用药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结论 加强重

点监控药品的管控，不仅能减少医院药品开支、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还能促进医院合理用药、改善医患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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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家庭病床服务经济学效益评价

许夏燕 覃思蓓 黄根沛 邹绮雯 王晓聪 曹伟灵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药学部 518000

【摘要】 目的 总结与分析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建立的家庭病床案例，对临床药师参与家庭病床

服务的经济学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对比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干预前后药品品种数及药品费用，分析

临床药师对患者进行药物咨询、药物重整等服务，能否提高高血压患者用药合理性，降低患者药品费

用。通过对比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随访期间因不良心血管事件入院次数，分析临床药师参与的家庭

病床服务能否降低高血压患者不良结局发生次数。通过成本‑效果分析，分析临床药师参与的家庭病

床服务对高血压患者是否具有经济学效益。 方法 收集社康中心共计 300例患者资料。纳入标

准：1.明确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2.患者年龄≥18岁；3.随访时间6个月排除标准：1.有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或合并癌症的患者。根据年龄、性别、高血压诊断、无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进行1∶1病例匹配。最终

纳入干预组60例，对照组60例。研究分析两组患者的健康档案，主要针对患者的基本情况、慢性疾

病、常用药品、6个月内常用药品种数的变化情况、药品费用、入院就诊次数进行统计研究（另外需要

考虑临床药师团队的费用与时间成本）。对以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临床药师参与的家庭病床服

务模式是否有经济学效益。 结果 干预组中，建立家庭病床后的6个月时间内，患者的常用药品种

数减少；对照组患者常用药品种数增加。比较6个月内干预组和实验组的药品费用和入院就诊次数，

干预组比实验组的药品费用减少，因不良心血管事件入院就诊次数减少。计算增量成本效果比，与患

者因不良心血管事件入院的平均费用进行比较，最后证明临床药师参与的家庭病床模式具有经济学

效益。 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的家庭病床服务对高血压患者具有经济学效益，可减少患者因不良心

血管事件入院带来的经济损失。临床药师对患者进行药物咨询、药物重整等服务可显著减少患者的

药品种数和药品费用；临床药师参与家庭病床服务可显著减少患者因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住院次数。

临床药师参与的家庭病床服务对高血压患者具有经济学效益，可减少患者因不良心血管事件入院带

来的经济损失。

本院收费药学门诊工作模式及就诊情况分析

叶晓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医疗机构的药学服务形式面临着新的挑战，药学服务的

重点应从“以药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加强医院药师转型，探索新的药学服务模式。患者

可从药学门诊获得医疗机构具有药学专业技术优势的药师提供专业的用药评估、用药重整、用药计

划、用药教育、随访指导等一系列服务。药学门诊作为医院药学的一部分起步较晚，较多为不收费，未

能体现出药师的专业价值且不利于药师的发展，因此本院设立收费药学门诊。本文将对本院收费药

学门诊的工作流程及模式进行探讨，回顾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的就诊病例，以为其他医疗机

构开展收费药学门诊提供相关经验。本院药学门诊为药学专科门诊，分为慢病药师门诊和抗凝药师

门诊，前者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病及老年人、孕产妇、哺乳期妇女与儿童用药咨询，后者则

针对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用药咨询。药学门诊严格按照标准的操作流程，实施药师出诊。自2018
年1月起，每季度的总就诊人数从10例增长至最高71例（2019年第二季度）。就诊患者多咨询慢病相

关（264例，92.63%），其中有47例（16.49%）咨询孕产妇用药。随着收费药学门诊的设立，患者接受收

费药学服务的意愿及意识有所提高，慢病管理用药咨询占绝对优势，反映患者的需求。了解患者需求，

有助于药学门诊专科人员的分配，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合理用药指导，树立临床药师及药学门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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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精准分剂量在药学服务模式中的探索
与实践

柳汝明 张峻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科

【摘要】 目的 建立药物精准分剂量服务模式，为探索新型药学服务模式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药片切割器、药片磨粉器等对口服固体制剂进行分劈、磨粉或胶囊内容物直接分装，并称重进行

调整，为住院和门诊患者提供精准分剂量服务，采用Excel软件汇总分析全部分剂量数据。 结果

共汇总分析880例次分剂量服务，涉及56个药物，其中最小分剂量为1/80，分剂量次数最多的是儿科，

分剂量次数最多的药物为富马酸喹硫平。 结论 药物分剂量需求旺盛，医院药学部门开展药物精

准分剂量服务可提高用药安全性、有效性和方便性，减少药品浪费，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值得推广。

创新开展临床药师抗菌药物会诊质控

卢珊珊 何瑾 张峻*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科

【摘要】 目的 通过创新开展临床药师抗菌药物会诊质控，提高会诊质量，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

应用。 方法 针对不同的抗菌药物会诊类型，规定了会诊药师的资质，制定了会诊前后的质控办

法。会诊前由高年资药师指导会诊，会诊后要求每月对所有会诊进行归档管理，并抽查部分会诊病

例，对病例中会诊药师是否按时会诊、适应症、药物选择、用法用量、溶媒是否合理等项目进行质

控。 结果 临床药师抗菌药物会诊的质量得到提高，积累了会诊经验，获得了临床医生的认可。

结论 创新开展临床药师抗菌药物会诊质控的工作模式，可有效提高会诊质量，提高临床药师的会诊

水平，确保抗菌药物应用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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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纳武利尤单抗上市后致免疫相关性肝炎文
献回顾性分析

罗琪 1 陈泳伍 2
1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药械科；2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分析纳武利尤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肝炎毒性反应的临床特点，为临床治疗过程中

免疫相关性肝炎的鉴别及处置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Web of Science、PubMed、中国知网、维普数据

库和万方数据库关于纳武利尤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肝炎的文献并进行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

共 15例，其中男性 13例，女性 2例；年龄 14~80岁，31~60岁者占比为 66.7%（10例）；原发疾病为恶性

黑色素瘤 7例，非小细胞肺癌 4例，肝癌 2例，胃腺癌 1例，霍奇金淋巴瘤 1例；单用纳武利尤单抗者 8
例，联合应用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单抗者7例；ADR发生时间最短为用药后1周，最长为用药后40周；

15例ADRs报道中，肝酶升高有11例，其中肝酶升高伴胆红素升高5例。经停药和（或）对症治疗后，4
例好转，7例死亡。 结论 临床医师和药师应了解纳武利尤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肝炎的规律和特点，

加强用药监测，警惕不良反应的发生，做到及时处理及对症治疗。

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临床病例分
析及文献复习

李峥嵘 1 郭德群 2 魏延津 2 李俊生 1 张宗林 1
1临沂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山东临沂276003；2临沂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山东临沂276003
通讯作者：张宗林，Email：zhangzonglin1966@163.com

【摘要】 目的 探讨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特点及其防治措施。 方法 收集

我院9例应用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同时检索PubMed、CNKI
和万方数据库收集应用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例报告文献，对我院9例患者和文献报

道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应用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临床特征。 结果 我院9
例应用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患者男性8例，女性1例；年龄43‑84岁，开始用药至发生极重度

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为1‑147h。汇总文献检索收集到替罗非班致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相关病例87例，

共96例，其中男性83例（86.5%），女性13例（13.5%）；年龄39‑87岁，平均（63.7±11.8）岁。96例患者中

有15例患者在发现极重度血小板减少前出现畏寒、寒战。96例患者从开始用药到发现血小板减少时

间最短10min，最长240h；从开始用药到血小板最低值时间最短10min，最长240h，86.5%（83/96）患者

发生在24h内，79.2%（76/96）患者发现血小板减少时间与血小板最低值时间重合。96例患者中有4例
死亡，92例存活患者在停药 14h‑42d后血小板恢复正常水平，中位时间 96h；其中 28例患者未停用阿

司匹林和/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64例停用所有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从停药到重新启

动抗血小板治疗时间13h‑11d，中位时间90h；55例患者在重新启动抗血小板治疗时有血小板计数的

描述，血小板计数为（14‑441）×109/L，中位数89×109/L。 结论 替罗非班引起的极重度血小板减少

症起病急，进展迅速，用药过程中应注意监测血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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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武利尤单抗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致免
疫相关不良事件的文献分析

倪明明 许静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药学部 210008

【摘要】 目的 分析纳武利尤单抗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时发生规律及特点，为安全合理用药

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2014年01月‑2019年 12月国内外学术期刊收载的纳武利尤单抗用于非小

细胞肺癌治疗时致 IRAEss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 结果 共纳入164篇文献，涉及185例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男女比例为2.1∶1，年龄60岁及以上患者居多，共有141例（76.22%）。IRAEs多在半年内

发生，共有162例，各种系统器官均有涉及，其中以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皮肤皮肤及其附

件以及心血管系统损害为主，临床表现有肺炎、甲状腺功能减异常、白癜风等。有1例患者直接死于

纳武利尤单抗诱导的 IRAEs。 结论 临床使用纳武利尤单抗要加强用药监测，区别原发疾病的并

发症与药物诱导的 IRAEs，保护患者的生命安全。

托珠单抗相关肝损伤的文献分析

郝梦琳 1 闫峻峰 1，2 边原 2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成都 610054；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

学附属医院 药学部 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72

【摘要】 目的 通过文献分析方法，汇总研究托珠单抗相关肝损伤在临床试验中、上市后的发生

情况和特点，分析其发生的机制，为托珠单抗相关肝损伤的防治以及更合理的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通过检索CNKI，万方，VIP，Pubmed，Web of Science，Science Direct，Scifinder等文献数据

库，对国内外已报道的CTZ使用后肝脏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及个案报道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文所纳入的3项临床试验和17例病例报道中，托珠单抗在治疗患者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肝炎病毒的

再激发风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肝损伤，轻者转氨酶迅速升高，血清病毒载量升高，重者则发生死亡。

主要是病毒性相关肝炎或肝功能衰竭，以及急性肝损伤和严重肝炎。 结论 临床使用托珠单抗时，

在服药前应筛查肝炎病毒感染，服药过程中应加强对患者的临床观察和实验室检查，降低其药物造成

肝损伤的发生几率。

贝伐珠单抗致鼻中隔穿孔国内外文献分析

程军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学部 233099

【摘要】 目的 分析贝伐珠单抗致鼻中隔穿孔的发生规律及特点，为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以“贝伐珠单抗”和“鼻中隔穿孔”与“bevacizumab”和“nasal septum perforation”为检索词，检索2004年
2月—2019年9月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PubMed数据

库收载的贝伐珠单抗致鼻中隔穿孔的个案报道文献，提取相关数据做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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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文献个案报道11篇，涉及13例患者，男性4例，女性9例，每次化疗剂量为10mg/kg 4例，贝伐珠单抗

联合紫杉醇化疗5例，12周内发生鼻中隔穿孔9例。贝伐珠单抗致鼻中隔穿孔临床表现主要鼻痛，流

鼻涕，鼻出血，鼻呼气时吹哨声。6例停止使用贝伐珠单抗，6例继续使用贝伐珠单抗，鼻中隔穿孔保

持稳定或好转。 结论 贝伐珠单抗高剂量使用以及与紫杉醇联合使用更易发生鼻中隔穿孔，应加

强贝伐珠单抗致鼻中隔穿孔监测，发现和处理鼻中隔穿孔。

小分子激酶抑制剂及其肾脏毒性

范倩倩 1 张波 1 赵彬 1 李秋月 1 刘芳 1 马杰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药剂科；2肾内科，北京 100730

【摘要】 小分子激酶抑制剂（small molecule kinase inhibitors，SMKIs）是一类独具优势的靶向药

物，因其特异性强、耐受性好、大多为口服制剂而使用方便等特点，在恶性肿瘤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在为患者带来获益的同时，该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也逐渐突显出来，肾损伤即是其中之一，严重时

可对患者的药物治疗、生存质量、甚至生命造成威胁。目前，SMKIs相关肾损伤在国外已引起越来越

多关注，而国内相关报道尚为有限。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现有文献，按照作用机制不同对SMKIs及其

潜在肾脏毒性进行分类梳理，旨在为该类不良反应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科研专项基金（320.6750.19090-30）

丹酚酸B通过抑制mTORC1诱导的糖酵解
来调节缺血/再灌注心脏中的巨噬细胞极化

赵美娜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巨噬细胞在心肌缺血/再灌注（MI/R）损伤后心脏组织的愈合和重塑中起重要作用。在这

里，我们研究了丹参中的丹酚酸B（SalB），一种从中草药丹参中提取的丰富生物活性化合物，对MI/R
后巨噬细胞介导的炎症及其潜在机制进行研究。在原代培养的骨髓巨噬细胞（BMDM）中，SalB以浓

度依赖的方式减弱了脂多糖（LPS）诱导的M1生物标志物（IL‑6，iNOS，CCL2和TNF‑α）mRNA的表达。

相反，SalB显著上调了白介素4（IL‑4）刺激后的M2生物标志物（Arg1，Clec10a和Mrc）mRNA水平。此

外，LPS刺激有效诱导RagD的转录上调，RagD是雷帕霉素复合物1（mTORC1）哺乳动物靶标的重要激

活因子。有趣的是，SalB抑制了LPS刺激的巨噬细胞中RagD的上调和mTORC1激活，减少了糖酵解，

并减少了炎症性细胞因子的产生，所有这些均在RagD敲低的巨噬细胞中减弱了。在MI/R的小鼠中，

SalB治疗在MI/R后3天减少心脏M1巨噬细胞并增加M2巨噬细胞，然后在MI/R后7天减少胶原蛋白

沉积并改善心脏功能障碍。总体而言，我们的数据表明，SalB通过抑制mTORC1依赖性糖酵解来降低

MI/R心脏中M1极化的巨噬细胞，这可能有助于减轻炎症，并改善MI/R后心脏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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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相关的假性进展和
超进展

熊堉 1 龙恩武 2 边原 2 陈岷 2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四川成都 600054；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电子科

技大学医学院 药学部，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 肿瘤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过继细胞疗法（TIL，CAR‑T，TCR‑T，
CAR‑NK），肿瘤疫苗及细胞因子治疗（TNF‑α，IL‑2）等。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上应用广泛，

假性进展和超进展作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肿瘤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之一，近年来也被广泛关

注。因此，本文结合最新文献报道、指南，对抗 CTLA‑4单抗 Ipilimumab、抗 PD‑1单抗 Nivolumab 和

Pembrolizumab等药物在治疗肺脏、肝脏、肾脏、胃肠道系统、内分泌系统、皮肤以及其他组织和器官肿

瘤过程中出现的假性进展和超进展进行综述。

抗肿瘤药物接触暴露的研究进展

郝梦琳 1，边 原 2，周杨林 1，2，闫峻峰 2*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4；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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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恶性肿瘤患者数的增加，抗肿瘤药的使用也逐年上升，由此带来的抗肿瘤药接触暴

露也随之增多。有研究表明，医务人员在配制、接触抗肿瘤药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身体损害。短期接

触可致皮肤损害，脱发增多，月经异常，血小板及白细胞减少等；长期接触可致妊娠流产，不孕不育甚

至恶性肿瘤的发生。因此，为减少暴露的发生，将工业卫生等级控制运用到医疗卫生行业当中，采用

分级管控的方式使抗肿瘤药的暴露风险最小化，其中包括将封闭系统传送设备（CSTDs）等作为工程

控制，危险药品管理实践作为行政控制以及处理抗肿瘤药时推荐使用个人防护设备（PPE）等。从不

同阶段等级有效地减少抗肿瘤药在医务人员当中的接触暴露。

基金项目：四川省人民医院院级科研基金临床研究及转化项目（2018LY09）；四川省省级公益性

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课题（2018YSKY0017）；国家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项目（30305030698）

水合氯醛口服溶液用于儿童镇静催眠安全
性的系统评价

陈哲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水合氯醛口服溶液用于儿童镇静催眠的安全性。 方法 检索文献数

据库9个、临床试验注册平台3个和不良反应监测网18个，检索截止2019年3月。采用RevMan5.3软
件进行Meta分析，对于不能行Meta分析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儿童使用水合氯醛的安全性。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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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献54篇，其中随机对照研究（RCT）13篇，队列研究9篇，病例系列研究17篇，病例报告13篇，不

良反应监测网报告2篇。基于RCT和队列研究结果显示：水合氯醛不良事件发生率为7.25%。与咪达

唑仑相比，两者在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分别为RR=0.87，95%CI
（0.14，5.42），I2=82%，P=0.88；RR=0.13，95%CI（0.01，2.41），I2=84%，P=0.17；RR=2.12，95%CI（0.08，
56.57），I2=60%，P=0.65］，但呼吸系统不良反应事件增加［RR=3.07，95%CI（1.94，4.86），I2=0%，P<
0.01］。与地西泮相比，两者在消化系统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RR=0.71，95%CI（0.47，1.10），P=0.13］。

与巴比妥类比，两者在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 结论 水合氯醛口

服溶液安全性较好，与咪达唑仑、地西泮和巴比妥类较为相当。

停用利福平后对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的影响
并文献复习

林志强，吴水发，洪丽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了解停用利福平后，对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的影响。 方法 对1例停用利福平、

异烟肼、乙胺丁醇、吡嗪酰胺等抗结核药后，开始伏立康唑治疗的血药浓度变化进行分析，并检索国内

外报道的利福平和伏立康唑联合使用的病例，综合进行分析。 结果 本院报道的病例，在停用利福

平第4天，伏立康唑的血药浓度仍为0，第7天上升到1.3μg/ml，第14天进一步上升到3.0μg/ml。文献

检索到43例案例报道，其中19例只关注伏立康唑和利福平联合应用时的浓度变化，19例只关注停用

利福平后伏立康唑的浓度变化，5例同时关注伏立康唑联合应用利福平及停用利福平后的浓度变

化。 结论 利福平是强效CYP450诱导剂，联合使用利福平第3天即可使伏立康唑血药浓度出现显

著下降，而在停用利福平第7天起，伏立康唑血药浓度可达到有效浓度范围下限（1.0μg/ml），但恢复到

基线水平可能需要14天，甚至更长时间。对于需要同时使用伏立康唑和利福平的患者，可考虑选用

利福布汀替代利福平。在治疗药物监测下，进行剂量调整，伏立康唑血药浓度可达到正常范围。

水合氯醛直肠溶液用于儿科镇静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hloral hydrate rectal solution for sedation in pediatric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覃方 Fang Qin,Mao Lin,,Zhe Chen,Zongyao Huang, Linan Zeng,Liang Huang,Dan Yu,Chuan Zhang,
Lingli Zhang
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 评价水合氯醛用于儿童直肠镇静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7个电子数

据库和3个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检索截至2019年5月水合氯醛用于儿童直肠镇静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的合格随机对照试验（RCT）。提取的结果包括水合氯醛镇静的成功率、不良事件的发生、入睡潜伏期

和睡眠时间。2位评价者独立筛选符合条件的文章，提取数据，评估符合条件的文章的偏倚风险。证

据质量采用Cochrane Risk工具进行评价，异质性分析采用 I。 结果 在Meta分析中确定41个随机

对照试验，接受水合氯醛治疗的儿童镇静成功率高于空白对照组［RR=2.60，95%CI（1.74，3.89），P<
0.01，P<0.01］，接受水合氯醛治疗的儿童镇静 成功率高于空白对照组［RR=2.60，95%CI（1.7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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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RR=1.24，95%CI（1.01，1.54），P=0.04］，口服水合氯醛［RR=1.12，95%CI（1.09，1.14），I2=36%，

P<0.001］，安定［RR=1.22，95%CI（1.10，1.35），I2=0%，P<0.001］，苯巴比妥［RR=1.24，95%CI（1.13，
1.35），I2=12%，P<0.001］和氯胺酮［RR=1.24，95%CI（1.13，1.35），I2=12%，P<0.001］。但与肌肉注射咪

达唑仑［RR=1.0 8，95%CI（0.88，1.32），P=0.45］和鼻腔注射咪唑安定［RR=1.0 4，95%CI（0.86，1.2 5，P=
0.6 9）］比较，差异无显著性。直肠水合氯醛镇静成功率低于静脉注射咪达唑仑［RR=0.90，95%CI
（0.82，0.98），P=0.0 2］。直肠注射水合氯醛组入睡潜伏期明显长于鼻腔注射咪唑安定组［MD=5.90，
95%CI（3.82，7.98），P<0.001］和肌肉注射咪唑安定组［MD=7.70，95%CI（5.75，9.65），P<0.001］，但明显

短于口服水合氯醛组［MD=-6.36，95%CI（-7.04，-5.68），I2=49%，P<0.001］。直肠注射水合氯醛的儿

童睡眠时间明显长于口服水合氯醛［MD=6.43，95%CI（4.39，8.47），I2=0%，P<0.001］和肌肉注射咪达唑

仑［MD=18.50，95%CI（14.10，22.90），P<0.01］，但与鼻腔注射咪达唑仑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MD=
5.30，95%CI（-0.78，11.38），P=0.09］。总不良事件发生率直肠水合氯醛组明显低于口服水合氯醛组

［RR=0.21，95%CI（0.16，0.29），I2=45%，P<0.01］和氯胺酮［RR=0.26，95%CI（0.12，0.60），I2=0%，P=
0.001］，直肠水合氯醛组和肌肉注射咪达唑仑组无明显差异［RR=0.55，95%CI（0.23，1.28），P=
0.17］。 结论 对于接受检查或手术的儿童，现有证据表明水合氯醛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镇静剂，但

证据的质量和数量都较低，这些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抽动障碍的干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的
最新综述

杨春松，张伶俐

华西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系统评价进行最新综述，总结涉及儿童抽动障碍（TDS）治疗

的各种策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结果。 方法 我们检索了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和相

关参考文献列表，从上次综述的搜索截止日期到2019年4月。包括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其中包括调查

各种干预措施对TDS影响的各种研究。 结果 16篇SRS符合纳入标准，均在2015年后发表。目前的

证据表明，抗精神病药物、α‑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和HRT/CBIT似乎是治疗TDS的最有力的循证选

择，但没有证据表明HRT/CBIT与药物和HRT/CBIT相结合。与上一篇综述相比，我们发现可乐定贴片

可能是一种有效、安全、方便的治疗方法，补充和替代药物疗法（宁东颗粒、5‑灵颗粒和针灸）作为辅助治

疗和体育活动或锻炼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方法。 结论 抽搐患者的治疗有有效的药理（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和α‑2肾上腺素能激动剂）和行为干预措施（HRT/CBIT）。药物治疗的选择应平衡整体效益和

危害。应鼓励进行随机对照试验（RCT）或直接比较不同TDS干预措施的真实研究和经济评价研究。

水泡包装用药错误防范策略研究（指导原则）

杨佳丹 幸晓琼 赵青青 邱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摘要】 目的 分析水泡包装用药错误防范管理策略。 方法 结合医院工作中的用药错误案

例进行分析。 结果 药师、护士、医院信息系统、管理、教育培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导致水泡包装

用药错误的发生。 结论 采取有效的防范策略，加强药师与护士、患者及家属的交流合作，提高水

泡包装药品使用的风险意识和安全用药的全局意识，才能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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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1例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化疗引起恶心呕吐
的病例分析

李晓翠 1，2 栗芳 2
1邯郸市中心医院药学部；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通过临床药师参与复发性卵巢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引起恶心呕吐的药物治疗实

践，探讨临床药师参与抗肿瘤药物治疗，尤其是化疗药物引起的恶心呕吐防治的工作方法。促进临床

药师更好地为肿瘤医生，护士，患者提供药学服务。 方法 临床药师通过参与妇科临床查房，从临

床药物治疗的角度入手，提供防治化疗引起恶心呕吐的合理性意见，协助临床医师制定个体化止吐方

案。 结果 临床药师通过参与止吐方案的指定，患者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得到有效了的控制。

结论 临床药师通过参与化疗引起恶心呕吐治疗方案的制定，对优化治疗方案，减轻不良反应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一例卵巢癌术后化疗使用重组人粒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的病例分析

李瑞 1，2 赵晋 1 栗芳 1，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院药剂；2航空总医院/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院研究药学

部；3临床合理用药生物特征谱学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摘要】 化疗是卵巢癌术后一线治疗方案，化疗药物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对人体正常细胞也

有杀伤作用，粒细胞缺乏时有发生，然而由于指南中对粒细胞缺乏预防及治疗使用推荐偏繁杂，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医师对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s，G‑CSF）的使用把握。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通过对临床中发现的1例卵巢癌化疗后粒细胞缺乏使用G‑CSF的病例，就G‑CSF
的预防及治疗、用药时机及用药疗程进行分析探讨，将笔者的心得体会与广大药师医师分享，旨在为

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性心肌炎病例分析

胡扬 1 李娇菊 2 孙雯娟 1 杨明 3 张波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 100730；2云南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药剂科

654399；3中国医学科院北京协和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100730

【摘要】 1例 58岁男性患者，肺癌术后行培美曲塞二钠+顺铂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

（pembrolizumap）免疫治疗。第二程用药14日后，突发晕厥，为进一步治疗入院。入院后ECG示Ⅲ度

AVB，心脏生物标记物显著升高，给予置入临时起搏器，完善心电图无心肌缺血表现，CAG无异常，胸

··25



第十二届药源性疾病与安全用药中国论坛

部CT平扫心影不大，考虑帕博利珠单抗诱发的免疫相关心肌炎不除外，予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6d
后，因患者自主恢复窦性心律可能性小，行永久起搏器置入，7日后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出院。出院第

34日（2019年7月15日）随访，心脏生物标记物CKMB‑mass 36.9μg/L，cTnI 0.037μg/L继续泼尼松5mg
po qd治疗。出院第53天（2019年8月3日）随访患者，CKMB‑mass 13.9μg/L，cTnI无异常，继续泼尼松

2.5mg po qd治疗，两周后复查心脏生物标记物。出院第 67天（2019年 8月 17日）随访，CKMB‑mass
8.2μg/L，继续泼尼松2.5mg po qd治疗一周后停用。肿瘤方面，医生建议患者心脏情况稳定后再选择

其他替代治疗方案。

1例培门冬酶致儿童颅内静脉窦血栓的严
重不良反应分析

单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摘要】 患儿，男，7岁，2019年1月4日首次入院，诊断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查无化疗禁忌，于1
月4日给予 Ι方案，即泼尼松、长春地辛、柔红霉素、培门冬酶化疗，并鞘内注射甲氨喋呤、阿糖胞苷。2
月12日第2次入院，给予CAM方案，即环磷酰胺、美司钠、阿糖胞苷、6‑巯基嘌呤化疗，并鞘内注射甲

氨喋呤、阿糖胞苷。2月22日患儿间断诉头晕，头颅增强核磁示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立即停止化疗，

并予低分子肝素钙抗凝治疗。患儿出现静脉窦血栓考虑与培门冬酶有关。静脉窦血栓出现与该药物

存在时间相关性且属于该药已知严重不良反应，后续治疗不建议使用该药。3月14日再次予CAM方

案和鞘内化疗，患儿未诉不适，继续低分子量肝素钙抗凝。5月23日复查头颅核磁未见明显异常，提

示颅内静脉窦血栓治愈。

一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的病例分析及药学
服务模式探讨

李晓翠 1，2 栗芳 2
1邯郸市中心医院药学部；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通过临床药师参与卵巢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的药物治疗实践，探讨临

床药师参与抗肿瘤治疗，尤其是化疗后骨髓抑制的防治和开展药学服务的方法。促进临床药师更好

地为肿瘤医生，护士，患者提供药学服务。 方法 临床药师通过参与妇科临床查房，参与临床治疗

团队，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的沟通，从临床药物治疗的角度入手，根据患者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

果等的变化，提供合理性意见，协助临床医师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并举办合理用药知识讲座、总结用

药问题并及时反馈，对其主要抗肿瘤药物治疗进行药学监护。同时指导和监督护士给药方法，对患者

进行个体化用药教育等，参与整个治疗过程。 结果 临床药师通过掌握指南和化疗药物的特性，参

与化疗方案的制订、实施、监护。经治疗后，患者的骨髓抑制得到有效控制，后续化疗顺利进行。确保

了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减少了药物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结论 临床药

师参与制定抗肿瘤治疗方案，关注肿瘤化疗护理工作中的药学监护点，对优化化疗方案，防治不良反

应（化疗后骨髓抑制）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医护患一起合作，临床药师可提供良好的药学服务，为

患者得到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药物治疗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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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尼拉帕利致血小板降低的用药监护

张蕾 1，栗芳 2
1山西省人民医院；2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摘要】 目的 卵巢癌作为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对卵巢癌初诊患

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彻底的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综合治疗，然而有约70%的患

者出现复发，在首次发现复发的患者中约25%为铂耐药型复发。近几年，为了有效降低卵巢癌的复

发率和耐药率，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案有腹腔化疗、剂量密集型化疗（周疗）、造血干细胞支持的超大

剂量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等。分子靶向药物PARP抑制剂 Olaparib、Veliparib、Iniparib在卵巢癌治疗

中具有一定的疗效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靶向药物尼拉帕利BRCA1/2基因突变与卵巢癌

的发病密切相关［2］，BRCA1/2基因属于肿瘤抑制因子编码基因，参与 DNA损伤修复，因而其突变显著

增加了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 方法 通过一例PARP抑制剂的用药提点及监护，分析在用PARP
抑制剂的同时出现的不良反应。 结果 及结论 PARP抑制剂治疗卵巢癌可改善患者PFS，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疲劳及贫血等。本文对使用尼拉帕利所致的不良反应进行分析

并做用药监护。

一例结肠癌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的用药安全
监护

王莉梅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临床药学部

【摘要】 目的 介绍一例结肠癌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的用药安全服务，为临床药师参与此类患者

的临床药学服务提供参考。 方法 临床药师参与了一例结肠癌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的治疗，就该患

者的治疗方案进行评估，及时发现药物治疗问题，并建议治疗团队的医务人员做出相应医嘱的调

整。 结果 临床药师在治疗过程中深入挖掘了药物治疗问题，从用药安全的角度协助医生优化了治疗

方案。 结论 临床药师利用专业的药物知识在治疗团队中发挥了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的积极作用。

吡柔比星膀胱灌注致罕见过敏性休克1例
王彩琴，王文莉

甘肃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1例 62岁女性患者，因膀胱恶性肿瘤行第 13次吡柔比星膀胱灌注治疗，在药液保留约

30分钟时，患者出现口、手脚麻木，随即大汗淋漓、全身潮红、意识丧失、大小便失禁、血压测不到、心

率110次/min。考虑为吡柔比星致过敏性休克。立即排空膀胱药液，吸氧，肌注异丙嗪注射液，静滴地

塞米松，静脉推注多巴胺后续以静滴，20min后测血压 70/50mmHg；再次行膀胱冲洗，多巴胺静滴后

40min，患者恢复意识；休克发生后2.5h，全身水肿并出现皮疹、瘙痒，给与地塞米松肌注，3日后皮疹及

瘙痒消失，11日后，水肿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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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吉西他滨致急性血小板减少病例分析

谢希晖 刘静

酒泉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吉西他滨（gemcitabine，GEM）是恶性肿瘤常用的化疗药物之一。广泛用于大多数实体

肿瘤，已取得良好的疗效。吉西他滨的主要不良反应为剂量限制性毒性，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其化

疗后血小板减少Ⅲ度和Ⅳ度的发生率较高（35% ~ 48%）。而临床使用吉西他滨化疗后出现严重出血

并不多见。本文介绍1例男性，55岁，“左肺下叶鳞状细胞癌术后，T2bN2M0 IIIA期”患者。该患者化

疗方案为：吉西他滨联合顺铂，行第二周期GP化疗，给予吉西他滨第1天化疗后出现血小板呈进行性

降低，吉西他滨第8天药物输注后患者血小板急剧减少，分级为Ⅳ度，考虑与化疗药物相关，后经治疗

患者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

静脉注射替加环素致肝功能异常1例
杨婧 刘丽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

【摘要】 1例慢阻肺伴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85岁女性患者，入院6天后排尿偶有痛感，实验室检

查示白细胞计数（WBC）11.4 ×109/L，降钙素原（PCT）0.14μg/L，谷草转氨酶（AST）23U/L，谷丙转氨酶

（AST）12U/L，不排除泌尿系统感染可能，首剂给予注射用替加环素100mg+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
静脉滴注治疗。用药1天后，AST 226U/L，AST 192U/L，考虑转氨酶升高与替加环素相关，停用该药，

给予保肝治疗。停用第2天，患者AST 213U/L，AST 164U/L；第6天，AST 95U/L，AST 108U/L；第14天，

AST 40U/L，AST 23U/L。

高剂量替加环素致急性肝损伤

韩舟 1 许青 2 王婷 3 石晓萍 2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剂科；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3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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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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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133 U/L，碱性磷酸酶（ALP）374 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169 U/L，总胆红素（TBil）23.3 μmol/L，
结合胆红素（DBil）13.0 μmol/L。由于肝功能受损不能除外药物性因素和移植术后排斥可能，停用替

加环素，加用免疫抑制剂。但肝损仍在加重，为明确原因进行肝穿刺活检术，肝穿组织病理学检查结

果提示细胞毒性损伤。使用糖皮质激素、复方甘草酸苷以及还原型谷胱甘肽进行治疗。替加环素停

药第 5天，患者肝功能好转，ALT 79 U/L，AST 45 U/L，ALP 461 U/L，γ‑GT 219 U/L，TBil 16.0 μmol/L，
DBil 5.0 μmol/L。停药 16天后复查，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ALT 34 U/L，AST 13 U/L，ALP 106 U/L，
γ‑GT 56 U/L，TB 15.4 μmol/L，DBil 0.4 μmol/L。出院1个月后复查，患者肝功能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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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疑似替加环素引起胰腺炎的不良反应

黄利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摘要】 替加环素是新一代广谱的甘氨酰四环素类抗菌药物，能克服由细菌外排及核糖体保护

所导致的四环素耐药性。上市后经验性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属于自发性报告）：过敏反应、急性胰

腺炎、肝脏胆汁淤积和黄疸、严重皮肤反应，包括Stevens‑Johnson综合征、糖尿病或非糖尿病患者的症

状性低血糖。现1老年患者因重症肺炎入院，经过多重抗菌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结合细菌培养结果使

用替加环素治疗。3日后，患者出现淀粉酶等胰腺炎指标升高，药师考虑为药物不良反应，遂停药。

停药后指标逐渐正常。通过该案例警示临床在使用替加环素时需加强患者生化等指标监测频率。

复方氨酚烷胺片致血液透析患者脑病1例
王冬雪 1 李延玲 2 侯继秋 1*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2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肾病内科

【摘要】 1例 48岁女性患者，因“发现肾功能异常 10年，规律血液透析 10年，胡言乱语 1天”入

院。既往无癫痫等精神病及神经系统病史，平时规律血透，1周3次。3d前因“感冒”自服复方氨酚烷

胺片 1片 bid，应用 2d后患者出现胡言乱语，烦躁不安，症状持续 1d后入院，急检指标与前无特殊改

变，头颅 CT无明显异常，体格检查无神经系统定位体征。 结果：药师考虑为复方氨酚烷胺片导致脑

病症状，建议停用复方氨酚烷胺片，并加强血液透析，未停用其他药物及治疗，医师采纳药师建议。加

强血液透析12d后患者神志转清，可做基本应答，好转出院。由此说明，血液透析患者在使用复方氨

酚烷胺片等感冒药时要时刻注意其诱发脑病的风险，注意药物应用的适应症及给药剂量。

阿昔洛韦注射液致透析患者脑病1例
王冬雪 1 徐锋 2 马九龙 1 侯继秋 1*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2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肾病内科

【摘要】 目的 探讨阿昔洛韦注射液致透析患者脑病不良反应1例。 方法 1例59岁男性患

者，因“发现血糖升高14年，发现血肌酐升高7年，规律腹膜透析3年，腹膜透析联合血液透析1年，出

现幻觉1天”入院。患者3年前诊断为慢性肾脏病5期，行规律腹膜透析，1年前改为腹膜透析联合血

液透析治疗。5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下肢“带状疱疹”，就诊于当地医院予阿昔洛韦注射液 2g qd
治疗3d后，患者出现幻觉，症状持续1天后入我院治疗。既往无癫痫等精神神经系统病史。急检指标

与前无特殊改变，头颅 CT无明显异常。 结果 药师考虑为阿昔洛韦注射液导致的脑病症状，建议

停用阿昔洛韦注射液，加强血透透析治疗，8d后患者幻觉消失，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透析患者在

使用阿昔洛韦注射液等抗病毒药物时要时刻注意其诱发脑病的风险，严格控制给药剂量和给药间隔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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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致可逆性黑舌

赵淑娟 1 范磊 2 冯静 1 马培志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药剂科，郑州 450003；2河南省人民医院骨科，郑州 450003

【摘要】 黑舌综合征（Bt）是一种罕见的自限性疾病，可由生理、代谢、毒性或其他外源性物质引

起。药物也是BT最常见的病因。一名39岁男性患者在开始服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5 d后出现BT。
在停药的一周后患者的舌头恢复了正常颜色。这是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诱发黑舌的首例病例报道，亚

胺培南/西司他丁引起的黑舌可能是可逆的。

甲硝唑致下颌及双手震颤

蔡晓铁 韦秀容 欧梦婷 庄晓欣

汕尾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1例 79岁男性患者因慢性阻塞性肺病伴有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治疗期间合并急性胆囊

炎，给予加用甲硝唑注射液 0.5g q8h进行抗感染治疗。一天后，患者突然出现下颌及双手不自主震

颤，伴有全身乏力，更换成奥硝唑注射液0.5g q12h后，该不良反应减弱直至消失，并且追踪患者直至

出院后再无出现类似不良反应，经过查阅相关文献，结合时间相关性，考虑该不良反应为甲硝唑所致。

头孢噻利致癫痫大发作1例并分析

李萌 邓艾平 周庆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中心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 总结头孢噻利与癫痫发作的药学监护要点。 方法 分析病历，对照不良反应

因果关系，查询文献。 结果 该不良反应因果关系为很可能，头孢噻利无根据肾功能量化减少剂量

的方案。 结论 老年人和肌酐清除率较低的患者，应避免选择头孢噻利。

静脉滴注伏立康唑导致视觉异常1例
吕品

河南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摘要】 患者，女，80岁，因“社区获得性肺部感染”收治入院。入院后经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5 g，
q8h）联合左氧氟沙星（0.5g，qd）抗感染治疗，治疗5 d，患者发热、咳嗽、咳灰黑色痰症状未见好转。查

胸部CT：双下肺均可见斑片状高密度影，提示左下肺为新发病灶，人院期间3次合格痰标本均提示烟

曲霉，临床考虑合并肺部真菌感染，加用伏立康唑注射液（美国辉瑞，批号Z230101）0.2 g，q12h（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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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剂量 0.4 g，q12h）治疗。伏立康唑治疗第2天，患者突然出现黄视、视力模糊伴畏光，同时无头晕、

头痛症状，第3天黄视、视力模糊症状持续存在，请眼科会诊，排除器质性病变，遂考虑伏立康唑所致，

更换为卡泊芬净50 mg*·kg‑l（第1天70 mg*kg‑l），换药1 d后黄视症状逐步缓解，2 d后黄视、视力模糊

逐渐消失。换药1周后患者咳嗽、咳灰黑色黏痰症状、CT结果较前明显改善。好转6 d后改为伏立康

唑片剂口服，10 d后患者好转出院，住院期间未再出现类似视觉异常症状。

一例使用伏立康唑导致患者肝功能异常的
病例分析

王青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

【摘要】 患者男性，61岁，我院急诊以“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肺部感染”收住入院。患者既往用

药：泼尼龙琥珀酸钠、达那唑、头孢他啶、埃索美拉唑等，入院查肝功能正常，胸部CT提示肺部感染，真

菌培养：曲霉菌。遂用伏立康唑片（200mg po q12h）抗真菌治疗，药师提示伏立康唑与埃索美拉唑存

在相互作用，不宜合并使用并注意监测肝功能。入院第 7日，患者生化：AST 187U/L、ALT 427.23/、
TBIL 14.2μmol/L、DBIL 5.22μmol/L、IBIL 8.98μmol/L，腹部B超未见异常。临床药师会诊建议更换伏

立康唑为卡泊芬净抗真菌治疗，停用埃索美拉唑，同时给予复方甘草酸苷针及还原性谷胱甘肽针进行

保肝治疗，患者入院第20天复查生化常规示正常，其余指标正常，患者病情稳定，遂出院。

基于治疗药物监测和基因检测探讨三唑类
药物治疗肾移植术后真菌感染的个体化用
药的实践与分析

何佳珂 1，2* 于洋 1 刘海浪 2 尹成龙 2 邹华 2 马景胜 2 杨文涛 2 刘烨 1 钟林 2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

【摘要】 目的 临床药师参与诊疗和门诊随访，结合治疗药物监测（TDM）与基因检测结果，实施

精准用药，提升药学服务水平。 方法 临床药师全程参与肾移植术后稳定期并发真菌性食管炎患

者的诊治过程，同时整合TDM和受者基因检测的结果，深入分析三唑类抗真菌药物与免疫抑制剂的

药物相互作用及其对临床用药的影响，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结果 该患者携带CYP3A5*3/*3和
ABCB1 3435 TT基因型，体内缺乏CYP3A5、P‑gp活性，对氟康唑引起的他克莫司代谢抑制作用更为敏

感，导致作用强度更大和持续时间更长的临床药物相互作用，在临床上应加强持续监测。 结论 临

床药师应积极参与临床诊疗及门诊随访，同时建议需要联合使用三唑类抗真菌药的实体器官移植受

者进行CYP3A5 6986 A>G和ABCB1 3435 C>T基因筛查，并根据TDM结果，评估药物疗效，及时调整

个体化用药方案，提升药学服务水平，促进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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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肠溶片致严重下消化道出血1例
张洁婷 1 杨海 1 公静 1 于迪 2
1青岛市中心医院药学部；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摘要】 1例67岁女性患者自行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3次/d。1个多月后出现反复便血

并进行性加重。发病第 2天至医院就诊，实验室检查示红细胞计数（RBC）3.36×1012/L、血红蛋白

（HGB）103 g/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41.6 s、血钠 134.2mmol/L。入院后考虑患者便血可能

与阿司匹林肠溶片相关，停用阿司匹林肠溶片、禁饮食并给予兰索拉唑、卡络磺钠及维生素K1止血及

补液等对症治疗。入院后第2天，患者便血量仍进行性增多，血压下降至58/33 mmHg，故进行外科剖

腹探查，明确为下消化道出血，并给予手术治疗。治疗后，患者症状逐渐好转。住院第15天，患者情

况良好并康复出院。

普通肝素致急性药物性肝损伤

刘一鸣 1 侯继秋 1 郭冬杰 2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2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

【摘要】 1例82岁女性患者，因急性肺栓塞行阿替普酶溶栓，溶栓后持续给予普通肝素抗凝。抗

凝前丙氨酸转氨酶（ALT）43 I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3 IU/L、γ‑谷氨酰胺转肽酶（GGT）42 IU/L、碱
性磷酸酶（ALP）93 IU/L、总胆红素（TBIL）20.64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10.72 μmol/L。用药第 3
天，ALT 55 IU/L、AST 58 IU/L、ALP 93 IU/L、TBIL 22.68 μmol/L、DBIL 17.26 μmol/L；用药第 6天，ALT
287 IU/L、AST 157 IU/L、TBIL 7.64 μmol/L、DBIL 5.23 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肝损

伤后，考虑为普通肝素导致的药物性肝损伤，停用该药换为磺达肝癸钠抗凝。换药后第6天，ALT 178
IU/L、AST 55 IU/L；换药后第8天，ALT 88 IU/L、AST 23 IU/L；转科1周后随访，ALT 23 IU/L、AST 20 IU/
L、GGT 42 IU/L、ALP 80 IU/L、TBIL 10.48 μmol/L、DBIL 3.14 μmol/L。

一例房颤合并左心耳血栓患者服用华法林
抗凝 INR异常升高的病例分析

齐会红 1 张亚同 2* 刘俊鹏 3
1唐山市工人医院药学部，河北 063000；2北京医院药学部/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100730；3
北京医院心内科 100730

【摘要】 临床药师参与了1例房颤合并左心耳血栓患者从达比加群酯换到华法林抗凝治疗过程

中 INR异常升高的处理，通过相关网站计算华法林给药剂量并查阅文献，协助医生寻找 INR异常升高

的原因及解决方案，探讨达比加群转换到华法林是否需要桥接治疗，为临床提供合理用药建议。 结

果发现患者的基因型、合并多种疾病均可能导致 INR异常升高，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和 INR结果调整给

药剂量，最终使 INR维持在目标范围。结合临床实际情况，达比加群酯换到华法林不桥接治疗可能也

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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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华法林致急性肾损伤的病例分析

林晓霞 1 李佳 2
1茂名市人民医院药剂科；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一例62岁女性患者因瓣膜性房颤，3月31日开始予华法林2.25 mg qd，4月10日门诊随

访查肌酐90 μmol/L，INR 4.39，4月15日入院，查肌酐127 μmol/L，INR 4.9，尿常规：尿隐血（2+），立即

停用华法林。4月16日复查 INR1.7，4月17日 INR 1.4，重启华法林3mg qd，4月19日肌酐持续上升至

245μmol/L，较入院前基础值升高 2倍，符合急性肾损伤的诊断标准，不排除华法林引起的相关性肾

病，再次停用华法林，肌酐较前明显降低，4月22日肌酐降至118μmol/L，复查尿常规：尿隐血（-），患者

病情稳定出院。

1例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致上消化道出
血的案例分析

吴菲 1 魏晓霞 2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药剂科；2福建省立医院药学部

【摘要】 一例75岁男性患者以“发现多发颅内动脉狭窄4个月”为主诉入院，入院当天开始给予

氯吡格雷 75 mg联合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 mg双抗。入院D8天，血栓弹力图结果示：ADP抑制率

6.7%，MA（ADP）59.2%，AA‑抑制率 100.0%。医生考虑存在氯吡格雷抵抗，改替格瑞洛90mg bid抗血

小板，入院D12天，傍晚患者于无明显诱因下呕吐暗红色胃内容物，量约200ml，呕吐物中可见血凝块，

查体：P 80次/分，R 20次/分，BP：202/100mmHg，睑结膜稍苍白，考虑抗血小板药物引起的急性上消化

道出血，立即停用抗血小板等药物，行补液等治疗。当天稍晚患者再次呕吐暗红色胃内容物2次，每

次量约150‑200ml，监测血压波动于150‑160/80‑90mmHg。后患者多次复查血常规及粪OB，均无明显

异常，提示无明显活动性出血症状，于D21天出院。

1例死亡病例的用药追踪与思考

赵琳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日照 276800，山东

【摘要】 患者，男，62岁，职业为长途货车司机。因“胸背痛31小时，双下肢麻木无力，伴排尿障

碍6小时”于2019年6月12日入院。患者于2019年6月10日19∶00点出现胸背痛，呈发作性、针刺样

疼痛，咳嗽时加重；6月11日约20∶00点出现双下肢麻木无力，初位于大腿根部，后逐渐进展至双足，

不能行走，出现排尿困难，于6.12日2∶00点急诊收入院。患者既往有风湿性心脏病和阵发性房颤病

史10余年，5年前行二尖瓣、主动脉瓣换瓣手术和冠脉搭桥术，平素口服华法林2.5mg（上海信谊九福

药业，2.5mg×60片/瓶，批准文号H31022123），1次/d，未规律监测国际标准化指数（INR），10天前，自行

在社会药店购买华法林钠片（芬兰，3mg×100片/瓶，批准文号H20171095），自服 3mg，1次/d。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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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本次住院最近一次检测 INR为2018年12月19号，INR为1.92。入院后经查血常规、生化、CT、核磁

共振等项目后，诊断：（1）脊髓硬膜外出血可能；（2）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主动脉瓣换瓣术后；（3）阵

发性心房颤动；（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状动脉搭桥术后；（5）低蛋白血症。INR 3.69，遂立

即停用华法林，INR正常后患者行胸椎硬膜外血肿清除+椎管减压术，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第2
天应用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4250IU qd预防心脏血栓形成。术后第8日给予注射液用奥美拉唑40mg
bid护胃。术后13天出现消化道出血，血红蛋白最低为33g/L，停用低分子肝素，给予输血治疗等待消

化道出血控制后，术后25天重启抗凝，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2900IU qd应用1天，后调整为4250IU qd，
术后34天出现大面积脑梗死（图6），病情加重，出现肢体抽搐、意识丧失，血压及脉氧进行性下降，多

器官功能衰竭，术后43天临床死亡。本案例包含的用药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华法林的应用剂

量错误及监测管理不规范，二是质子泵抑制剂的应用时机不当，多环节用药失当导致患者病情逐步恶

化，最终死亡。

一例苯溴马隆致急性肾损伤的病例分析
李海瑞 1，2 宋智慧 1
1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2敖汉旗医院药剂科

【摘要】 苯溴马隆是我国常用的降尿酸药物之一，临床应用广泛。已知的不良反应中胃肠不适、

荨麻疹、急性肝损害等已为大家熟知，但其与肾损伤的关系尚未被充分研究。1例35岁青年男性因高

尿酸血症应用苯溴马隆50mg qd后出现血清肌酐值升高，停用后肌酐值下降。再次以12.5mg qd剂量

启动治疗，密切监测肌酐变化的情况下缓慢加量，患者尿酸水平降至正常，且未出现再肌酐值升高。

本案例通过药师参与一位应用苯溴马隆后出现急性肾损伤患者的用药方案制定，探讨苯溴马隆致肾

损伤的机制以及预防措施。

单唾液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导致新生儿肝功
能损伤一例

张丹 梁华 江永贤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摘要】 患儿，女，5天，无药物、食物过敏史，由于母亲胎位异常（横位）于36+1周剖宫产娩出，因

“窒息复苏后，气促、呻吟1+小时”外院转入NICU病区。诊断：1.肺出血2.重症肺炎3.呼吸衰竭4.重
度窒息 5.缺氧缺血性脑病 6.败血症？7.早产儿。患儿入院后予抗感染，镇静，监护等治疗，入院

（2018.6.12日）查肝功指标：谷草转氨酶：68.1U/L、谷丙转氨酶：6.6U/L正常范围内。当日入院即使用

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0.15g ivgtt q12h抗感染治疗，2018.6.15日15∶09使用单唾液四己糖神经节

苷脂20mg ivgtt qd保护中枢神经系统，2018.6.17日复查肝功指标：谷丙转氨酶：80.1U/L，谷草转氨酶：

961U/L较入院略有升高，当日（2018.6.17日）因病情进展，停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改用注射用美罗培南

0.13g ivgtt q8h继续抗感染治疗，2018.6.19日患儿肝功指标：谷丙转氨酶：388.6U/L，谷草转氨酶：

3904U/L，提示肝功能指标明显升高，2018.6.21日考虑药物不良反应停用单唾液四己糖神经节苷脂，

同时继续注射用美罗培南0.13g ivgtt q8h抗感染治疗，2018.6.23日复查肝功指标：谷丙转氨酶：48.1U/L，
谷草转氨酶：92.3U/L，提示肝功能指标明显好转。患儿使用单唾液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后肝功能指标

大幅升高，停用后肝功能指标明显好转，考虑为单唾液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引起患儿肝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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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去痛片致急性肾损伤

陈静 成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药学部

【摘要】 1例 46岁女性患者因腹痛伴反酸烧心、偶有恶心，伴水样腹泻 1次，伴发热，体温最高

38℃，伴纳差、乏力，家中自服蒙脱石散（3g、3次/d）、雷贝拉唑钠肠溶片（20mg、1次/d）、铝镁加混悬液

（1.5g、3次/d）、去痛片（1片、3次/d）5天后，仍有腹痛、反酸、烧心，门诊实验室检查示：Scr 225μmol/L，
BUN 7.83mmol/L，尿酸488μmol/L，余正常，诊断为急性肾损伤。嘱患者停用去痛片，多饮水，患者肾功

能逐渐好转，15天后，复查Scr 81μmol/L，BUN 4.09 mmol/L，尿酸285μmol/L。

短期使用卡马西平持续降低华法林抗凝效
果的病例分享并文献复习

李兰芳 1 崔学艳 2 刘振 1 孟路华 1 曹晓孚 1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药剂科；2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

【摘要】 目的 探讨卡马西平对华法林抗凝效果的影响及应对方法，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1例脊髓脱髓鞘病变患者因下肢深静脉血栓服用华法林 2.5mg/d，5天后因下肢疼痛痉挛服用

卡马西平对症治疗。临床药师在卡马西平用药3.5天后发现此问题并建议医生停用卡马西平。但停

药后尽管华法林剂量不断增加，一直增加至 4.375mg/d，但是 INR稳定在 1.6左右持续不升高。 结

果 直至卡马西平停药 10天后 INR才开始上升，最终患者华法林调整到 2.5mg/d，INR控制在

2.0-3.0。 结论 卡马西平明显降低华法林抗凝效果，即使短期使用这种影响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临床应用中建议尽量避免联用。

［基金项目］济宁医学院教师科研扶持基金项目编号：JYFC2018FKJ072

基于基因多态性指导1例皮疹患者卡马西
平的合理使用

何忠芳 杨哲 武新安 周喆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

【摘要】 癫痫是由神经细胞异常放电引起的突发性、短暂性且反复发作的脑功能紊乱，是一种慢

性脑部疾病，目前尚无法根治，控制癫痫发作的有效手段仍然为长期规律地服用抗癫痫药物

（Antiepileptic drugs，AEDs）。其中卡马西平是临床常用的一线抗癫痫药物。卡马西平不良反应包括

血液和淋巴系统异常、抗利尿激素样作用、精神异常、胃肠道反应等。其引起的重症药疹，发病率极

低，但死亡率却很高，且与基因相关。本文报道一例疑似服用卡马西平引起药疹的患者，药师基于基

因检测结果指导卡马西平的合理使用。后进行随访，患者治疗效果良好，未再发生药疹。

··35



第十二届药源性疾病与安全用药中国论坛

阿糖腺苷致儿童精神行为异常

罗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摘要】 1例6岁男性患儿因发热、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静脉输注阿糖腺苷和头孢曲松，输注后

叫醒时出现傻笑，持续约3分钟后自行好转，醒后诉有做噩梦。第二天凌晨6点出现搓衣、傻笑，意识

清楚、可对答，诉不能控制傻笑。下午睡眠叫醒时出现双眼凝视、意识不清、四肢稍强直、手成爪状、说

胡话，持续约2分钟后意识好转，仍有口齿不清，持续约3分钟后好转。第三天傍晚再次出现情绪激

动，出现打骂人行为，持续约30分钟后好转。患儿输注阿糖腺苷一次后停药，入院后继续给予头孢曲

松抗感染治疗及维生素B6、甲钴胺营养神经，入院期间查患儿脑电图、脑脊液生化及常规、脑脊液及

血液抗谷氨酸受体、神经元受体、颅内MRI无明显异常，入院后及出院后随访半年患儿未再出现精神

行为异常，考虑患儿一过性精神行为异常可能为阿糖腺苷所致。

1例苯磺顺阿曲库铵致过敏性休克的病例
分析

吴菲 1 魏晓霞 2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药剂科；2福建省立医院药学部

【摘要】 一例42岁男性患者因“左侧腰部反复疼痛8天”为主诉于10月25日入院，诊断为：左侧

输尿管上段结石伴左肾积水。排除手术禁忌后 10月 31日在全麻下行“左侧经皮肾镜激光碎石取石

术”。10∶44麻醉诱导：盐酸戊乙奎醚 0.5mg，咪达唑仑 2 mg，丙泊酚 80 mg，舒芬太尼 20μg，苯磺顺阿

曲库铵 10mg。11∶10心电图示心率加快，最快达 170次/分，气道压超过 40cmH2O，无创血压无法测

出，同时发现手部及胸腹部皮肤发红，翻开衣服发现全身皮肤通红，考虑苯磺顺阿曲库铵引起的过敏

性休克，后经紧急处理好转。11.7日患者在硬膜外麻醉下行“左侧经皮肾镜激光碎石取石术”。整个

手术过程生命征平稳，神志清楚。

1例二氮嗪胶囊致婴幼儿踝关节水肿

李根 杨佳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药学部 610091

【摘要】 1例 1月大男婴因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导致低血糖频发伴脑损伤，使用二氮嗪胶囊

（50mg/粒）进行治疗。口服剂量增加至10mg/kg（3次/日）时，2日后出现明显的双踝关节水肿。考虑为

二氮嗪的不良反应，给予呋塞米注射液（5mg，1次/日）静推利尿，3日后患儿水肿缓解消退。继续增量

使用二氮嗪（12.5mg/kg，3次/日）治疗，3日后再次出现双踝关节水肿，考虑药物因素并结合家属意愿，

更换利尿方案为氢氯噻嗪片（3mg，3次/日）口服。5日后，患儿水肿缓解消退，出入量基本平衡，予以

出院。1月后门诊随访复查，未再发生水钠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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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冠状动脉介入患者应用碘对比剂致迟
发性皮肤过敏的病例分析

林丽敏 1 李佳 2
1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2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1例79岁男性患者在2019年3月5日接受“冠脉造影+支架植入术”过程中，共使用碘普

罗胺注射液（370）80ml静脉注射。2019年3月6日下午发现患者胸部、背部及双上肢均出现大片散在

红色皮疹伴瘙痒加重，先后给予苯海拉明注射液 20mg、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5mg及氯雷他定片

10mg×qd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红疹逐渐消退。

疑似碘佛醇注射液致迟发性视物模糊1例
魁学梅 1 吴昇祥 2 张磊 2 张国龙 2 丁朝晖 2
1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2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摘要】 患者女，55岁，因颅内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行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半年，为进

一步复查颅内动脉瘤有无复发于 2017年 8月 7日收住入院。入院查体未见明显异常，肾功能正常。

头颅CT示：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改变。既往高血压病史1年，服用硝苯地平缓释片、酒石酸美托洛尔

片、阿司匹林肠溶片、硫酸氢氯吡格雷片，血压控制正常。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8月10日患者在局

麻下行全脑血管造影术，给予造影剂碘佛醇注射液（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7042100，规
格33.9g/50mL）200mL。8月14日15∶30患者在全麻下行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右侧腹股沟动脉穿刺给

予碘佛醇注射液（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7042100，规格33.9g/50mL），注射速度为4mL/s，
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安返病房。术后第二日晨（术后约12h），患者诉视物模糊，似有白色点状异

物遮挡，以右眼为著，无眼睛红肿疼痛，无畏光流泪，请眼科会诊，眼底镜检查提示未见病变，嘱患者多

饮水，其余未给予特殊处理，动态观察，3日后左眼视力恢复，右眼仍感视物模糊，8月 17日患者出

院，2月后回访患者右眼视力恢复。

1例PCI相关的伴发造影剂脑病

周黎琴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患者，女，51岁，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左前降支近段软斑及左回旋支近段混合斑伴管

腔中重度狭窄，入院拟冠脉造影术进一步明确诊断治疗。该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十年。入院后查

体、术前检查遂择期行冠状动脉造影术明确及PCI介入治疗。术中以碘普罗胺 370为造影剂行造影

术，术毕，患者立即出现精神行为异常，认知障碍，查体欠合作，体温37℃。急诊心肌钙蛋白Ⅰ（cTnI）
0.023μg/L，头颅CT提示脑内多发缺血灶，大脑纵裂及小脑天幕稍高密度影，考虑脑血管意外。予以

抗血小板，调脂，抗凝，补液对症治疗。经对症治疗数日后患者症状好转。经全面考虑脑梗死，造影剂

脑病，可能是造影剂注入血管后，血浆渗透压改变导致血管舒张，使内皮细胞脱水，细胞间隙增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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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屏障通透性增加，渗出的造影剂改变脑组织的胶体渗透压进而引起脑水肿，加重了脑梗死伴发的神

经系统异常。因此我们判断是PCI相关的伴发造影剂脑病的脑梗死较重病例。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致皮肤过敏反应

舒文琳 陈水钫

厦门市中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厦门361009

【摘要】 患儿男，4岁7个月，因支气管肺炎合并感染肺炎支原体和腺病毒等病原体，给予阿奇霉

素、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甲泼尼龙等治疗。治疗6天后，患儿症状改善，体温恢复正常，但第8天开始

出现皮疹伴瘙痒，反复数日出现皮疹逐渐增多又逐渐消退，通过排查，最终停用甲泼尼龙后，患儿的皮

疹瘙痒才未再发作。糖皮质激素使用范围广，但不良反应亦多。故正确、合理应用糖皮质激素是提高

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关键。

酮咯酸氨丁三醇致血尿和蛋白尿1例
邱彦龙 1 葛文迪 2 李伟伟 3 管海方 4
1平邑县人民医院药剂科；2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3平邑县人民医院检验科；4山东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山东医专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摘要】 1例2岁患儿腹腔镜双侧鞘状突高位结扎术后给予单次静脉滴注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

液7mg。用药后约17h患儿突发肉眼血尿，超声检查示膀胱内血块，尿常规检查示：尿潜血（++），镜检

红细胞>50/HP，蛋白质（+++），肝肾生化及彩超检查等未见异常，期间给予酚磺乙胺注射液0.5g和注

射用头孢曲松钠0.5g静脉滴注治疗。第8d，无肉眼血尿，尿常规：尿潜血（+++），镜检红细胞3/HP，蛋
白质（+++），患者家属要求出院，给予盐酸贝那普利片和阿魏酸哌嗪片带药出院。第13 d复查尿常规

示：尿潜血（+），蛋白质（++），镜检红细胞0/HP；肾功：肌酐（Scr）25.7 μmol/L，尿素氮（BUN）3.49 mmol/L。
随访 1个月，患者未再出现血尿，复查尿常规示：尿潜血（-）、蛋白尿（-），肾功：Scr 22.7 μmol/L，BUN
3.19 mmol/L。

急性重度走马芹中毒1例
李悦 1 韩秋媛 1 刘洋 1 侯桂英 1，姚志鹏 1，王逍遥 1，王洪亮 1，郜杨 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ICU；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摘要】 患者，男，61岁。2019‑05‑17以“误服走马芹后出现恶心、呕吐伴意识不清6h”由急诊收

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三病房。入院前 6h患者因误服走马芹后出现恶心、呕

吐，随之意识不清伴有四肢抽搐。入院后给予患者继续呼吸机辅助呼吸、镇痛镇静、化痰平喘、抑制胃

酸分泌、补液水化、促醒、保肝、营养心肌、维生素C（10 g/d）等治疗措施，并于5月18、19日行2次血液

灌流。入院后第3天，患者意识转清，拔除经口气管插管，停止呼吸机辅助呼吸，给予经鼻高流量氧疗

（High‑flow nasal cannula oxygen therapy，HFNC）。入院后第5天，患者生命体征平稳，T 36.5 ℃，P 91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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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2次/分，BP 126/91 mm Hg，Sp02 98%。意识清楚，可交流，结膜略苍白，双肺呼吸音略粗，肌力及肌

张力正常，神经系统查体无著征。入院第15天，患者痊愈出院。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卫生计生委科研课题（2018‑086）

临床药师参与1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脱敏
方案优化的病例分析

边原 1 熊堉 2 李文渊 1 龙恩武 1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 个体化药物治疗

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72；2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成都 60 0054）

【摘要】 目的 为临床药师参与胰岛素过敏患者的脱敏方案优化提供参考。 方法 临床药师

参与了1例胰岛素过敏患者脱敏方案的实施与优化过程，分析其过敏类型，制定脱敏方案并实施全程

化的药学监护。 结果 患者脱敏成功，经过治疗后血糖水平达标并出院。 结论 临床药师可在

胰岛素过敏患者脱敏方案制定中协助临床医师优化方案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基金项目］ 国家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项目（30305030698）；四川省省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

科研业务专项课题（2018YSKY0017）； 四川省人民医院院级科研基金临床研究及转化项目

（2018LY09）

对一例房颤合并心梗患者联合使用高强度
阿托伐他汀和胺碘酮致横纹肌溶解的用药
分析与药学监护

胡文君 1，2，张青霞 1，3*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2北京市丰台区妇幼保健院药剂科；3国家老年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

【摘要】 临床药师参与1例72岁老年男性急性前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出现横纹肌溶解的患

者诊治全过程，结合患者的用药过程和肌酸激酶等相关检验值变化趋势并查阅相关文献，协助医师及

时确定致横纹肌溶解的药物，讨论药源性横纹肌溶解的机制及处理措施。通过停用可疑药物，患者肌

酸激酶逐渐恢复正常值，之后病情控制平稳。临床药师参与了整个治疗过程，并对患者进行全程药学

监护，严密监测停药后肌酸激酶变化，并组织肾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和临床药师们讨论分析阿托伐他

汀与盐酸胺碘酮相互作用导致横纹肌溶解严重不良反应的机制以及对重症监护室患者在阿托伐他汀

使用过程中剂量的调整、发生肌病的危险因素，为预防老年患者联合使用阿托伐他汀和盐酸胺碘酮导

致的严重肌病提供参考依据，旨为保障重症监护室患者安全使用阿托伐他汀和盐酸胺碘酮。

［基金项目］ 首都特色专项（Z141107002514062）；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老年重大疾

病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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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敌草快中毒引发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郜杨 种阳 汪义琪 王剑冰 张美玲，孟祥林，孙国栋，罗云鹏，康凯，费东升

【摘要】 1例28岁女性患者以自服敌草快3d，无尿伴有双下肢水肿2 d入院，肌酐达790.70μmol/
L。入院后先给予患者血液灌流、保肝、营养心肌、化痰平喘等治疗措施。在治疗过程中，因患者突发

意识障碍给予患者联合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抗感染、低分子肝素抗凝、抑制胃酸分泌、维生素C（10 g/
d）、促醒、免疫调理、化痰平喘、保肝、营养心肌等综合治疗措施。入院后第3d，患者家属放弃在 ICU的

治疗，患者临床死亡。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卫生计生委科研课题（2018‑086）

心源性脑栓塞合并多种基础病患者药物治
疗实践
梁佳，刘烨，万瑾瑾，朱宏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 通过对1例心源性脑栓塞合并肾功能不全及糖尿病患者抗栓药物选择及治疗过

程监护，探讨临床药师在特殊患者药物治疗中作用。 方法 临床药师参与特殊患者药物治疗过程，

结合循证对患者抗栓治疗提供个体化建议，当患者出现药源性低血糖时，及时调整药物治疗方案。

结果 临床药师选择吲哚布芬作为该患者抗栓治疗药物，同时协助医生判断致低血糖药物及机制，提

升药师认可度。 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特殊患者药物治疗过程对提高治疗效果减少药源性疾病发生

具有重要意义。

1例左旋氧氟沙星致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
过速的用药分析与药学监护

胡文君 1，2 陆璐 1，3 张青霞 1，3*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2北京市丰台区妇幼保健院药剂科；3国家老年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

【摘要】 临床药师参与1例冠心病严重心衰患者合并肺部感染使用多种抗菌药物出现尖端扭转

型室性心动过速（Tdp）患者诊治全过程，利用药学专业知识及经验并查阅相关文献，及时协助医师确

定致Tdp的药物，并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通过停用可疑药物及补钾，患者QT间期逐渐恢复正常

值，病情控制平稳，未再出现新的严重心律失常。临床药师通过对患者进行药学监护，可协助临床及

时发现并处理药物相关严重不良反应，保障用药安全。在使用左旋氧氟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治疗过

程中，特别是合并多个QT间期延长危险因素患时，需严密监测血钾水平及心功能，警惕低血钾及QT
间期延长的发生，尤其是危及生命的Tdp的发生，以便及时识别和处理，防范药源性严重心律失常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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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重症监护下耐碳青霉烯类弗劳地枸橼
酸杆菌阳性患儿的药学服务

葛洁 王婧雯 王磊 文爱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西安 710032

【摘要】 通过药师参与1例由弗劳地枸橼酸杆菌引起的血流感染患儿的治疗过程，讨论弗劳地

枸橼酸杆菌多重耐药的抗感染策略，并进行充分的药学监护，严格制订弗劳地枸橼酸杆菌多重耐药应

选择敏感的抗菌药物治疗方案，严密监测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该患儿应用阿米卡星治疗后体温恢

复正常，复测血培养阴性，预后良好。临床药师全程参与该患儿抗感染方案的制定，优化了治疗方案，

提高了有效性和安全性，体现了药师的价值。

一例C3肾小球肾炎伴卡氏肺孢子菌感染的
药学监护

纪金金 1 陈霞 1 边原 2 杨勇 2
1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药学部，408000；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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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临床药师深入参与1例C3型肾小球肾炎患者抗感染治疗过程，通过查阅文献，协助医

师制定治疗方案，并进行抗菌药物的药学监护。医师和患者采取临床药师建议，在卡泊芬净基础上加

用复方磺胺甲噁唑，并根据患者肾功能调整剂量，治疗4天后患者未再发热，1周后患者病情稳定出院。

一例严重过敏体质患者使用左氧氟沙星注
射液出现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的药学
监护

尚珺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药学部

【摘要】 目的 探索临床药师在参与严重过敏体质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处理中的作用。 方

法 通过开展1例严重过敏体质患者腹部手术后的药学监护，分析可能导致过敏药物，为患者诊断明

确并个体化治疗提供药学支持。 结果 临床药师通过药学干预，正确找到了患者出现中枢神经系

统症状的原因，避免了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未被识别而继续长期使用导致症状加重或诱发精神分裂症

的发生，之后又避免了患者需要长期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的结果，保证了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结论 临床药师的参与对提高临床医疗水平、鉴别药物不良反应、保

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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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1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治
疗实践

储晓晓 1 郭少波 2*
1阜阳市肿瘤医院药剂科；2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患者因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导致尿路感染反复入院治疗，予以美罗培南、阿米卡星及替

加环素联合治疗后第6天出现严重腹泻症状，并逐渐加重。考虑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不排除艰难梭

菌感染所致，先后予以酪酸活菌片，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甲硝唑片，万古霉素口服治疗后，患者症

状好转。一周后复查未再出现腹泻症状。

1例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患者的药学监护

姜倩 1，2 赵生俊 1，2
1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药学部；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

【摘要】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在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临床药师

对1例服用糖皮质激素的老年患者药物治疗进行药学监护，结合患者的病史特点及药物使用特点，查

阅指南及文献，根据患者骨折风险评估，协助医生优化钙/维生素D剂的补充及防治糖皮质激素性骨

质疏松的治疗方案，并对患者进行用药宣教。 结果 临床药师的建议被采纳，通过合理的药物治疗

及宣教，达到降低或减轻药物不良反应的目的。 结论 糖皮质激素在神经内科的使用广泛，临床药

师通过糖皮质激素对老年患者的不良反应为切入点，协助医生完善药物方案，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1例化脓性脊柱炎伴白细胞减少患者的治
疗方案调整案例分析

孙晓春 陈慢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人民医院

【摘要】 化脓性脊柱炎，又称脊柱化脓性骨髓炎，占所有骨髓炎的4%，多为血源性感染，以单一

致病菌感染多见，多种致病菌较为少见，化脓性脊柱炎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其他少见菌属有链球菌、沙门菌、假单胞菌及念珠菌等。因椎间盘组织无血供，感染波及椎间盘组织

时，抗生素已经无法在感染部位达到有效治疗浓度，遂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本文分享1例在应用多

种广谱抗菌药物治疗化脓性脊柱炎时出现白细胞减少的案例，临床药师给予合理分析和建议，避免抗

菌药物过度使用，在保障用药安全、合理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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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促进神经外科抗生素合理使用典
型病例报告

魁学梅 1 吴昇祥 2 张振洲 2 张国龙 2 张磊 2 王戌 2 丁朝晖 2
1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2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摘要】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参与神经外科抗生素合理使用的工作切入点。 方法 对临床药

师参与神经外科抗生素使用的典型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 临床药师可以从抗菌药物的选择、用法

用量、相互作用、关注药物不良反应及围术期预防用药等方面开展工作，促进神经外科抗生素合理使

用。 结论 临床药师在促进神经外科抗生素合理使用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清热解毒胶囊引起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致死1例
曾秀琴 刘静

酒泉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摘要】 1例男性患者，既往肾病综合征，此次因感冒服用清热解毒胶囊，于次日早晨，全身皮肤

出现散在红色皮疹，2d后皮疹面积逐渐增大，并融合成片，伴局部破溃，同时出现寒战、发热、乏力，口

腔、双眼、鼻腔及生殖器粘膜破溃。诊断“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停用清热解毒胶囊，给予糖皮质

激素、人免疫球蛋白、补钙、补液、抗感染等治疗8d后，患者症状未见好转，皮肤松解面积接近100%，

局部表皮出现坏死并旱片状脱落，转上级医院治疗，3d后患者死亡。

肾移植术后他克莫司致癫痫的个体化用药
的实践与分析

于洋 1 何佳珂 1，2* 刘烨 1 钟林 2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

【摘要】 目的 临床药师参与门诊随访，结合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

提升药学服务水平。 方法 临床药师通过参与肾移植术后他克莫司致癫痫患者的诊治过程，整理

并分析用药，同时利用TDM，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结果 该患者发生癫痫为他克莫司浓度过高所

致，临床药师通过参与优化临床治疗方案，使严重不良反应得以完全缓解。随访至今，未再发生免疫

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 结论 临床药师应积极参与门诊随访，评估药物疗效，并根据TDM结果，调

整个体化用药方案，提升药学服务水平，促进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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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人血浆中咪
唑立宾浓度及在肾移植术后患者中的临床
应用

伍晶晶 戴睿 钟国平 刘龙山 许璇 王长希 陈孝 陈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浆中咪唑立宾

（mizoribine，MZR）浓度的方法并分析其药动学（pharmacokinetics，PK）特征。 方法 以乙腈为沉淀

剂，经蛋白沉淀法处理，进高效液相串联质谱系统（HPLC‑MS/MS）分析，色谱柱：Waters Atlantis Hilic
Silica（100 mm ∽ 3.0 mm，3.0 μm），流动相：乙腈‑水（70∶30，v/v，含10 mmol·L‑1甲酸铵，pH 3.0），流速：

0.3 mL·min‑1，柱温：35 ℃；进样量：10 μL，电喷雾电离，用多反应监测模式，定量分析离子对分别是m/
z 260.1➝127.9（MZR）、m/z 337.1➝321.0（小檗碱，内标）。运用WinNonlin7.0软件计算分析 PK参

数。 结果 MZR标准曲线方程为 y=7.09 ∽ 10‑2x+2.64 ∽ 10‑3（R2=0.9985），线性范围为 50.00 ~
5000.00 ng·mL‑1；批间和批内准确度均在99.80% ~ 107.31%，精密度均在2.58% ~ 6.73%，提取回收率

均在71.88% ~ 74.91，稳定性好。共检测67位肾移植术后患者服药前（0 h）及服药后0.5，1，2，3，4，
5，6，8，12 h时间点的MZR血药浓度，主要PK参数 t1/2为（7.26±5.34）h，Tmax为（3.55±0.94）h，Cmax
为（2405.92±1121.30）ng·mL−1，AUC0‑12 h为（19664.60±10620.29）ng·h·mL−1。MZRPK特征个体差异

性大，主要受到肾功能影响。 结论 该方法准确、简单、快速、灵敏、分离效果好，适用于测定肾移植

术后患者血浆中MZR的药物浓度。

注射制剂辅料甘露醇细菌内毒素检查法研究

邓莎 1 罗洁 1 边原 2 张德波 1
1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

属医院药学部/个体化药物治疗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摘要】 目的 建立辅料甘露醇的细菌内毒素检验方法。 方法 按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

部通则1143细菌内毒素检查方法和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通则9301注射剂安全性检查法应用指导

原则进行试验，内毒素限值设定为L=1.0 EU/g。 结果 甘露醇对鲎试剂与内毒素反应不产生干扰

的最大浓度为0.03g/ml，需使用灵敏度为0.03 EU/ml或更高灵敏度的鲎试剂进行检验。 结论 甘露

醇可以建立细菌内毒素检查法，起草了细菌内毒素检查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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