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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药物 AAV5-脂蛋白脂酶变异体（GC304）临床

前神经系统安全性评价

李芊芊 1，夏艳 2△，侯田田 1，王超 1，石茜茜 1，马雪梅 2，刘子洋 2，张颖丽 1，吴小兵 2，

王三龙 1*，刘国庆 2#（1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国家药物安全评价监测中心，药物非临

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71；2北京锦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要：目的 通过评价GC304腺相关病毒注射液对C57BL/6N小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以确

定受试物可能关系到人的安全性问题。方法 本研究共使用40只小鼠，雌雄各半，分别单次

尾静脉给予溶媒对照、1.0×1013、5×1013和1.5×1014 vg·kg-1 GC304腺相关病毒注射液，采用功

能观测组合试验方法（FOB），分别在给药前和给药后1、4、24、48、96 h，7 和14 d观察

小鼠运动功能、感觉功能、自主活动等行为，评价受试物对小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并在

给药后第14天检测血清TG、白蛋白和总蛋白改变。结果 在本研究前期，采用荧光定量PCR

方法检测小鼠脑中目的基因（LPL），其结果显示给予1.5×1014 vg·kg-1 GC304 2周后，仍可

在脑区内检测到目的基因（LPL）的拷贝数，基于上述数据开展了GC304行为学检测，其结

果显示给予GC304后，可引起与药理作用相关的甘油三酯的明显降低，但在给药后2周内，

GC304各剂量组动物笼内观察、手持观察、开放场观察、反射评价各指标均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 GC304可进入脑区，且给药后14 d内，目的基因在脑区内仍有少量分布，但其不会诱

导产生神经毒性，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基因治疗；GC304；功能观测组合试验方法；LPL；神经毒性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及风险列线图模型

建立

张英杰 1，王娟 1，贾雪松 1，张巧梅 2（1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河南 郑州 450000；

2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目的 探讨某院住院患者发生嗜麦芽寡养单胞菌（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SMA）感染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 SMA 感染风险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

究。收集 2019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发生 SMA 感染的患者 35 例，设为观察组；未发生 SMA

感染患者 70 例，设为对照组。收集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模型筛选发

·基础与临床研究·

http://med.wanfangdata.com.cn/Paper/Detail?id=PeriodicalPaper_zgksszz202204013&dbid=WF_QK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359676_Stenotrophomonas_maltophilia_An_emerging_opportunist_human_pathogen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359676_Stenotrophomonas_maltophilia_An_emerging_opportunist_human_path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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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SMA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用 R 软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模型的预测性和准确度进

行验证。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长≥30d（OR=7.008，95%CI：1.370～35.857）、

气管切开（OR=9.456，95%CI：1.287～69.485）、使用激素（OR=15.844，95%CI：1.598～

157.075）、使用抗生素≥7 d（OR=42.907，95%CI：3.607～510.395）是发生 SMA 感染的独

立危险因素（P<0.05）。列线图模型预测 SMA 感染的一致性指数为 0.878 2，受试者工作曲

线（ROC）显示列线图预测 SMA 感染风险的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887 3（95%CI：0.823 3～

0.951 3）。结论：基于住院时长≥30 d、气管切开、使用激素、抗生素使用时间≥7d 四项

危险因素建立的预测发生 SMA 感染风险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准确度，具有较高

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嗜麦芽寡养单胞菌；相关因素；发生风险；列线图；预测

拉氧头孢预防阑尾炎手术部位感染的疗效评价

闫波 1，郑荣耀 1，李晨曦 2，杨东亮 1，张全梅 1（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药品供

应调剂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颌

面肿瘤外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腔医学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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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阑尾炎围手术期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

在某院住院行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的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

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使用拉氧头孢预防感染，对照组使用头孢呋辛钠预

防感染，观察并记录 2组患者的手术前、后血清学指标、术后恢复时间、感染发生情况等指

标。结果 经过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及手术治疗后，2组患者血清学指标均较术前下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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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孢呋辛钠组；拉氧头孢组治疗有效率为 86.44%，优于头孢呋辛钠组 67.21%，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拉氧头孢可以改善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手术患者术后血清炎性因

子水平、缩短术后恢复时间、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从而提高临床治疗的有效率，值得

推广应用。

关键词：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感染；拉氧头孢；预防性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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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联合丙泊酚用于急性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疗

效评价

闫波 1，李晨曦 2，郑荣耀 1，杨东亮 1，张全梅 1（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学部 药品

供应调剂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

颌面肿瘤外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腔医学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目的 评价右美托咪定和丙泊酚联合用于主动脉夹层镇静治疗时的疗效，为临床提供

合适的给药方案。方法 纳入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我院收治的 85 例主动脉夹层患

者，按照患者实际用药情况，构成对照组 42 例和试验组 43 例。对照组单独使用丙泊酚；试

验组泵注右美托咪定后，再注射丙泊酚。比较两组患者在入院用药前、入院用药后 10 min、

用药后 4 h、用药后 12 h 和用药后 24 h 的血流动力学参数、镇痛和降压药物的使用剂量、

疼痛评分、镇静评分、谵妄发生率和认知状况评分。结果 试验组患者在入院用药后的不同

时间点（除入院 10 min 后），平均动脉压、心率和呼吸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均产生了明显提

升（P<0.05）；用药 4、12 和 24 h 后，试验组患者的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镇静评分和认

知状态评分较对照组更优（P<0.05）；试验组患者使用的镇痛及降压药的剂量，较对照组也

出现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早期治疗急性主动脉夹层时，与单独应

用丙泊酚相比，联合右美托咪定的给药方案，可以更好地稳定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明显

降低镇痛和降压等药物的使用剂量、减少镇痛药物成瘾风险，改善了患者的疼痛和镇静效果，

并能保护患者的脑神经功能。

关键词：右美托咪定；丙泊酚；主动脉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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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药物警戒体系比较研究和启示

仲志磊，易力，蒋蕊鞠,邓燕，冷云吉，李佳蓉，黄品译，陆俊严，杨净思*（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118）

摘要：目的 对比美国、日本、韩国、欧盟、我国药物警戒系统的异同，主要研究对比我国

和欧盟《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中的相关条款，为持续推进我国药物警戒制度的发展提供

思路。方法 综合运用情报调研、文献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比美国、日本、韩国、欧盟、我

国药物警戒体系的特点，并研究分析我国《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及《药物警戒检查指导

原则》相应条款。结果 各国的药物警戒系统以及个例不良事件收集分析利用体系各有发展，

我国加入 ICH 以后，药物警戒工作发展迅速，但仍需不断完善和改进。结论 我国要进一步

完善被动监测体系，构建行之有效的主动监测途径，加强数据的分析运用和公开，并进一步

完善相应的监管措施，保障我国药物警戒的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词：药物警戒；不良反应监测；比较研究

采用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对麻精药品用药安全风险点

研究

袁偲偲 1，王广燕 2，李轶凡 1，李瑞莲 1，冯欣 1*（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

幼保健院药事部，北京 100006；2 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药学部，青岛 266034）

摘要：目的 利用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FMEA）法探讨麻精药品在临床使用中存在的用药错

误风险点。方法 在北京妇产医院建立麻精药品用药错误防范策略研究组，通过查阅文献，

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收集失效模式和风险点，应用 FMEA 法对其严重程度（S）、发生频率（O）

和发现指数（D）进行评分，确定风险优先级数（risk priority numbers，RPN），以 RPN

评分>100 为高风险点，针对这些风险点制订管理和防范策略。结果 根据文献报道和实地考

察进行综合评价后，麻精药品在医疗机构的全生命周期主要存在：药品生产、制度管理、HIS

系统、培训考核、药品管理、医师处方、药师调剂、药品使用、患者用药 9个环节，包括

23 个风险点，其中 10 个风险点 RPN>100：①单支剂量过大，容易造成非整支使用，多余药

液无法保证安全抛弃。②单支玻璃安瓿质量差，容易造成药品破损。③全院设立的记录表格

不同一、不完善，造成相关信息登记内容缺失。④麻精药品全流程使用的批号追踪不到位。

⑤未指派专人负责麻精药品的管理。麻精药品交接班不到位，造成管理风险。⑥麻精药品残

·法规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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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量登记不完善，销毁监督有漏洞造成麻精药品残余药液流失。⑦患者死亡后，手上剩余的

麻精药品未第一时间交回。⑧患者死亡后，医疗结构不知晓，有人继续持患者麻精卡，购买

麻精药品。⑨各医疗机构未进行联网，患者同时到多家医院重复购买麻精药品。⑩使用监管

不足，可能出现购药后，麻精药品未用在患者身上。结论 利用 FMEA 法可以有效找出麻精药

品在临床使用中存在的用药错误风险点，帮助医疗机构制定防范措施，保障麻精药品的用药

安全和减少不良社会影响。

关键词：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麻精药品；用药错误；风险管理；安全管理

某哨点医院基于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CHPS）开展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研究分析

刘毅（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贵州 562400）

摘要：目的 通过对某哨点医院上线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CHPS）前后开展药品不良反应

（ADR）监测工作进行对比分析，体现国家哨点医院基于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CHPS）在

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优越性。方法 回顾性方法收集某哨点医院运行中国医院药物

警戒系统（CHPS）前后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应用鱼骨图对运行医院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

统（CHPS）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根因分析，应用统计学对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工作中 ADR 报告的新的、严重的、药品种类、零报告科室、占出院病人比例、累及系统

及主要临床表现、给药途径及 ADR 病例监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运行 CHPS 前年上报 348

例 ADR 报告，其中新的/严重的 91 例（26.14%），涉及药品品种 146 种，其中涉及西药 141

种（340 例占比 97.70%）、涉及中成药 5 种（13 例占 3.74%），零报告科室 10 个（占比 29.41%），

占出院人数比例 0.67%。运行 CHPS 后年上报 771 例，其中新的/严重的 256 例（33.20%），

涉及药品品种共 214 个，西药 189 种（754 例占 97.80%），中药 13 种(22 例占 2.85%)，医

院零报告科室 1个（占比 2.56%），占出院人数比例 1.21%，开展主动监测筛出 29858 例特

征病例，提醒医师上报 123 例，占报告总数（771）的 16.00%。运行 CHPS 后提高了哨点医

院 ADR 上报的效率及报告质量，提高 ADR 上报率，减少了 ADR 的漏报，ADR 上报更加及时、

准确、高效；提高了药师工作的技术含量，把药品不良反应危害降到最小，以此保障患者用

药安全。

关键词：哨点医院；CHPS；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主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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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门急诊西药房 2011 年至 2020 年药品报损率的调

查分析及改进对策探讨

陈婧，许佳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福建 厦门 361022）

摘要：目的 对我院门急诊西药房 2011 年至 2020 年药品报损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改进相

关管理对策。方法 将 2011 年 1 月到 2020 年 12 月期间我院门急诊西药房 2011 年至 2020

年药品报损记录纳入研究范围，调查分析药品报损情况、报损原因。结果 2011 年至 2020

年我院门急诊西药房注射剂报损品种数最多，共计 226 个，报损金额达到 27 956.8 元，其

次是口服西药、口服中成药、外用药；2011 年至 2020 年我院药剂科门急诊西药房药品出库

金额为 27 472.65 万元，报损金额为 5.56 万元，报损占比为 0.20%，整体报损情况较严重；

2011-2020 年我院药剂科门急诊西药房药品报损原因包括药品发放错误、需冷藏的药品没有

及时放入冰箱、药品过期、药品破损，其中 2020 年药品过期报损最多；2011 年至 2020 年

中，2020 年我院门急诊西药房药品报损金额最高，且注射剂报损金额占据了大部分，其中

报损最多为盐酸异丙肾上腺素注射液，其次为氟尿嘧啶注射液、柴银口服液等。2020 年药

品过期报损最多、药品报损金额最高主要是受到 2020 年 1 月武汉疫情爆发，我院成为定点

医院，门诊关闭，使得药物过期报损。结论 我院门急诊西药房药品报损较为严重，主要会

受到药品发放错误、需冷藏的药品没有及时放入冰箱、药品过期、药品破损等因素影响，增

加药品报损率，需要根据这些因素及时改进相关管理措施。

关键词：门急诊药房；西药房药品；报损；调查分析；改进对策

我院口服单剂量自动化摆药的风险管理探讨

李洁，樊珍珍，陈迹，耿伟*（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目的 从多个方面阐述口服单剂量摆药机模式下的药品安全，分析评价我院住院部药

房全自动口服单剂量摆药机的存在的风险因素，确保患者用药的安全性，以杜绝用药事故发

生。方法 通过建立完善的单剂量口服摆药管理体系及标准操作流程（SOP），包括双人复核

制度、药品质量管理制度、建立差错登记管理制度，医嘱审核。应用药品检测器对 14 个连

续工作日的单剂量口服分包装的药品进行检测，并对检测器出的报告由药师进行二次核对，

记录每次错误发生的原因和信息并加以分析。结果 运用品检测器及药师二次核对，其差错

率明显降低，达到预期目标。结论 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建议与措施，使差错率显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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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采用检测器对口服药品的单剂量药包进行检测能够提高分发给患者的单剂量药品的准确

度，降低患者的用药风险，并且提高药师工作效率，为探索新的管理模式提供依据。

关健词：全自动口服摆药机；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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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博利珠单抗致Stevens-Johnson综合征和中毒性表皮

坏死松懈症病例报告分析

吴迪（安徽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目的 探讨帕博利珠单抗致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SJS），中毒性表皮坏死松懈症

(TEN)的临床特点，旨在为临床合理使用帕博利珠单抗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维普、

万方、PubMed、Web of Science 和 MEDLINE 等数据库关于帕博利珠单抗致 SJS/TEN 的文献，

筛选出符合标准的病例，分析该药致 SJS/TEN 的临床特点。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 25 例，

男性 10 例，女性 15 例；年龄 32～81 岁，＞60 岁者占比为 64.0%（16 例）。25 例病例中

SJS 发生 13 例次，TEN 发生 7 例次，SJS/TEN 重叠征 5 例次。SJS/TEN 反应最早出现在初次

给药后 2 d,最晚为初次用药后 120 d。25 例患者出现 SJS/TEN 中 22 例（88.0%）伴随着黏

膜受累，有 17 例（68.0%）在黏膜受累或皮肤脱落之前出现前驱性皮疹，有 6 例（24.0%）

在皮肤反应前出现皮肤疼痛、发烧、不适或上呼吸道症状。25 例患者 24 例（96.0%）接受

了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7 例（28.0%）接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4 例（16.0%）接受免

疫抑制剂。最终，25 例患者中好转或痊愈 17 例（68.0），5例（20.0%）死亡，3 例（12.0%）

预后结果未知。结论 帕博利珠单抗可诱发 SJS/TEN，应注意黏膜损伤，异常皮疹、发烧等

信号在 SJS/TEN 出现早期接受治疗，除了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以外，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和环孢素治疗有积极的疗效。

关键词：帕博利珠单抗；药品不良反应；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中毒性表皮坏死松懈症

硫普罗宁注射液不合理用药对疗效影响的评价与分析

杨红叶，师宇，林明珠，李丹，何慧丽（安阳市肿瘤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河南 安阳，455000）

摘要：目的 分析安阳市肿瘤医院集采硫普罗尼注射液不合理用药的类型及对疗效的影响，

为促进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推进集采药品在临床上的推广。方法 选取 2022 年 1 至 7 月我院

使用硫普罗宁注射液（远大医药）的肿瘤患者 77 例，收集硫普罗宁注射液用药的相关信息，

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 硫普罗宁注射液不合理用药的类型有预防用药指征不适宜、用药剂

量不适宜、用药疗程不适宜和联合其他保肝药物不适宜。预防用药指征不适宜有 41 例，占

53.2%，41 例患者中，预防有效有 19 例，预防有效率 46.3%；用药疗程不适宜有 77 例，占

100%，硫普罗宁注射液用药天数低于推荐疗程，用药平均时间为 4.23 d，预防用药的平均

·安全与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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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为 3.14 d，预防有效率 46.3%。治疗用药的平均天数为 5.25 d，治愈率为 22.2%，用

药疗程不足对肝功能损害的患者影响更大；用药剂量不适宜有 3 例，占 3.9%，硫普罗宁注

射液的用药剂量均低于推荐值，患者均未到达治愈或预防目的；联合其他保肝药物不适宜有

12 例，占 15.6%，增加保肝药物的种类对患者治愈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不合理用药类型

中疗程不适宜占比最大，其次为预防用药指征不适宜。不合理用药可影响硫普罗宁注射液的

临床疗效，需规范硫普罗宁注射液的使用，避免出现集采硫普罗宁注射液临床效果不好的假

象，使患者获得经济受益的同时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推进集采药品在临床上的应用。

关键词：集采药品；硫普罗宁注射液；化疗药物；预防用药

安罗替尼在恶性肿瘤中的应用和不良反应分析

易文凤 1，丁德权 1，刘凌翔 2，张燕 3*（1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安徽 马鞍山，243000；2江苏

省人民医院肿瘤科，江苏 南京 210000；3泰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目的 初步了解盐酸安罗替尼在恶性肿瘤中的应用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的规律，探讨

临床如何更安全的应用安罗替尼。方法 运用回顾性分析法，对医院信息系统数据库中使用

安罗替尼的部分恶性肿瘤住院患者病历进行分析，统计并分析所收集的信息。结果 本次研

究 112 名患者共 74 名发生了药品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 66.1%；有 17 名患者在发生 ADR 后

减低药量对症治疗后好转；15 名患者因不能耐受 ADR 而停药，此次药品不良反应均在 3 级

以内，未出现 4级及以上药品不良反应。安罗替尼在临床使用较方便、安全，超说明书用药

情况广泛，此次未出现新的药品不良反应。安罗替尼的药品不良反应主要跟患者年龄、性别、

BMI（P<0.05）、用药时长、肿瘤类型(P<0.05)有关。结论 安罗替尼在不同肿瘤中抗肿瘤发

生药品不良事件风险可控，在用药期间做好用药交代、药学监护，可以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为临床治疗恶性肿瘤保驾护航。

关键词：安罗替尼；安全性；药品不良反应

2021 年周口市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张磊 1，赵贝*，张红玉，朱盼永（周口市中心医院，河南 周口 466000）

摘要：目的 了解周口市 2021 年新的药品不良反应（NADR）发生的情况及特点，为保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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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安全提供参考。方法 调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周口市上报至国家 ADR 监测中心

自发呈报系统 NADR 报告的相关数据，对报告类型、上报机构、报告人职业和患者性别、年

龄、怀疑药品类别、累及器官/系统、临床表现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筛选出 NADR

报告 2064 例，占全部 ADR 的 13.93％；其中新的一般的 ADR 有 1952 例，新的严重的 ADR 有

112 例。在上报的 NADR 中，上报机构以医疗机构为主占 93.27％，报告人职业以医师为主占

56.40％；女性（1 115 例）多于男性（948 例），45 岁及以上人群为 NADR 多发人群占 63.66％；

主要给药途径为口服给药；怀疑药品类别数量排名前三位依次为中药制剂（1 071 例，

51.89%）、抗微生物用药（267 例，12.94%）和心脑血管系统用药（240 例，11.63%），其

中，中药制剂排名前十位中以感冒治疗用中成药居多，抗菌药物静脉滴注 NADR 发生率最高；

累及器官/系统主要为胃肠系统、皮肤黏膜、中枢与外周神经系统等。结论 建议临床加强对

中药制剂尤其是感冒治疗用中成药和注射剂尤其是静脉滴注抗菌药物的 ADR 监测，保障患者

临床用药安全。

关键词：药品不良反应；新的；报告分析；用药安全

真实世界中 PD-1 抑制剂单药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病

理特征及安全性分析

杨洁，高瑛
*
（零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医学部，北京 100089）

摘要：目的基于真实世界诊疗数据分析 PD-1 抑制剂单药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病理特征及安

全性，为该类药物的临床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基于电子病历记录构建的临床结构化数据，

纳入 2011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至少有 1 次使用 PD-1 抑制剂处方记录的晚期胃癌患者，

收集其一般信息、生物检测信息、诊断信息、治疗信息、检查信息、随访信息。符合纳入标

准的患者共 360 例，描述性分析患者的病理特征、不良事件（AE）发生的种类、严重程度。

探讨患者病理特征与安全性之间的关联。结果 360 例患者中，＜65 岁的患者占 69.44%，且

男性居多，以 III、IV 期患者为主。PD-1 抑制剂单药治疗患者发生 AE（1528）例次低于 PD-1

抑制剂联合药物治疗患者发生 AE（2 772）例次，且以 1～2级 AE 为主。结论 PD-1 抑制剂

在真实世界中治疗胃癌以中晚期为主。总体上 PD-1 抑制剂单药治疗晚期胃癌的不良反应发

生低于联合用药治疗。骨髓抑制、贫血、恶心、呕吐、便秘、血小板计数降低和中性粒细胞

降低是最常见的不良事件。

关键词：PD-1，胃癌，病理特征，安全性，联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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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 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 Pareto 法分析
张雅兰 1，洪文聪 2（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福建 泉州 362000；2福建省南安

市医院呼吸科，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目的 分析某院上报的 1784 例药品不良反应的特点，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CHPS)收集某院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

报的 ADR 报告，对相关因素进行帕累托图分析。结果 发现中老年患者是该院发生 ADR 的主

要人群，导致 ADR 的药物主要为抗肿瘤药、抗感染药等，引发 ADR 的给药途径以静脉给药

为主，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皮肤及皮肤组织类疾病较常见。结论 临床工作中可针对主要

因素进行干预，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关键词：药品不良反应；Pareto；合理用药

1656 例儿童误服药物中毒回顾性分析及预防

娄鑫，孙冲，张胜男（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河南 郑州 450018）

摘要：目的 分析儿童误服药物种类及原因和患儿年龄，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法，降低儿

童误服药物引起的中毒率和死亡率，提高儿童用药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医院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期间 1 656 例儿童误服药物中毒病例、药物种类、年龄分布、中

毒原因等，提出防范措施和用药建议。结果 误服患儿男孩占 59.03%，女孩占 40.97%。药物

种类以感冒类药物（18.66%）、降压类药物（17.75%）、营养类药物（13.35%）为主，主要

以 4 岁及以下患儿误服中毒患儿多，占 88.16%。结论 儿童误服的药物多为家中常备药物及

老人常用药，建议家长积极参与儿童安全用药，家庭、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积极做出相应措

施等各方面综合有效降低儿童误服药物事件发生率。

关键词：误服药物；中毒；药学服务；用药安全性；防范措施

222 例雷公藤及其制剂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张玲萍
1,2
，黄榕珍

2
，张纾

2
，林翼旻

2
，林羽

1*
（

1
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2
福建省药品审评与监测评价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目的 探讨雷公藤及其制剂的不良反应（ADR）发生特点及规律，为临床合理用药及今

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雷公藤及其制剂在 2004 年至 2021 年福建省内上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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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事件（ADR/AE）报告和 2009 年至 2021 年福建省生产企业相关品种在全国收集的

ADR/AE 报告，剔除重复报告后对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222 例涉及雷公藤及其

制剂的 ADR/AE 报告多用于治疗免疫系统疾病，以中老年居多，女性略多于男性；严重不良

反应报告占总报告的 14.86%；不良反应涉及胃肠系统疾病居多，但以肝胆系统疾病较突出；

多数患者痊愈或好转，但仍有部分患者未好转或有后遗症。结论 临床使用时应严密监测其

不良反应，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避免潜在风险。

关键词：雷公藤及其制剂 不良反应 肝胆系统疾病

某院 221 例抗肿瘤药物致药品不良反应分析

刘猛，吴晶晶，方可，叶晓磊，卞涛，严家菊，何曼云，刘梦（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临床药学部，安徽 六安 237008）

摘要：目的 了解某院患者使用抗肿瘤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为临床用

药提供指导。方法 整理收集某院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抗肿瘤药物致药品不良反应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报告 221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221 例 ADR 报告中，

男性多于女性；年龄以 60～74 岁组占比最高（49.32%）；药物种类占比最高的前三类依次

为植物来源类（27.27%）、铂类（25.62%）和抗代谢类（19.28%）；累及系统/器官最常见

的为消化系统（43.44%）、血液系统（38.01%）和皮肤及其附件（13.57%）；引发 ADR 最多

的给药途径为静脉滴注（77.38%）；发生时间主要为用药后 3～13 d（29.86%）。结论 应

加强某院抗肿瘤药物监管，重视 ADR 监测，保障临床安全用药。

关键词：抗肿瘤药物；药品不良反应；用药分析

202 例药物性肝损相关药物使用情况及其严重程度的

危险因素分析

刘丽娜 1，王建青 1，张勋 2（1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药学部，安徽 合肥 230000，2安

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感染科，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目的 回顾性总结分析引起 202例药物性肝损（DILI）患者的药物使用情况并探讨 DILI

严重程度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防治 DILI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 2018年 8月-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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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院诊断为 DILl的 202例住院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包括患者基本情况、基础疾病、可

疑药物用药史、联合用药史、过敏史、饮酒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治疗、转归等资料。

收集 DILI的患者肝损伤类型，严重程度分级将 DILl分为轻中度组（n=138），重度组（n=45），

肝衰竭组（n=45）,根据相关可疑用药史将其分为西药组、中药组及中西药联用组。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2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Mann-

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 2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DILI的严重程度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logictic 回归分析。结果 主要可疑药物以抗肿瘤药物为主（56例，27.9%），其次为中药及

抗微生物药物。患者甘油三酯和是否遵医嘱服药及有无 DILI 临床症状在不同严重程度分组

中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有无临床症状患者是药物性肝损得严重程度的独立影

响因素。结论 高度重视患者服药习惯加强用药安全的宣教，加大对 DILI出现临床症状患者

的监测。

关键词：药物性肝损；相关药物使用情况；药物性肝损严重程度；危险因素分析

72 例硝酸酯类药品不良反应分析与合理用药思考

王腾飞，戴世晓，王玉玺，韩乃巍* （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山东 青岛 266200）

摘要：目的 分析某医院硝酸酯类药物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探讨 ADR 发生的特点和规

律，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对该医院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的 72 例

硝酸酯类药物相关的 ADR 报告按照患者一般情况、药品种类、临床表现、转归及预后等进行

回顾性分析，探讨硝酸酯类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机制、预防手段与合理用药方法。结果 硝

酸酯类药物在 51～70 岁人群中更易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与给药途径无相关性，头痛占

ADR 临床表现的绝大多数，其发生机制与脑部血管过度扩张有关，停药后不良反应均能缓解，

预后较好。结论 硝酸酯类药物易发生 ADR 且不良反应的表现较为典型，需加强药学监护，

可联用镇痛药物或针刺、冷敷等方法减少 ADR 的发生，可采取偏时给药、联合用药方法减少

其耐药性的产生。

关键词：药品不良反应，硝酸酯类药物，耐药性，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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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源性低钾血症伴发横纹肌溶解的文献分析

李宇 1，樊晖晖 1，冯晓俊 2，王运红 1，张蕾 2，史天陆 2*（1安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皖南医

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安徽 阜阳 236600；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目的 探讨药源性低钾血症伴发横纹肌溶解的发生特点和规律，为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网，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关药源性低钾血症伴发横纹肌溶解的案例报道，对患者性别、年龄、用法用量、

临床表现及治疗转归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纳入 39 篇研究，45 例患者，男女发病率

为 1：1.25，各年龄段均有分布；出现低钾血症伴发横纹肌溶解最多的药物为甘草制剂

（35.6%）、利尿剂（22.2%）和抗菌药物（22.2%）。38 例（84.4%）患者表现肌无力，33

例（73.3%）患者表现肌痛，17 例（37.8%）患者出现尿隐血阳性或尿液颜色改变；肌酸激

酶为 1114-112700U/L，血钾水平为 1.84±0.43mmol/L。患者经停药、补钾、补液、碱化尿

液等对症治疗后肌酸激酶均恢复至正常范围，多数患者治疗 4-10 天症状好转。结论 临床医

生及药师应警惕低钾血症伴发横纹肌溶解的发生，对于可致 K
+
丢失的药物如甘草制剂、利尿

剂、两性霉素 B及轻泻剂等药物，应密切监测电解质并及时纠正紊乱。

关键词：低钾血症；横纹肌溶解；文献分析

特瑞普利单抗不良反应文献分析

蔡华丹，任文静，赵艳玲（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药学部，北京 100039）

摘要：目的 分析特瑞普利单抗不良反应（ADR）发生的情况及临床特点，为临床安全、合理

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网、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

库关于特瑞普利单抗 ADR 的文献并进行分析。结果 检索到特瑞普利单抗 ADR 病例报道 20

篇，共 22 例患者。患者平均年龄是 59 岁，其中男 13 例（59%），女 9 例（41%）。ADR 主

要发生在用药后 2 个月内（63.6%），所致 ADR 以心血管系统损害（27.3%）、内分泌系统

损害（27.3%）为主，其次为皮肤及其附件损害（22.7%）。结论 临床医师和药师应了解特

瑞普利单抗 ADR 的发生规律和特点，在临床用药过程应加强监测，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

关键词：特瑞普利单抗；药品不良反应；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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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 TPF 方案治疗牙龈癌致消化道出血不良反应的药

学监护

林燕 曹轶君 刘晓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 上海 200011）

摘要：目的 总结 TPF 方案治疗牙龈癌致消化道出血不良反应原因及监护方法，促进 TPF 方

案安全合理使用。方法 临床药师通过参与 TPF 方案治疗牙龈癌消化道出血的不良反应的药

物治疗，分析了 TPF 方案引起消化道出血的发生机制，并对消化道出血不良反应的治疗方案

给予建议，并解决下一步治疗中的诸多问题：化疗药物的剂量调整、PPI 制剂预防性使用、

肠内营养的持续使用等。结果 临床药师为患者提供了个性化、全程药学监护。结论 临床药

师通过参与此例 TPF 方案治疗牙龈癌致消化道出血不良反应的诊疗，为患者提供了个性化、

全程药学监护，为临床安全合理提供保证。

关键词：TPF方案；消化道出血；临床药师；药学监护

壮骨止痛胶囊引起肝功能损伤 2 例分析

杨慧灵，吴伟，杨小燕（铜仁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中心，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目的 探讨壮骨止痛胶囊引起肝功能损伤的机制，加强安全性监测和临床用药监护。

方法 引入 2 例壮骨止痛胶囊引起肝功能损伤病例，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文献，分析探讨壮

骨止痛胶囊引起肝功能损伤的机制。结果 文献分析结果表明，壮骨止痛胶囊成分中的补骨

脂和淫羊藿可能导致肝功能损伤。补骨脂的肝毒性主要与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和补骨脂酚

三种成分有关，通过影响胆汁酸平衡、氧化应激、脂质合成、胆汁酸代谢酶和肝再生等途径

产生肝毒性。淫羊藿肝毒性关键成分之一为淫羊藿素，毒性作用机制与细胞氧化应激反应和

诱导细胞凋亡过程有关，且其肝毒性与剂量、疗程呈正相关。结论 肝功能损伤可能为壮骨

止痛胶囊新的不良反应，建议加强对该品种的安全性监测，根据监测情况及时完善药品说明

书。临床使用壮骨止痛胶囊时应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或遵循临床指南，建议制定个体化给药

方案，加强全程用药监护，定期进行肝脏生化学检验，根据患者肝功能损伤情况及时变更治

疗方案。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合理安全用药意识。

关键词：壮骨止痛胶囊；药品不良反应；肝功能损伤；药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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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洛尔加重妊娠期高血压伴银屑病 1 例分析

张晴 1，朱磊 2，蔺存连 2，解沛涛 1，杨俊丽 1，苏长海 1*（1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药剂科，内

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2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目的 探讨 1例拉贝洛尔治疗妊娠期高血压伴银屑病用药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提

高临床药师对该病用药的认识。方法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拉贝洛尔加重妊娠期高血压伴银屑

病的治疗过程，通过分析拉贝洛尔引起皮疹特点，结合本案例及相关情况，及时调整降压药

物方案；结合孕妇实际情况，查阅资料，给出特殊人群银屑病治疗的最优方案。结果 拉贝

洛尔加重妊娠期高血压伴银屑病病情，使患者皮疹症状加重。结论 临床药师在临床治疗中

充分运用药学知识，特殊人群银屑病的治疗过程中临床药师需敏锐识别药品不良反应，提高

临床药物治疗水平。

关键词：拉贝洛尔；妊娠期高血压；银屑病；药品不良反应

口服头孢氨苄与连花清瘟致过敏性休克 1 例

洪文英（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药学部，成都，611130）

摘要：目的 分析头孢氨苄与连花清瘟致过敏性休克的安全性风险，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

考。方法 报告 1 例口服头孢氨苄与连花清瘟致过敏性休克的风险信号，分析其发生原因。

结果 患者很可能是头孢氨苄颗粒引起的过敏性休克，但也可能是连花清瘟颗粒所致，还可

能是患者处于急性扁桃体炎状态，使机体免疫反应性改变，致发生过敏风险高，同时给予具

有过敏性休克风险的头孢氨苄和含致过敏性休克的成分连花清瘟，可能共同作用导致了过敏

性休克的发生。结论 重视药物的交叉过敏反应，警惕中成药也可诱发严重不良反应，警惕

口服药物也可致过敏性休克。

关键词：头孢氨苄；连花清瘟；过敏性休克；

杜记独角膏致铅中毒 1 例分析

夏小叶 1，钟露苗 2*，赖燕 3（1常德市食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湖南 常德

415000；2湖南省药品审评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0；3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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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目的 分析 1例使用杜记独角膏后出现铅中毒，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

分析处方、测试数据、患者临床资料与文献，对患者使用的药物与铅中毒进行关联性评价。

结果 患者铅中毒可能为使用杜记独角膏所致。经过排铅等治疗，患者好转。结论 杜记独角

膏含铅量较高，在儿童、青少年等特殊人群或患者皮肤损伤后使用，可能会导致铅中毒，同

时建议黑膏药上市许可持有人应提高产品质量标准，关注特殊人群用药。

关键词：杜记独角膏；药品不良反应；铅中毒

替加环素致血小板减少 1 例分析

牟景丽，玉鸾，陈婷，陈萍*（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要：替加环素为甘氨酰环素类抗菌药，在医院鲍曼不动杆菌感染中已作为常规基础治疗，

对大多数革兰阳性需氧菌、革兰阴性需氧菌、厌氧菌和不典型病原菌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

在使用替加环素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可能发生药源性血小板减少症，即血小板计数降低

（<100×109/L）[7]，发生率<2%。本文通过介绍 1例替加环素抗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过程中出

现严重药源性血小板减少症病例的分析，警示临床医生、药师、护士不可忽略不常见，但较

为严重的不良反应，进一步完善我院药品不良反应制度、流程、人员、培训力度等建设，临

床药师密切观察用药反应，较少或防范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关键词：替加环素；血小板减少；不良反应；安全用药；临床药师

帕博利珠单抗致皮肤色素沉着 1 例分析

周于禄
1，黄国林

1,3，邓红艺
2，韦艳征

1,4，余早勤
1,5，吴佳瑶

1,6
（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药学研

究部，湖南 长沙 410013；2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务部，湖南 长沙 410013；3南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药学部，广西 南宁 530022；4来宾市兴宾区人民医院药剂科，广西 来宾 546100

；5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湖北 武汉 430030；6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药剂科，天津 300052）

摘要：目的 以病例为基础分析帕博利珠单抗致皮肤色素沉着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案。方

法 对 1 例应用帕博利珠单抗治疗肺腺癌诱发皮肤色素沉着的病例进行分析，并对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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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归纳和总结。结果 1 例 77 岁女性患者因肺腺癌伴纵隔淋巴结、肾上腺、腹腔及腹

膜后淋巴结转移，给予帕博利珠单抗 200 mg静脉滴注。患者使用帕博利珠单抗 1 周期后

面部、颈部及掌背部皮肤出现色素沉着，未停用或减量帕博利珠单抗，之后患者皮肤色

素沉着逐渐加重。结论 帕博利珠单抗治疗过程中需关注患者的临床症状，鉴别其可能导

致的免疫相关性皮肤反应，发生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的患者需根据其严重程度不同予以

相应的治疗手段。

关键词：帕博利珠单抗，色素沉着，不良反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皮肤，PD-1

注射用甘露聚糖肽致过敏性休克伴痴呆状态 1 例分析

陈建寿，黄兹英，陈珊珊
*
（儋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海南 儋州 571700）

摘要：目的 分析甘露聚糖肽致过敏性休克伴痴呆状态的安全性风险，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

参考。方法 报告 1 例甘露聚糖肽引起的过敏性休克伴痴呆状态，分析其发生原因。检索文

献数据库，截止至至 2021 年 11 月有关甘露聚糖肽引起的药品不良反应（ADR）资料进行收

集整理。结果 甘露聚糖肽过敏性休克发生后，患者出现呼吸、心搏骤停对神经系统造成了

严重缺氧-缺血性脑损伤，从而导致血管性痴呆。结论 应重视甘露聚糖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首次用药者尤应注意，如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应及时停药，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积极救治患

者。

关键词：甘露聚糖肽；过敏性休克；痴呆；药品不良反应

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注射用丙戊酸钠致肝损伤1例分析

张伟东，赵运旺，张伟威，赵莉莉，魏颖，张玲，王莉，程业童，王娜
*
（秦皇岛市第一医

院药学部，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目的 报道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注射用丙戊酸钠引起肝损伤 1 例。方法 临床药师参与

1例丙戊酸钠缓释片联合注射用丙戊酸钠治疗难治性癫痫患者多学科会诊，对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出现的药物性肝损伤进行分析，为难治性癫痫患者合理使用丙戊酸钠提供建议。结果与

结论 临床药师应积极参与临床治疗工作，以临床药学的思维模式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合理

化治疗建议，避免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丙戊酸钠缓释片；注射用丙戊酸钠；肝损伤；药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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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髓瘤致急性胰腺炎 1 例分析

杨亮 1，曾真 1，罗传璀 1，蒋玲 1，李秀军 2，周训蓉 1*（1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

部，贵州 贵阳 550001；2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目的 探讨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硼替佐米与急性胰腺炎的相关性。方法 通过我院首

例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发生急性胰腺炎的不良反应的案例，并结合截止 2022 年

4 月 11 日的所以相关文献报道进行探讨。结果 关联 12 例相关案例，发现了硼替佐米诱发

急性胰腺炎的 8条共性。结论 当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出现上腹部疼痛时应加以注意，符合

8条共性应高度怀疑急性胰腺炎的可能，及时做相关检查，积极治疗，以避免对患者造成更

大的伤害。

关键词：硼替佐米；急性胰腺炎；多发性骨髓瘤；药品不良反应

头孢曲松致瘙痒、呼吸困难、药物热 1 例分析

洪文英 1,2，陈敏 1，黄亮 2*（1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药学部、骨科，四川 成都 611130 ；2 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四川 成都，610011）

摘要：目的 探讨头孢曲松致严重过敏处置与预防措施。方法 分析 1 例头孢曲松致皮肤瘙痒、

呼吸困难、药物热诊疗经过，结合文献分析，探讨头孢曲松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及预防、处理

措施。结果 头孢曲松致皮肤瘙痒、呼吸困难、药物热是新的严重过敏反应，是相继发生 IgE

介导的Ⅰ型超敏反应和免疫复合物介导的Ⅲ超敏反应,经治疗恢复。结论 在严重过敏反应时

立即停药，对症处理，首选肾上腺素，抗组胺药和糖皮质激素可作为二线用药。

关键词：头孢曲松；皮肤瘙痒；呼吸困难；药物热；药品不良反应

卡瑞利珠单抗致反应性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分析
谭飞龙，夏洪颖，李燕华，王洋，李翠红，李丛元，王重娟*（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

药学部，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目的 探讨卡瑞利珠单抗致反应性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的临床特点。方法 报

道 1 例卡瑞利珠单抗致 RCCEP 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及检索中国知网、万方及 Pubmed

等数据（2019 年 5 月至 2022 年 10 月）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进行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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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收治 1 例左肺腺癌患者，使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赛、卡铂治疗 4 次，2 d 后发

生 2 级 RCCEP，未予特殊处理，避免出血，6 个月丘疹消退。本研究纳入分析的患者共 22

例，男性 15 例、女性 7 例；平均年龄为 64.1 岁；原患疾病为肺癌 11 例，结肠癌 3 例，肝

癌、食管癌、肾癌各 2 例，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鼻咽癌、滑膜肉瘤各 1 例。单药治疗 4

例，免疫联合治疗 17 例；RCCEP 在用药后 1 个周期发生率最高（8 例，32%）；4 例患者未

经处理全部好转，18 例经止血、抗感染、手术切除、激光治疗或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等治

疗后均好转。结论 RCCEP 多发生在使用卡瑞利珠单抗第 1 个周期内，根据严重分级对症治

疗，可取得满意效果，但仍需警惕 RCCEP 潜在的严重风险。

关键词：卡瑞利珠单抗；反应性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药品不良反应；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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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药品检验中自配溶液的有效性

王雪云（山东省济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山东 济宁 272073）

摘要：本文举例分析了影响药品实验室自配溶液有效性的四大因素，化学试剂质量的保证、

配制过程中易出现差错、使用自配溶液中的不规范及配制后的监测，提出科学、经济、安全

管理化学试剂，在自配溶液的配制、管理原则上，本着规范配制、保证实验用量、严格按照

贮存条件尽可能延长溶液有效期的原则去做。

关键词：自配溶液；化学试剂；外部因素；试剂沾污；差错；不规范使用；配制后的监测；

全方位管理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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