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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监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点监控药品的药事管理
和合理用药干预实践与效果"

杨!乾!!王!鹏!郭小彬!斯日古楞!杨宏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处!内蒙古 呼和浩特!#$##$B$

中图分类号!C%>%I?(C%B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B"E"$"A""#"$##%E$$$AE#>
FGH!$#I$A##%JK;,11.;$>B"5"$"AI"#"$I#%I#""

摘!要!目的!评价并探索对重点监控药品的药事管理和合理用药干预措施& 方法!"#$%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
+我院,#针对重点监控药品实施了临床应用管理措施&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抽取干预前""#$d 年 B*$" 月#$干预后""#$% 年
B*$"月和 "#"#年 B*$"月#我院重点监控目录内药品的相关使用数据%以药物利用评价和药物使用合理性情况为评价指标%对
比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的总体使用情况和合理性& 结果!与干预前比较%干预后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及其占药品总销
售金额的比例$用药频度以及药占比均呈降低趋势’限定日费用变化较大的药品为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和骨肽注射液’
"#种重点监控药品中%$>种药品的药品销售金额排序J用药频度排序的比值接近 #I=j$I=& 干预后""#$% 年 B*$" 月#%重点监
控药品不合理使用率呈现逐月降低趋势& 结论!通过药事管理和合理用药干预%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明显降低%不合理
使用情况明显改善%提示管控措施促进了重点监控药品的临床合理应用&
关键词!重点监控药品’ 药事管理’ 干预’ 药物利用评价’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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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药师% 研究方向"中药临床药学% &5Q(,)"?#$"%=%=$BS
TT;P-Q

@ 通信作者"主任药师% 研究方向"医院药学% &5Q(,)".0$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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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用药的滥用是导致药品费用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
因% 为规范辅助用药的合理使用&"#$=1"#$d 年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要求对辅助用药实施相应监管措施($5") % 但是&

辅助用药的定义和范围没有明确&辅助用药管理存在一定难
度% "#$%年 B月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办公室发布了,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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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 (?) % 随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也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
录&强调要进一步做好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
的管理工作(A)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0$

积极响应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要求&将,第
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中我院涉及的 "#个品
规药品作为重点监控药品&并健全完善临床应用管理措施%

本研究将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以期为其他医疗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的管理提供参考%

MN资料与方法
MOMN资料来源

通过 ZDOO 系统和 WHO 系统抽取干预前 # "#$d 年 B1
$"月$*干预后#"#$%年 B1$"月和 "#"# 年 B1$" 月$我院重
点监控目录内药品的使用数据&包括药品名称*规格*使用数
量和销售金额&同时抽取我院医疗总收入*药品总销售金额和
重点监控药品销售金额% 用药合理性评价数据来源于干预期
间每月临床药师的医嘱审核结果% 采用 V,P3-1-2+&aP6)软件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MOPN管控措施
$I"I$!行政管控""#$%年&基于,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
药药品目录-中的 "#种药品&制定我院,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
品管理制度-&建立相关的管控措施和奖惩规则% 对目录中的
药品保持持续监测&每月在药事质控简报中通报重点监控药
品销售金额排序居前 $#位的临床医师’对使用量及销售金额
持续增长的重点监控药品进行加锁权限管理’科室主任具有
使用重点监控药品处方权限&临床医师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如
有需要&则向科室主任提出申请&由科室主任审核并批准开具
重点监控药品% "#"#年&逐步将适应证宽泛*循证证据少和指
南推荐率低的重点监控药品纳入我院临时采购药品目录&如
临床确需使用&需由临床科室主任提交申请&经药学部主任审
批&临床药师审核适宜性与合理性后&方可采购使用%
$I"I"!合理性点评"依据国家发布的,处方管理办法-和,医
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等相关文件*药品说明书*已有
的相关用药指南或专家共识等资料&制定重点监控药品相关
品种点评规范&明确规定临床应用的条件和原则% 不定期对
每种药品销售金额排序居前 ? 位的医师开具的医嘱进行点
评&并对点评结果进行追踪&将不合理用药点评结果上报质量
管理科% 将重点监控药品的临床使用情况与科室绩效考核相
结合&考核结果及时公示%
$I"I?!加强培训"临床药师深入所负责的临床科室进行培训
授课&聘请知名专家*教授进行全院网络直播培训药学知识&

通过公众号*医院内网等多种形式向临床科室普及,重点监控
药品相关品种点评规范-,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管理制度-

和重点监控药品合理使用的相关知识%
MOQN评价标准
$I?I$!药事管理效果评价"比较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销售
金额占医院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药占比的变化情况%

$I?I"!药物利用评价#/3*4*1636’,6‘&FYC$"采用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限定日剂量#/62,.6/ /(,)0/-16&FFF$分析方法&以
药品销售金额*FFF*用药频度 # /62,.6/ /(,)0/-16101+6Q&
FFF1$*限定日费用#/62,.6/ /(,)0P-1+&FF9$和药品销售金额
排序#[$JFFF1排序#D$为指标&评价重点监控药品的总体使
用情况(=5>) % FFF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

知-#"#$=年版$ (B) *,新编药物学- #第 $B 版$ (d)及药品说明
书推荐的平均日剂量&并结合临床实际情况确定% FFF1l某
药的总用量#4或 Q4$J该药的 FFF&FFF1越大&表示临床对
该药的用药倾向性越大’FF9l某药的销售金额J该药的
FFF1&FF9越大&表示患者使用该药的平均日费用越高&药品
的经济实用性和可接受程度越低’[JD用于衡量药品销售金
额与消耗量是否同步&[JD为 #I=j$I=表明同步性较好&[JD

越接近 $表示药品费用和接受程度的同步性越好(>&%5$#) %
$I?I?!合理性评价"以我院制定的重点监控药品相关品种点
评规范*药品说明书以及相关指南等为依据&对 "#$% 年 B1
$"月使用重点监控药品销售金额排序居前 ?位的医师进行医
嘱点评与分析&点评不合理医嘱发生率和不合理类型&评价药
物使用的合理性%

PN结果
POMN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
比例$药占比变化

经过行政干预和合理性评价干预后&我院重点监控药品
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呈现明显降低趋势&由干
预前#"#$d 年 B1$" 月$的 BI"?i降至干预后#"#$% 年 B1
$"月$的 ?I==i&"#"# 年 B1$" 月又降至 #I$Bi&见图 $% 分
析干预前后药占比的变化可见&干预后药占比呈现明显的降
低趋势&从干预前#"#$d 年 B1$" 月$的 ">IA%i降至干预后
#"#"#年 B1$" 月$的 "AI?#i’比较各月的药占比发现&除
"#$%年 $"月外&干预后各月的药占均有所降低&见图 "%
POPN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的Lc>结果
"I"I$!销售金额*FFF1"对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销售金额*
FFF1的分析结果显示&经过行政干预与合理性评价干预后&

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和 FFF1均呈现降低趋势&见
表 $% "#$%年 B1$"月&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
液*骨肽注射液和前列地尔注射液的销售金额降幅明显&分别
较干预前 # "#$d 年 B1$" 月$ 降低了 B>Id%i* B?I"Bi和
>dIA"i’FFF1方面&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

骨肽注射液和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降幅较大&分别较干预前
#"#$d 年 B1$" 月$ 降低了 BdI?>i* BAId#i和 BAI#>i%
"#"#年 B1$"月&所有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和FFF1均呈
现显著的降低趋势&其中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核糖核酸’*

长春西汀注射液*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胸腺五肽注射
液和骨肽片的使用量为零&干预效果显著%
"I"I"!FF9*[JD"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的 FF9*[JD变化
情况见表 "% 其中&"#"# 年 B1$" 月骨肽注射液*曲克芦丁脑
蛋白水解物注射液的 FF9增幅明显&分别较干预前#"#$d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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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N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变化
=)- MN@1&A&1%)&,&"$&,*2;A%)&,*2;&"7#5 ;&,)%&1#::12-*%& %&%/3$&,*2;A%)&,*2;&":12-*D#"&1#/,:/"%#1),%#1B#,%)&,

图 PN干预前后药占比变化
=)- PNL12- A1&A&1%)&,D#"&1#/,:/"%#1),%#1B#,%)&,

表 MN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LLL*变化情况
+/DMNH(/,-#*&"$&,*2;A%)&,*2;/,:LLL*&"7#5 ;&,)%&1#::12-*D#"&1#/,:/"%#1),%#1B#,%)&,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干预前#"#$d年 B1$"月$ 干预后#"#$%年 B1$"月$ 干预后#"#"#年 B1$"月$

销售金额J
万元

FFF1 销售金额J
万元

FFF1
销售金额增
长率#与干预
前比较$Ji

FFF1增长
率#与干预前
比较$Ji

销售金额J
万元

FFF1
销售金额增
长率#与干预
前比较$Ji

FFF1增长
率#与干预前
比较$Ji

$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I=# "$ d=>I?? $%$I$? $? B=AI## E?dI"= E?BI#B =I#d ?d%I?? E%dI?> E%dI""
"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AIB> $# A"=I=# B#IA= ? ?"#IB= E>BI"# E>dI$= #I=" ""I=# E%%IB> E%%IBd
?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 $d=I#B "> >>AI=# $==I%% "# #>"I## E$=IB$ E"AIB> #I"A $"I## E%%IdB E%%I%=
A 脑苷肌肽注射液 $BAI"$ A =>=I"d $?BIdB ? =BAI=> E"#Id> E"$IB# ?Id$ $#>IB" E%BId$ E%BI>>
= 奥拉西坦注射液 $>#IA% > $$"Id# B"I>% " d""I># E=AIB$ E=?Id" 1 1 1 1
> 注射用核糖核酸’ $ABIAd A %dBI"= =%IBA " #"=IB= E=%IA% E=%I?d 1 1 1 1
B 注射用复合辅酶 $?"I>$ > #"=IdB >$I>= " BdBI"# E=?I=$ E=?IB= %I=# A?"I"B E%"IdA E%"Id?
d 前列地尔注射液 $$$I>? $? >BAI>B ?=I"= A >$dI## E>dIA" E>>I"? ?Id= =?>I>B E%>I== E%>I#d
% 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 $#BIB> $# Bd#IA# BAIB$ B =>$I># E?#I>B E"%Id> >I$> >"BI=# E%AI"d E%AI$d
$# 长春西汀注射液 %dIAd $" B##I## AAIA" = B?"I## E=AId% E=AIdB 1 1 1 1
$$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 %>I%d d $??I?? ""IA" $ B>#I## EB>Id% EBdI?> ?I?d "A?I?? E%>I=$ E%BI#$
$"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 d#I>% = "#?I># B>IA> A d=AId# E=I"A E>IB# 1 1 1 1
$? 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 B=I$> A >?%IB= ?#I$" $ d>dI"= E=%I%? E=%IB? AI#" "A%I"= E%AI>= E%AI>?
$A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 =dI%A $# A=#I## "%I%" = ?"#I>B EA%I"A EA%I#d $I$% ""AI## E%BI%d E%BId>
$= 骨肽注射液 =AI>% ? #"%I#B $AI>" B>?IA# EB?I"B EBAId# #IAB BI?? E%%I$A E%%IB>
$> 复方骨肽注射液 A?I=$ A $=dId> "=I"$ " A%"Id> EA"I#> EA#I#> "I>" "d%IA? E%?I%d E%?I#A
$B 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 "?IB" ? A>"I## dIA% d%dI## E>AI"$ EBAI#> #I$# $%I## E%%I=d E%%IA=
$d 胸腺五肽注射液 $BI?A ?=%I># $"I$# "="I## E?#I"" E"%I%" 1 1 1 1
$% 奥拉西坦胶囊 $I%% %$%I"# $IB= d#>IA# E$"I#> E$"I"B #IA? $%>Id# EBdI?% EBdI=%
"# 骨肽片 $I#A $ %AAI## #I%% $ dAdI## EAId$ EAI%A 1 1 1 1
!!注"/10表示该药的使用量为零

<-+6"/10,./,P(+61+7(++76/-1(46-2+76/3*4,1n63-

B1$"月$增长了 "=AI%$i和 $dAI>%i&表明上述 " 种药品的
平均日费用高&药品的经济实用性和可接受程度低% 干预前
后&重点监控药品各品种的 [JD在 #I"%j?I## 范围内’其中&

干预前&[JD排序居前 ?位的药品为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
射液*前列地尔注射液和长春西汀注射液&其 [JDp"I=&脑苷
肌肽注射液*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的 [JDR#I=&表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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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PN干预前后重点监控药品的LLH$F‘E变化情况
+/DPNH(/,-#*&"LLH/,:F‘E&"7#5 ;&,)%&1#::12-*D#"&1#/,:/"%#1),%#1B#,%)&,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干预前#"#$d年 B1$"月$ 干预后#"#$%年 B1$"月$ 干预后#"#"#年 B1$"月$

FF9J元 [JD FF9J元 [JD
FF9增长率#与干预
前比较$Ji

FF9J元 [JD
FF9增长率#与干预
前比较$Ji

$ 胸腺五肽注射液 Ad"I$> #I%# Ad#I## #Id= E#IA= 1 1 1
" 脑苷肌肽注射液 ?d$I=% #I"% ?d=I>d #I?d $I#B ?=BI$? #I># E>IA$
? 注射用核糖核酸’ "%=IB$ #I=# "%AI%" #I>% E#I"B 1 1 1
A 奥拉西坦注射液 ">"I== #I=> "=BI=$ #I># E$I%" 1 1 1
= 注射用复合辅酶 ""#I#> #IB# ""$I"# #IB? #I=" "$%Id> #I?? E#I#%
>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I%% #I"% "$"I$= #IBd "I%% ""%I$" #I%$ $$I"?
B 骨肽注射液 $d#I== #Idd $%$IA= #IdA >I#A >A#IB% #IB% "=AI%$
d 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 $>$I%% $I## $>$I"# #Id> E#IA% $>$I"# #I>B E#IA%
%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 $==I#B $I#% $=BI=# #I>B $I=B 1 1 1
$#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A$I>$ #I=# $?dI%> #I=# E$IdB $?#I># #IB= EBIBB
$$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 $$%I"A $I?d $"BI?B #I%A >Id" $?dI%A $I## $>I="
$" 复方骨肽注射液 $#AI>? $I#B $#$I$? $I$B E?I?= %#I=B $I># E$?IAA
$? 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 %%I%> $Id# %dId# $I>B E$I$> %dI"" "I## E$IBA
$A 前列地尔注射液 d$I>A "I>B B>I?? $I=B E>I=# B$I>> "I=# E$"I""
$= 长春西汀注射液 BBI=A "I=# BBI=# "I=# E#I#= 1 1 1
$>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 >%IA$ ?I## BBIB> "I## $"I#? $%BI># $I## $dAI>%
$B 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 >dI=" $I#> %AI== $I#> ?BI%% =?I=# $I$B E"$I%"
$d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 =>IA# "I?? =>I"A "I># E#I"d =?I#$ $I$? E>I#$
$% 奥拉西坦胶囊 "$I>? $I## "$I>= $I#> #I#% "$I>? $I?? E#I##
"# 骨肽片 =I?> $I$$ =I?> $I?? #I## 1 1 1

药品的销售金额与FFF1同步性较差&干预后上述药品的[JD
均有明显改善%
POQN干预后"PXMe年 T*MP月#重点监控药品的使用合理性

"#$%年 B1$"月&针对重点监控药品共点评 A $#? 份医
嘱&其中不合理用药医嘱 "?$份&不合理率为 =I>?i’不合理用

药主要涉及适应证不适宜*遴选药品不适宜*超疗程用药*用法
与用量不合理*禁忌证用药和重复用药等方面&其中适应证不
适宜*重复用药和用法与用量不合理医嘱所占比例较高&分别
为 $BIB=i*"#I?=i和 ?=I#>i’经过干预&各类不合理用药情
况均呈现逐月降低趋势&干预效果显著&见表 ?%

表 QN干预后"PXMe年 T*MP月#重点监控药品不合理使用情况
+/DQN611/%)&,/32*#&"7#5 ;&,)%&1#::12-*/"%#1),%#1B#,%)&,""1&;f23i%& L#$iPXMe#

月份 医嘱J份 不合理用药
医嘱J份 不合理率Ji 不合理用药类型J份#占当月不合理用药医嘱的比例Ji$

超疗程用药 适应证不适宜 遴选药品不适宜 用法与用量不合理 禁忌证用药 重复用药
B月 d=d d" %I=> = #>I$#$ "" #">Id?$ $? #$=Id=$ "# #"AI?%$ " #"IAA$ "# #"AI?%$
d月 d=d >" BI"? > #%I>d$ = #dI#>$ $> #"=Id$$ $> #"=Id$$ ? #AIdA$ $> #"=Id$$
%月 dB# Ad =I=" $ #"I#d$ B #$AI=d$ A #dI??$ "d #=dI??$ " #AI$B$ > #$"I=#$
$#月 =B% "$ ?I>? $ #AIB>$ = #"?Id$$ " #%I="$ d #?dI$#$ $ #AIB>$ A #$%I#=$
$$月 =$A % $IB= $ #$$I$$$ $ #$$I$$$ # ##$ = #==I=>$ $ #$$I$$$ $ #$$I$$$
$"月 A"A % "I$" ? #??I??$ $ #$$I$$$ # ##$ A #AAIAA$ $ #$$I$$$ # ##$
合计J平均值 A $#? "?$ =I>? $B #BI?>$ A$ #$BIB=$ ?= #$=I$=$ d$ #?=I#>$ $# #AI??$ AB #"#I?=$

QN讨论
药品的过度使用和不合理应用&不仅会造成医疗费用的过

度增长&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
险($$) % 为了控制临床不合理药品费用的过度增长&促进合理
用药&国家及各地区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点监控药品管控的文
件及政策&各医疗机构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的管控措
施&通过行政管控*合理性点评和实时监控等措施&切实降低了
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及不合理使用率&促进了临床合理用
药&降低了药品费用($"5$d) %
QOMN重点监控药品Lc>效果评价

"#$%年&我院通过建立符合国家要求的重点监控目录*制
定重点监控管理制度和重点监控药品点评规范&对目录内的药
品采取持续监测*行政奖罚*加强科室培训*定期进行合理性点
评和临床药师实时干预等一系列管控措施&使我院重点监控药
品的销售金额及其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较干预前明显降
低&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从干预前#"#$d 年 B1$" 月$的

" #%>I#=万元降至干预后#"#$% 年 B1$" 月$的 $ $"=I%d 万
元% 其中&干预前销售金额排序居前 =位的药品为注射用磷酸
肌酸钠*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射
液*脑苷肌肽注射液和奥拉西坦注射液&由于其适应证较广泛&
被大量应用于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
加强管理后&"#$% 年 B1$" 月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
较干预前降低了近 =#i&表明我院对重点监控药品的药事管
理实践效果显著% 同时&提示重点监控药品存在滥用的现象&
仅依靠临床药师的技术点评&由于缺乏同质化的使用规范和共
识&点评工作有一定的主观性&重点监控药品管理存在局限性&
不能有效地解决临床重点监控药品费用及药占比高的问
题($%) % 为改善重点监控药品的监管效果&"#"# 年我院以行政
管理作为控制重点监控药品的主要方向&在 "#$%年干预措施
持续执行的基础上&逐步对使用量排序靠前且适应证宽泛的重
点监控药品实行临时采购制度&通过事前适宜性审核*限制用量
的干预策略&使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大幅降低%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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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月&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较干预前#"#$d年 B1
$"月$降低了 " #=AI>d万元&降幅为 %dI#?i&重点监控药品销
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也从 BI"?i降至 #I$Bi&切
实减少了患者的治疗费用&降低了药占比&表明我院重点监控
药品的管控措施有效&实现了对重点监控药品的合理性持续
监管%
QOPN重点监控药品使用合理性评价

"#$%年&我院临床药师通过制定重点监控药品点评规范&
从参与临床查房*科室培训*药品实时追踪*事后点评与追踪等
多角度对重点监控药品进行合理性监控&发现重点监控药品的
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合理问题%

适应证不适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脑苷肌肽注射液
主要用于治疗脑卒中*老年痴呆*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颅脑
损伤*脊髓损伤及其他原因引起的中枢神经损伤&也可用于治
疗创伤性周围神经损伤*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和压迫性神经病
变等周围神经损伤% 点评中发现&该药用于支气管炎*冠心病*
肝硬化*心房颤动*前列腺增生*脾大及尿潴留&显然不合理%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的药品说明书中的适应证为心脏手术
时加入心脏停搏液中保护心肌*缺血状态下的心肌代谢异常%
点评中发现&存在将该药用于高血压*颈动脉硬化伴颈总动脉
斑块等情况% #?$前列地尔注射液的适应证宽泛&可用于治疗
慢性动脉闭塞症*脏器移植术后抗栓治疗*动脉导管依赖性先
天性心脏病以及慢性肝炎的辅助治疗% 点评中发现&存在将该
药用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颤搐及高尿酸血症等情况% #A$曲
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出血和脑
痉挛等急慢性脑血管病&以及颅脑外伤和脑血管病#脑供血不
全*脑梗塞和脑出血$所致脑功能障碍等后遗症&还用于闭塞
性周围血管疾病*血栓性静脉炎*毛细血管出血以及血管通透
性升高引起的水肿% 点评中发现&存在将该药用于良性阵发性
位置性眩晕的情况% 上述用药均与相关药品说明书中规定的
适应证不符&属于无适应证用药%

遴选药品不适宜主要体现在脑苷肌肽注射液用于中*重度
肾功能不全&用药期间肾功能损害加重未及时停药% 脑苷肌肽
注射用慎用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且用药期间需严密监测肾功
能&如有异常&应立即停药%

用法与用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个方面"#$$马来酸桂哌
齐特注射液*丹参川芎嗪注射液*长春西汀注射液和脑蛋白水
解物注射液的给药浓度偏大’#"$骨肽注射液的溶剂选择不
适宜%

超疗程用药涉及的药品为脑苷肌肽注射液*骨肽注射液*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和奥拉西坦注射液&均超出药品说明书
规定的用药疗程%

禁忌证用药涉及的药品主要为前列地尔注射液*转化糖电
解质注射液和长春西汀注射液% #$$前列地尔注射液的药品
说明书中提示&严重心力衰竭#心功能不全$患者禁用% 点评
中发现&患者诊断为心功能.级&选用前列地尔注射液治疗%
#"$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的药品说明书中规定&高尿酸血症禁
用% 点评中发现&患者诊断为高尿酸血症&选用转化糖电解质
注射液治疗% #?$长春西汀注射液禁用于严重缺血性心脏病%

点评中发现&患者诊断为不稳定性心绞痛*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选用长春西汀注射液治疗%

重复用药主要为小牛血去蛋白注射液与长春西汀注射液
同时使用&上述 " 种药品都用于改善脑代谢&同时使用属于重
复用药%

分析 "#$%年开展处方#医嘱$点评后的药品使用合理性
情况可见&经过干预&医嘱不合理用药发生率呈现逐月降低
趋势&经过临床药师的努力&重点监控药品的不合理使用率
从 "#$%年 B月的 %I=>i降至 "#$%年 $"月的 "I$"i&重点监
控药品的销售金额和使用量均明显降低&管控效果显著’但
也发现针对药品的点评只能做到事中和事后干预&做不到事
前干预% "#"# 年&我院在全院范围开展处方#医嘱$前置审
核&做到对药品的/事前*事中*事后0全过程审核和干预&加
强信息化建设&提升合理用药水平% 其次&对于使用量异常
增长且适应证宽泛的药品&仅凭借药品说明书和指南等规范
进行点评管控存在一定难度&因此&"#"# 年我院采取限量采
购*限量供应和限制医师使用权限等行政措施&加强对重点
监控药品的持续监管%

综上所述&通过对重点监控药品采取药事管理行政干预和
合理用药专业干预后&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的销售金额呈明显降
低趋势&不合理用药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重点监控药品
的管理是降低药品费用的持续性措施之一% 因此&在加强药品
管理的同时&也要求临床药师有更高的专业素质&在对处方
#医嘱$用药进行合理性审核的同时&能以患者的治疗需求为
中心&提供专业的*有价值的用药方案’同时要加强与临床*医
务和信息等多部门的协作&实现重点监控药品的规范管理&共
同遏制药品的滥用&促进重点监控药品的合理应用&保障患者
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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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注射剂型仅能在院内使用有关&也可能与小分子靶向
药物口服剂型的品种越来越多有关% "#"# 年&我院新引入程
序性死亡因子 $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和 W&C" 抑制剂帕妥珠
单抗&上述 "种药品均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版$-&随
着新版医保目录的实施&两者在临床的使用可能会更加广泛%

另外&由表 =可见&绝大多数小分子靶向药物的 [JDp$&而大
分子单克隆抗体类药物的 [JDR$&这可能与大分子单克隆抗
体类药物整体价格偏高&且只限制在院内使用&使用频率没有
口服剂型广泛有关%

本研究采用 FFF1分析法&补充了金额排序分析法的不
足&但也有其缺点% 因为很多新型抗肿瘤药没有统一标准化的
FFF&只能参照药品说明书或临床使用情况来确定&在取值时
可能不能够全面反映不同患者*不同适应证*不同给药途径以
及不同病程阶段的给药剂量&使分析可比性受到一定的影
响($d) ’另外&"#"#年药品使用情况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影响&也可能使分析结果存在偏倚% 如今&肿瘤的药物治
疗已经进入基于分子标志物的/个体化0药学时代&在达到/精
准化0治疗的同时&也减少了临床无效用药的情况% 靶向治疗
药物的研发与应用&将对原有的肿瘤治疗学观念与模式产生巨
大的影响($%) % 尽管现在临床上应用的新型抗肿瘤药在不断更
新&但疗效好*不良反应小*不产生交叉耐药性的药物仍然不
多&且治疗费用较高% 临床医师应以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治疗
效果*降低患者用药的经济负担*合理用药和减少药品不良反
应为原则&综合考虑药物的疗效与费用&在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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