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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专科医院门诊绝经综合征患者性激素类药物
使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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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妇产专科医院门诊绝经综合征患者性激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为绝经妇女健康保健提供相关数据资料" 方
法!回顾性分析 "#$?年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门诊临床诊断含*绝经+或*更年期+的处方中性激素类药物
的使用情况#对患者年龄$药物品种等进行整理与分析" 结果!共收集处方 $" "@< 张#其中使用性激素类药物的处方为 = <#< 张
%占 ECIAEf&#涉及患者 = <#< 例" 使用性激素类药物患者的平均年龄为%E<I<=i=IA?&岁#其中 E#gR=# 岁患者 A "?? 例#
=#gR@#岁患者 " "$@例#$@#岁患者 $<?例#A=gRE# 岁患者 $#E 例" = <#< 张处方涉及 $E 种性激素类药物%总用药例次数为
@ $#"例次&#例次数排序居前 A位的药品依次为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例次&$替勃龙片%$ <A"例次&和地
屈孕酮片%E??例次&" 不同年龄段患者性激素类药物的使用各有特点#E#gR=#岁患者中#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的使用例次数最多#为 $ ?=E例次%占该药总使用例次数的 CCI=$f&’=#gR@#岁患者中#替勃龙片的使用例次数最多#为 $ $=$例
次%占该药总使用例次数的 @"I<Af&#此外#该年龄段患者中阴道局部用雌激素制剂使用例次数亦最多’$@#岁患者使用的性激
素类药物以替勃龙片$阴道局部用雌激素制剂为主’A=gRE# 岁患者使用的性激素类药物以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
装$替勃龙片为主’不同年龄段患者使用性激素类药物品种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_+0652确切概率检验#!R#I##$&" 结论!我院
不同年龄段绝经综合征患者使用性激素类药物各有特点#可为绝经激素治疗的个体化方案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绝经综合征’ 性激素’ 妇女健康保健’ 绝经激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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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已成为女
性生命周期中最长的一个阶段’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
经学组在-绝经管理与绝经激素治疗中国指南#"#$<$. *$+中
倡导&对绝经综合征女性人群进行全面生活方式指导和健康
管理&包括饮食,运动,控烟和限酒等&并指导适宜人群开展绝
经激素治疗#N5-,7’)056,2N,-5*652’7/&T\b$’ T\b在治疗
窗内#绝经 $#年以内或R@#岁$的应用&可以缓解患者近期的
绝经相关症状&如月经紊乱,血管舒缩症状及精神神经症状
等&使患者安然渡过该阶段%同时&能预防和延缓绝经后的远
期疾病&如心血管病变,骨质疏松和绝经期泌尿生殖综合征
等&从而提高和改善女性的生活质量*$+ ’ 但目前我国女性人
群普遍认为绝经综合征为生命周期中的自然过程&不予以特
别对待&加之担心性激素类药物的不良反应&如增加乳腺癌或
子宫内膜癌的风险等&导致性激素类药物在绝经综合征患者
中的应用比例并不高&因此&学者们呼吁妇产科医师应加强对
T\b的教育&促进T\b在人群中的合理应用*"4E+ ’ 由于绝经
综合征患者性激素类药物的治疗需要长期规范化管理&患者
才能获得T\b带来的益处&故对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患者对
药物的认识等具有较高的要求&而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和对
T\b药物的认识正是药师职责所在&药师可通过合理用药宣
传或参与联合门诊协助 T\b的临床应用*=+ ’ 复旦大学附属
妇产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为三级甲等妇产科专科医院&

为上海市女性生殖内分泌诊疗中心&绝经综合征患者性激素
类药物的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拟通过处方分
析&了解我院绝经综合征患者性激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为妇
女健康保健提供相关数据资料’

BC资料与方法
通过信息科调取 "#$? 年我院门诊临床诊断含(绝经)或

(更年期),年龄$A=岁患者的处方信息&包括患者年龄,临床
诊断,处方药物,药品规格,用法用量和处方量’ 分析处方中
性激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对患者年龄,药物品种等进行整理
与分析’ 采用 %dW5(软件进行数据排序,筛选及汇总%采用
c*’*’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EC结果
EDBC性激素类药物处方所占比例

共收集处方 $" "@<张&其中开具性激素类药物的处方为
= <#<张#占 ECIAEf$’ 本调查重点分析 = <#< 张开具性激素
类药物的处方’

EDEC使用性激素类药物患者的年龄分布
使用性激素类药物的处方共 = <#<张&涉及 = <#<例患者&

平均年龄为#E<I<=i=IA?$岁’ 对患者年龄进行分层分析后发
现&E#gR=#,=#gR@# 岁为使用性激素类药物的主要人群&其
中 E#gR=# 岁患者 A "?? 例#占 =@I<#f$&=# gR@# 岁患者
" "$@例#占 A<I$=f$&$@#,A=gRE#岁患者较少&见表 $’

表 BC使用性激素类药物患者的年龄分布
!%OBC:1#8)-($)O’().0.,&%()#0(-9)("-#4 ".$I.0#8$’1-
年龄J岁 病例数 构成比Jf
A=gRE# $#E $IC?
E#gR=# A "?? =@I<#
=#gR@# " "$@ A<I$=
$@# $<? AI"=
合计 = <#< $##I##

EDFC处方中涉及的性激素类药物的具体品种
本调查中&绝经综合征患者所用性激素类药物共 $E 种

#总用药例次数为 @ $#"例次$&其中雌激素单方制剂 = 种&包
括口服剂型 A种,阴道用剂型 "种%孕激素单方制剂 =种&包括
口服剂型 E种,宫腔用剂型 $种%雌孕激素复方制剂 A种%组织
选择性雌激素活性调节剂 $种’ 使用例次数排序居前 A 位的
药品依次为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 例
次$,替勃龙片#$ <A"例次$和地屈孕酮片#E??例次$&均为口
服制剂&见表 "’

表 EC处方中涉及的性激素类药物的具体品种
!%OEC/&#*),)*N%$)#()#-.,-#4 ".$I.0#8$’1-)0&$#-*$)&().0-
药品通用名 例次数
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 ="$
替勃龙片 $ <A"
地屈孕酮片 E??
戊酸雌二醇片 "@C
醋酸甲羟孕酮片 "@"
黄体酮胶囊J软胶囊 "=@
普罗雌烯阴道胶丸 $?A
结合雌激素乳膏 $C$
屈螺酮炔雌醇片 AA
炔雌醇环丙孕酮片 A#
炔雌醇片 "C
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 =
烯丙雌醇片 E
醋酸甲地孕酮分散片 "
合计 @ $#"
!!注"因部分处方同时开具 "种性激素类药物&故合计例次数S=<#<

;,*5".)5*,0,N57250W2+7*+,-0+-W().5. " O+-.0,105d6,2N,-5.2)30’**650’N5*+N5& *65
*,*’(-)N‘52,1W’054*+N50e’0N,2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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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C不同年龄段患者使用性激素类药物的情况
统计发现&不同年龄段患者性激素类药物的使用各有特

点&E#gR=#岁患者中&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的使用例次数最多 # $ ?=E 例次&占该药总使用例次数的
CCI=$f$%=#gR@# 岁患者中&替勃龙片的使用例次数最多
#$ $=$例次#占该药总使用例次数的 @"I<Af$&此外&该年龄
段患者中阴道局部用雌激素制剂使用例次数亦最多&使用普
罗雌烯阴道胶丸 $#<例次#占该药总使用例次数的 ==I?@f$&
使用结合雌激素乳膏 ?" 例次 #占该药总使用例次数的
=AI<#f$%$@#岁患者使用的性激素类药物以替勃龙片,阴道
局部用雌激素制剂为主%A=gRE#岁患者使用的性激素类药物
以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替勃龙片为主%不
同年龄段患者使用性激素类药物品种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_+0652确切概率检验&!R#I##$$&见表 A’
表 FC不同年龄段患者使用性激素类药物的情况#例次$
!%OFC:&&J)*%().0.,-#4 ".$I.0#8$’1-)0&%()#0(-.,

8),,#$#0(%1#-#*%-#S()I#-$
药品通用名 A=gRE#岁 E#gR=#岁 =#gR@#岁 $@# 合计
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E= $ ?=E =#= $C " ="$
替勃龙片 AE =AA $ $=$ $$E $ <A"
地屈孕酮片 $$ A"E $=< @ E??
戊酸雌二醇片 $E $EC $#= $ "@C
醋酸甲羟孕酮片 # $AA $"< $ "@"
黄体酮胶囊J软胶囊 $ $<$ CA $ "=@
普罗雌烯阴道胶丸 $ @$ $#< "A $?A
结合雌激素乳膏 $ =# ?" "< $C$
屈螺酮炔雌醇片 $ "E < # AA
炔雌醇环丙孕酮片 # "" < # A#
炔雌醇片 # $? < # "C
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 # = # # =
烯丙雌醇片 # E # # E
醋酸甲地孕酮分散片 # $ $ # "
合计 $#< A E=< " AE= $?$ @ $#"

EDKC性激素类药物使用合理性分析
我院于 "#$? 年 " 月全面开展了门诊患者的处方前置审

核&借助于合理用药系统和药师在线前置审方&及时干预不合
理处方&故本次调研中性激素类药物处方中患者处方总量,单
次用量,用药频次和适应证均无问题’ 仅有 $= 张处方将口服
制剂的给药途径开具为(阴道用药)#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
酮片复合包装 $E张&替勃龙片 $张$&占性激素类药物总处方
数的 #I"@f’

FC讨论
FDBC使用性激素类药物患者的年龄分析

依据-绝经管理与绝经激素治疗中国指南#"#$<$. *$+ &$
E#岁的女性末次月经之后 $"个月仍未出现月经&排除妊娠后
则可临床诊断为绝经’ 据统计&正常女性发生自然绝经的中
位年龄为 =$岁&?=f女性在 E=g== 岁绝经*@+ ’ 本调查中&纳
入的患者年龄范围为$A=岁&上限年龄未设定限制&并将患者
的年龄分为 A=gRE#,E#gR=#,=#gR@# 和$@# 岁 E 个年龄段
进行处方药品分析’ 本调查结果显示&我院绝经综合征患者
的平均年龄为#E<I<=i=IA?$岁’ 纳入 A=gRE# 岁患者&主要
考虑该部分人群中出现卵巢储备功能降低或卵巢早衰&可出

现绝经综合征%而$@# 岁人群由于绝经时间晚或持续存在绝
经相关症状&不能单凭年龄决定是否用药&对于该部分人群&
只要获益风险评估的结果提示获益大于风险&可继续使用
T\b*C+ ’ 故增加收录上述 " 个年龄段人群&以了解该类人群
T\b使用特点’

绝经综合管理和适宜的 T\b决定了老年女性的生活质
量&对于绝经 $#年以内或R@#岁#即(窗口期)$的平素体健且
有症状者&如果没有T\b禁忌证&如乳腺癌病史,冠状动脉性
心脏病,既往静脉血栓事件J脑卒中或活动性肝病&可以安全
使用T\b’ 错过T\b的(窗口期)&将无法得到激素治疗的
益处’ 绝经早期&激素补充对骨骼,心血管均有保护作用&$
@#岁进行T\b则不良反应增大&如显著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
险*<4$"+ ’ 本调查结果显示&E#gR=# 岁患者使用 T\b最多&其
次为 =#gR@#岁患者&均在(窗口期)内’ $@# 岁患者使用性
激素类药物 $?$例次&其主要临床诊断为绝经综合征&同时因
绝经后出血,老年性阴道炎和绝经后骨质疏松等原因就诊&对
于该部分人群&需重点告知风险和做好就医随访’ A=gRE#岁
患者使用性激素类药物最少&通过合并诊断了解到该部分患
者除卵巢早衰外&还有部分因手术因素绝经#如宫颈癌手术$
或药物因素导致围绝经期症状#如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抑制剂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等’ RE# 岁人群&因低雌激素
水平相关问题&如骨质疏松症,心血管疾病,泌尿生殖系统健
康问题及认知功能减退等&其风险更大&故卵巢早衰患者使用
T\b的获益更多&风险更小*$A4$E+ ’ 只要患者无禁忌证&应给
予激素补充治疗至普通女性自然绝经的平均年龄&之后按照
T\b原则进行治疗*$=+ ’
FDEC性激素类药物品种选择分析

-绝经管理与绝经激素治疗中国指南 #"#$<$. *$+推荐
T\b时使用天然雌激素和孕激素&药物剂量遵循个体化原则&
在能达到治疗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最低有效剂量’ 天然
雌激素包括戊酸雌二醇,结合雌激素,$C4(雌二醇%合成雌激
素包括尼尔雌醇等%天然孕激素主要为黄体酮%合成孕激素包
括孕酮衍生物,$C4羟孕酮衍生物和 $?4去甲睾酮衍生物等&其
中地屈孕酮最接近天然孕激素’ T\b常用方案"#$$单孕激
素补充方案&适用于绝经过渡期早期&调整卵巢功能衰退过程
中的月经问题%#"$单雌激素补充方案&适用于子宫已切除的
妇女&通常连续应用%#A$雌孕激素序贯方案&适用于有完整子
宫,仍希望有月经样出血的妇女%#E$雌,孕激素连续联合方
案&适用于有完整子宫,不希望有月经样出血的妇女%#=$替勃
龙的连续应用%#@$阴道局部雌激素的应用&适合绝经期泌尿
生殖综合征患者*$+ ’

本调查结果显示&我院绝经综合征患者使用例次数最多
的性激素类药物为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该
药为雌孕激素序贯方案&前 $E 片为雌二醇片&后 $E 片含雌二
醇地屈孕酮片&患者按药品顺序服用&较为方便%其次为替勃
龙&该药为一种组织选择性雌激素活性调节剂&口服后在机体
代谢为 A种化合物而发挥雌,孕激素活性和较弱的雄激素活
性&能够显著改善绝经相关症状%使用例次数排序居第 A 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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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为地屈孕酮片&上述药品的使用均符合指南的推荐’
FDFC不同年龄段患者性激素类药物使用分析

本调查中发现&不同年龄段绝经综合征患者使用性激素
类药物各有特点’ E#gR=# 岁患者中&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
孕酮片复合包装使用例次数最多&开具该药是典型的雌孕激
素序贯方案&患者在正常规律服药的情况下会有月经样出血&
故适合刚进入绝经期尚希望有月经样出血的患者&除改善患
者的绝经综合征相关症状外&还能让患者有月经来潮&给患者
一个接受绝经的过渡时间’ =#gR@#岁患者中&替勃龙片使用
例次数最多&该药对情绪低落和性欲低下有较好的效果’ $
@#岁患者主要应用替勃龙片和阴道局部用雌激素&由于替勃
龙片可增加$@#岁女性人群的脑卒中风险&故需关注该类人
群的用药安全性&做好告知和宣教*$@4$C+ ’ A=gRE#岁患者主要
应用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和替勃龙片’
FDGC用药合理性讨论

因合理用药软件的应用及处方前置审核规则的逐渐优
化&不合理处方通过系统及人工前置审方及时拦截&大大提高
了处方合理性’ 本调查中&少数给药途径不适宜的处方为将
口服制剂的雌二醇片J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开具为(阴
道用药)&与处方医师沟通得知&阴道用药的原因为该部分人
群因宫颈或宫腔疾病需要进行阴道镜或宫腔镜手术&因患者
绝经后生殖道萎缩给操作带来了困难&故术前嘱患者阴道用
药以改善阴道的弹性&便于手术操作’ 虽然有文献报道&经阴
道给药时&雌激素能够有效地被阴道黏膜吸收&阴道内雌激素
吸收后通过阴道静脉丛直接进入下腔静脉&不通过肝门静脉&
从而避免了肝脏的首过效应&与口服相比&达到相同药效的同
时可以降低剂量及不良反应发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有
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 但该用药途径为超说明书用药&
目前临床应用的文献报道少&需要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 ’
因此&需要慎重用药&如确需超用药途径使用&需进行超说明
书用药申请,讨论通过&且经患者知情同意后使用’

综上所述&我院绝经综合征患者 T\b处方所占比例为
ECIAEf&使用T\b患者的主要年龄范围为 E#gR@#岁&对于
该部分人群&药师可以重点宣教 T\b的益处和用药依从性&
并督促患者定期随访’ $@# 岁患者使用 T\b时&需要重点
关注用药不良反应和做好随访宣教’ 我院 T\b主要的性激
素类药物品种选择符合指南推荐&患者适应证及用法,用量
基本合理’ 但本调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纳入的处方
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绝经综合征患者&存在部分患者因绝经综
合征症状就诊但临床诊断未写(绝经)或(更年期)而被排除
在调查之外的情况%其次&性激素类药物处方品种受医院及
上海市药品供应的影响&处方分析结果仅代表我院的用药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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