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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处方前置审核对静脉药物调配中心&76’2O’P/+-*2’&5-,)0’.O+U*)25052&+P5!aK9GM)住院医嘱&处方)用药不适
宜的影响# 方法+按照药品说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 年版)等用药配伍标准设置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我院()aK9GM审方标准!采用天际健康系统对aK9GM接收的静脉用药医嘱进行前置审核*采用智慧园aK9GM系统
统计 "#$=年 @月 "#日至 A月 "#日""#"#年 @月 "#日至 A月 "#日我院aK9GM的医嘱审核结果!按照配伍禁忌"药物浓度"药物
剂量"给药方式"溶剂"医嘱录入错误和其他等 A个方面进行分类*按照科室类别!通过%UP5(软件统计上述 "个时间段用药不适宜
医嘱所占比例!用"" 检验分析结果# 结果+"#$=年 @月 "#日至 A月 "#日!我院aK9GM审核的静脉用药医嘱中!用药不适宜原因
由高至低依次为配伍&"F#?�)"浓度&$FA$�)"剂量&$FA$�)"方式或途径&$F@?�)"溶剂&$F$$�)"其他&#F=A�)"医嘱录入错
误和重复&#F<=�)*aK9GM审核的静脉用药医嘱中!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由 "#$=年 @月 "#日至 A月 "#日的 =FAB�&$ >#BD
$>> A$?)显著降至 "#"#年 @月 "#日至 A月 "#日的 >F?=�&<A"D$>$ <AB)!差异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k#F##$)# 结论+加强药
师对静脉用药医嘱单的前置审核!是降低aK9GM不适宜处方比率!提高用药合理性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处方前置审核* 静脉药物调配中心*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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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的静脉药物调
配中心# 76’2O’P/+-*2’&5-,)0’.O+U*)25052&+P5+aK9GM$成立
于 "#$<年+目前包括北院配置中心*南院配置中心和中心医
院配置中心 > 个 aK9GM+日配置量g? ### 袋+服务于全院
< >##床位的住院患者) 按照&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 #国
卫办医发E"#$BF$<号$的要求+我院aK9GM配置静脉用药之
前+对 >个医疗区住院病房长期医嘱单进行用药适宜性审
核+对于不适宜医嘱单予以拦截退回处理) 本研究旨在评估
处方前置审核对 aK9GM 住院医嘱#处方$用药不适宜的影
响+现报告如下)

@A资料与方法
@B@A资料来源

通过我院aK9GM信息系统+调取 "#$=年 @月 "#日至 A月
"#日#处方前置审核开展前$*"#"# 年 @ 月 "# 日至 A 月 "# 日
#处方前置审核开展后$我院aK9GM的医嘱审核结果)
@BCA处方审核方法

我院aK9GM从 "#"#年 @月开始采用人工审核f审核软件
相结合的,二审一定-法对静脉用药医嘱进行审核) 第一步+
人工审方+根据国家的法定用药标准.$4"/ *权威文献.>4</和药品
说明书制定审方意见+将意见反馈至临床药学科前置审方组%
第二步+审方组组织临床药师和相关临床科室专家会商二审
后+确定处方中药品的配伍方法+将拦截规则录入天际健康审
方系统进行软件拦截审方%如果还有软件漏洞拦截失败+则再
次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拦截完成)
@BDA数据处理方法

设计科室用药不适宜医嘱数量统计表和用药不适宜原因
分析图+使用d+P2,0,1*J11+P5%UP5("##>软件对用药不适宜医
嘱所占比例#i$进行统计分析+用 "" 检验分析结果+&k#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F#$ 为差异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
将用药不适宜情形分为溶剂不适宜*浓度不适宜*配伍不适
宜*用量不适宜*给药方式不适宜*医嘱录入错误及其他共
A种类型+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CA结果
CB@AM,‘96审核的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

"#$=年 @月 "#日至 A 月 "# 日+我院 aK9GM 共审核输液
医嘱 $>> A$? 份+其中用药不适宜医嘱 $ >#B 份+占 =FAB�%
"#"#年 @月 "#日至 A 月 "# 日+我院 aK9GM 共审核输液医嘱
$>$ <AB份+其中用药不适宜医嘱 <A" 份+占 >F?=�) 处方前
置审核开展后+aK9GM 审核的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整体
降低了 @>F"=i+与处方前置审核开展前比较+差异有极显著
统计学意义#&k#F#$$)
CBCAM,‘96审核的用药不适宜医嘱的科室分布

aK9GM审核的用药不适宜医嘱分布于 ?< 个临床科室+见
图 $’") 由图 $可见+"#$=年 @月 "#日至 A月 "#日用药不适
宜医嘱数排序居前 ?位的科室依次为心内三科#$#>份$*肝胆
科#$#"份$*脊柱科#BB份$*普外科#A@份$和血液科#A?份$%
"#"#年 @月 "#日至 A月 "#日用药不适宜医嘱数排序居前 ?位
的科室依次为血液科 #A" 份$*脊柱科 #>$ 份$*手足一科
#"A份$*消化科#"<份$和肝胆二科#"> 份$) 由图 " 可见+各
科室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相差很大+"#$= 年 @ 月 "# 日至
A月 "#日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排序居前 ?位的科室分别
为心 内 三 科 # ?BF">�$* 心 内 二 科 # >=F<=�$* 脊 柱 科
#>"F$B�$*心内四科#"BF$$�$和胃肠二科#"AF@>�$+且均g
"?�%"#"#年 @月 "#日至 A月 "#日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
排序居前 ?位的科室分别为介入科 # $?F@>�$*妇科一
#$?F#<�$*心内六科#$"F"@�$*血液科#$#F==i$和脊柱科
#$#F@>�$+且均k$@�) 处方前置审核可明显提高医嘱合理
性+促进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降低)

CBDA@ DFL份长期医嘱静脉用药不适宜原因分析

对 "#$=年 @月 "#日至 A月 "#日 $ >#B份长期医嘱静脉
用药不适宜的原因进行分类+结果显示+医嘱数构成比由高至
低排序依次为配伍不适宜*浓度不适宜*用量不适宜*给药方
式不适宜和溶剂不适宜+见表 $)

图 @ACF@d年 I月 CF日至 K月 CF日与 CFCF年 I月 CF日至 K月 CF日M,‘96审核的各科室用药不适宜医嘱情况
P.8 @A,%%0&.()013$-.501(%-$%*.)011-$#0%&3$)&*%$/.$O$-GR M,‘964%(3^+)fCF &( ^+1fCF .)CF@d 0)-

4%(3^+)fCF &( ^+1fCF .)CFCF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年第 "$卷第 $"期! %&’()’*+,- ’-. ’-’(/0+0,1.2)34)05+- 6,07+*’(0,186+-’"#"$ 9,(:"$ ;,:$" !$?>$! !

"" 检验+!&k#F#?+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F#$+表示差异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
"" *50*+!&k#F#?+ *65.+11525-P5+00*’*+0*+P’((/0+3-+1+P’-*% !!&k#F#$+ *65.+11525-P5+05U*25O5(/0*’*+0*+P’((/0+3-+1+P’-*

图 CACF@d年 I月 CF日至 K月 CF日与 CFCF年 I月 CF日至 K月 CF日M,‘96审核的各科室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比较
P.8 CA’(3#0%.*()(4#%(#(%&.()(4.%%0&.()013$-.501(%-$%*.)-.44$%$)&-$#0%&3$)&*#%$/.$O$-GR M,‘964%(3^+)fCF &(

^+1fCF .)CF@d 0)-4%(3^+)fCF &( ^+1fCF .)CFCF

表 @A@ DFL份长期医嘱静脉用药不适宜原因分析
20G@A’0+*$*(4.%%0&.()01.)&%0/$)(+*3$-.50&.().)@ DFL 1()8W&$%33$-.501(%-$%*

用药不适宜原因 案例 用药不适宜
医嘱数D份

构成比Di#占总医
嘱数的比例D�$ 分析

配伍不适宜 "A< "#F=? #"F#?$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f$#i氯化钾注射液 ?# 配伍不当

维生素8注射液f胰岛素注射液 >@ 胰岛素效价降低
细辛脑注射液f$#i氯化钾注射液 B 配伍禁忌

注射用帕瑞昔布钠f$#i氯化钾注射液D胰岛素注射液 @ 出现沉淀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f胰岛素注射液 " 导致氨溴索游离沉淀

浓度不适宜 ""= $AF?$ #$FA$$
注射用门冬氨酸鸟氨酸 $# 3f?i葡萄糖注射液 "?# O( >= 浓度不得超过 "i

! 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 3f#F=i氯化钠注射液 $## O( "< 浓度不得超过 ? O3DO(
长春西汀注射液 "# O3f#F=i氯化钠注射液 $## O( "$ 浓度不得超过 #F$" O3DO(
细辛脑注射液 "< O3f#F=i氯化钠注射液 "?# O( B 浓度为 #F#$ie#F#"i

蔗糖铁注射液 ? O(l#F" 3f#F=i氯化钠注射液 "?# O( < 浓度不得低于 $ O(l"# O(
用量不适宜 ""B $AF<> #$FA$$

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 $次 $?# O3 <@ 单次剂量限制 A? O3
骨瓜提取物注射液 $次 $?# O3 <? 日剂量限制 $## O3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日 < 3 $= 单日剂量限制 " 3

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注射液 $次 $@# O3 A 单次剂量限制 B# O3
脱氧核苷酸钠注射液 $次 "## O3 < 单次剂量限制 $?# O3

给药方式不适宜 ""# $@FB" #$F@?$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仅供静脉注射用$+静脉滴注给药 B 静脉注射品种

溶剂不适宜 $<B $$F>$ #$F$$$
脱氧核苷酸钠注射液f#F=i氯化钠注射液 A@ 应选 ?i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用烟酰胺f?i葡萄糖注射液 $B 应选 $#i葡萄糖注射液
多烯磷脂酰胆碱注射液f#F=i氯化钠注射液 B 应选葡萄糖D木糖醇注射液

灯盏细辛注射液f?i葡萄糖注射液 B 应选 #F=i氯化钠注射液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f?i葡萄糖注射液D#F=氯化钠注射液 > 应选氨基酸注射液

医嘱录入错误或重复 @@ ?F#? ##F<=$
其他 $># $#F=> #$F#A$
合计 $ >#B $##F## #=FAB$

DA讨论
&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国卫办医发E"#$BF$<号$第 @

条明确规定+,药师是处方审核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医疗机构
可以通过相关信息系统辅助药师开展处方审核-) 处方审核
工作越来越重要+国内医院纷纷开展相关工作.?4B/ ) 按照上述
要求+我院aK9GM从 "#"# 年 @ 月开始采用人工审方f处方前
置审核软件系统相结合的医嘱审核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静脉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大幅降低+且降低了 aK9GM 审
方工作量+提高了准确度) "#"#年 @ 月 "# 日至 A 月 "# 日+我
院aK9GM审核的用药不适宜医嘱所占比例为 >F?=�+低于
"#$=年 @月 "#日至 A月 "#日的 =FAB�%但高于合肥*天津地

区个别医院.=4$#/ +略低于上海*广东地区个别医院.$$4$"/ +与湘潭
地区某医院相当.$>/ )
DB@A配伍不适宜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f?i葡萄糖注射液D#F= 氯化钠注
射液属于配伍不适宜+因为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为高浓度溶
液+不可以直接输注+在输注前+必须与可配伍的氨基酸溶液或
含有氨基酸的输液相混合+然后与载体溶液一起输注+$ 体积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应与至少 ?体积载体溶液混合+混合液
中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的最大浓度不应超过 >F?i.$</ ) 注
射用帕瑞昔布钠f$#i氯化钾注射液D胰岛素注射液属于典型
配伍不适宜+由于帕瑞昔布与其他药物在溶液中混合后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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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因此+不论溶解或是注射过程中+帕瑞昔布都严禁与其他
药物混合) 如帕瑞昔布与其他药物使用同一条静脉通路+需采
用与帕瑞昔布相容溶液充分冲洗静脉通路)
DBCA浓度不适宜

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 3f#F=i氯化钠注射液
$## O(为典型的浓度不适宜+因为亚胺培南溶解度较小+浓度
不得超过 ? O3DO(+否则容易出现沉淀) 蔗糖铁注射液 ? O(l
#F" 3f#F=i氯化钠注射液 "?# O(属于浓度不适宜+浓度不得
低于 $ O(l"# O(输液%蔗糖铁注射液的给药方式为静脉滴注+
其 $ O(最多只能稀释到 #F=i氯化钠注射液 "# O(中+? O(最
多稀释到 #F=i氯化钠注射液 $## O(中+而 "? O(最多稀释到
#F=i氯化钠注射液 ?## O(中.$?/ )
DBDA给药方式不适宜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仅供静脉注射$f葡萄糖注射液静脉
滴注为典型的给药方式不适宜+因为该药仅供静脉注射+配置
时需要将奥美拉唑冻干粉末完全溶解于所附的专用溶剂#含
有聚乙二醇 <##$$# O(中+如果加入其他溶剂可能形成变色+
因此禁止使用其他溶剂溶解或稀释)
DBEA溶剂不适宜

多烯磷脂酰胆碱注射液f#F=i氯化钠注射液为典型的溶
剂不适宜+多烯磷脂酰胆碱严禁用电解质#如 #F=i氯化钠注
射液*复方氯化钠注射液等$稀释+只可用不含电解质的葡萄
糖溶液稀释#如 ?i*$#i葡萄糖溶液+?i木糖醇溶液%如果用
其他输液配置+混合液 7N不得低于 AF?$ .$$+$?/ )

综合分析我院aK9GM 退回修改的医嘱发现+通过对药物
配伍知识的宣传配合合理用药软件的医嘱拦截+达到了规范医
嘱用药*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和保证静脉用药安全有效的目
的) 与国内同行 aK9GM 医嘱审核工作比较+我院 aK9GM 在抗
肿瘤药和静脉营养液相关药品审核方面还有不少差距.$@4$=/ %
医师处方溶剂选择比较随意的习惯需要进一步改进."#/ %审方
信息化方面的灵活性还不够."$/ %个别不合理医嘱总是重复出
现+是因为合理用药审核软件存在漏洞+需要在使用中不断完
善解决+aK9GM处方前置审核需要药师进一步参与+以保证合
理静脉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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