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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临床合理用药的药学干预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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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抗生素临床合理用药采取药学干预措施的临床效果。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19
年12月本院接治的抗生素治疗患者开展研究，纳入病例84例，以随机数字法分组，可分为参照组 (n=42)和
实验组 (n=42)，参照组按医嘱用药，实验组基于参照组基础采取药学干预，比较两组效果。结果：实验组不

良反应 (发热、肝脏受损及过敏等 )发生率与参照组比显著降低P<0.05；实验组抗生素不合理运用率明显低于

参照组P<0.05。结论：抗生素临床合理用药采取药学干预措施效果理想，可降低不良反应，优化抗生素用药

安全性，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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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by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84 patients with antibiotic therap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n=42) and Experimental Group(n=42),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as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o take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to compare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fever, liver injury and allerg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nd the irrational use rate of antibiotic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rrational use rate of antibiotic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optimize the safety of antibiotics, it is 
wort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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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疾病在诊疗过程中，属药物疗法最为常

见，但在用药时常常受一系列因素干扰使其运用安

全性及合理性低下，影响诊疗效果，更有甚者危及

患者生命安全，尤其是抗生素用药过程 [1]。因此强

化抗生素用药安全管理，提高用药质量至关重要。

相关研究表示，于抗生素用药中采取合理、全面的

药学干预措施，可降低用药不良反应，使患者获取

高效率及高质量的用药服务，有益于降低医疗纠纷，

优化服务质量 [2]。本研究对2018年1月至2019年12
月接诊患者予以研究，具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本院接治的抗生

素治疗患者开展研究，纳入病例 84例。纳入标准：

患者知情并同意研究；言语表达能力正常。排除标

准：文盲；罹患精神疾病；过敏体质。以随机数字

法分组，可分为参照组 (n=42)和实验组 (n=42)，参

照组男女数量之比 23: 19；年龄临界值 19～51岁，

均龄 (35.12±7.14)岁；实验组男女数量之比24: 18；
年龄临界值21～50岁，均龄 (35.52±7.18)岁。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1.2方法

参照组按医嘱实施用药，结合患者用药具体状

况，告知其用药方法、频率及须知事项等，强调按

时按量用药。实验组立足于参照组基础前加用药物

干预措施：①制定用药制度：依据医院制度与发展

情况进行抗生素使用原则及制度的制定，如抗生素

用量、疗程、用药方式等，编制成文件形式，发放

至科室加以学习。要求药师与医生按时参加抗生素

使用学习讲座，提高用药合理意识。②药学干预措

施：药师需对各科室抗生素运用状况予以全方位掌

握，借助随机法抽查，审查医生所开具的处方，依

据病情分析并进一步审查处方，一旦发现有不合理

状况，建议使用醒目标识，并统计此类不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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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上报于管理部门。与此同时，借助处方开具

不合理状况开展统一讨论及研究，视患者为核心，

制定可行性用药计划。当患者自主要求采取抗生素

诊疗时，需先评估其病况，对不合理运用行为加以

指导，提高抗生素使用认知度。③组织药学培训：

组织医护人员落实药学培训学习工作，1次 /周，强

化医护人员抗生素运用意识，使其全方位掌握相关

知识，遵守标准及相关规范。加强药物培训知识，

依据当下抗生素发展及运用，了解各种类型抗生素

使用适应症、病原菌及细菌耐药性等，特别是新型

抗生素知识学习，以提高每位药师对新研发抗生素

药理机制、禁忌及适应证的掌控。

1.3观察指标

①不良反应。对两组抗生素运用过程中发热、

肝脏受损及过敏等不良反应实施评价分析，并做相

应记录。②不合理抗生素运用。主要有无指征用药、

多次用药及药物方式不当等。

1.4统计学方法

取SPSS22.0软件行数据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

(x±s)表示，以 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以c2检

验，P<0.05具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良反应

实验组发热、肝脏受损及过敏发生几率与参照

组比明显下降P<0.05，具统计学差异。详情见表1。

表1　不良反应 [n(%)]

组别 发热 肝脏受损 过敏 总发生率

实验组 (n=42) 1(2.38) 0(0.00) 1(2.38) 4.76%(2/42)

参照组 (n=42) 4(9.52) 2(4.76) 6(14.29) 28.57%(12/42)

c2 - - - 8.571

P - - - 0.003

2.2不合理抗生素运用

实验组不合理抗生素运用率 2.38%相较于参照

组21.43%明显下降P<0.05，对比成立，有统计学意

义 (c2=7.265，P=0.007)。
3讨论

抗生素半衰期较长，抗菌谱较广，因此得到临

床大面积运用，但随抗菌药物种类变得多样化，滥

用抗生素等问题明显增多，致机体出现耐药性及药

源性疾病等不良事件，不但增加患者医疗成本，且

延缓康复进程，同时影响医疗服务质量。由此可见，

强化抗生素药物管控及监督，促使抗生素合理运用

已是迫在眉睫 [3]。本次研究中，实验组不良反应 (发

热、肝脏受损及过敏等 )发生率与参照组比显著降低

P<0.05；实验组抗生素不合理运用率明显低于参照

组P<0.05，提示药学干预措施于抗生素合理运用中

具理想效果。药学干预措施经制定抗生素运用制度，

使药师及医生在抗生素运用方面变得更为规范及标

准，有效发挥督促、管控作用。强化药物干预措施，

以随机法抽查，对临床各科室抗生素运用状况加以

了解、掌控，进而实施个性化药学干预，最大化减

少抗生素不合理给药情况，保证用药安全性及可行

性。另外，药学干预重视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学习工

作，特别是新型抗生素，要求医护人员与时俱进，

学习最先进的药学知识，完善自我，提高综合素养，

为患者提供更为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 [4-6]。

综上，抗生素临床合理用药采取药学干预措施

效果理想，可降低不良反应，优化抗生素用药安全

性，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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