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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

临床药师对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干预前后的效果探讨

吴燕
（荆州市妇幼保健院，湖北  荆州  434020）

0　引言

抗菌药物是临床中常用抗细菌感染的药物，该药物常常

用作防治细菌或者真菌感染疾病 [1]。然而，抗菌药物的使用中，

受部分医院管理不合理的影响，多数医院存在抗菌药物不合

理使用的情况，这给临床疾病治疗与疾病预防带来诸多问题，

患者常常出现毒性反应、变态反应、院内感染、细菌耐药等

情况，这对患者预后不利，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患者的

经济负担 [2]。为了降低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的发生率，

本院近几年针对住院患者，在为患者使用抗菌药物时就强化

了药物使用强度干预，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 资 料。 本 院 自 2016 年 2 月 开 始， 临 床 药 师 就 强

化了对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干预。以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作为干预前，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作为干

预后。干预前后均选择 500 例住院患者进行研究，评估抗菌

药物使用强度干预的效果。患者入选标准：①患者均意识清晰，

能够听懂基本的指令；②患者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合并严重心肝肾损伤的患者；②合并血液系统疾病、精神

疾病的患者。干预前患者中男 264 例，女 236 例；年龄 14-64 岁，

平均（42.3±3.5）岁。干预后患者中男 257 例，女 243 例；

年龄 16-62 岁，平均（41.8±3.8）岁。干预前后所选患者在

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2016 年 2 月本院临床药师强化了对抗菌药物使用

过程强度干预，具体强化干预内容如下。

1.2.1　规范抗菌药物的使用制度：医院领导小组、临床医师、

药物联合制定医院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制度，同时开展药

物使用制度的推广及宣传，强化医院住院患者对抗菌药物使

用知识的了解，降低不合理用药的发生率；定期对抗菌药物

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掌握不合理用药情况，针对未合理用

药的人员，需进行相应的处罚。

1.2.2　做好住院查房及用药监护工作：临床药师每日需联合

医师进行查房，了解患者具体用药情况，若存在不合理用药

情况，药师及医师应联合协商，保证抗菌药物用药合理性；

加强危重患者用药近乎，积极做好感染预防与感染治疗工作。

1.2.3　不断提高药物使用合理性：定期进行抗菌药物处方的

点评工作，将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纳入到医院重要的管理范畴；

加强对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的监测，同时需要定期公布抗菌药

物使用情况，回顾性分析不合理用药案例，联合医师不断改

进与完善用药策略。

1.2.4　提高临床医师及药师专业水平：对临床医师及药师进

行定期培训，提高药师及医师的专业知识素养，提高抗菌药

物使用合理性，降低抗菌药物滥用的发生率，提高药师药物

服务水平 [3]。定期对医师及药师进行相关内容的考核，针对

考核不合格的人员，需进行相应的乘法，促进医师及药物对

抗菌药物使用相关知识的掌握。

1.3　观察组指标。观察干预前后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抗菌药

物不合理用药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20.0 软件做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用用 χ 2 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抗菌使用情况。干预后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优于干预前（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干预前后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比较

时间 例数 使用抗菌药物 预防性用药 抗菌药物使用
时间（d）

干预前 500 82（16.40） 84（16.80） 9.22±1.56

干预后 500 34（6.80） 164（32.80） 12.26±2.03

t /χ 2 - 22.47 34.32 26.55

P - 0.00 0.00 0.00

2.2　抗菌药物应用合理性。干预后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不合理

使用率明显低于干预前（P<0.05），见表 2。

表 2　干预前后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应用合理性比较 [n（%）]

时间 无指征用
药

用法用量
不合理

联合用药
不合理

超常规用
药 总计

干预前 8（1.60） 4（0.80） 5（1.00） 5（1.00） 22（4.40）

干预后 2（0.40） 1（0.20） 2（0.40） 2（0.40） 7（1.40）

χ 2 3.64 1.81 1.29 1.29 7.99

P 0.06 0.18 0.26 0.26 0.01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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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强化对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干预的效果。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作为干
预前，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作为干预后，并选择干预前后本院 500 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本院实施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干预的效果。结果   干预后本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数下降、预防性用药例数增加、抗菌药
物使用时间缩短，同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本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率为
1.40%，明显低于干预前 4.40% 的不合理使用率（P < 0.05）。结论   针对住院患者，临床医师需加强抗菌药物使
用强度干预，通过合理用药干预提高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降低不合理用药情况发生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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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指导显得比较薄弱，在人员和技术上也缺乏有力的支撑，

致使这方面的工作开展不够经常。对血液质量控制投入的时

间和精力也不足。因此上级部门要深入全面地进行检查指导，

从而找出问题，改进工作。严把血液质量关，是血站和医疗

机构共同的目标。血站应进一步强化角色意识，大力支持临

床输血服务人才培养，提高输血研究技术水平，更好地指导

临床用血工作。

3.3　医院临床用血管理认识有待提高。《医疗机构临床用血

管理办法》赋予各级医院明确的临床用血管理职责，但是有

的医疗机构对输血安全和节约用血意识不强，认识有偏差，

对输血科建设不过硬，开展临床用血培训不得力。医院应充

分发挥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做到有人抓、有人管。

输血医学自 2016 年 7 月已正式成为临床用血下的二级学科，

进一步说明了输血医学的重要性。医疗机构应当建立科室和

医师临床用血评价及公示制度。将临床用血情况纳入科室和

医务人员工作考核指标体系，推动高效、科学、合理地用血。

4　结果

血液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应用得当，可以改善患者的病情、抢救患者的生命。

我们应切实加强临床用血管理，卫生主管部门、血站和医疗

机构应各负其责，互助合作，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保证临

床输血的安全性，提高科学合理用血水平，共同把临床输血

工作做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提供更好的输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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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前人们对医疗服

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实际的用药管理中，为住院患者合理

应用抗菌药物成为当前临床医师关注的重点 [4]。

对于住院患者而言，临床药师是抗菌药物使用控制的关

键环节。但是在实际的抗菌药物使用中，受药师认知水平的

影响，常常会导致不合理用药情况的发生，这样严重影响患

者疾病的治疗 [5]。因此，为了降低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

针对住院患者，要求强化抗菌药物使用强度的干预，规范抗

菌药物使用制度，控制药物的使用剂量，进而降低抗菌药物

不合理用药情况的发生率。此外，需要不断提升临床药师的

自我知识水平，这样推进医师与药师合理用药，提高抗菌药

物用药的合理性，为患者疾病治疗提供重要帮助。本次研究中，

探讨了强化临床药物对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干预的效

果，结果显示相比干预前，干预后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明显改善，

同时干预后住院患者不合理用药情况也明显下降，这充分表

明强化临床药师对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干预对提升医院抗菌药

物服务水平意义显著。

综上所述，推进临床药师对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调

干预，可显著提高用药合理性，因此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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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毒供应中心落实细节化管理，不仅能够强化无菌操作的

落实效果，提升工作人员在安全防护方面的意识与能力，同

时还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护用品，是降低医源性感

染的有效途径 [5]。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临床科室无菌包存放合格率与

科室满意度均显著优于之前，数据差异明显。这一结果充分

证明借助细节管理法，能够更好的优化消毒供应室在临床医

护工作中的参与实效性，为临床的无菌材料使用提供明显的

质量改进作用，从而显著优化临床医护质量，改进医院医护

能力，对于医院而言有着必然性的作用和价值 [6-7]。

综上所述，细节管理在消毒供应中心中的应用效果突出，

能够显著改善供应室工作效果，提升供应服务质量与水平，

促使临床医护工作得到明显改进，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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