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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老年患者用药安全管理
邢文学

（白城中心医院，吉林  白城  137000）

0　引言

神经内科的大部分患者均为老年人，其自身由于机体组

织功能衰退，因此可能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加之自身患有神

经内科疾病，因此使得其用药安全风险水平较高 [1]。用药安

全事件的发生不但会对患者的疾病治疗产生影响，同时还可

能危及患者的身心健康，导致护患纠纷的出现。本次研究就

选取神经内科患者 600 例，探讨神经内科老年患者用药安全

管理措施，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 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我院收治

的 神 经 内 科 患 者 600 例， 包 括 男 340 例， 女 260 例； 年 龄

为 60-79 岁，平均（65.3±4.1）岁；住院时间 5-15 d，平均

（12.2±3.1）d。其中脑梗塞患者 190 例、脑膜炎 225 例，

癫痫 85 例，其他神经内科患者 100 例。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通过，全部患者均对本次研究内容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通过整理分析患者自身的住院记录以及护理

文件，来对患者在接受疾病治疗的过程中的用药种类、用药

时间、使用方法、用药剂量、治疗时间以及用药后的临床表现，

从而对用药过程中的安全事件进行明确，从而有效分析用药

过程中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

1.3　观察指标。观察本组患者的用药安全事件的发生率以及

发生原因。

2　结果

2.1　用药安全事件发生率及发生类型。神经内科老年患者用

药安全事件发生率为 5.00%，其中发生率最高的类型为用药

时间错误，具体情况如表 1。

表 1　用药安全事件发生率及发生类型（n，%）

用药安全事件类型 例数 构成比

用错药 7 23.33

药物不良反应 6 20.00

药品用法错误 5 16.67

配伍剂量不准 4 13.33

用药时间错误 8 26.67

合计 30 100.00

2.2　神经内科老年患者用药安全因素。导致患者出现用药安

全事件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为患者因素，包括患

者自身的生理因素、自身存在不良生活方式、自身基础疾病

因素、不具备充分的用药方面知识等，另一个方面为护理人

员因素，包括综合素质水平低下、护理人员配备不足、未与

患者开展有效沟通、护理文书记录不规范、业务能力较低等。

3　讨论

神经内科老年患者在住院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较多，

其可能导致患者受到不利影响，其中发生率最高的类型为用

药安全事件，而同样其也最容易被忽略。保障用药安全不但

是使患者的疾病治疗效果得到保证的基础，同时也是使患者

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的前提。所以临床上需对神经内科的用

药安全管理进行高度重视，从而使患者的用药安全能够得到

保证 [2]。

为了使神经内科老年患者的用药安全得到保证，可采取

下列方法：①使护理人员自身的用药安全管理意识得到增强，

在开展用药安全管理的过程中，主体为护理人员，因此可定

期组织相关讨论会，集合护理人员对神经内科中所出现的用

药安全事件进行汇总，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由此使护理人

员自身所具备的用药安全管理意识和法律意识得到有效提高，

特别是对于出现的典型事故，或造成较为严重后果的事故需

开展重点分析，由此使护理人员能够懂得用药安全管理所具

备的重要性，由此使其能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对用药安全

管理进行强化；②使护理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定期对护理人员开展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用药护理理论知识、

工作责任心、实践操作技能等，分析护理人员所存在的不足

之处，并针对性的为其开展培训，从而使护理人员自身所具

备的综合素质得到有效提高；③对护理人员进行合理安排，

参照神经内科自身的具体情况，对护理人员进行合理安排，

从而避免护理人员出现工作强度过高的情况，使护理人员自

身的工作压力得以减轻，其可使护理人员自身保持足够的精

力来面对自身的工作，从而使神经内科用药安全事件的发生

得到有效减少 [3]；④与患者开展积极有效沟通，做好患者的

用药安全知识宣传，从而使患者自身对正确用药的认知得以

提高，使患者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在为患者开展用药

指导时，特别是对于口服用药，需要将用药的准确时间、剂

量等进行告知，可将用药指导以文字方式书写在告知板上，

悬挂在患者的床头，除此之外，护理人员需对患者的用药情

况进行监督，并在患者用药后对其病情变化进行密切观察；

⑤对护理文书的规范书写引起足够重视，从而使护理文书所

具备的法律效应得到保证，在对护理文书进行书写的过程中，

护理人员可与临床医师开展沟通，对患者自身的护理需求和

不良反应的预防措施进行了解。定期开展护理文书书写比较，

从而使护理人员自身所具备的护理文书书写能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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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护士长需做好护理文书检查工作 [4]。

综上所述，多种因素均会导致神经内科老年患者出现用

药安全问题，因此需对影响因素进行积极总结，并采取相应

方式时患者用药安全性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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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骨肽 60 mg QD iv.gtt 用药 24 天。根据我院《辅助用药管

理制度（试行）》规定：每日用量为最小剂量、临床应用时

间不得超过说明书规定的一个疗程的最短天数（如说明书没

有疗程规定则不得超过 7 天）。该药说明书【用法用量】静

脉滴注，一次 60 mg，一日 1 次，15 日为一疗程。该医嘱连

续用药 24 天，违反我院辅助用药管理规定。同时违反了辅助

用药临床应用基本原则。

3.3.2　用量不合理（超剂量使用），违反我院辅助用药管理

规定。该类不合理医嘱占不合理医嘱 43.48%。如：医嘱：注

射用核糖核酸 II 200 mg iv.gtt QD。根据我院《辅助用药管

理制度（试行）》规定：每日用量为最小剂量、临床应用时

间不得超过说明书规定的一个疗程的最短天数（如说明书没

有疗程规定则不得超过 7 天）。该药说明书【用法用量】静

脉注射，以 5% 葡萄糖注射液或 0.9% 氯化钠注射液溶解后静

脉注射，100-300 mg，一日 1 次。7 日为一疗程。该医嘱每

日用量 200 mg ，用量不合理，违反我院辅助用药管理规定。

同时违反了辅助用药临床应用基本原则。

3.3.3　 溶 剂 选 择 不 合 理。 该 类 不 合 理 医 嘱 占 不 合 理 医 嘱

12.42%。如：医嘱：注射用二丁酰环磷腺苷钙 40 mg+0.9%
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iv.gtt QD。根据该药说明书【用法用量】

以 5% 葡萄糖注射液溶解。因此，该医嘱溶剂选择不合理。

3.3.4　超剂量使用。该类不合理医嘱占不合理医嘱 4.97%。如：

医嘱：注射用 12 种复合维生素 2 支 iv.gtt QD 输液泵泵入。

综上所述，辅助用药是把双刃剑，应用得当，不仅加快

患者身体恢复，缩短住院时间，且能降低住院费用，优化国

家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反之，不仅会升高联合用药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增加患者痛苦，而且会加重个人及国家医疗经

济负担。我院不合理用药中连续用药时间长、用量不合理（超

剂量使用）占不合理医嘱较大比例，违反我院辅助用药管理

规定等不合理用药现象违背了辅助用药基本原则 [3]。为规范

辅助用药的临床使用，防止用药超范围、超适应症等过度使用，

我院根据《辅助用药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对辅助用药采取

了重点监控，对不合理用药进行处罚，对不合理使用率高的

品种进行停用等措施。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根据国

家《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国

卫体发 [2015]89 号）和贵州省卫计委、黔西南州卫计委关于

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具体要求，我院制定《控

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工作实施方案》，并对辅助用药管理

采取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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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管理制度的完善，确定每个岗位的岗位职责，确保每位

人员的义务，这样有一个系统化的约束力，建立医疗设备管

理与考核制度，对上岗人员进行培训、定期考核，确保每位

员工都是最有效、最有用的人才，通过制度的完善，加强制

定的执行力，确保制度使用过程中有效的执行，促使医疗设

备正常有效的运转，通过其使用效率。

3　结论

随着医院的医疗器械设备的更新，高端医疗设备的投入，

越来越多的医院更加重视医疗设备的管理工作，在进行管理

过程中，设备的维修管理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对医疗

设备维修加强管理，能够提高医疗设备的使用效率，减少医

疗设备损坏、故障的几率，促进医疗设备高质量的运转，从

而提高对患者的诊治能力。在医疗设备管理中，注重维修中

的问题，加以总结，并且进行有效的改正，确保医疗设备常

态化的运行，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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