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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甲医院类风湿关节炎用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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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某三甲医院类风湿关节炎(RA)住院患者用药情况，探讨临床药师如何发挥作用，保障临床用药安全、经济、 

有效、合理。方法：抽取该医院2009年第二、三季度81例RA住院患者病历做回顾性调查，将所得到的信息根据统计学方法 

进行归纳、整理，分析其总量、构成比、用药频度(DDDs)值、药物利用指数(DUI)值。结果：RA患者发病年龄较高，女性多于男 

性，治疗疗程较长，住院花费较大。统计抗风湿病药32类，合格药品25类(DUI范围0．85—1．15)，不合格药品7类。平均出 

院带药6．28种，其中抗菌药物占4．91％，注射剂数占5．3％，国家基本药物占31．04％，使用通用名数占38．7％。结论：RA患 

者整体用药合理，但仍存在不合理用药，临床医生用药水平还需不断提高，药物使用合理性尚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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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rugs for patients、 th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a certain 3A-grade hospital 

LIU Xue·gang ，CAI Bo ，JU Hua ，ZHANG Sheng—yu ，LIU Hao 

(J．Faculty ofPharmac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2．Department ofPharma~yeutics，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Hefei Anhui 2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dmgs for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RA)in a certain 3A—grade hospital，and to 

explore what the clinical pharmacists could do to ensure the medicine used is safe，economic，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8 1 RA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season in 2009 were surveyed retrospectively；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was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the volume dose，constituent ratio，DDDS value and DUI value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The mean onset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high，and most of them were female．The averag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quite long，and 

the average cost was large．The total RA dmgs applied accounted to 32 kinds，25 of what were above the standard(DU1 0．85—1．15 

range)，and 7 of what were not．The dmgs taken out by the patients when discharged accounted to 6．28 kinds on average，among them 

4．91％ were antimicrobial agents，5．3％ injections，31．04％ essential dmgs and 38．7％ with general names．Conclusions：The dmgs 

applied to RA patients are generally reasonable，but unreasonable administration still exists．Clinicians should improve their level of drug 

use and reinforce the rational use of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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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 

以慢性进行性关节病变为主的自身免疫病，其特征 

是对称性多关节炎，以双手、腕、肘、膝、踝、足等关节 

受累最为常见，还可出现发热、贫血、皮下结节及淋 

巴结肿大等关节外表现。本病是一种异质性、系统 

性疾病 J，如果不经过正规的治疗，病情会不断地 

发展，从而导致关节残毁畸形，功能丧失，具有很高 

的致残率。目前药物治疗主要包括非甾体抗炎药、 

改变病情抗风湿药、糖皮质激素类(GC)、生物制剂 

及植物药等。为了更好地总结该类疾病的临床治疗 

用药情况，我们收集了某三甲医院2009年二、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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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主要诊治为RA的住院患者81例的基本信息，对 

长、短期医嘱单上药物以及出院带药的信息进行分 

析，并对其品种、数量、用药频度(DDDs)值、药物利 

用指数(DUI)值及临床应用情况进行讨论，从而获 

取类风湿关节炎临床药物治疗的情况，为类风湿关 

节炎的临床药物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收集 2009年 3～9月某三甲医院 

81例 RA出院患者的病历，诊断均符合美国风湿病 

协会 1987年修正的 RA分类标准和活动性 RA标 

准 J。根据《处方管理办法》等要求设计表格，将相 

关信息录入表格，内容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 

历号、住院Et期、天数、住院金额、长短期医嘱单上的 

用药类别、药物品种数、药物用法用量、用药疗程以 

及出院带药情况等。 

1．2 方法 将非甾类抗炎药(NSAIDs)、改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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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风湿药(DMARDs)、GC药物、抗骨质疏松药、护胃 

药及出院带药的药物种类、用法用量、疗程、数量等 

数据输入 Excel工作表、SPSS 12．0软件做统计学分 

析。 

1．3 平均 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DDD)的确定 

成人 DDD是根据“WHO合作中心药物统计方 

法”来确定，其中未收录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07年版)和《新编药物学》(第 16版)与药品 

说明书以及临床用药实际情况来确定。 

1．4 DDDs和DUI的计算以及意义 DDDs j=某 

药物在某段时间内的消耗总量 (mg)／该药的 DDD 

值，DDDs值越大，说明该药的使用频率越高。药物 

利用指数 DUI为判断标准，DUI=DDDs!用药总天 

数，DUI值应当趋近或等于 1．0，表明用药合理。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 81例患者中，男 19例，女 62 

例；年龄4～81岁；住院3～34天。平均每人住院费 

用为5 214．13元，其中平均西药费为 1 547．72元， 

平均 中成 药 费用 为 64．42元，平 均 治疗 费 为 

1 182．63元 。 

2．2 NSAIDs使用情况 氟诺昔康、奥沙普秦、塞来 

昔布、双氯芬酸钠、异丁苯丙酸、萘丁美酮使用合理， 

而丹皮酚磺酸钠、氟诺昔康总体使用合理。NSAIDs 

使用详情见表 1。 

表 1 NSAIDs治疗 RA的应用情况 

序号 药品 总量(mg)总天数(d)DDD值(mg) DDDs DUI 

2．3 DMARDs使用情况 常用的 DMARDs使用具 

体情况见表2。来氟米特、羟氯喹、柳氮磺胺吡啶、 

甲氨蝶呤、青霉胺使用合理；沙利度胺较大不合理， 

原因沙利度胺从小剂量每天50—100 mg开始，维持 

剂量为每天 25 mg_4 ，波动性大；硫唑嘌呤2例，DU1 

0．5，不合理。此外，口服金制剂金诺芬3例，使用 

6次，用量300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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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DMARDs治疗 RA的应用情况 

}不每周剂量 

2．4 GC药物使用情况 GC药物使用见表 3，泼尼 

松、甲泼尼龙用量相对于地塞米松要多，泼尼松、甲 

泼尼龙、地塞米松抗炎等效剂量 比为 5：4：0．75， 

换算得患者平均GC使用量为20．0 mg／d。 

GC药物平均疗程7．73天，其泼尼松平均疗程 

为9．02天，甲泼尼龙平均疗程为 10天，地塞米松平 

均疗程为4．17天。 

GC药物泼尼松55例，使用率67．9％最高，总量 

最大，用药也最合理，DUI 1．14接近1。使用甲泼尼 

龙2例，用药途径：静脉滴注加口服，DUI偏离 1较 

大。使用地塞米松 6例，用药途径：口服加注射， 

DUI偏离 1稍大。此外，使用 复方制剂得宝松 

57例，使用率70．37％，关节腔内注射，每次1 ml，共 

使用69次。 

表3 GC药物治疗 RA的应用情况 

序号 药品 总量(mg)总天数(d)DDD值(mg) DDDs DUI 

1 泼尼松 5 672．0 496 10．0 567．20 1．14 

2 甲泼尼龙 2 852．0 20 7．5 380．27 19．01 

3 地塞米松 237．5 25 1．5 158．33 6．33 

2．5 辅助药物使用情况 辅助药物整体使用合理， 

具体使用情况(见表4)。 

2．6 出院带药情况 出院带药在 RA患者药物治 

疗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结果显示，患者出院带药数总 

计 509种，平均每位患者带药数6．28种。其中抗菌 

药物数、注射 剂数 比例 较少；国家基 本药物 占 

31．04％，处方使用通用名为 38．7％，比例略低，需 

进一步加强。 

3 讨论 

RA患者所使用药物信息的获取及分析，对临 

床医生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一方面认识目前使用 

药物存在的问题，也可了解临床整体的用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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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辅助药物治疗 RA的应用情况 

序号 药品 总量(mg)总天数(d)DDD值(mg) DDDs DUI 

}示单位为“片”，△示“IU”，#示“ILg．，，▲示“付” 

从而提高药物治疗应用的水平，避免药物的不合理 

使用。本研究中根据患者基本信息的统计 ，男女比 

例约为1：3．26，稍高于《新编风湿病学》数据 1：3。 

大部分患者在40—69岁发病，本文统计的患者平均 

年龄53．78岁，在资料范围内。2009年 RA住院患 

者平均住院 10．73天，平均住院金额 5 214．13元， 

RA是一种系统性炎性疾病，治疗的疗程相对较长， 

金额花费较大。 

3．1 NSAIDs在 RA治疗中的现状 NSAIDs具有 

解热、镇痛、抗炎作用，可以迅速减轻炎症引起的发 

热、关节肿痛等症状和体征，迅速缓解患者的痛苦， 

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是 目前治疗 RA的主要药 

物之一。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氯诺昔康 ，DDDs值高 

达 291．75；奥沙普秦、丹皮酚磺酸钠、塞来昔 布 

DDDs值也在 100以上，也是经常使用的药物。在 

本次调查中，氟诺昔康主要是在缺该药的情况下使 

用，此药总体日用量偏小；丹皮酚磺酸钠总体日用量 

偏大，需注意合理用药。非甾类药物使用合理的药 

物有6类，占本类药物 75％，尚有两类 NSAIDs DUI 

值偏离 1较大，使用合理性需要加强。 

3．2 DMARDs使用情况 DMARDs不具备即刻镇 

痛和抗炎作用，且发挥作用较慢，但能改善和延缓病 

情进展，改变疾病本身的性质和进程，在RA的治疗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常见的 DMARDs有来氟米特， 

DDDs 327．5，使用频率最高，是一种具有抗增生活 

性的异嗯唑类免疫抑制药，不仅具有免疫抑制作用， 

还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J。同时，羟氯喹、沙利度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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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氮磺胺吡啶、甲氨蝶呤使用频率也很高(DDDs> 

1O)，它们都是治疗 RA的基础药物。由于甲氨蝶呤 

每周服药 1次，而患者住院时间较短，RA又需长期 

治疗，所以统计的甲氨蝶呤使用情况受到较大影响， 

但甲氨蝶呤是联合治疗 RA最基础的药物。硫唑嘌 

呤治疗 RA 50 mg／d，2周后增至 100～150 mg／d，持 

续用药 3～4个月，而本次统计的2例患者住院时间 

最长7天，硫唑嘌呤在调查中受到很大影响，DUI值 

0．5，偏离1较大，总体用药还处在小剂量阶段。此 

次统计的沙利度胺 DUI 1．53，平均 日剂量总体用量 

较大，需注意调整药物的用量。DMARDs使用伸缩 

性比较大，合理使用的药物占DMARDs的71．43％， 

合理用药情况需要加强。 

3．3 GC类药物在 RA治疗中量的把握 GC在 RA 

的治疗中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迅速缓解关节肿痛等 

症状 ，又可能引起明显的不 良反应 。GC具有强 

大的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是治疗 RA的基础药物。 

从表5中可以看出强的松使用量最多，DDDs 567．2 

最高，使用合理性也相对较好，DUI接近 1；甲泼尼 

龙 2例用于冲击治疗，地塞米松主要注射使用，两药 

使用量较大，DUI偏离 1较大，原因是根据 RA患者 

具体临床治疗需求情况，GC药物可灵活调整使用剂 

量。同时关节腔局部注射 GC是治疗关节炎症及减 

少全身用药所致的毒副作用的手段之一 。因此， 

关节腔内注射剂倍他米松(使用率70．37％)在临床 

得到广泛使用。 

3．4 辅助药物使用情况 抗骨质疏松药在对抗骨 

破坏及骨质疏松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常用的 

有：维 D钙咀嚼片使用率64．2％，DDDs 494．5；阿法 

骨化醇使用率 20．99％，DDDs 132；降钙素 DDDs 

21；二磷酸盐类阿仑膦酸钠 DDDs 8。 

NSAIDs临床使用广泛，副作用中所导致的急性 

胃黏膜病变是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原因。因此护胃 

药也是辅助药物治疗 RA的重要药物，常见的有奥 

美拉唑(DDDs 708)使用频率相当高，使用合理性尚 

需加强(DUI 1．27)；雷尼替丁(DDDs 71)，替普瑞酮 

(DDDs 53)也是常用药。其他类：骨显像剂、抗炎止 

痛、调节骨代谢、修复破骨药物锝亚甲基三磷酸盐住 

院期间被广泛使用(使用率70．37％、DDDs 465．5)。 

得亚甲基三磷酸盐治疗RA能改善临床症状及实验 

室指标，远期疗效好，毒副作用小_9 J。中成药白芍 

总苷也经常使用(使用率 27．16％，DDDs 224．13)。 

此外，植物药青藤碱、生物制剂重组人 Ⅱ型肿瘤坏死 

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也是治疗 RA比较重要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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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表明植物来源的药物所占比重在逐步的提高， 

显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辅助药物 13类使用合 

理，只有奥美拉唑1类 DUI 1．27偏离 1，原因是部分 

患者使用奥美拉唑注射急性处理，辅助药物使用合 

理性相对较好。 

3．5 出院带药情况 出院带药作为住院患者的后 

续治疗，本次调查中发现出院带药还是 以激素加 

DMARDs辅以护胃药及抗骨质疏松药的治疗为主。 

平均患者带药种类基本符合要求，且注射剂及抗菌 

药物使用比例均低于 10％，在合理使用范围内。但 

国家基本药物品种数占31．04％，需加强，通用名数 

38．7％，使用率较低，出院带药处方在使用通用名方 

面还需加强 ⋯。 

药学服务要求药师从传统的“以药物为中心” 

逐步向“以病人为中心”转化 。本研究通过对某 

三甲医院 RA患者用药的分析，获取本地区 RA临 

床治疗用药的整体情况及趋势，并全面分析医务人 

员在用药过程中存在的优点与不足，为医嘱用药的 

点评与干预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临床医生改进 RA 

的临床治疗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并对临床药师加强 

与临床医生间的沟通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从而进一 

步促进临床用药的安全、合理、经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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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名健康受试者口服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0．25 g后氨苄西林的平 

均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氢钾，以pH 3．5的 0．01 mol／L磷酸二氢钾作为水 

相能获得满意的保留时间和分离度。 

文献  ̈ 报道关于丙磺舒血药浓度测定所用的 

检测波长在254 nm附近，此波长下血清中内源性物 

质干扰多。对丙磺舒进行紫外全扫描发现其在 

280 nm波长附近有吸收峰(但弱于末端吸收)，此波 

长下血清内源性物质干扰少、灵敏度高，故本实验选 

择 280 nm作为丙磺舒的检测波长。 

本实验建立的HPLC内标法干扰小、灵敏度高、 

操作简便，单个样品分析时程在 15 min内完成，适 

合大量生物样品检测。 

6 8 1l】 12 l 5 

时 间／h 

图4 2O名健康受试者口服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0．25 g后丙磺舒的平均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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