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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干预促进骨科合理预防使用抗菌药物的效果评价

刘玲玲1,2,邢亚群1,2,吴冰冰1,2,王迪生1,2,刘摇 浩2

[摘要]目的:评价临床药师参与骨科清洁切口手术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管理的效果。 方法:抽取 2015 年 12 月(干预

前) 和 2016 年 4 月(干预后)出院的骨科清洁切口手术的所有病例,将临床药师干预前后预防应用抗菌药物的各项指标进行

对比。 结果:临床药师参与管理后(干预后),骨科清洁切口手术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在药物品种选择和给药时机方面

有所改变(P < 0. 01),用药疗程较干预前明显缩短(P < 0. 01);干预后病人人均抗菌药物费用较干预前明显降低(P < 0. 01)。
结论:临床药师对骨科清洁切口手术围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的干预,提高了抗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对降低病人抗菌药物

费用,规范医院合理用药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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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linical pharmacist intervention o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in orthopaedics

LIU Ling鄄ling1,2,XING Ya鄄qun1,2,WU Bing鄄bing1,2,WANG Di鄄sheng1,2,LIU Hao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
2. School of Pharmac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pharmacist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ve use antibiotics in perioperation of clean
incision. Methods:All patients with clean incision operation in December 2015 ( pre鄄intervention group) and April 2016 ( post鄄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elected. The indicators of preventive use of antibiotic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of clinical
pharmacist were compared. Results:After clinical pharmacist intervention,the administration time and drug variety of preventive use
antibiotics in perioperation of clean incision changed(P < 0. 01),the course of drug us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P < 0. 01),and the
drug expens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before intervention(P < 0. 01). Conclusions:The pharmacist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ve
use antibiotics in perioperation of clean incision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bacterial drug and
decreasing the expense of antibacterial drug。
[Key words] antibacterial drug;prophylactic drug use;clean incision operation;rational use of drug;clinical pharmacist

摇 摇 骨科清洁切口手术大多具有外源性异物植入、
手术时间长等特点,且手术部位感染一旦发生将造

成严重后果,往往需要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 我国

卫计委对此也出台了一系列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围

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的指导原则和政策,然
而临床科室的用药依从性却不尽人意[1]。 自从

1975 年药学服务理念首次提出后,临床药师在临床

药物治疗活动中的作用逐渐受到临床治疗团队的肯

定与认可。 我国卫计委在 2002 年颁布了《医疗机构

药事管理暂行规定》,更加重视临床药学工作的开

展。 目前将临床药师纳入临床治疗团队的概念已渐

渐为临床医护人员所接受,作为临床合理用药工作

的一部分,2016 年 1 月份开始,针对骨科清洁切口

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中初次给药时机、药物品种

选择和用药疗程等方面存在的顽固问题,我院临床

药师在行政干预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为期 3 个月的连

续药学干预。 现将干预前后的预防用药情况作一

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资料来源 摇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5
年 12 月(干预前组)和 2016 年 4 月(干预后组)出
院归档的骨科清洁切口手术的医学管理系统(HIS)
电子病历为研究对象,根据纳入排除标准进行筛选

调查。 通过查阅病历,记录包括病人基本情况、手术

信息、抗菌药物使用品种、给药时机、疗程、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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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费用等相关信息。
1. 2摇 药师干预方法摇
1. 2. 1摇 与医生沟通,提高临床对合理预防使用抗菌

药物的认识摇 药师参与到骨科医护人员每周三下午

的集中业务学习中去,负责将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

抗菌药物指导原则及最新的国家政策等信息传递给

医生。 内容包括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5 版的解读、骨科常用抗菌药物的药理及药动学

特征、抗菌药物在不同生理病理特点人群中的应

用等。
1. 2. 2摇 定期病历点评摇 每月抽取骨科三分之一时

间段的出院病历进行点评,参照《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指导原则》[卫医发(2015)43 号] [2] 《卫生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
[卫办医政发(2009)38 号] [3] 《围手术期预防应用

抗菌药物指南》 [4] 《三级综合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与

控制指标(2011 年版)》 [5] 《卫生部 2012 年全国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卫办医政发

(2012)32 号] [6],制定骨科玉类切口手术围手术期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评价标准,初评结果也利用业

务学习时间由骨科治疗组集体讨论并二次评价,经
过骨科医生确认后的二次评价结果提交到院合理用

药专家会,由院内合理用药专家会集体讨论后上交

医院质量管理科并根据不合理用药严重程度酌情扣

分,最后经过院长办公会后将点评结果及扣分情况

借助院内质量管理通报及药讯等媒介予以公示。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Fisher忆s 确
切概率法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干预前后病人基本情况的比较摇 共有 90 例病

例纳入本次研究,药师干预前组与干预后组病人的

性别比例、年龄和医院感染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干预前后病人基本情况的比较[n;x 依 s]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 岁 医院感染

干预前 45 29 16 51. 16 依 19. 90 2

干预后 45 28 17 49. 44 依 22. 83 2

合计 90 57 33 — 4

字2 — 0. 05 0. 38* 0. 26

P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2. 2摇 干预前后经济学指标的比较摇 药师干预前 45

份骨科清洁切口病历的住院时间为 ( 15. 04 依
14. 32)d,抗菌药物花费(852. 14 依 384. 93)元;经过

为期3 个月的药师干预后,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

(12. 36 依 6. 88)d,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忆 =
1. 14,P > 0. 05),抗菌药物花费降低到(581. 88 依
443. 47)元,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忆 = 3. 12,
P < 0. 01)。
2. 3摇 干预前后第 3 代头孢选用率的比较摇 干预后,
骨科清洁切口手术中使用第 3 代头孢菌素的比率明

显下降,由 24. 4% (11 / 45) 下降到 4. 4% (2 / 45)
(字2 = 7. 28,P < 0. 01)。
2. 4摇 干预前后初次给药时机及手术室护士执行率

的比较摇 在骨科清洁切口手术需要预防性使用抗菌

药物的病历中,干预前选择术前 0. 5 ~ 1 h 作为初次

给药时机的比率为 97. 78% ,干预后为 100. 00% ,两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手术室护士执行

首剂抗菌药物医嘱由干预前的 0. 00% 增加到干预

后的 80. 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见
表 3)。

摇 表 3摇 药师干预前后骨科清洁切口手术初次给药时机及

手术室护士执行率的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初次给药术前

0. 5 ~ 1 h
执行首剂

抗菌药物医嘱

干预前 45 44(97. 78) 0(0. 00)

干预后 45 45(100. 00) 36(80. 00)

合计 90 89(98. 89) 36(40. 00)

字2 — — 60. 00

P — >0. 05* < 0. 01

摇 摇 *示 Fisher忆s 确切概率

2. 5摇 干预前后预防用药停药情况的比较摇 骨科清

洁切口手术使用抗菌药物的病人中,24 h 内停药

率由干预前的 24. 4% (11 / 45) 上升到干预后的

57. 8% (26 / 45)(字2 = 10. 33,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骨科手术由于术中常需使用同种异体骨、异源

性内固定物等生物材料,一旦发生术中感染,常会导

致骨与关节感染、神经组织变性、创口愈合困难,导
致手术失败、人工关节与植入物无法发挥作用而必

须取出,增加病人的再入院率并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和手术的风险[7],严重感染甚至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或可能遗留终身残疾[8 - 9]。 在加强医院感染控制工

作的同时,合理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对于降低骨科

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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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骨科清洁切口手术的手术部位感染,应针

对革兰阳性球菌选用药物,这是由于这类手术一旦

发生手术部位感染,最可能的污染菌为金黄色葡萄

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链球菌属[10],2015 年

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也推荐用第 1、2
代头孢菌素(茁 内酰胺类药物过敏可以改用克林霉

素)。 WALTERS 等[11]研究显示头孢唑林在给药后

约 37 ~ 53 min 时间段内,髋关节中抗菌药物浓度处

于最高水平。 卫计委发布的指导原则也要求抗菌药

物应在皮肤、黏膜切开前 0. 5 ~ 1 h 内或麻醉开始时

给药,在输注完毕后开始手术,保证手术部位暴露时

局部组织中抗菌药物已达到足以杀灭手术过程中沾

染细菌的药物浓度。 抗菌药物的有效覆盖时间应包

括整个手术过程,若手术时间在 2 h 以内,术前给药

1 次即可,如果骨科手术时间超过 3 h 或超过所用药

物半衰期的 2 倍以上,或成人出血量超过 1 500 mL,
术中应追加 1 次。

自 2011 - 2013 年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

以来,在我院多部门协作下,骨科清洁切口手术在联

合用药、用药档次及用药疗程方面有较大的好转,但
仍存在较多的改进空间。 为进一步规范骨科清洁切

口预防用药,2016 年年初院方采取在继续行政干预

的基础上向骨科派驻临床药师。 我院临床药师参与

到骨科每周三下午的业务学习中,将上述循证医学

证据结合卫计委的政策传递给骨科医生,提高了医

生们对指导原则推荐的用药的信任度,对指导原则

的依从性大为提高,并主动联系手术护士和麻醉师

解决了首剂抗菌药物手术室执行率的问题。 临床药

师还整理和罗列了骨科常用抗菌药物的半衰期、给
药时间、推荐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借助科室例会、
早交班、业务学习等时间发布给临床科室,便于临床

科室在实际用药时参考应用。
经过 3 个月的干预,骨科清洁切口预防性使用

抗菌药物取得较显著的好转,具体表现在以下 3 方

面:第一,选药目前基本以 1、2 代头孢为主,当病人

头孢类药物过敏时,以克林霉素替代;第二,给药时

机均能做到术前 0. 5 ~ 1 h 给予首剂抗菌药物,且
首剂抗菌药物均能在手术室执行,真正实现术前

0. 5 ~ 1 h 内或麻醉诱导时给药;第三,病人使用抗

菌药物的疗程基本控制在 3 d 以内,且 24 h 内停药

的病例明显增多。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药师干预骨科清洁切口

围手术期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改变了骨科医生的不

良用药习惯,由经验用药转向循证医学证据指导用

药。 缩短病人住院时间,减少病人住院花费的同时,
并未增加医院感染或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 在提

高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水平的同时体现出临床药

师的价值。 以上充分说明临床药师干预能够有效促

进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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