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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调研·

400 例丹红注射液集中监测分析
刘杰

张波

【摘要】 目的 对丹红注射液进行上市后再评价，并对用药合理性进行分析。方法 由临床药师
对太原市中心医院 2010 年 2 月～8 月使用丹红注射液的 400 例患者进行集中监测，调查用药情况，并进
行分析及评价。结果 有适应症患者的病情好转率为 95.1%、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5%；该药在使用过程
中主要存在非适应症用药、溶媒选择不当、与其他药品配伍等问题。结论 丹红注射液疗效显著、安全；
临床药师进行用药监测的工作模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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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evaluate Danhong injection and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medication.
Methods 400 patients treated with Danhong injection in Taiyuan Centr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to August,
2010 were monitored centralizedly. Their medication 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rate was 95.1%,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was 0.5%. The problems showed in the use
of the drug were non-indication medication, inappropriate selection of solvent, and unsuitable compatibility with
other drugs. Conclusion Danhong injec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perfect effects and safe. The mode of
medication monitoring by clinical pharmacis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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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药注射剂在临床上的广泛应

例 。 通 过 医 院 信 息 系 统 （ hospital information

用，不良反应报道逐渐增多，中药注射剂的安全

system，HIS）检索获得患者信息，由临床药师每

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中药注射剂的临床

天前往各科室进行用药观察，包括咨询患者用药

基础研究较少，因此，对其上市后继续临床跟踪

后的反应、查阅病例、查看输液记录、填写监测

调查、评价其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1-3］

。我院作为

主要合作单位承担了“中药注射剂重点监测和评

表等。调查过程中不干预临床医生用药，不影响
正常治疗，不进行诱导性询问。

价示范研究”中丹红注射液安全监性测的部分工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患者信息（性别、年龄、

作。丹红注射液作为临床广泛应用的中药注射剂

身高、体重、个人史及家族史等）；病情（适应症、

［4-6］

之一，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较好疗效

。

原患疾病），给药情况（用药批号、给药频率、单

本文对丹红注射液上市后的安全性进行检测，并

次用药量、溶媒种类、单次溶媒剂量、给药途径、

对该药的使用合理性进行分析。

静滴速度等）
，合并用药情况（商品名及通用名、
用法及用量等），用药后情况判定（不良反应、实

1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太原市中心医院 2010 年 2 月至

验室检查、合理用药等）
。评定标准严格按照药品
说明书中内容执行。

2010 年 8 月期间用过丹红注射液的住院患者 400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8.010

2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子课题（项目编

2.1

号：2006BAI21B11）

结果
人员构成、用药科室比例：在 400 例用药者

作者单位：030009 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药剂科

中，男性 244 例（61%）
、女性 156（39%）。患者

通信作者：刘杰，Email：tyzxyyyjk@163.com

年龄分布及所在科室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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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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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丹红注射液患者的年龄及科室分布情况
所占比例

到 2 例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5%。

155

38.8%

具体情况如下：患者，男性，74 岁，因脑梗死伴

128

32.0%

呼吸内科

57

14.2%

高血压入院，患者在首次静滴丹红注射液时手背

33.5%

老年病科

34

8.5%

部、上肢出现轻微皮疹、皮肤红色、有轻微痒感，

16.2%

其他

26

6.5%

考虑输液速度较快所致。因症状较轻，未予停药，

例数

所占比例

科室分布

例数

＜50 岁

52

13.0%

神经内科

50～60 岁

70

17.5%

心内科

60～70 岁

79

19.8%

70～80 岁

134
65

≥80 岁

的影响较小。②不良反应：在临床调查中，监测

以后输液时控制速度。患者未诉不适，无加重迹
2.2

适应症用药及疗效评价：依据药品说明书进

象，4 d 后完全转归。另一患者，男性，45 岁，因

行适应症判定，患者适应症以病例出院诊断为准。

冠心病、心绞痛入院，给予丹红注射液静点，输

有适应症用药者 286 例（71.5%），其中，有一种

液两天后出现皮疹、全身瘙痒，医师停药并进行

适应症者 195 例（68.2%），有两种及以上适应症

对症处理，3 d 后转归。鉴于患者为艾滋病毒抗体

者 91 例（占 31.8%）。用药指症方面，用药后病情

阳性，考虑与过敏体质有关。

痊愈或好转者 272 例（95.1%），无效、恶化及死
亡患者 14 例（4.9%）。无适应症用药者共 114 例
（28.5%），非适应症用药较多的为心律失常、脑

3

讨论
在丹红注射液集中监测过程中，临床药师独

动脉硬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立进行用药调查、监测，不必经医师知情和许可，

2.3

用药合理性评价：①方式给药：400 例患者

该过程不干预临床用药，不影响正常治疗，不进

全部采用静脉滴注(ivgtt.)、1 次/d。②溶媒选择：

行诱导性询问。传统的用药监测一般由医师在临

以 5%葡萄糖注射液为溶媒者 305 例（76.2%），以

床完成，但医师作为临床用药的选择者，往往存

0.9%氯化钠注射液为溶媒者 54 例（13.5%）。选用

在主观上的合理倾向性。而临床药师作为独立于

其余溶媒均为不合理，共 49 例（12.3%），果糖注

选药者和用药者之外的专业人员，能更客观地对

射液 38 例（9.5%）、10%葡萄糖注射液 11 例

用药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因此该工作模式值得

（2.8%）。③给药疗程：用药 6～15 d 为合理用药

推广。丹红注射液用于适应症则疗效显著，对血

时间。疗程合理者 302 例（75.5%）
，疗程过短（≤

细胞、尿液、肝肾功能的影响较小，不良反应发

5 d）者 60 例（15.0%）；疗程过长（≥16 d）者 38

生率为 0.5%，一般较轻微，主要表现为皮肤过敏，

例（9.5%）。④用药配伍情况：根据课题要求及药

这是由于中药注射液中一些微量大分子物质本身

品说明书规定，本品不宜与其他药物配伍同时输

具有半抗原性，进入体内易与蛋白质结合形成完

注。在调查中，存在与氯化钾、胰岛素的配伍现

全抗原而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故过敏体质

象。与氯化钾及胰岛素（一种或两种）合用同时

者用慎用

输注者 265 例（66.3%）
。

异常者（24.5%），主要与非本药适应症、多种药

2.4

物联用有关。

丹红注射液安全性评价：①对机体功能的影

［7］

。本调查中，用药后出现实验室检查

响：对患者用药前后的实验室检查进行比较，检

以药品说明书为依据进行对比，在调查中主

查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生化系列中的部分

要存在无适应症用药（28.5%），排在前三位的依

指标。存在实验室检查异常者 184 例（46.0%）
，

次是：心律失常、脑动脉硬化、慢性阻塞性肺疾

其中用药前正常、药后异常者 45 例（24.5%），课

病；溶媒选择不当（12.3%）主要是果糖、10%葡

题组经评价讨论认为，与丹红注射液无关者 43 例

萄糖；与其他药如氯化钾、胰岛素等联用或混合

（95.6%）、可能相关者 2 例（4.4%）
、确定有关的

输注等问题。建议进一步完善丹红注射液的使用

0 例。可见丹红注射液对血细胞、尿液、肝肾功能

说明书，以不规范用药为例，心律失常、脑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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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脉络
瘀阻证型；果糖注射液、10%葡萄糖等作为溶媒与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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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中药注射液安全性再评价中提供参考。

（本文编辑：高荣慧）

·快讯·
从薄叶玉心花叶中分离得到 6 种新的环波罗烷类
三萜皂苷

先前，研究人员在对薄叶玉心花甲醇提取物

0.77，吡啶)，IR(film) νmax3367，2937，1592，1443，
1380，1070，1043 cm 1，分子式为 C48H80O18。化合物
－

中正丁醇萃取部分的分离鉴定中，得到 7 个新的环波罗烷

3 为 Tareciliosides J，无定形粉末，[α]D －18.8(c＝0.22，

类三萜皂苷化合物。之后，在正丁醇萃取部分新发现了 6

吡啶)，IR(film) νmax3367，2936，1704，1455，1380，

个新的环波罗烷类三萜皂苷化合物 Tareciliosides H～M。

1074，1045 cm 1，分子式为 C48H80O19。化合物 4 为

薄叶玉心花干燥粉末（9.9 kg），经甲醇提取，正丁

Tareciliosides K，无定形粉末，[α]D －5.96(c＝0.75，吡

25

－

25

醇/水系统分配层析，得正丁醇部分（149 g）。正丁醇萃

啶)，IR(film) νmax3367，2937，1701，1457，1377，1075，

取物，经 Diaion HP-20 大孔吸附树脂，用甲醇/水系统

1028 cm

梯度洗脱。经 60%～80%甲醇洗脱得到的 14～19 部分，

Tareciliosides L，无定形粉末，[α]D ＋1.19(c＝0.17，吡

经硅胶柱色谱分离，用氯仿/甲醇、氯仿/甲醇/水系统梯

啶)，IR(film) νmax3367，2935，1702，1456，1380，1074，

度洗脱。经 25%甲醇/氯仿洗脱得到的 59～65 部分

1029 cm

（2.51 g）经反向柱色谱分离。反向柱色谱分离部分再

Tareciliosides M，无定形粉末，[α]D －32.9(c＝0.26，吡

经液滴逆流色谱和 HPLC 分离，得到 6 个新化合物。

啶)，IR(film) νmax3376，2936，1716，1457，1381，1075，

化合物 1 为 Tareciliosides H，无定形粉末，[α] －
25
D

15.5(c＝0.73，吡啶)，IR(film) νmax3408，2971，1457，
－1

1376，1368，1068，1050 cm ，分子式为 C42H72O14。化
25
合物 2 为 TareciliosidesⅠ，无定形粉末，[α]D －10.3(c＝

－

1

， 分 子 式 为 C48H80O20 。 化 合 物 5 为
25

－

1

， 分 子 式 为 C48H80O20 。 化 合 物 6 为
25

1028 cm 1，分子式为 C48H78O20。 [Chem Pharm Bull，
－

2011，59（7）：902-905]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郗砚彬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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