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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甲医院血药浓度监测情况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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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ꎬ积极发挥血药浓度监测的作用ꎬ对 ２０２０ 年度血药浓度监测情

况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方法

对本院 ２０２０ 年开展的药物浓度监测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ꎬ包括患者信息、监

测例次、频次ꎬ监测结果、住院患者监测情况和监测科室分布等情况ꎮ 结果

２０２０ 年本院共监测了 １１ 种

药物ꎬ共计 １６１０ 例次ꎬ监测例次排名前三位的药物分别是丙戊酸(２６.４６％) 、他克莫司( ２２.１１％) 和环孢素
Ａ(１９.１９％) ꎬ监测例次排名后三位的药物分别是苯巴比妥( ０.８７％) 、茶碱( ０.３７％) 和霉酚酸( ０.１９％) ꎮ 监
测频次排名前三位的药物分别是他克莫司、环孢素 Ａ 和丙戊酸ꎬ而地高辛、霉酚酸、茶碱大多数仅监测

１ 次ꎮ 所监测的血药浓度结果在有效浓度范围内的比例达 ５５.５６％ꎮ 住院患者监测比例排名前三位的药
物分别是霉酚酸、苯妥英钠和他克莫司ꎬ监测比例分别为 １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７. ００％ꎬ地高辛监测比例为

２０.５５％ꎬ而其他药物监测比例均低于 ２０％ꎮ 血药浓度监测涉及 ３４ 个临床科室和简易门诊ꎬ其中血液内
科、肾脏内科及神经内科监测例次位居前三位ꎮ 结论

血药浓度监测已在本院普及开展ꎬ少数临床医师已

经认识血药浓度监测的重要性ꎬ但仍有部分药物品种的血药浓度监测易被临床医师忽视ꎮ 临床药师仍需
积极宣传血药浓度监测的意义ꎬ提高临床医师的合理监测意识ꎬ从而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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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药浓度监测是以药代动力学原理为指导ꎬ通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技攻关计划面上项目( １６０４ａ０８０２０９７) ꎻ安徽

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ＫＪ２０２１Ａ０８４４) ꎻ皖南医学院中青年科研基
金( ＷＫ２０２０Ｆ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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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栾家杰ꎬＥｍａｉｌ:ｌｕａｎｊｉａｊｉｅ７５７＠ １６３.ｃｏｍ

过测定血液中药物的浓度ꎬ评价疗效或确定给药方
案ꎬ同时使治疗方案个体化ꎬ提高药物治疗水平ꎬ保
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合理ꎮ 在临床治疗中ꎬ对具
有治疗指数低、服药周期长、不良反应大及个体差异
明显等特点的药物ꎬ推荐进行血药浓度监测ꎮ 目前ꎬ
血药浓度监测在药物治疗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指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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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有助于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ꎬ已被临床充分肯
定 [１￣２] ꎮ 本院已开展血药浓度监测的药物品种共计
１１ 种ꎬ包括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环孢素 Ａ 和霉酚
酸ꎬ抗癫痫药苯妥英钠、卡马西平、丙戊酸和苯巴比
妥ꎬ抗菌药物万古霉素ꎬ其他药物地高辛、茶碱及甲
氨蝶呤ꎮ 临床医师结合血药浓度监测结果ꎬ综合考
虑患者病理生理情况、联合用药情况等ꎬ进行药物剂
量的调整ꎬ从而提高药物疗效ꎬ减少药物不良反应ꎮ
本文通过对本院 ２０２０ 年度血药浓度监测情况进行回
顾性分析ꎬ为临床合理使用提供参考依据ꎬ同时促进血
药浓度监测在临床合理用药中发挥更好的作用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通过本院瑞美检验系统ꎬ收集 ２０２０
年 １—１２ 月在本院门诊及住院病房接受血药浓度监
测的 ８０１ 例患者的病例数据ꎮ 利用 Ｅｘｃｅｌ 对监测患
者的性别、年龄、监测科室、监测药品、比例及结果等
进行统计分析ꎮ 其中男性 ４４７ 例ꎬ女性 ３５４ 例ꎻ患者
年龄 ３ 个月￣９５ 岁ꎬ 平均 ( ４９. ５ ± ２３. ３) 岁ꎻ 监 测 频 次
１６１０ 次ꎬ其中住院患 者 共 监 测 ８６４ 次ꎬ 主 要 以 丙 戊
酸、地高辛和万古霉素三种药物为主ꎻ门诊患者监测
７４６ 次ꎬ以他克莫司、环孢素 Ａ 和丙戊酸为主ꎮ
２.仪器与试剂:多通道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 型
号:ＡＦＳ２０００Ａꎬ厂家: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ꎻ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 型号:Ｖｉｖａ － ＰｒｏＥꎬ厂家:西门子医学
诊断产品 ( 上海) 有限公司) ꎻ 离心机 ( 型号: Ａｌｌｅｇｒａ
Ｘ － ３０Ｒ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ꎬ厂 家: 贝 克 曼 库 尔 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ꎻ涡 旋 振 荡 器 ( 型 号: Ｖｏｒｔｅｘ Ｍｉｘｅｒ ＸＷ － ８０Ａꎬ 厂
家: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ꎻ万古霉测定试剂
盒、霉酚酸测定试剂盒、苯妥英钠测定试剂盒、卡马
西平测定试剂盒、丙戊酸钠测定试剂盒、苯巴比妥测
定试剂盒、地高辛测定试剂盒、茶碱测定试剂盒及甲
氨蝶呤测定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丹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表１
药物
丙戊酸
他克莫司
环孢素 Ａ
地高辛

万古霉素
甲氨蝶呤
卡马西平
苯妥英钠
苯巴比妥
茶碱
霉酚酸
合计

监测人数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２２ꎬＶｏｌ.４３ꎬＮｏ.１３

司ꎻ他克莫 司 ( ８Ｒ０１９ＵＬ Ｅｍｉｔ ＠ ２０００) 和 环 孢 素 Ａ
(６Ｒ０７９ＵＬ Ｅｍｉｔ ＠ ２０００) 检测试剂购自西门子医学
诊断产品( 上海) 有限公司ꎮ
３.样本采集与检测:(１) 样本采集ꎮ 患者连续服
用监测药物达稳态血药浓度时( 大约经过 ５￣７ 个半衰
期) ꎬ于 次 日 清 晨 空 腹 ( 未 服 药) 抽 取 外 周 静 脉 血
２￣３ ｍｌ至真空采血管中ꎬ此时监测的浓度为血药谷浓
度ꎮ (２) 检测方法:①他克莫司和环孢素 Ａ 采用酶放
大免疫测定法ꎬ具体检测方法如下ꎬ将外周血充分混
匀ꎬ环孢素 Ａ 取 ２００ μｌ 全血加入 ３００ μｌ 样本稀释剂
中ꎬ涡旋混匀ꎬ放置 ２ ｍｉｎꎻ他克莫司需要取 ２００ μｌ 全
血加入 ２００ μｌ 样本稀释剂和 ５０ μｌ 甲醇ꎬ涡旋混匀ꎻ
１４０００ ｒｐｍ 离心 ５ ｍｉｎꎬ取出上清ꎬ上机ꎬ检测ꎮ ②其
他药物均采用荧光免疫分析法ꎬ具体检测方法如下ꎬ
将外周血 ２５００ ｒｐｍ 离心 １０ ｍｉｎ 后ꎬ取 １０ μｌ 上清加
入相应药物检测试剂中ꎬ涡旋混匀ꎬ再取 ８０ μｌ 混合
液加入样品检测板中ꎬ上机ꎬ检测ꎮ
二、结果
１.血药浓度监测品种构成和监测频次:血药浓度
监测例次最多的是丙戊酸(４２６ 次ꎬ２６.４６％) ꎬ其次是
他克 莫 司 ( ３５６ 次ꎬ ２２. １１％) 和 环 孢 素 Ａ ( ３０９ 次ꎬ
１９.１９％) ꎬ苯巴比妥、 茶 碱 及 霉 酚 酸 监 测 例 次 较 少ꎮ
按血药浓度监测频次 ３ 次及以上的人数排序ꎬ排在
前三位分别是他克莫司、 环孢素 Ａ 和丙戊酸ꎬ 地高
辛、茶碱、霉酚酸大多数仅监测 １ 次ꎬ见表 １ꎮ
２.血药浓度监测结果情况:２０２０ 年共监测血药
浓度 １５４８ 例次( 未统计甲氨蝶呤与霉酚酸) ꎬ５５.５６％
的监测结果在有效血药浓度范围内ꎮ 其中ꎬ苯巴比
妥、环孢素 Ａ、卡马西平、他克莫司、丙戊酸和地高辛
检测结果在有效浓度范围内所占比例较高ꎬ均大于
５０％ꎬ而万古霉素、苯妥英钠和茶碱均低于 ３０％ꎮ 见
表 ２ꎮ

２０２０ 年血药浓度监测品种和监测例次、频次分布
监测例次

( ｎ)
２９７

门诊( 次)

住院( ｎ)

构成比( ％)

１次

８６

３０５
２２９

５１

２２.１１

５２

１１０
１８１
７６
３１

１５９

２３８

０

５７

０

２１

６

１

５
３

８５２

８０

１０

３３
２４

２６７

１７
２
２

７４６

１０９
２１
２３
１３
４
１

８６４

２６.４６
１９.１９

２２５
３９

１５.４０

１４７

３.５４

１３

６.７７
２.６１
２.４８
０.８７
０.３７
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５４
２３
１８
５
４
３

５８３

监测频次( ｎ)
２次

≥３ 次

１８

４０

４４
１７
１９
１４
１０
８
５
０
１
０

１３６

２８
３０
１５
８
８
２
１
１
０
０

１３３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４３ 卷第 １３ 期

表２
药物
丙戊酸
他克莫司

平均血药浓度

( ｘ
±ｓ)
(５６.４７±３４.７５) μｇ / ｍｌ

２０２０ 年度血药浓度监测结果分析

有效浓度范围

低于有效血药浓度

有效血药浓度范围内

５￣２０ ｎｇ / ｍｌ

１５２(４２.７)

１９８(５５.６２)

( ｘ
±ｓ)
５０￣１００ μｇ / ｍｌ

(６.８８±４.３２) ｎｇ / ｍｌ

环孢素 Ａ

(２４０.１±２４３.１２) ｎｇ / ｍｌ

５０￣４００ ｎｇ / ｍｌ

万古霉素

(２０.６５±１３.７６) μｇ / ｍｌ

１０￣２０ μｇ / ｍｌ

(１６.６８±１０.１６) μｇ / ｍｌ

１０￣２０ μｇ / ｍｌ

(４.２３±５.７９) μｇ / ｍｌ
－

１０￣２０ μｇ / ｍｌ
－

地高辛

卡马西平
苯妥英钠
苯巴比妥
茶碱
总计

(１.５３±０.７６) ｎｇ / ｍｌ

(５.８１±３.９９) ｍｇ / ｍｌ

(３５.１２±１０.０５) μｇ / ｍｌ

４￣１２ ｍｇ / ｍｌ

１４(３３.３３)

１５￣４０ μｇ / ｍｌ

丙戊酸
他克莫司
环孢素 Ａ
地高辛

万古霉素
甲氨蝶呤
卡马西平
苯妥英钠
苯巴比妥
茶碱
霉酚酸

２０２０ 年住院患者药物血药浓度监测情况
用药人数( ｎ)
１７４６
１００

监测人数( ｎ)
１４６

监测比例 ( ％)
８.３６

２７

２７.００

８３２

１７１

２０.５５

６２６

３０

１１２
１１７５
１０１
３２

５６５

３０７５
１

２０
７６

１７.８６
６.４７
４.７９

１８

１７.８２

４

０.７１

１４
４
１

２６(８.４１)

６５(２６.２１)

３. 住院患者血药浓度监测情况:２０２０ 年本院住
院患者使用最多的药物是茶碱ꎬ其次是丙戊酸ꎬ万古
霉素使用量位居第三ꎬ但三者的血药浓度监测比例
均低于 １０. ００％ꎻ 监测比例排名前三位的药物 是 霉
酚酸、苯 妥 英 钠 和 他 克 莫 司ꎬ 监 测 比 例 分 别 为
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２７.００％ꎻ地高辛和环孢素 Ａ 在住
院患者中的监测比例分别为 ２０.５５％、１７.８６％ꎻ甲氨
蝶呤、苯巴比妥和茶碱的监测比例均较低ꎬ分别为
４.７９％、０.７１％和 ０.１３％ꎮ 见表 ３ꎮ
药物

[ ｎ( ％) ]
１２４(２９.１１)

０.８￣２ ｎｇ / ｍｌ

注:甲氨蝶呤与霉酚酸不存在有效浓度范围ꎬ故未列入表 ２

表３

 １２４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２２ꎬＶｏｌ.４３ꎬＮｏ.１３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血药浓度监测科室分布:２０２０ 年血药浓度监
测共涉及 ３４ 个临床科室和简易门诊ꎬ其中血液内
科、肾脏内科及神经内科的监测例次排在前三位ꎬ分
别占总监测例次 １６. ３４％、１５. ２２％ 及 １３. ６６％ꎮ 血液
内科主要监测环孢素 Ａ、 他 克 莫 司、 甲 氨 蝶 呤 和 茶
碱ꎻ肾脏内科主要监测他克莫司、环孢素 Ａ 和万古霉
素ꎻ神经内科主要监测丙戊酸、卡马西平和苯妥英
钠ꎮ 见表 ４ꎮ
讨论 本院免疫抑制剂治疗药物监测情况分
析ꎮ 目前ꎬ临床医师为降低器官移植后的机体排斥
反应ꎬ常采用免疫抑制剂进行控制ꎬ本院常用的免疫
抑制剂有环孢素 Ａ、他克莫司和霉酚酸ꎮ 临床上需
严 格把控这类药物给药剂量ꎬ否则可能会导致疗效

[ ｎ( ％) ]
２２８(５３.５２)

高于有效血药浓度

６５(２１.０４)

３２(２９.３６)

５４(４９.５４)

２６(６１.９０)

１１(２７.５０)
－

９(２２.５０)

１１(７８.５７)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１８(２７.００)

８６０(５５.５６)

表４
科室
血液内科
肾脏内科
神经内科
儿科
重症医学科
简易门诊
心血管内科
神经外科
肝胆外科
风湿免疫科
康复医学科
老年医学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
血液净化中心

６(１.６９)

２１８(７０.５５)
１３７(５５.２４)

２３(２１.１０)

[ ｎ( ％) ]
７４(１７.３７)
４６(１８.５５)
２(４.７６)

２０(５０.００)
３(２１.４３)
－

２７０(１７.４４)

２０２０ 年血药浓度监测科室分布

监测例 构成比
次( ｎ)
２６３
２４５
２２０
１４７
１１１
９９
８６
７８
５９
３８
３０
２６
２６
２４

监测例 构成比
科室
( ％)
次( ｎ) ( ％)
１６.３４ 感染性疾病科
２０
１.２４
１５.２２ 胃肠外科

１９

１.１８

９.１３ 胸心外科

１０

０.６２

１３.６６ ＥＩＣＵ(２)

６.８９ 预防保健科
６.１５ 全科医学科
５.３４ 急诊内科
４.８４ 消化内科

３.６６ 皮肤性病科
２.３６ 脊柱骨科

１.８６ 医学心理科
１.６１ 内分泌科

１.６１ 口腔颌面外科
１.４９ 其他

１１
９
９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２９

０.６８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
０.５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３７
０.３７
１.８２

降低ꎬ影响患者免疫功能ꎬ增加感染风险ꎬ严重者可
能导致移植物的丢失等 [３] ꎮ 但是ꎬ由于此类药物存

在治疗窗窄、不良反应大、易受到其他药物影响及个
体差异明显等特点ꎬ临床医师难以根据经验确定患
者的适当剂量 [４￣６] ꎮ 因此ꎬ建议定期监测此类药物的
血药浓度ꎬ并及时调整给药方案ꎬ既可以保证疗效ꎬ
又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ꎮ (１) 环孢素 Ａ 是一种
具有亲脂性的免疫抑制剂ꎬ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同种
异体器官或组织移植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
疗 [７] ꎮ 环孢素 Ａ 在本院血液内科和肾脏内科的应用
更为普遍ꎬ主要用于治疗肝移植、肾移植、骨髓移植、
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其他免疫系统疾病等ꎮ ２０２０ 年
度有 ８６ 名患者在本院监测环孢素 Ａ 血药浓度ꎬ共计
３０９ 次ꎮ ７０.５５％ 的 监 测 结 果 在 有 效 血 药 浓 度 范 围
内ꎬ８.４１％的监测结果低于有效浓度范围ꎬ２１.０４％ 高
于有效浓度范围ꎮ 环孢素 Ａ 水平控制在浓度范围的
患者并未出现显著的不良反应ꎮ 而在低于或高于血
药浓度范围的患者中有 ８３.５８％出现了不良反应ꎬ以

 １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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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反应居多ꎬ其次是肝肾功能指标异常ꎮ 可见ꎬ
将血药浓度控制在有效范围内有利于降低不良反应
发生率ꎮ 另外ꎬ在使用环孢素 Ａ 治疗的住院患者中ꎬ
仅有 １７.８６％的患者进行了血药浓度监测ꎬ监测比例
非常低ꎬ说明很多临床医师尚未意识到环孢素 Ａ 血
药浓度监测的重要性ꎮ ( ２) 他克莫司是一种新型免
疫抑制剂ꎬ临床广泛应用于器官移植和自身免疫系
统疾病的免疫抑制治疗 [８] ꎮ 他克莫司在本院肾脏内
科、血液内科及肝胆外科的应用较为普遍ꎬ用于治疗
肾移植、肝移植及其他免疫系统疾病等ꎮ ２０２０ 年度
有 １１０ 例患者在本院监测他克莫司血药浓度ꎬ监测
总次数为 ３５６ 次ꎬ排在第二位ꎮ ５５.６２％ 的监测结果
在有效血药浓度范围内ꎬ４２.７０％ 的监测结果低于有
效浓度范围ꎬ１.６９％ 高于有效浓度范围ꎮ 可见ꎬ监测
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十分必要ꎮ 在使用他克莫司治疗
的住院患者中ꎬ仅有 ２７％ 的患者进行了血药浓度监
测ꎬ监测比例相对较低ꎬ说明很多临床医师尚未意识
到他克莫司血药浓度监测的重要性ꎮ ( ３) 霉酚酸是
一种次黄嘌呤单核苷酸脱氢酶抑制剂ꎬ临床上主要
与其他免疫抑制剂联合用于实体器官移植、造血干
细胞移植及免疫炎症性疾病的治疗ꎮ 对霉酚酸浓度
的监测一直存在争议ꎬ« 中国肾移植受者免疫抑制治
疗指南(２０１６ 年版) » 明确反对霉酚酸类药物的血药
浓度监测 [９] ꎮ 但又有临床研究显示ꎬ霉酚酸类药物
浓度监测有利于提高疗效和降低毒性作用 [１０] ꎮ 目
前ꎬ大部分临床应用霉酚酸治疗时ꎬ采用经验性用
药ꎬ尚未广泛开展血药浓度监测ꎮ 霉酚酸在本院使
用率和监测人数均很低ꎬ因此ꎬ仍需要对霉酚酸血药
浓度做进一步研究探索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应积极宣
传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监测手段ꎬ让更多的临床医
师意识到血药浓度监测的价值ꎬ对需要长期服用此
类药物的患者定期进行血药浓度监测ꎬ在保证治疗
效果的基础上ꎬ同时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ꎮ
本院抗癫痫药监测情况分析ꎮ 目前药物治疗是
控制癫痫发作的主要方法之一ꎮ 本院常用抗癫痫药
包括丙戊酸、苯妥英钠、卡马西平和苯巴比妥ꎮ 它们
存在治 疗 窗 窄、 个 体 差 异 明 显、 不 良 反 应 大 等 特
点 [１１] ꎬ因此建议进行血药浓度监测ꎬ从而保障治疗
的有效性ꎮ 丙戊酸药物浓度监测人数和频次均排在
前三位中ꎮ 卡马西平、苯妥英钠和苯巴比妥的监测
人数和频次均较低ꎮ 丙戊酸和苯巴比妥在本院临床
应用非常广泛ꎬ但在住院患者中监测比例非常低ꎬ表
明大部分临床医师尚未意识到血药浓度监测的重要
性ꎮ 丙戊酸、卡马西平和苯巴比妥均有 ５０％ 以上的
监测结果在有效浓度范围内ꎬ而苯妥英钠仅有２２.５％
的监测结果在有效浓度范围内ꎮ 血药浓度受到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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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ꎬ如患者的年龄、体重和肝肾功能等、原
发疾病、肝药酶诱导剂或抑制剂及与其他药物相互
作用等 [１２￣１３] ꎬ如丙戊酸在体内受 ＣＹＰ２Ｃ１９ 这一药物
代谢酶的 基 因 型 影 响ꎮ Ｓｏｎｇ 等 [１４] 研 究 发 现ꎬ 携 带
ＣＹＰ２Ｃ１９∗２ 或∗３ 突变位点的患者ꎬ丙戊酸在体内
代谢减慢ꎬ导致血药浓度升高ꎬ对携带这两个突变位
点的纯合突变患者ꎬ 推荐给予较低剂量的丙戊酸ꎮ
因此ꎬ不能仅通过给药剂量判断其体内血药浓度是
否达标ꎬ需要借助血药浓度监测来判定给药剂量是
否不足或过量ꎬ另外ꎬ也要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相
关指标综合评估ꎬ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给药方案ꎮ
本院抗菌药物监测情况分析ꎮ 万古霉素属于糖
肽类抗菌药物ꎬ被认为是难治性革兰氏阳性菌感染
及重症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ꎮ 但是万古霉素具有抗
菌谱窄和严重不良反应( 耳、肾毒性) 等特点ꎬ有研究
证实其血药浓度与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显著
的相关性 [１５] ꎬ因此ꎬ通过血药浓度监测进行药物治
疗方案的调整ꎬ既可以保障疗效ꎬ又可以保障用药安
全ꎮ 本院住院患者使用万古霉素监测率非常低ꎬ仅
占用药人数的 ６.７７％ꎬ并且 ７１.０５％ 的患者仅监测 １
次ꎬ表明本院临床医师未重视万古霉素的血药浓度
监测ꎬ缺乏定期监测血药浓度的意识ꎮ ２９.３６％ 的监
测结果在有效血药浓度范围内ꎬ２１.１０％ 的监测结果
低于有效浓度范围ꎬ可能会因药物浓度未达标而降
低抗菌疗效ꎬ加重患者病情ꎻ４９.５４％监测结果高于有
效浓度范围ꎬ可能会造成患者出现听力或肾脏损害
等不良反应ꎮ 以上数据表明ꎬ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在
本院的监测情况并不乐观ꎬ但其在临床抗感染治疗
中意义重大ꎬ临床医师应加强对其血药浓度监测的
重视ꎬ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ꎮ
其他药物监测情况分析ꎮ ( １) 地高辛是一种强
心药物ꎬ在本院心血管内科和老年医学科使用较广
泛ꎮ 监测例次和频次均排在第四位ꎬ５５.２４％ 的监测
结果在有效浓度范围内ꎬ但是住院患者的监测比例
仍然有待提高ꎬ仅占使用人数的 ２０.５５％ꎮ 地高辛具
有治疗窗窄、个体差异大、不良反应大等特点ꎬ并且
体内血药浓度容易受生理、病理、采血时间、联合用
药等诸多因素影响 [１６] ꎮ 因此要开展地高辛血药浓
度监测ꎬ依据监测结果ꎬ结合患者具体情况ꎬ适当调
节给药方案ꎬ保证治疗的有效性ꎬ提高用药的安全
性ꎮ (２) 甲氨蝶呤常作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治疗的一线用药ꎬ疗效确切ꎬ联合化疗时需要大剂量
甲氨蝶呤 [１７] ꎮ 但在大剂量取得治疗效果的同时ꎬ也
会增加骨髓抑制、胃肠道不适、肝功能损伤等不良反
应的发生ꎬ这可能与甲氨蝶呤高血药浓度或排泄延
迟有关 [１８] ꎮ 临床上常用四氢叶酸钙( ＣＦ) 解救ꎬ以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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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甲氨蝶呤对正常组织细胞的损伤ꎬ但 ＣＦ 治疗的时
机、剂量及次数很难把握ꎮ 通过甲氨蝶呤血药浓度
监测ꎬ可为甲氨蝶呤个体化给药、ＣＦ 解救时机等提
供依据ꎮ 本院监测甲氨蝶呤的科室主要是血 液 内
科ꎬ但是监测比例很低ꎬ仅为 ４.７９％ꎬ因此ꎬ临床药师
应多宣传甲氨蝶呤血药浓度监测的意义与作用ꎬ让
更多的临床医师意识到血药浓度监测对甲氨蝶呤剂
量选择、不良反应预测和处理的重要性ꎮ (３) 茶碱是
常用的平喘药物之一ꎬ临床上主要治疗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支气管哮喘等肺部疾病ꎬ但其有效剂量和中
毒剂量非常接近ꎬ疗效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ꎬ并且容
易受各种疾病和其他药物的影响ꎬ因此ꎬ在使用茶碱
过程中ꎬ推荐进行血药浓度监测ꎬ根据监测结果调整
用药方案ꎬ可以在保证疗效的基础上ꎬ避免出现药物
中毒ꎮ 但相对茶碱的药物价格而言血药浓度监测费
用相对较高ꎬ可能部分患者无法接受ꎮ 本院茶碱监
测人数和监测比例非常低ꎬ并且 ７５％ 的监测结果低
于有效范围ꎬ未出现高于有效浓度范围的监测结果ꎮ
姬路鹏等 [１９] 的研究表明ꎬ对未出现茶碱过量表现的
患者ꎬ无须进行血药浓度监测ꎬ并且低浓度的茶碱具
有抗炎ꎬ免疫调节等作用 [２０] ꎮ 但是ꎬ对于存在茶碱
过量表现的患者ꎬ推荐进行血药浓度监测ꎬ并综合考
虑其他因素如年龄、疾病、联合用药及药物代谢酶
等ꎬ为患者制定安全、有效、合理的治疗方案ꎮ
综上所述ꎬ本院血药浓度监测比例普遍偏低ꎬ并
且监测结果在有效浓度范围内的比例也很低ꎮ 本院
临床医师缺乏血药浓度监测的意识ꎬ临床药师应加
强与临床医师的配合ꎬ可以到重点科室普及药物浓
度监测的意义ꎬ也可以向用药患者普及药物浓度监
测的重要意义ꎬ提高临床医师和患者合理监测血药
浓度的意识ꎮ 通过药物浓度监测手段ꎬ为患者制定
个体化 给 药 方 案ꎬ 从 而 保 证 患 者 临 床 用 药 安 全、
有效ꎮ
[１]
[２]

参

考

文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献

宋艳ꎬ成璐ꎬ贾淼鑫ꎬ等.肾病综合征患者他克莫司血药浓度监
测的回顾性分析与评价[ Ｊ]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７( ７) :
６５４￣６５８.
刘加涛ꎬ宋帅ꎬ苏涌ꎬ等.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监测及临床应用分
析[ Ｊ] .安徽医学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１) :７４￣７７.

[２０]

 １２４９

邵琨ꎬ陈冰ꎬ周佩军. 免疫抑制剂细胞内浓度测定的研究进展
[ Ｊ] .器官移植ꎬ２０２１ꎬ１２(４) :４８９￣４９５.
赵海艳ꎬ冯婉玉ꎬ于泽ꎬ等.２０１５ 年某院治疗药物浓度监测结果
回顾性分析[ Ｊ]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７(１５) :１５１３￣１５１６.
廖秀娟ꎬ韦柳萍. 环孢素 Ａ 的药动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 Ｊ] .中国药房ꎬ２０１５ꎬ２６(４) :５５８￣５６１.
Ｄａｖｉｓ Ｓꎬ Ｇｒａｌｌａ Ｊꎬ Ｋｌｅｍ Ｐ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ｔａｃｒｏｌｉｍｕ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ｒａｎ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ｅ ｎｏｖｏ ｄｏｎｏｒ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ｋｉｄｎｅｙ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ｍ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８ꎬ１８(４) :９０７￣９１５.
邹晓华ꎬ 俞 聪 聪ꎬ 谷 娜. 环 孢 素 血 药 浓 度 监 测 及 其 临 床 意 义
[ Ｊ]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ꎬ２０１１ꎬ１１(７) :６２４￣６２６.
王琳娜.他克莫司不同血药浓度对肾病综合征治疗效果的影
响[ Ｊ] .北方药学ꎬ２０１９ꎬ１６(４) :１４２￣１４３.
石炳毅ꎬ袁铭. 中国肾移植受者免疫抑制治疗指南( ２０１６ 版)
[ Ｊ] .器官移植ꎬ２０１６ꎬ７(５) :３２７￣３３１.
Ｂｉｔｔｅｒｓｏｈｌ Ｈꎬ Ｈｅｒｂｉｎｇｅｒ Ｊꎬ Ｗｅ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ｃｙｃ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ｅ Ａ ａｎｄ
ｍｙｃｏ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ｋｉｄｎｅｙ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Ｊ] .Ｔｈｅｒ Ｄｒｕｇ Ｍｏｎｉｔꎬ
２０１７ꎬ３９(３) :２１１￣２１９.
袁磊ꎬ刘丹琦ꎬ李逃明ꎬ等.丙戊酸钠与卡马西平血药浓度监测
２６０８ 例次结果分析[ Ｊ] .中国药师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６) :１０７４￣１０７８.
潘雯ꎬ左成淳ꎬ潘坤明ꎬ等.影响住院患者丙戊酸钠血药浓度达
标因素的回顾性研究[ Ｊ]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３８( ２１) :
２２１３￣２２１７.
刘春河ꎬ邓莉ꎬ赵瑛ꎬ等.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我院 ８５６ 例患者的丙戊
酸钠血药浓度监测结果分析[ Ｊ] .中国药房ꎬ２０２０ꎬ３１( ３) :３４４￣
３４８.
Ｓｍｉｔｈ ＲＬꎬＨａｓｌｅｍｏ ＴꎬＲｅｆｓｕｍ Ｈꎬ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ｇｅꎬ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ＹＰ２Ｃ９ / ２Ｃ１９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ｄｏｓｅ －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ｓｔｅａｄｙ － ｓｔａｔｅ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ｐｒｏｉｃ ａｃｉｄ － ａ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ｄｒｕ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 Ｊ ] .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６ꎬ７２(９) :１０９９￣１１０４.
李萍ꎬ陈恳ꎬ刘维ꎬ等.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的万古霉素临床抗
感染治疗分析[ Ｊ]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１５(３) :１￣４.
钱懿轶ꎬ孟禄明ꎬ王晶晶ꎬ等.３３４ 例住院患者地高辛血药浓度
的监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中国药房ꎬ２０１８ꎬ２９ ( １３) :１８１６￣
１８１９.
王广俊ꎬ马燕ꎬ于宗君ꎬ等. 肾图在中 / 高危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儿童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中的应用探析[ Ｊ] . 中国医药导
刊ꎬ２０１９ꎬ２１(１０) :５７９￣５８２.
梁冰冰ꎬ龚志成ꎬ尹桃ꎬ等.１ 例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儿童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的用药分析[ Ｊ] . 中国药
师ꎬ２０１６ꎬ１９(１２) :２３２６￣２３２８.
姬路鹏ꎬ常瑞明ꎬ许倩琼ꎬ等.老年人口服常用剂量缓释茶碱不
良反应与血药浓度分析[ Ｊ] .岭南急诊医学杂志ꎬ２０２０ꎬ２５( １) :
６４￣６６.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ＧꎬＣｏｔｔｏｎ Ｓꎬ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Ｓ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ｅ ａｓ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ｔｏ ｉｎｈａｌｅｄ 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ｏｎ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ＪＡＭ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２０ ( １５ ) :
１５４８￣１５５９.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