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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说明书中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标注
情况分析
王东东，闫荟羽，张杰，张永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长春 130021）

【摘要】 目的
方法

分析药品说明书中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的标注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收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017 年使用的药品说明书，按药理学分类筛选出排名靠前的 9 类用药系统的说明

书。对这些药品说明书中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标注情况进行分析，并按药理作用、给药途径及生产厂家分类对
比。 结果

共纳入 812 份药品说明书，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未标注的占比高达 72.17%。按用药系统、给药

途径和生产企业来分类，未标注率最高的分别为：消化系统用药，占比 84.38%；外用制剂用药，占比 83.33%；国
产药，占比 75.55%。有用药指导意见的标注项仅占 23.40%，且存在标注情况混乱的现象。 结论

医院药品说明

书中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的未标注情况非常严重，应引起药品生产企业的重视，并建议药监部门加强对药品说
明书的监管力度，规范管理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标注内容，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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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labeling of drug items in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ency in our hospital,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use of drugs. Methods

The drug instructions used in No.1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in 2017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pharmacology,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top 9 drugs
system were selected. The annotation of drug items for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ency in these pharmaceutical
instructions was analyz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812 drug instructions were included, 72.17% did not mark

drug instruction for the renal insufficiency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e highest unlabeled rate
was digestive system drugs;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administration, the highest unlabeled rate were external preparation of
drugs, accounting for 83.33%; according to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e highest unlabeled rate were domestic drugs,
accounting for 75.55%. There were only 23.40% of the tagging items with the guidance of medication, and there was also
phenomenon of confusion in the annotation. Conclusion

The unlabeled situation of drug instructions for renal

insufficiency patients is very serious. It should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nd suggest the
pharmaceutical supervisory department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drug instructions and regulate the contents of
drug labeling in drug instructions, so as to guide the rational use of drugs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Drug instructions; Renal insufficiency; Annotation

肾脏是药物代谢的重要器官，大多数药物以原

同一种药物在相同剂量使用时，肾功能正常患者服

形或其代谢产物形式完全或部分随尿液经肾脏排

用安全，但对肾功能减退患者服用可能引起蓄积而

泄。肾功能减退时，药物代谢和排泄均受到影响。

加重肾脏损害[1, 2]。
药品说明书是指导临床用药的技术性资料，它

DOI：10.7507/1672-2531.201807034
通信作者：张永凯，Email：13596190541@163.com

包含了药品有效性、安全性等信息，是药品正确服
用的法定依据。有调查显示，90％以上的患者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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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使用药品前都要阅读说明书 [3, 4] 。但现阶段我

份，共计 812 份药品说明书。其中肾功能不全患者

国临床使用的各类药物说明书对药品使用的标注
情况差异很大，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等特殊患者

用药项下标注情况总体结果为：遵医嘱/不建议/慎
用/忌用/禁用标注 78 份（9.61%）；药代动力学及实

的用药标注，这给临床合理用药带来诸多不便 [ 5 ] 。
本文就某三甲医院使用的药品说明书对肾功能不

验标注 50 份（6.16%）；调整剂量标注 62 份
（7.64%）；尚不明确标注 56 份（4.43%）；未标注的

全患者用药项标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586 份（72.17%）。
2.2 各用药系统的未标注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按药理学作用分类结果显示：消化系统用药
未标注情况最严重，占 84.38%；抗微生物系统用药

1.1 资料来源
回顾性收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在 2017 年使用
的药品说明书，按《中国医师药师临床指南》 [6]中
的药理作用分类，筛选出临床普遍使用且样本量较
大的 9 类具有代表性的用药系统。
1.2 统计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
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对药品说明
书中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下标注情况进行分析，
并按药理作用、给药途径以及生产厂家进行分析。

未标注情况相对较低，占 61.60%。结果见表 1。
2.3 各给药途经的未标注情况
按给药途径分类结果显示：外用制剂未标注
情况最严重，占 83.33%；口服制剂未标注率相对较
低，占 65.60%。见表 2。
2.4 进口药和国产药的未标注情况
按进口药和国产药分类结果显示：进口药相
对国产药的未标注情况较低，未标注率分别是
63.23% 和 75.55%，具体结果见表 3。
2.5 指导意见的标注情况

2 结果

按有无用药指导意见分类结果显示：有用药
指导意见的标注仅占 23.40%，且存在指导意见混乱

2.1 纳入药品说明书的整体情况
2017 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临床普遍使用且样
本量较大的 9 类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用药分别为：
血液系统用药 93 份、心血管系统用药 149 份、消化
系统用药 64 份、神经系统用药 80 份、呼吸系统用
药 48 份、内分泌系统用药 62 份、免疫系统用药 63
份、抗微生物系统用药 125 份、抗肿瘤系统用药 128

的现象，具体结果见表 4。

3 讨论
3.1 药品说明书中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信息整体
标注情况严重缺失
说明书内容标注的明确程度直接关系到用药

表 1 各用药系统的未标注情况［份（%）］
药品分类

调查份数

血液系统用药

遵医嘱/不建议/慎用/忌用/禁用

药代动力学及实验标注

93

13（13.98）

3（3.23）

149

19（12.75）

7（4.70）

消化系统用药

64

4（6.25）

神经系统用药

80

呼吸系统用药

48

内分泌系统用药
免疫系统用药

心血管系统用药

调整剂量标注
0（0）
14（9.40）

尚不明确标注

未标注

5（5.38）

72（77.42）

1（0.67）

108（72.48）

0（0）

6（9.38）

0（0）

54（84.38）

11（13.75）

5（6.25）

5（6.25）

3（3.75）

56（70.00）

1（2.08）

1（2.08）

4（8.33）

2（4.17）

40（83.33）

62

2（3.23）

2（3.23）

2（3.23）

7（11.29）

49（79.03）

63

14（22.22）

1（1.59）

5（7.94）

2（3.17）

41（65.08）
77（61.60）

抗微生物系统用药 125

4（3.20）

24（19.20）

17（13.60）

3（2.40）

抗肿瘤系统用药

128

10（7.81）

7（5.47）

9（7.03）

13（10.16）

89（69.53）

合计

812

78（9.61）

50（6.16）

62（7.64）

36（4.43）

586（72.17）

表 2 各给药途径未标注情况［份（%）］
给药途径

调查份数

遵医嘱/不建议/慎用/忌用/禁用

药代动力学及实验标注

调整剂量标注

尚不明确标注

未标注

注射制剂

476

44（9.24）

21（4.41）

33（6.93）

22（4.62）

356（74.79）

口服制剂

282

33（11.70）

28（9.93）

26（9.22）

10（3.55）

185（65.60）

外用制剂

54

1（1.85）

1（1.85）

3（5.56）

4（7.41）

45（83.33）

812

78（9.61）

50（6.16）

62（7.64）

36（4.43）

586（72.17）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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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进口药和国产药标注情况［份（%）］

药品分类

调查份数

遵医嘱/不建议/慎用/忌用/禁用

药代动力学及实验标注

调整剂量标注

尚不明确标注

未标注

进口药

223

21（9.42）

17（7.62）

25（11.21）

19（8.52）

141（63.23）

国产药

589

57（9.68）

33（5.60）

37（6.28）

17（2.89）

445（75.55）

合计

812

78（9.61）

50（6.16）

62（7.64）

36（4.43）

586（72.17）

表 4 指导意见标注情况［份（%）］
项目

调查份数

标注份数

812

有用药指导意见

无用药指导意见

遵医嘱/不建议/慎用/忌用/禁用

药代动力学及实验标注

调整剂量标注

尚不明确标注

未标注

78（9.61）

50（6.16）

62（7.64）

36（4.43）

586（72.17）

的安全与疗效 [7] 。本调查结果显示，812 份药品说

药途径引发的不良事件屡见报道，其中很多是由于

明书在“肾功能不全”项下有 586 份是空白项，未
标注情况非常严重。72.17% 的说明书未能向肾功

说明书信息不规范造成的[14, 15]。我们的研究结果发
现医院内注射制剂说明书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

能不全患者用药提供依据，这反映出药品生产企业
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标注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项的未标注率超过 70%，这给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
带来很大风险。另外，外用制剂说明书对肾功能不

建议相关部门制订专业的评审流程，严格要求、不
断规范，确保药品说明书科学、规范、可靠，并及时

全患者用药项的未标注率最高（83.33%），说明药品
生产企业对外用制剂说明书的完善程度不够，也没

督促药品生产企业规范和完善药品说明书，力求完
善特殊人群用药信息[8, 9]。

有予以关注，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3.4 进口药和国产药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标

3.2 各用药系统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的标注
情况
肾功能不全患者常需采用多种药物综合治疗
来维持机体的常规状态，在此类患者中用药应根据
其肾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种类并调整给药方
法和剂量，个体化给药 [10, 11]。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
各系统用药的未标注率都很高，尤其以消化系统和
呼吸系统最为严重，用药未标注率超过了 80%，提
示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药品说明书对肾功能不
全患者用药标注信息严重缺失。目前，抗微生物类
药物作为治疗感染的常用药物，临床应用广泛，肾
功能不全患者常需使用此类药物，且很多抗微生物
药物由肾脏排泄，而肾功能减退患者的肌酐清除率
下降，药物消除半衰期延长，为避免药物蓄积，应
对抗微生物类药物进行剂量调整[12, 13]。但我们的调
查结果显示抗微生物系统用药对肾功能不全患者
用药项的未标注率已超过 50%，在这种情况下很难
指导临床医师合理用药，也给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
带来很大困难。
3.3 各给药途径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的标注
情况
近年来，注射剂的使用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注
射后药物相互作用相对较强，且难以逆转，给患者
带来了较大的用药安全风险。虽然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对注射剂药品说明书相关内容作了明
确规定，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静脉注射这种给

注情况
国内、外药企由于生产和实验条件不同，其药
品说明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美国 FDA 及欧盟
国家对药品说明书的书写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指
南和原则，将药品说明书可读性研究纳入到药品注
册的法规要求之中，保证了其境内药品说明书的客
观性、合理性，使得广大的药品说明书阅读人群从
中受益，这对于我国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由于我
国药品说明书不够完整和规范，很多关键项目缺
失，如缺乏临床或非临床试验数据支撑，将造成其
科学性不强，在临床实践中指导合理用药的意义不
大，说明书形同虚设 [16, 17]。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与
国产药相比，进口药的未标注率较低，说明国外药
品说明书的完善程度较好。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应
该参考美国 FDA 及欧盟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管
理理念和规范宗旨，使药品说明书的信息更准确、
规范。
3.5 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项指导意见标注情况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用药指导意见的标注
项只占 23.40%，且除药代动力学及实验标注项能够
根据患者的肌酐清除率准确计算患者的用药剂量
外，其他标注项内容为：调整剂量、遵医嘱、不建
议、慎用、忌用、禁用，这些内容看似齐全，却令多
数医师和药师理解困难，较难区分一些医用专业术
语，不易把握其轻重程度，这样标注对肾功能不全
患者用药指导意义不大，导致医生往往只能凭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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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从而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国家法

7 陈艳晓. 眼科外用药说明书中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项的调查

律法规只对说明书标注项目和涵盖内容作出要求，
并未对具体表述内容进行统一标准，因此出现表述

8 陈丽丽. 对肾功能不全患者抗生素应用现状的分析. 当代医药论

内容混乱，容易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给实际用药
参考带来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药品监督
部门制定权威、专业、统一的特殊人群用药及用语
规范或指南，其中可明确定义说明书中常用术语的

分析. 现代医药卫生, 2014, 30(1): 95-96.
丛, 2014, 12(11): 201-202.
9 冯娜. 166 份抗糖尿病药品说明书中妊娠妇女用药信息标注情
况调查分析. 中国药房, 2017, 28(16): 2301-2304.
10 陈楠. 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药物治疗.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09,
129(10): 898-900.
11 杜宏. 高尿酸血症合并肾功能不全的合理用药分析. 药品评价,

概念及适用情况，并在患者人群中对常用说明书用
语进行科普教育[18-20]。

12 孙忠实. 抗菌药物-让我喜欢让我忧.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综上所述，药品说明书中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
项标注情况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应引起

13 许敏, 吴巧稚. 肾功能不全患者应用抗菌药物的剂量调整. 中国

药品生产企业的重视，也说明药监部门应加强对药
品说明书的监管力度，规范管理药品说明书的用药
标注内容，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2015, 12(7): 27-31.
2014, 14(8): 673-676.
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7, 17(2): 257-258, 262.
14 明佼, 尹晓飞. 35 种中药注射剂药品说明书的合理性调查分析.
中国药业, 2012, 21(8): 8-9.
15 王丽春. 注射剂药品说明书中存在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中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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