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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妇幼保健院 2019 年 104 例新的 / 严重的儿童药品
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汪洋，杨欢，罗琪，左秀丽，徐喆
(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摘

要]

目的：整理分析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新的/严重的儿童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
特点，为保障患儿用药安全，促进儿童药品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统计分析马鞍山市
妇幼保健院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经医院不良反应评价人员评价后上报国家ADR监测中
心的104例新的/严重的儿童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内容包括报告类型、关联性评价、性别、月龄/年
龄、既往ADR史、家族ADR史、原患疾病、ADR涉及药品品种、剂型及给药途径，ADR累及的系
统/器官、结果及转归。结果：在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上报的104例新的/严重的儿童药
品不良反应中，严重的2例(1.92%)；新的99例(95.19%)；新的严重的3例(1.92%)。关联性评价为肯
定的5例(4.81%)；很可能的75例(75.96%)；可能的为19例(19.23%)。1~3岁患儿新的/严重的ADR所
占比例最高，达47.12%。主要的给药途径为静脉滴注(72.11%)。引起新的/严重的ADR相关的药品
包括7类27种，其中抗感染药物最多，占比高达65.38%。ADR累及系统/器官以全身性反应及消化
系统反应为主，患儿原患疾病均未受不良反应影响。结论：药品ADR监测工作能预防和减少儿童
新的/严重的ADR的发生，减轻患儿伤害和家庭负担，保证儿童用药安全、有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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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104 new/serious pediatric adverse drug reaction
reports in 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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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severe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 in children in Ma’ansh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suring drug the safety of children’s
medi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rational use of children’s medicines.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04 cases of new/severe ADR in children reported to the National ADR Monitoring Center by hospital ADR
evaluators from January 1, 2019 to December 30, 2020 in Ma’ansh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The contents of the report include report type, relevance evaluation, gender, age/month, previous history of ADR,
family history of ADR, underlying disease, drug species, dosage form and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involv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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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systems/organs involved in ADR, results, and outcomes. Results: Between January 1, 2019 and December
30, 2020, 104 new/severe ADR were reported in children, of which 2 cases (1.92%) were severe; new 99 cases
(95.19%); three cases (1.92%) were newly severe. The correlation evaluation was positive in 5 cases (4.81%);
probable in 75 cases (75.96%); probable in 19 cases (19.23%). The proportion of new/severe ADR in 1–3 years
old children was the highest, reaching 47.12%. The main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was intravenous drip (72.11%).
Drugs related to new/severe ADRs included 27 types of drugs in 7 categories, of which anti-infective drugs
accounted for the most, accounting for 65.38%. The systems/organs involved in ADR were mainly systemic
reactions and digestive system reactions, and the primary diseases of the children were not affected by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Drug ADR monitoring can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ew/severe ADRs
in children, reduce the burden of children’s injuries and families, and ensure that children’s medication is safe,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Keywords

children; adverse drug reaction; safe medication

儿童为一特殊人群，儿童服药后，其药理效
应与身高、体重、体表面积甚至心理变化有很大关
联 [1-2] 。由于肝肾功能、中枢神经系统及内分泌系
统的差别，药物在儿童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过程与成
人差别较大，且临床试验数据不完整，对某些代
谢慢、排泄差，易进入血脑屏障的药物，更易发
生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 [3] 。
2020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指出
2020年全国ADR监测网络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
件报告表》167.6万份，较2019年增加了10.7%；新
的和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50.6万份，占同
期报告总数的30.2%，较2019年增加了6.08%；严重
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16.7万份，占同期报告总
数的10.0%，较2019年增加了7.05%；14岁及以下
儿童的报告数量占2020年全国ADR总数的7.7%，
而占2019年全国ADR总数10.2%，2020年儿童ADR
上报率较2019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 [4-5] ，推测其原
因为医务人员对儿童A DR认知度及关注度不足。
因此，应加强对儿童A DR监测的宣传，记录分析
儿童发生A DR的规律和特点，形成科学的科普手
册，增强医务人员及家长的关注度，以促进儿童
安全合理用药。
A DR报告是评价临床用药安全性的重要数据
和指标，其中影响用药安全的最重要的2个因素是
“新的”ADR和“严重的”ADR。“新的”ADR
是指药品说明书中未载明的不良反应。说明书
中已有描述，但不良反应发生的性质、程度、后
果或者频率与说明书描述不一致或者更严重的，
按照新的A DR处理。“严重的”A DR是指用药后
导致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永久的器官功能的
损伤或显著伤残、“三致”作用、危及生命、
死 亡 等 医 学 事 件 [6]。 我 国 《 药 品 不 良 反 应 报 告 和

监测管理办法》 [6] 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
指南》均指出新的/严重的ADR报告才是有效的预
警信号来源 [7] 。本文对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2019年
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上报国家药品ADR监测
中心的104例新的/严重的儿童药品不良反应进行
统计分析与评价，以期降低儿童A DR的发生率，
提高本地区儿童安全合理用药。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马鞍山
市妇幼保健院上报至国家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新
的/严重的儿童用药ADR报告104份。
1.2 方法
1.2.1 ADR关联性评价标准
采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8]，
纳入评价等级为可能、很可能、肯定3个等级。
1.2.2 儿童定义
根据《儿科学》第5版 [9] 儿童的定义，本文统
计年龄范围为0~18岁。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软件对ADR报告表中数据进行录入
处理，所录入的资料包括患儿的性别、月/年龄、
体重、原患疾病、既往及家族A DR史、使用药品
品种(药品分类根据《新编药物学》第17版 [10] )、
剂 型、生产厂家及给药途径、A DR名称、A DR结
果、ADR累及的系统/器官及主要临床表现、对原
患疾病的影响、A DR评价等信息，对录入信息 进

临床与病理杂志, 2022, 42(6) https://lcbl.csu.edu.cn

1378

行回顾性分析；采用GraphPad Prism 6软件制作。

(2.88%)有既往ADR史，其余均无既往ADR史、家
族ADR史。原患疾病中支气管肺炎53例，占一半
以上，具体分布情况见表3。

2 结果
2.1 总体情况
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
12月30日共上报1 818例ADR报告，其中920例儿童
用药不良反应，经过单位评价出104例新的/ 严重
的儿童ADR。儿童新的/严重的ADR占儿童总ADR
的11.3%；关联性评价为肯定的5例，占4.81%；
很可能的79例，占75.96%；可能的为20例，占
19.23%(表1)。

2.4 引起新的/严重的ADR患儿给药途径分布
在104例新的/严重的A DR患儿中，给药途径
以静脉滴注为主的患儿共74例(71.16%)，其余依次
为口服19例(18.27%)，吸入药物9例(8.65%)。其中
有71例静脉滴注的患儿表现为新的ADR(68.27%)，
构成比最高。
2.5 引起新的/严重的ADR涉及药品种类及分布
新的/严重的A DR涉及药品品种共7类27种，
以抗感染药物最多，共68例，占比高达65.38%。
其次是呼吸系统用药11例，占比10.58%(表4)。

2.2 新的/严重的ADR患儿年龄、性别分布
在104例ADR患儿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同，
为1.08:1。其中1~3岁新的/严重的ADR患儿49例
(47.12%)，构成比较高(表2)。

2.6 新的/严重的ADR累及的系统/器官、临床表现
儿童新的/严重的ADR中累及多个系统/器
官，其中全身性反应及消化系统反应病例最多，
均为39例(37.50%)；全身性反应主要表现为哭闹；
消化系统反应主要表现为腹痛、稀便(表5)。

2.3 新的/严重的ADR患儿既往ADR史、家族ADR史
及原患疾病分布
在104例儿童新的/严重的ADR中，仅3例

表1 儿童新的/严重的ADR报告类型与关联性评价结果
Table 1 New/severe ADR report types and association evaluation results in children
关联性

新的/例

严重的/例

新的严重的/例

合计/例

占比/%

5

0

0

5

4.81

很可能

75

1

3

79

75.96

可能

19

1

0

20

19.23

总计

99

2

3

104

100.00

肯定

表2 新的/严重的ADR患儿年龄、性别分布
Table 2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of children with new/severe ADR
年龄

性别/例

总计/[例(%)]

男

女

0~3个月

8

9

17 (16.35)

>3~1岁

6

5

11 (10.58)

>1~3岁

29

20

49 (47.12)

>3~6岁

7

5

12 (11.54)

>6~9岁

3

7

10 (9.62)

>9~17岁

1

4

5 (4.81)

54

50

104 (10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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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新的/严重的ADR患儿原患疾病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disease in children with new/severe ADR
新的ADR

原患疾病

严重的ADR(含新的/严重的)

例数

占比/%

例数

占比/%

支气管肺炎

53

50.96

0

0.00

新生儿肺炎

3

2.88

0

0.00

肺炎

4

3.85

1

0.96

心肌损害

1

0.96

0

0.00

先兆流产

1

0.96

0

0.00

手足口病

1

0.96

0

0.00

上呼吸道感染

10

9.62

0

0.00

急性支气管炎

16

15.38

2

1.92

急性腮腺炎

0

0.00

1

0.96

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

8

7.69

1

0.96

急性喉炎

2

1.92

0

0.00

99

95.19

5

4.81

合计

表4 新的/严重的ADR患儿ADR涉及药品种类及名称
Table 4 Types and names of drugs involved in ADR in children with new/severe ADR
药品种类
呼吸系统用药

例数

占比/%

药品名称

11

10.58

氨溴特罗口服溶液2例；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3例；吸入用布地奈
德混悬液1例；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4例；吸入用异丙托溴铵
溶液1例

解热镇痛药

2

1.92

布洛芬混悬液2例

代谢及内分泌系统用药

3

2.88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2例；黄体酮胶丸1例

68

65.38

抗感染药

更昔洛韦注射液1例；红霉素肠溶胶囊1例；克林霉素磷酸酯注
射液4例；磷酸奥司他韦颗粒2例；注射用阿莫西林钠克拉维酸
钾4例；注射用阿奇霉素3例；注射用拉氧头孢钠1例；注射用乳糖
酸红霉素37例；注射用头孢硫脒4例；注射用头孢曲松钠9例；注射
用头孢他啶2例

心血管系统用药
中成药

5

4.81

注射用果糖二磷酸钠5例

10

9.62

清宣止咳颗粒3例；小儿豉翘清热颗粒1例；小儿肺咳颗粒1例；小
儿热速清颗粒5例

其他系统用药

5

4.81

氨咖黄敏口服溶液2例；三磷酸腺苷二钠注射液2例；注射用辅酶A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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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新的/严重的患儿ADR累及系统/器官及主要临床表现
Table 5 Involved systems/organs and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new/severe ADR in children
ADR累及系统/器官
全身性

新的ADR

严重的ADR(含新的严重的)

例数

占比/%

主要临床表现

例数

占比/%

主要临床表现

36

34.62

抽动(一般)1例；烦躁(一

3

2.88

苍白(严重)、烦躁(严

般)1例；哭闹(一般)33例；

重)1例；过敏样反应

心慌(一般)1例

(严重)1例；惊厥(严
重)1例

皮肤及其附件

18

17.31

潮红(一般)1例；出汗(严

2

1.92

重)1例；毛细血管扩张(一

皮疹、瘙痒1例；荨麻
疹(严重)1例

般)2例；皮疹、瘙痒(一
般)12例；例；水肿(一般)
1例；荨麻疹(一般)1例
消化系统反应

39

37.50

恶心(一般)2例；腹部不适

—

—

—

(一般)2例；腹痛、腹泻(一
般)15例；呕吐(一般)8例；
稀便(一般)12例
呼吸系统

1

0.96

咳嗽加重(一般)1例

—

—

—

其他

5

4.81

头晕(一般)1例；手颤抖(一

—

—

—

般)2例；下肢抖动(一般)
1例；下肢痛(一般)1例

2.7 新的/严重的ADR的转归情况
儿童新的/严重的ADR中，有30例(28.85%)出
现好转，72例(69.23%)痊愈，2例(1.92%)未好转，
104例均未对原患疾病病程产生影响。

3 讨论
儿童作为特殊用药人群，临床上针对儿童的
专业用药物较少，因此应重点关注儿童发生A DR
的情况，特别是新的/严重的ADR。
根据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2019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0儿童ADR报告数据，发现了严重的
ADR上报率较低，通过对医务人员ADR认知度调查
了解，医务人员对严重ADR基本概念不熟悉，程度
判定不会把握。提示市级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应加强
对各级医疗机构人员ADR监测工作的系统性培训，
提高A DR监测整体水平，尤其是辨识新的和严重
ADR。药师也应发挥在药动学、药代学等药学知识
上的专业优势，配合各类医务人员及患者做好ADR
的收集上报、宣传和信息反馈工作 [11]。
本文在分析患儿发生新的/严重的ADR的情

况中发现：发生新的/严重的ADR患儿男女比例为
1.08 : 1，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相似 [12-15] ，男童与女
童发生新的/严重的ADR概率基本一致，说明性别
与儿童发生新的/严重的ADR无明显关联。在年龄
方面，发生新的/严重的ADR年龄最小的为出生1 d
的新生儿，年龄最大的为18岁，1~3岁患儿发生新
的/严重的儿童ADR占47.12%，与已发表的报道基
本一致 [16] ，提示该年龄段是ADR的易发阶段，在
治疗过程中需给予更多的关注。
本研究中104例新的/严重的儿童A DR中主要
给药途径为静脉滴注，共占68.27%，与国内文献
报 道 一 致 [14-16]。 临 床 应 在 不 影 响 疗 效 的 情 况 下 ，
合理选择给药途径，遵循“能口服给药的，不选
用注射给药；能肌内注射给药的，不选用静脉注
射 或 滴 注 给 药 ” 的 原 则 [17]。 但 很 多 家 长 ， 甚 至
部分医生也认为静脉给药可以避免首过效应，起
效快，迅速提高血药浓度，效果好，依从性相对
较高，以至于大部分家长和一部分医生会倾向选
择静脉给药。但静脉给药过程中药物本身的赋形
剂、添加剂、渗透压调节剂、pH调节剂、溶媒的
选择、配制方法、药物间配伍变化、输液速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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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毒素、不溶性微粒甚至是药物放置的环境等
诸多因素均可能诱发A DR，因此，临床上应严格
掌握输液指征，尽量减少输液，如必须静脉给药
时，用药前应注意详细询问患者的药物过敏史及
家族史，并严格按说明书用药，用药过程中应密
切观察，以便及时发现儿童A DR。同时应遵循序
贯疗法，当静脉给药致A DR时，应立刻改为口服
给药，以减少儿童ADR的发生。
新的/严重的儿童ADR中，由大环内酯类和头
孢菌素类引发的A DR最常见，与国内报道的抗感
染药在儿童新的/严重的ADR报告数量占首位基本
一致 [18-19] 。这与妇幼保健机构的医患构成有关，妇
幼专科医院的患者以儿童和孕产妇为主，限制了
喹诺酮类的用量。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
原则(2015年版)》 [17] 要求，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及
哺乳期患者避免使用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喹
诺酮类等，与成人A DR涉及药物分布有所不同。
此外，新的/严重的儿童ADR报告的原患疾病以呼
吸系统疾病为主，一般推荐头孢菌素类和大环内
酯类进行治疗。大环内酯类药物无需皮试，抗菌
谱广，对革兰氏阳性菌、厌氧菌、支原体及衣原
体等都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主要用于治疗呼吸
道感染、皮肤和软组织及泌尿生殖道感染等。该
类药物使用频率高导致A DR相对较多，且红霉素
本身胃肠道反应较为明显，呕吐、腹泻、腹痛等
A DR症状与原患疾病症状差异大，易于观察和辨
别，不容易出现漏报。
由于儿童患者表达能力有限，尤其是婴幼儿
患者，主诉不充分，无法及时表述用药后的异常
感受，常表现为哭闹，因此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提
高责任心，结合病史及用药史密切关注潜在的、
隐匿的A DR，以减轻A DR症状或者避免潜在的严
重ADR发生 [20]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不同
人员主观判断不同，对关联性判断有偏差；口服
药品在家服用患者多，不能及时发现并上报不良
反应，不一定能确定注射剂引起的不良反应多。
综上，减少儿童新的/严重的ADR一直是临
床研究的重点，结合以上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以
下建议：加强对临床药师培训，充分发挥临床药
师在药物A DR监测中的作用，其次，加强儿童家
长用药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儿科用药安全的认
知，降低儿童A DR发生率；临床用药前应通过问
诊了解患儿的既往A DR史及家族A DR，特别是使
用易发生ADR的药物(如抗感染药)，需加强监测；
临床医生应结合患儿具体情况慎重选择静脉给药
方式，实施个体化给药，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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