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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临床使用中对肝肾功能的影响=
李= = 克，师伯省G，彭丽华，陶继阳=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 = QRMMMT=
摘= = 要：目的= = 探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临床使用安全性问题。方法= = 随机抽取某医院 OMNS 年 NN 月—OMNT 年 NM 月临
床使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住院病历，设计《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使用情况调查表》
，对 OQM 份病例进行回顾性调
查，研究其对肝肾功能的影响，并统计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初步探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临床使用安全性问题。结果= = 在
使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治疗的 OQM 名患者中，药物治疗前后，对肝肾功能无明显影响。结论= =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
临床使用对肝肾功能未见影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临床使用安全性较好。=
关键词：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
；临床应用；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oVSV= = = = = = 文献标志码：A= = = = = = 文章编号：NSTQ=J=SPTS=EOMNUF=MPJ=MQOR=J=MQ=
alfW=NMKTRMNLjKissnKNSTQJSPTSKOMNUKMPKM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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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现
代科学技术与方法，从中药或其他天然药物中提取
有效物质制成，其生物利用度高、起效快、较好地
发挥了中药在治疗危急重症中的良好作用。但随着
临床用量的不断增长，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L事件
（AaoLAab）也明显增多。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报告》
（OMNM 版）己明确指出，中药注射剂己经成
为我国药品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区域之一。而临床的

劳累性心绞痛、心功能不全等xNJOz。=
本研究随机抽取某医院 OMNS 年 NN 月—OMNT 年
NM 月临床使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住院病历，
通过自制的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使用情况调查
表，进行回顾性调查，统计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研
究其对肝肾功能的影响，初步探讨注射用益气复脉
（冻干）临床使用安全性问题。=
N= = 材料与方法=

一些不合理使用加大不良反应L事件的发生。注射用
益气复脉（冻干）是临床常用的中药注射剂，具有
益气复脉，养阴生津的作用，临床主要用于冠心病

NKN 资料来源=
采用回顾性调研方法，按月份进行分层随机抽
取某医院 OMNS 年 NN 月—OMNT 年 NM 月份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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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住院病历 OQM 份，通过编

敏感度和特异度最高，分别为 UNB和 SOB，故本研

制的《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使用情况调查表》
对收集的病历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剔除标准：

究采用该界值作为肾功能恶化的临床标准。=
NKOKR= = 药品不良反应L事件监测= = 对收集的病历进

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免疫系统疾病；

行查阅，重点了解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AaoLAab

合并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对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
成分过敏者，以及无法收集到相关生化检验数据的

相关情况，并对其关联性进行评价。AaoLAab 的

病例。该院使用的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生产厂
家均为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wOMMSMQSP，涉及的批次有 OMNSMQMN、
OMNSMQMS 、 OMNSMQNN 、 OMNSMVNM 、 OMNSNNMU 、

关联性评价采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制定的
六级标准（肯定、很可能、可能、可能无关、待评
价、无法评价），并将其中关联性评价为肯定、很可
能、可能的病例评定为不良反应病例。=

OMNSNOMS、OMNTMPMV。=
NKO= = 方法=

NKP= =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 pmppNTKM 软件包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用 x – s 或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来表示，两

NKOKN= = 使用人群分析= = 根据抽取信息，对患者的性
别、年龄、使用科室进行统计。=

组间比较用 t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表示。=

NKOKO= = 用药情况分析= = 根据注射用益气复脉
（冻干）
药品说明书以及相关资料，对临床使用注射用益气

O= = 结果=
OKN= =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临床使用情况=

复脉（冻干）中医辨病、中医辨证、给药剂量、溶

OKNKN= = 性别及年龄情况= = 在调查的 OQM 份病历中，
男性 NMV 例（占 QRKQOB）
，女性 NPN 例（占 RQKRUB）
，
年龄最小者为 OV 岁，最大者为 VP 岁，大于 TM 岁占
RMKUPB，SM 岁以上占 TSKMOB（表 N）。=

媒选择及联合用药数目、种类等进行分析。=
NKOKP= = 肝功能指标测定与评价= = 统计药物治疗前、
后患者的肝功能变化情况。统计指标为血检测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Aiq）、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pq）、总胆红素（q_il）水平，所有检查均由该
院生化实验室全自动生化仪完成。肝功能损害程度
的判断参照 tel 药物性肝损害分级标准，分为（N）
轻度：肝功能指标仅 N 或 O 项轻度异常，治疗前肝
功能正常者治疗中 Aiq 介于 NKOR～OKR 倍正常值上
限，或 q_il 介于 N～NKR 倍正常值上限；肝功能异
常者 Aiq 或 q_il 增加值介于 MKN～NKM 倍正常值上

表 N= = 患者年龄及性别构成情况=
qable=N= = Age=and=gender=composition=of=patients=
项目=

=

nL例=

占比LB=

性别=

男=

NMV=

QRKQO=

=

女=

NPN=

RQKRU=

年龄=

≤RM 岁=

PM=

NOKRM=

=

RN~SM 岁=

PP=

NPKTR=

=

SN~TM 岁=

RR=

OOKVO=

限。
（O）中度：肝功能指标介于轻度和重度之间，
=
TN~UM 岁=
SP=
OSKOR=
治疗前肝功能正常者治疗中 Aiq 介于 OKS～RKM 倍正
=
~UN 岁=
RV=
OQKRU=
常值上限，或 q_il 介于 NKS～OKR 倍正常值上限；肝
=
功能异常者 Aiq 或 q_il 增加值介于 NKM～OKM 倍正
OKNKO= = 分布科室= = 在调查的病例中，有 NPT 份
常值上限。
（P）重度：治疗前肝功能正常者治疗中
Aiq＞R 倍，或 q_il＞OKR 倍正常值上限；肝功能异 （RTKMUB）分布在心病区，其他病区内分泌 NQ 份
（SKSTB）
，老年病区 NU 份（TKRMB）
，肺病区 NQ 份
者 Aiq 或 q_il 增加值＞O 倍正常值上限。=
，肾病区 NO 份（RKMMB）（表 O）。=
NKOKQ= = 肾功能指标测定与评价= = 本研究通过测定药 （RKUPB）
OKNKP=
=
中医辨证=
=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说明书
物治疗前、后患者肌酐值的变化来评价患者的肾功
指出主要用于冠心病劳累性心绞痛，以及冠心病所
能变化情况。=
致的左心功能不全，辨证为气阴两虚证。在调查的
以肌酐值筛查肾功能恶化的临床标准为：出院
时较入院时肌酐值升高≥OSKR=μmolLi（MKP=mgLdi）。 OQM 份病例中，均诊断有冠心病，中医辨证中气阴
两虚证病例数为 NSP（STKVOB）
，非气阴两虚证包括
dottlieb 等xPz比较肌酐水平升高与预后的关系，发现
基于任何的可测量变化都与死亡率升高、住院时间
延长有关，以 MKP= mgLdi 为界值，预测住院死亡的
===

脾肾气虚 NT（TKMUB）
，肝阳暴亢 NT（TKMUB）
，痰
湿蕴肺 QM（NSKSTB）
，以及其他 P（NKORB）
（表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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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 = OQM 份病例科室分布情况=
qable=O= = Case=department=distribution=
科室=

nL例=

占比LB=

心病=

•=QOT=•=

值升高大于 OSKR=μmolLi。=
OKOKP= = 其他方面评价= = N 例患者在输注益气复脉中

NPT=

RTKMU=

诉咽部疼痛，未特殊处理，停药后逐渐缓解，之后
未再使用益气复脉。采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

内分泌=

NS=

SKST=

心制定的六级标准，对其关联性评价为可能有关。

肺病=

NQ=

RKUP=

老年=

NU=

TKRM=

在其他病例中未见关于益气复脉不良反应的记录。=

肾病=

NO=

RKMM=

创伤=

NO=

RKMM=

fCr=

NQ=

RKUP=

其他=

NT=

TKMU=

P= = 讨论=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源自古方生脉散，经
现代工艺研制而成，主要成分为红参、麦冬、五味
子。它具有益气复脉、养阴生津的作用，临床主要
用于冠心病劳累性心绞痛、心功能不全等。自 OMMT
年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批准上市至今已经 NM

=
表 P= = OQM 份病例中医辨证情况=
qable=P= = aialectical=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OQM=
cases=
nL例= 占比LB=

中医辨证=

气阴两虚，心血瘀阻= NSP=

STKVO=

非气阴两虚证= 脾肾气虚=

NT=

TKMU=

肝阳暴亢=

NT=

TKMU=

痰湿蕴肺=

QM=

NSKST=

P=

NKOR=

气阴两虚证=

其他=

=
OKO= =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临床使用安全性研究=
OKOKN= = 对肝功能的影响= = 在注射用益气复脉
（冻干）
应用前，OQM 例患者均无肝功能异常。所有患者使
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疗程均超过 T=d。O 例患
者应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后 Aiq 和 Apq 升
高，出现轻度肝功能损害（表 Q）
，未停用注射用益
气复脉（冻干），停用他汀类药物，加用保肝药物治
疗后恢复正常，医生考虑该肝功能损害与患者服用
他汀类药物有关，与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无关。
=
表 Q= = 益气复脉对肝功能影响=
qable=Q= = bffect=of=viqi=cumai=iyophilized=fnjection=on=liver=

年，临床相关研究逐年增加，其疗效也得到大量临
床肯定xQJTz。=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且用药安全性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重大安全性问题。
但临床中也有不良反应的报道，如心悸、胸闷不适、
血压升高、头痛、嗜睡等，这提示在临床使用的过
程中针对不同人群用药存在一定的安全性风险xUJNNz。
本研究在对 OQM 份病历中研究中发现，仅发现 N 例
患者在输注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后诉咽部疼痛，
未特殊处理，停药后逐渐缓解。在对肝肾功能的影
响的研究中发现，有 O 例患者出现的 Aiq 和 Apq
升高，但进一步证实是由于其他药物引起，与本研
究药物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无关。=
本次研究说明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在临床
应用中安全性较高，不过本研究病例数偏少，难于
统计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发现罕见的不良反应，
因此，
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上
市后的安全性研究，这都是后续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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