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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分为以下部分： 

--第 1部分 总则 

--第 2部分 临床药学服务 

--第 3部分 药学保障服务 

--第 4部分 药事管理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第 2部分：临床药学服务》包括以下部分： 

--第 2-1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门诊 

--第 2-2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处方审核 

--第 2-3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物重整 

--第 2-4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用药咨询 

--第 2-5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用药教育 

--第 2-6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查房 

--第 2-7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监护 

--第 2-8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居家药学服务 

--第 2-9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会诊 

--第 2-10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病例讨论 

--第 2-11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治疗药物监测 

--第 2-12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科普 

--第 2-13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互联网+药学服务 

本标准是第 2-6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查房。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医院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中日友好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积水潭

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甄健存，陆进，李朋梅，徐珽，黄品芳，徐彦贵，覃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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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第 2-6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查房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医疗机构临床药师开展药学查房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准备过程、查房过程、质量管理

与评价改进各要素。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1年版）卫办医管发〔2011〕148号 

关于印发二、三级综合医院药学部门基本标准（试行）的通知 卫医政发〔2010〕99号 

GB/T30240.7-2017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7 部分：医疗卫生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药学查房  pharmaceutical ward round 

临床药师在病区内对患者开展以合理用药为目的的查房过程。包括药师独立查房，药师与医师、护

士等医疗团队的联合查房。 

3.2 

药学问诊  pharmaceutical inquiry 

临床药师通过对患者或相关人员的系统询问，全面了解患者的病史、诊断、用药史、既往药物过敏

史及药物不良事件处置等药物治疗相关情况的方法。 

4 关键要素 

药学查房关键要素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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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药学查房关键要素 

5 要素规范 

5.1 基本要求 

5.1.1 制度建设 

5.1.1.1 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应在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指导下，建立临床药师药学

查房制度。 

5.1.1.2 医疗机构临床药师药学查房制度，应明确开展药学查房的参与人员、频次要求、主要内容、

反馈方式、记录书写和质量评估等环节。 

5.1.2 设施设备 

5.1.2.1 药学部门应设置临床药学组（科），并配备合适的工作空间和软硬件条件。 

5.1.2.2 专科临床药师应选择专业对口的临床科室，开展常规性药学查房工作。 

5.1.3 服务场所 

5.1.3.1 临床药师应在选定专业的临床科室开展药学查房。 

5.1.3.2 临床药师宜对申请药学会诊的患者开展药学查房。 

5.1.3.3 药学常规查房的开展场所应为病房床旁。 

5.1.3.4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或开展远程药学查房。 

5.1.4 人员要求 

开展药学查房的药师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经本医疗机构认定在临床药师岗位上工作的临床药师； 

b) 取得临床药师岗位培训证书的临床药师。 

5.2 查房准备 

5.2.1 患者情况 

5.2.1.1 药学查房前应进行相应准备，明确药学查房的患者数量及预期的查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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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应获取并熟悉患者的基本情况，尤其是重点监护患者如病危、病重、病情复杂及新入院患者

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生命体征、现病史、基础疾病、既往史、既往用药史、

过敏史、家族史、个人史、婚育史、入院诊断、辅助检查结果、治疗方案及疾病进展等情况。 

5.2.1.3 在熟悉患者资料过程中，对于有疑问及需着重了解的部分应做好相应记录。 

5.2.2 药学评估 

5.2.2.1 对新入院患者院外使用药物进行药物重整，整理患者此次入院的初始治疗方案，对使用重点

药物及各专科相关重点药物的患者进行重点监护。 

5.2.2.2 从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和适宜性等方面对重点监护患者的初始治疗方案进行用药

合理性分析，记录和干预不合理医嘱。用药有效性分析应包括但不限于药物适应证、用法用量、给药途

径和疗程等评价；用药安全性分析包括但不限于药品不良反应预防和处置、药物相互作用评估等；用药

经济性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保险和患者承受能力等评估；用药适宜性分析包括但不限于药品剂型与规

格和重复用药等。 

5.2.2.3 对在院重点监护患者的医嘱分析至少应包括在院患者的疾病进展、辅助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

调整等，特别是可能影响用药的诊断修订、实验室检查结果更新（如肝脏和肾脏功能变化等）、合并用

药改变、重要医嘱增减等变化情况。 

5.2.2.4 通过合理用药分析提炼出下一步药学问诊的内容、患者教育的要点及需要询问患者的问题等

药学查房的思路与内容。 

5.2.3 档案记录 

5.2.3.1 开始查房前应根据患者情况准备患者查房记录表格（可参考附录 A表 A.1）。 

5.2.3.2 可根据药学查房对象的疾病特征、用药情况和其他个体化需求设计表格并准备相应资料，档

案记录宜信息化，有条件的情况下可被纳入电子病历管理。 

5.2.4 患教教具 

根据患者用药情况准备相应的患者教育教具。患教教具的类型应根据患者的文化水平、沟通能力等

情况确定。 

5.3 查房过程 

5.3.1 基本情况介绍 

5.3.1.1 对患者进行初次查房需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告知患者临床药师身份和临床药师在住院期间

能为之提供的药学服务。 

5.3.1.2 应告知患者药学查房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教与用药相关的注意事项，促进药物的合理应用。 

5.3.2 药学问诊 

5.3.2.1 药学问诊的主要内容包含患者整个诊疗过程中的所有疾病和药物相关信息，评估患者药物治

疗的获益和风险，获取患者治疗需求，为药学监护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基础信息和客观证据。 

5.3.2.2 重点关注患者用药问题，核实患者是否按要求用药、用药后的反应、是否有不适情况、嗜好、

生活方式、日常饮食习惯及现阶段服用的保健品等信息，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用药教育，指导患者正确

使用治疗药物，适当调整生活方式，为患者制定药学监护计划。 

5.3.2.3 对刚入院患者，药师应与患者或家属积极进行交流，询问患者此次入院治疗目的，既往所患

疾病及用药情况，药物及食物过敏史，药品不良反应及处置史等基本信息。对患者既往用药，应详细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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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药品名称、药品规格、给药途径、剂量、疗程、疗效等。如患者存在药物过敏史，应询问过敏药物名

称、过敏症状、体征、转归等。 

5.3.2.4 对诊治过程中的患者，询问患者对自身疾病、服用药物的知晓情况，是否遵医嘱用药。询问

患者使用药物后的症状、体征改善情况，是否有新发症状、判断患者目前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 

5.3.2.5 问诊过程中注重仪表，并按照相关规范和标准，注意医院感染的防控工作。问诊时要善于发

现患者的用药问题，避免诱导式提问。 

5.3.3 患者教育 

可按照“第 2-5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用药教育”分册执行。 

5.3.4 用药咨询 

可按“第 2-4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用药咨询”分册执行。 

5.4 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 

5.4.1 查房记录 

5.4.1.1 初次查房问诊记录至少应包括入院主诉（症状及出现时间）、现病史（主诉的展开，对患者

症状更完整的描述）、既往病史、既往用药史（名称、剂量、途径、方法、疗程等）、家族史、伴发疾

病与用药情况、个人史及婚育史（教育背景、职业、饮食习惯、烟酒嗜好等）、药品不良反应及过敏史

等。 

5.4.1.2 再次查房问诊记录内容应关注患者主诉、医嘱落实情况，确认患者是否正确用药（用药教育），

观察并询问患者用药后的反应，认真记录患者的问题。 

5.4.1.3 应从患者年龄、病生理情况以及用药依从性等方面入手进行入院药学评估和用药风险评估，

并做记录。 

5.4.2 监护计划 

5.4.2.1 临床药师应根据入院药学评估结果，整理出患者用药问题，分析问题，制定药学监护计划。 

5.4.2.2 药学监护计划应包括患者症状及各项检查检验指标的变化、用药依从性、不良反应的观察与

判断、给药方案的变化、是否需要调整给药方案等。 

5.4.2.3 给医护人员提出治疗方案的建议，并记录是否接受，以确保监护计划的执行。 

5.4.3 医药护沟通 

5.4.3.1 查房后应就查房过程中发现的用药问题及时与医师、护士及患者沟通。 

5.4.3.2 应与医师沟通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和相应的调整方案。 

5.4.3.3 应与护士沟通给药方法（如滴速）、药品贮存（如避光）和药物给药顺序等问题。 

5.4.3.4 所有沟通过程应有记录，并持续跟进沟通效果和医护人员的反馈意见。 

5.4.4 评价改进 

5.4.4.1 应定期对药学查房服务进行评价，对药学查房服务质量进行持续改进。 

5.4.4.2 药学查房服务的评价内容至少应包括仪容仪表、查房准备、查房记录、建议采纳率、临床反

馈、患者满意度等方面。 

5.4.4.3 对于药学查房服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药学部门应定期进行沟通纠正，记录沟通过程和改正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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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医疗机构药学查房记录表 

表A.1 患者药学查房记录表 

入院日期：  查房日期： 查房科室： 

基本情况 
住院号  床号  姓名  

年龄  体重/身高  性别  

主诉与诊断  

主要实验室检查结

果 

肾功能 肝功能 其他 

   

院外用药医嘱重整  
用药依从性评估 

 

初始治疗方案 

患者具体使用的药物 不合理用药干预 

 

药学评估 

有效性  

安全性 

药品不良反应  

既往史 家族史 

  

相互作用  

经济性  

适宜性 
 

 

药学问诊  

患者教育  



T/CHAS 20-2-6—2021 

6 

监护计划  

问题及患者反馈  

查房总结 

依从性评价： 

患者风险评估： 

与医师沟通内容： 

与护士沟通内容： 

再次查房 日期： 年 月 日 

修正诊断  

实验室检查结果

更新 

肾功能 肝功能 其他 

   

治疗方案调整 

治疗方案调整原因  

 
不合理用药干预 

 

用药分析 

有效性   

安全性 

药品不良

反应 
  

药品不良反应处理 

  

相互作用   

经济性  

适宜性   

药学问诊   

患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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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计划   

问题及患者反馈   

查房总结 

依从性评价： 

患者风险评估： 

与医师沟通内容： 

与护士沟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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