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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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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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甄健存，沈素，徐彦贵，徐珽，于鲁海，侯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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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第 2-7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监护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医疗机构临床药学服务相关的药学监护工作，明确了基本要求、服务过程、质量管

理与评价改进关键要素。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药学监护工作及其质量安全的管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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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HAS 10-2-7-2019 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第2-12部分：患者服务临床用药 

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国卫办医发〔2018〕14号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卫医政发〔2011〕1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药学监护  medication monitoring 

药学监护是指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为住院患者提供直接的、与药物使用相关的药学服务，以提

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与经济性。 

4 关键要素 

药学监护关键要素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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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药学监护关键要素 

5 要素规范 

5.1 基本要求 

5.1.1 管理组织 

医疗机构应在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指导下，由药学部门负责药学监护工作的组

织、实施、考核和评价等管理工作。 

5.1.2 制度建设 

医疗机构应制定本机构的药学监护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管理组织、制度建设、人员要求、服务场

所、设施设备、工作流程细则、质量控制方案及持续改进措施等。 

5.1.3 人员要求 

医疗机构从事药学监护工作的药学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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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服务场所 

住院患者药学监护应在患者所在病区及药师办公室完成。 

5.1.5 设施设备 

5.1.5.1 医疗机构应配备有可供查阅患者医疗信息的电脑，能够检索药学信息的可连接互联网的电脑

或其他电子设备。 

5.1.5.2 医疗机构应授予从事药学监护工作的药师查阅患者用药相关医疗信息的权限。 

5.1.5.3 医疗机构可根据本机构具体情况，引进相关信息系统，辅助药师开展药学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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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4 医疗机构可根据本机构具体情况，授予临床药师在病历系统中记录药物治疗监护的权限，以

保证监护过程可追溯。 

5.2 服务过程 

5.2.1 监护对象 

药学监护的服务对象为住院患者，药师可根据患者的病理生理状态、疾病特点、用药情况和特殊治

疗情况，重点重点服务下列患者： 

a) 病理生理状态：存在脏器功能损害、儿童、老年人、存在合并症的患者、妊娠及哺乳期患者； 

b) 疾病特点：重症感染、高血压危象、急性心衰、急性心肌梗死、哮喘持续状态、癫痫持续状态、

甲状腺危象、酮症酸中毒、凝血功能障碍、出现临床检验危急值的患者、慢性心力衰竭、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中毒患者等，既往有药物过敏史、上消化道出血史或癫痫史等； 

c) 用药情况：应用治疗窗窄的药物、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物、免疫抑制剂、血液制品等，接受

溶栓治疗，有基础病的患者围手术期用药，血药浓度监测值异常，出现严重药品不良反应，联

合应用有明确相互作用的药物，联合用药 5种及以上，接受静脉泵入给药、鼻饲或首次接受特

殊剂型药物治疗； 

d) 特殊治疗情况：接受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浆置换、体外膜肺氧合的患者。 

5.2.2 监护内容 

5.2.2.1 用药方案合理性的评估：包括药物的适应证、禁忌证、用法用量、配伍禁忌、相互作用、用

药疗程等；针对不合理的药物治疗方案，药师应给出专业性的调整意见并及时将具体建议、参考依据

向医师/护士反馈。对于共性问题，药学部门应定期与临床科室进行沟通纠正，记录沟通过程和改正效

果； 

5.2.2.2 用药方案疗效监护：判断药物治疗的效果，若疗效不佳或无效，药师应协助医师分析原因并

讨论重新调整药物治疗方案； 

5.2.2.3 药品不良反应监护：对可能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进行预防和监测，及时发现、判断并予以处

置； 

5.2.2.4 药物治疗过程监护：关注用药方案的正确实施，包括输液治疗的安全性监护和首次使用特殊

剂型药物的用药指导； 

5.2.2.5 患者依从性监护：对患者执行治疗方案的情况进行监护；应对患者出院带药进行用药指导。 

5.2.2.6 药师应对药物基因检测、治疗药物监测等结果进行解读，并根据结果实施药学监护。 

5.2.3 监护结果 

5.2.3.1 药师应重视药学监护的工作成效，即通过与医生、护士、患者或家属沟通诊疗问题、药物治

疗方案与治疗目标，达到优化给药方案、确保药品正确使用、降低用药差错或避免药品不良事件的目

的。 

5.2.3.2 药师应主动获知医生、护士、患者或家属对用药建议的采纳情况、接受程度及反馈意见。 

5.2.4 监护记录 

5.2.4.1 药师应书写药学监护记录表，如实记录患者药学监护情况，内容至少应包括监护日期、患者

基本信息、患者基本生命体征及重要化验结果、药学监护计划制定及执行情况、药物治疗方案调整、

药师干预内容等。可参见附录 A，亦可根据药学监护对象的疾病特征、用药情况和其他个体化需求设

计表格。 

5.2.4.2 文档记录应清晰、简明、尊重并保护患者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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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3 针对不适宜的药物治疗，药师应及时将具体建议、参考依据和医师／护士反馈结果进行记录。 

5.2.4.4 医疗机构应按照相关规定妥善保存患者的药学监护记录表，保护患者个人隐私，防止患者信

息泄露。 

5.2.5 监护时限 

5.2.5.1 住院患者药学监护应贯穿于患者药物治疗的全过程，从确认患者为监护对象开始，至治疗目

标完成、转科或出院为止。 

5.2.5.2 如患者有转科，再次转回病区后，应重新评估是否将其列为药学监护对象。 

5.3 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 

5.3.1 质量控制 

5.3.1.1 医疗机构应根据住院患者药学监护管理制度制定符合实际的考核内容和标准，组织人员定期

对药学监护工作进行考核并记录考核结果。内容应包括：药师实施药学监护的患者范围和数量、监护

要点，用药建议内容，药品不良反应处置过程及上报情况，针对患者用药依从性的措施等。 

5.3.1.2 医疗机构应对患者风险点进行防控： 

a) 对于高危患者（如病情危重、联合使用多种药或沟通困难的患者等），药师应加强监护； 

b) 当患者病情恶化时，药学监护的措施应做相应调整； 

c) 药师应提供准确的药学知识或信息； 

d) 药师应与医师、护士、患者及家属进行良好、有效沟通。 

5.3.2 成效评估 

医疗机构应定期对住院患者药学监护质量开展监测与评价，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有效性评价（治

愈率、疾病复发率、平均住院日、再住院率、细菌耐药率等）、安全性评价（药品不良事件/不良反应

发生率等)、患者用药依从性评价等方面的分析。 

5.3.3 持续改进 

5.3.3.1 药师应接受持续的在职培训和其他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以保持或提高其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

以及记录文档的能力和沟通能力。 

5.3.3.2 医疗机构应以患者为中心，不断完善药学监护相关的规章制度。 

5.3.3.3 遇有投诉时，应调查事件发生的始末，按照相关制度予以处理，并提出改进措施。 

5.3.3.4 医疗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尽量完善软硬件条件，药师应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工作的能力，以

提高或优化工作效率。 

5.3.3.5 针对检查或监护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必要时应及时修订相关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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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住院患者药学监护记录表 

 

表 A.1 住院患者药学监护记录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院号 不良生活习惯 

     

身高(cm) 体重(kg) 体重指数 住院时间 过敏史 

     

病例特点（监护对象选择依据：病理生理状态、疾病特点、用药情况、特殊治疗情况或其他） 

 

 

主诉： 

 

现病史： 

 

 

既往史： 

 

既往用药史： 

 

个人史： 

 

家族史： 

 

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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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诊断： 

 

药学监护经过[主诉、查体、辅助检查、诊疗方案调整、药学监护（包括疗效、药品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依从性）] 

 

 

 

出院患者用药指导 

 

 

用药方案合理性评估 

 

 

 

药师建议(相关问题、建议内容及参考依据、医护采纳情况、患者接收程度) 

 

 

药学监护结束 

原因:   治疗目标完成    转科或出院                     日期： 

药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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