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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结余药品管理的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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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通过分析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结余药品管理现状，为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的药品管理工
作提供参考。 方法 以“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
“PIVAS”
“结余药品”
“剩余药品”
“拼药”
等为检索词，组合录入中国知网，收集自建库起至 2020 年 3 月 29 日该数据库收录的关于我国 PIVAS 结余
药品的情况、相关处理方法等，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共检索 87 篇相关文献，经过筛选，有效文献 37 篇，
其中 37 篇都提到通过合理的药品共享可以有效减少药品浪费，但仅有 7 篇提到采取的具体管理办法。目前
关于我国 PIVAS 结余药品管理这一方面没有好的对应政策，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大多数医院只能按报废处
理，造成药品的浪费及经济的损失。 结论 通过对结余药品现状的分析，相关部门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政策或
PIVAS 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有效地解决结余药品问题，一方面减少药品浪费，另一方面降低配置成本，为患
者减轻治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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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drug balance management in a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 (PIVA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rug management in PIVAS. Methods The following terms
including"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intravenous drug dispensing center""PIVAS""drug balance""remaining
drugs", and"drug pooling"were combined and input into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drug balance in PIVAS and its related methods in China from the time the database established to
March 29, 2020. The results were then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87 relevant literature articles were searched, and
after screening, 37 articles were found to be valid, among which 37 articles mentioned that drug waste could be effectively
reduced through reasonable drug sharing, but only 7 articles mentioned the specific management methods adopted. At
present, there are no policies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drug balance management in PIVAS in China, and
most of the hospitals can only dispose of them as obsolete, resulting in drug waste and economic loss.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rplus drug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adopt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or
PIVAS should make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surplus drugs, so as to reduce the waste
of drugs and reduce the cost of allocation, thus relieving the burden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Key words] PIVAS; Drug balance; Drug pooling; Literature analysis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的机构 [1]。PIVAS 作为一种药品集中配置模式，它

services，PIVAS）是在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的核心工作是由审方药师制定所对接临床科室住

依据药物特性设计的操作环境下，由受过专业培训

院患者每天的用药输液方案，经过药学技术人员按

的药学技术人员，按照严格的操作规程进行包括全

批次配置后分发至各临床科室。由于静脉用药调

静脉营养液、细胞毒性药物和抗生素等药物配置，

配中心所涉及的药品种类繁多、用量大，且患者个

为临床医疗提供服务的集药学、临床、研究为一体

体化用药情况不同，导致在整个长期配置过程中难

[ 基金项目 ] 河南省中医药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豫中医

免会产生剩余药品。对于这些药品，大多数医院往

科教〔2018〕35 号）

往只能按照报废处理，不仅造成药品的大量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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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本文通过分析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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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记载，汇总 PIVAS 结余药品管理出现的问题

药品用量大，因此产生的结余药品也多。该中心采

以及相对应解决方法，为 PIVAS 药品质量管理提供

用每月汇总统计结余药品金额并进行盘盈录入，以

参考。

维护药品账物相符（药品节余率 = 月结余药品总金

1

资料与方法

额 / 当月药品使用总金额 ×100％）[7]；张东华等 [8]

检索策略

所在医院 PIVAS 也同样采取对结余药品进行记录、

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组合搜索“静脉用药

统计后按月入库处理的方式结余药品。

1.1

调配中心”“静脉药物配置中心”“PIVAS”“结余

2.2

PIVAS结余药品影响

药品”“剩余药品”“拼药”等关键词，检索时间为

2.2.1

建库起至 2020 年 3 月 29 日。提取与静脉药物配

可以增加医院收入，降低运营成本。①曹惠明等认

置中心剩余药品相关的文献，包括作者、题名、相关

为在 PIVAS 集中配置过程中，通过合理的拼用（如

数据及意见分析，排除药房、临床等其他药品使用

胰岛素、小儿用药等）可以降低成本，减少药物使用

科室的药品结余情况等与研究内容不相关的文献。

过程中的浪费。这种科学的“拼药”应用在儿科用

1.2

文献质量评价

药中特别明显，据报道，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3 年

由 2 名研究人员对纳入文献质量进行独立评估，

通过药品拼用，节约药品费用超过 100 万元 [9-12]。

经济效益方面

文献资料表明，药品的拼用

如遇分歧讨论解决或由第 3 位研究人员进行裁定。

杨 景 秀 等 [13] 所 在 的 北 京 新 世 纪 儿 童 医 院 在 成 立

2

PIVAS 部门后由于儿童药品规格的缺乏，儿童用量

结果
中国知网系统共检索出 87 条相关文献信息，

的个体化等因素，
八年共计节约结余药品及耗材成

仔细阅读文献，
去除不相关文献 43 篇，
重复文献 7 篇，

本数百万元。②杨仕林等 [14] 通过对该院 PIVAS 每

有效文献 37 篇。

个月末剩余的药品、材料进行统计分析，其中主要剩

2.1

PIVAS结余药品管理现状

余的药品和材料，每个月结余可达 16 160.50 元。据

PIVAS 建 立 后，各 科 室 所 用 静 脉 药 物 均 由

杨婷等 [15] 记载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PIVAS 主要

PIVAS 经过专业培训的药学技术人员进行集中调

收入为药品结余，
日均盘点盈入 3374.52 元。

配。在调配工作过程中，像小儿科患者用药，往往治

2.2.2

疗量小于单包装剂量，可以将剩余药液用于其他患

使用中的浪费，将多余的药品还给患者，减少患

者的同种处方，做到药物共享，例如氯化钾注射液、

者费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①有研究指出通过

胰岛素、抗生素、肠外营养液等药物

“大规格小剂量”的合理分享用药，使患者每日

[2-3]

。这样每年

社会效益方面

药品的拼用能够减少药物

节省下来的药品数量较大，涉及金额也随之增多，

药费平均下降 31.22％[16-22]，极大地减少了患者的

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可以参考，在结余药品的处理上

治疗费用，减轻了患者的经济压力。广东省肇庆

也各有不同，由此医院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所产

市第一人民医院PIVAS成立一年多就通过“拼药”

生的剩余药品的储存及节余药品的金额支配也是

节省了180瓶胰岛素 [23]，通过合理的拼用药品，有

同样值得关注和解决的。①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

效地解决药物的浪费。②研究提出在利用率较高

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李震等

提出该院 PIVAS 每

的抗生素药品、肠外营养液和儿科常见的小剂量

年节省药品数量较大，无法处置：该院在 2012 年上

处方上，可通过合理的拼用实行“药品共享”。

半年节约药品数量总计 8801 支，然而却因找不到

通过合理拼药既可减少患者的药费，同时也节

相应的法律法规参考，通过合理拼用节省出来的药

约了社会资源。有医院通过药品共享，药品损下

物，不能重新入库销售，最终只能堆放在库房等到

降了7.86％。充分利用剩余药品，可显著降低医

失效当做医疗废物处理。同样的，唐仕炜等

走访

疗成本，减少药品的浪费和流失 [24-30] 。③陈倩超

发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 4 家医院也只能按报废

等 [31] 所在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邀俤 [32] 所

流程处理结余药品。这样的处理方法反而又造成

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因为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

药品的浪费，同时也增加了医院处理医疗垃圾产生

的需要，临床医生给患者所开具处方中，会出现

的费用。②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IVAS 做到在

药品使用剂量不足最小包装单位的情况。在确保

每天将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结余药品分类登记后

药品质量的前提下，部分单剂量药品可同时用于

录入计算机系统，并每月汇总统计，报科主任及分

多位患者，如奥沙利铂等抗肿瘤药物，以及葡萄

管院长审核，财务处备案，且上报卫生行政主管部

糖、氯化钠等大输液，胰岛素类药物，可多个患

门 。③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儿童患者比例高，非整

者共同一瓶，患者记帐可不按瓶计算， 而以单位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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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为患者节约了医疗费用。使不同患者实行

理，这样又加重了医院的经济负担，对于此类药品

“药品共享”，降低患者医疗成本，减少了药品

则不适宜采用这种收费模式 [38]。

浪费[33-35]。

3.5

3

建议与措施

3.1

减少药品结余产生
许安有等 [36] 建议医院相关部门在针对儿科用

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

药需求时，尽可能采购最小剂量包装药品，减少拼

唐仕炜等

呼吁 PIVAS 合理结余药品应该引

用产生的结余药品数量。还对医师和科室进行数

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重视，并制订相应的政策，比

据考核，规范医务人员合理用药，减少开药的随意

如将结余药品金额的一部分作为利润划归医院，部

性，并将考核结果与工资绩效挂钩，确实有效地减

分重新收入社保基金，以实现患者、医院、社保基金

少了多余药品的产生。

的三方共赢。此外，还提到医院应允许对一些治疗

3.6

[5]

剂量小于药品单剂量的药品开零处理，直接在医院

建立“药品银行”管理模式
陈华彪等 [39] 针对临床病区有多余药品的现象，

HIS 系统中调整药品使用量，采取单剂量收费模式，

提出了建立“药品银行”的管理模式。可以推广运

减轻患者医疗负担，辅助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

用到 PIVAS 的药品管理当中，建立药品银行所获得

3.2

通过合理的途径，纳入医院营收

的收入可以用于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患者，这样既保

①医嘱电脑录入。借鉴临床结余药品管理，如

证了药品的质量，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药品浪费，增

许安有等

[36]

报道对于因不可避免因素产生的剩余

药品，护理部与药剂科为了规范处理，联合制定剩

加医院的社会效益。
4

结语

余药品管理制度，不接受结余药品实物而是直接将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各大医院

结余录入计算机。无实物积压可防止药品无法处

的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大量的结

理失效浪费的问题，减少药品的浪费。②每月汇总

余药品，而大家对这些结余药品往往是当做医疗废

登记上报医院。郑玉兰等 每月汇总节余药品金额，

物进行处理，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医疗垃圾，更是造

分析药品结余率（药品节余率 = 月结余药品总金额

成了药物浪费。这种行为的发生与我国在结余药

/ 当月药品使用总金额 ×100％）
。张先明等

通过

品管理制度的缺乏和不完善密切相关。为避免结

汇总上报结余药品等一系列科学的管理模式，有效

余药品造成的浪费和污染，已有部分医院在内部展

减少过期药品的产生，提高在库药品周转率 ，进而

开对结余药品的管理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提高了医院的经济效益。

管理部门也应完善结余药品管理制度，制定相应的

3.3

政策，最大限度的利用结余药品。

[7]

[6]

适当弥补科室消耗
在相继取消“药品加成”
“医用耗材加成”的新

由于笔者的学术素养有限，研究过程中仍存在

医改大环境下，规模小的 PIVAS 发展令人担忧，可以

很多不足之处，然而这种药物资源集中整合应该引

充分发挥好科室每月剩余药品降低运营成本。李志

起重视，通过药品共享最大程度的减少药品浪费，

宏等

[37]

研究也提出可以将配液过程中产生结余药品， “共享”所结余下来的药品管理问题不仅体现医院

弥补摆药拿药过程中的药品破损，
降低了运行成本。

的管理水平，而且节约社会资源，减轻患者经济负

3.4

担的同时也能更好的促进 PIVAS 的未来发展。

购买大包装 ，部分非整支收费
①曹惠明等

[9]

认为 PIVAS 隶属医院药剂科管

理，考虑到 PIVAS 的工作特点，可购买大包装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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