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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系统性分析徐州市中医院门诊药物咨询服务状况，旨在为医院开展药物咨询工作、加强临床药
师专业水平、为药学服务质量提供帮助。 方法 利用帕累托图法，对 2021 年 1— 12 月徐州市中医院门诊药
物咨询记录进行系统性解析，并利用帕累托图分析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结果 815 例药物咨询记录中，咨
询人员身份比例最高 82.70%，为患者或患者家属 ; 咨询者年龄在 41 ～ 60 岁的占 61.23%; 咨询药物种类中，
中成药占 34.23%；在咨询内容中用法用量占 49.33% 等。 结论 临床药师为病患者或者院内医生护理人员
给予有效的药品咨询服务，有利于提高合理性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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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outpatient drug consultation in a
hospital by Pareto diagra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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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harmacy, Xuzhou Ci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tatus of outpatient drug consultation service in
Xuzhou Ci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hospital to carry out drug
consultation,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and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Methods Pareto diagram method wa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outpatient drug consultation
records in Xuzhou Ci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And Pareto
diagra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factors. Results In 815 drug consultation record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consultation personnel was 82.70%, who were patients or their families. 61.23% of the
consultation personnel were aged from 41 to 60 years old. In the types of consultation drug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accounted for 34.23%. The usage and dosage accounted for 49.33% in the consultation content.
Conclusion Clinical pharmacists provide effective drug consultation services for patients or hospital doctors
and nurs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rational medication.
[Key words] Drug consultation; Pareto diagram method; Rational medication; Quality of service

随着药学服务的进一步的开展，药物咨询作为

1.2

医院药学工作中的一部分，要求药师们需凭借自身

数据分析
提取咨询人员基本情况、咨询问题（药物种类、

的专业优势，为临床医生及患者直接提供与药品相

用法用量、服用注意事项等）信息进行归类、汇总分

关的专业知识，从药学角度看问题、处理问题，为临

析与总结。

床医生解答实际工作中的药学问题，提高药品使用

1.3

帕累托图的绘制

的安全性、合理性。本研究利用帕累托图，对徐州

帕累托图分析是根据不同的累计构成比，按

市中医院（我院）2021 年全年药物咨询情况进行整

其重要性将原因分成 A、B、C 三类，其中累计构成

理汇总、统计分析，目的是为医疗机构展开用药问

比在 0% ～ 79% 为 A 类（主要因素）；累计构成比

询工作、提升临床药师水准、改善药学服务质量，具

在 80% ～ 89% 为 B 类（次要因素）；累计构成比在

体报道如下。

90% ～ 100% 为 C 类（一 般 因 素）。 以 患 者 问 询 内

1

资料与方法

容为横坐标，纵坐标为征询问题的数目，画出直方

资料来源

图，横坐标还是患者问询内容，而纵坐标变成累计

收集 2021 年 1— 12 月我院门诊药房药品问询

构成比，绘制折线图；以横坐标为水准，将直方图和

1.1

记录与反馈材料，共计 815 份。

折线图连接在一起，合成帕累托图 [1]。帕累托图的

▲

主要目的是从复杂的数据中找到最重要的少数，帮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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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发现问题的根本，即主要因素。从数据分析中意

2.2.2

识到药学服务改进的方向，
得到事半功倍的结果。

问用药内容的 A 类因素是药品的用法用量、特定剂

2

型用法指导。B 类因素包括药品的适应证、特殊人

结果

2.1

咨询人员基本情况

2.1.1

咨询人员身份

用药咨询内容

根据帕累托图分析得出，询

群使用药品情况等。药品基本情况、特定疾病的药
包括患者及患者家属、
医生、

品选择、药品注意事项等为 C 类因素。通过数据分

护士。其中，
患者及家属询问 674 例（82.70%）
，
临床医

析可了解我院用药咨询人员在用药实际过程中的

生询问 81 例（9.94%）
，
护士询问 51 例（6.26%）
，
见表 1。

具体需求，临床药师可以此为切入点，加强相关专
业知识的学习和总结，提高临床药学服务质量和患

表1

咨询人员身份情况

者满意度。见图 2。

序号

咨询者身份

咨询例数

构成比（%）

1

患者及家属

674

82.70

2

临床医师

81

9.94

3

护士

51

6.26

4

其他

9

1.10

815

100.00

合计

2.1.2

咨询人员年龄

咨询者年龄集中分布在

41 ～ 60 岁（499 例，占 61.23%）
，其次为 21 ～ 40 岁

图2

（206 例，占 25.28%），见表 2。
表2
序号

3

咨询人员年龄情况

3.1

用药咨询内容的帕累托图

讨论
药物咨询人员情况

年龄（岁）

咨询例数

构成比（%）

1

≤ 20

23

2.82

2

21 ～ 40

206

25.28

3

41 ～ 60

499

61.23

人员中的主要因素（A 类）。据数据分析了解，随着

4

>60

87

10.67

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人们对于身体健康状况逐渐

815

100.00

重视，咨询的人员比例最高。其次，咨询人员中临

合计

表 1 可以看出，我院药品咨询人员情况，以患
者及家属所占比例最高，达 82.70%，构成用药咨询

床医生和护士所占比例为 16.20%，可见临床医护工
2.2

作者在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合理、准确的处方建

咨询内容

2.2.1

咨询药物类别

按第 17 版《新编药物学》

[2]

进行分类，包括中成药、中药汤剂、中药颗粒剂、抗

议的同时，需要不断完善相关药学知识，为患者健
康起保护性作用。
由表 2 看出，在药物咨询人员年龄分层构成，

感染以及心血管方面的药品等。由图 1 可以看出
咨询药物类别的 A 类因素为中成药、中药汤剂和心

41 ～ 60 岁年龄段比例最高，该年龄段多为家庭责任

血管系统药物的咨询，通过帕累托图分析可及时了

主要承担者，
咨询的相关药物多为儿童用药及老年人

解我院用药咨询的集中趋势和变动趋向，为后期咨

用药，其中儿童因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存在生理性的

询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有利依据，有利于临床药师

特殊性，故儿童用药规范不同于成人，需要在专业医

的药学服务质量的提升。

护或药师指导下规范用药，
因此如何合理地选用药物
及正确地服用药物以保证儿童用药安全成为家长密
切关心的话题。为家里老人服药咨询也不少，
老年人
多患有基础疾病，
需长期服药，
且有关药物的品种、
厂
家、
规格、
价格等繁多复杂，
非常不容易区分。
3.2

咨询药物类别分析

3.2.1

中药相关问题

由图 1 可以看出，中成药和

中药汤剂咨询所占比例达 61.59%。随着传统中医
药的发展与全民治未病观念的不断增强，中药相关
图1
108

咨询药物类别的帕累托图

药物的分析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中药成分比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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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近年来，关于中医药不合理的使用，导致的药

3.2.3

源性肝损伤和肾毒性的报道不断增加

。中医药

为甲状腺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且大多数糖尿

的特色在于辨证论治，但是，现有中成药说明书对

病患者是中老年人，往往合并有其他多种基础疾

中成药适应证的表述专有名词多，不容易被患者理

病，这类患者服用多种药品，在给患者解答相关问

解，还有些中成药适应证穿插有西医病名 ，这样非

题时，要综合分析患者的生理病理和疾病状况，使

常容易造成对中成药主治功效辨识不清，出现方证

药物的不良反应下降，达到药物医治的安全有效

不符的现象。所以，咨询问题中，中医药相关问题

性 [6]。比如糖尿病患者，咨询关于使用胰岛素笔需

比例较大。随着人们用药安全意识的提高，患者对

要留心事宜，两三种药品一起联用的问题居多。因

使用中药时的注意事项，禁忌证以及相互作用等问

此，对于患者进行咨询相关问题时，临床药师要给

题问得越来越多。中药不同于西药，服用量一次几

予患者交代清楚注意事项，以及防范措施。

粒或者几片，一天几次即可。中药汤剂存在煎煮问

3.2.4

题，还有先煎后下药，布袋包煎的什么时候放入锅

管，医院对不合理应用抗生素的情况已显著下调，

中煎煮，喝中药期间饮食有哪些注意事项，是否需

但仍留有不到位之处。我院抗菌药物咨询主要是

要忌“辛辣生冷”? 医生给开的中药里面有人参、黄

对处方所开的药物剂量和说明书上用法不一致存

芪补气药材，能不能吃萝卜等诸多问题。这需要临

在疑虑，这需要临床药师有耐心，利用专业知识给

床药师熟练掌握中药配伍禁忌与注意事项，能回复

患者讲明白。

不同需求的患者的问询。还有的医生开的处方有

3.2.5

中草药，还有中药颗粒剂，能同时服用吗？等一系列

药物大多为镇痛药和镇静催眠药，绝大多数副作用

问题。经过总结发现，医生既开中草药又开中药颗

较强。据报道，每年有 7 万～ 10 万人因超剂量使

粒剂的情况还挺常见。有的患者一开始不理解，都

用阿片类药物导致死亡，我们称之为“麻精药品”，

是属于中药，开在一起多方便。我们也请教了相关

属特别管控药物，长时间服药容易形成依赖性及上

医生，有的是因为患者需要用这味药，但是中草药暂

瘾性 [7]。因此临床上如何合理选用药物、给药剂量

时缺货，不得不开出中药颗粒剂补充进来，以达到最

及相关药物的同品种之间的差异及相似点至关重

佳疗效。有的是医生根据病情需求，观察实际个体

要。这要求临床药师熟练掌握“麻精药品”有关知

差异，如果症状有所好转，这味中药可以下次煎药不

识，为咨询者提供有理有据的医疗信息。

用煎煮进去，如果一起开进药方，患者会非常麻烦，

3.3

[3-4]

[5]

内分泌系统药物

抗感染药物

我院内分泌系统疾病多

近年，由于国家对抗生素的监

神经系统药物

神经系统药物中的成瘾类

用药咨询内容

专门开颗粒剂加进去，病情需要直接冲服即可，病情

从图 2 可以看出，药品用法用量的咨询构成比

不需要就不放，非常方便。因此临床药师不仅要掌

为 49.33%，
服用剂量、
频次和用药时间是咨询人员主

握基本的煎药方法、服药方法，还要熟悉各个过程中

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处方中开了多种药物，这时患

的注意事项等，
为临床提供对应处方建议。

者很容易混淆。比如，患者消化系统疾病，医生处方

3.2.2

近年来，心血管系统疾

开了三种或者四种药物，有的是保护胃黏膜用药，需

病主要好发于 40 岁以上人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饭前 1 h 服用，有的是对胃有刺激性的药物，不能饭

不断加重，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态

前服，而要餐后服用，所以临床药师需要根据询问的

势，如高血压、冠心病，此类疾病发病率每年增加，

具体情况，具体回复每位患者，给患者交代清楚，从

而且发病年龄愈来愈年轻化。心血管疾病病程很

而发挥药物最大疗效，
达到治疗最大的效果。

心血管系统药物

长，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物，

从图 2 可知，问询者对特殊剂型的指导很关

容易导致药物不良反应及其他并发症，因此门诊询

注。 与 口 服 药 相 比，特 定 剂 型 药 物 的 使 用 要 点，

问心血管类药物的问题很常见。例如一例患者，心

患者不容易准确掌握。如常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率 <45 次 /min，P-Q 间 期 >0.24 s，怀 疑 心 肌 梗 死，

（COPD）的治疗药物吸入粉雾剂，临床药师要把使

不可口服酒石酸美托洛尔片降压。这要求在岗的

用注意事项给患者讲清楚，讲明白，患者才能方法

临床药师，不仅要具备药学知识，还要充分了解临

得当。首先旋转并移去盖子，红色旋钮处于下方。

床医学有关知识和检验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

两手拿住本品，握住红色和中间部分，向其中一个

地回答患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实际咨询工作中

方向旋转到底，接着反方向旋转到底，此时可听到

遇到的知识短板，要及时查阅资料或请教资深的药

“喀喀”声 [8]。只有掌握规范的使用方法，才能达

师，不断学习、积累并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

到最大化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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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群生理病理与正常成年人存在显著不
同。在我院的用药咨询中发现，儿童用药倾向于关
注用法用量问题 ，儿童不同于成人，各项器官功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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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元素是变化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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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的帕累托图分析 [J]. 中国医药导刊，2020，22（2）
：

变药学服务途径，探索多元化的咨询方式

118-122.

养

[13]

[7，14]

。加

强针对普通人的用药咨询软件建设，微信公众号、
自媒体、短视频等现代化技术平台的发展

[15]

，可通

过上述平台进行合理用药的科普宣教，为患者提供

[11]		陈月，鲁戈，孙楚枫，等 .21468 例药物咨询的帕
累托图分析 [J].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2019，
19（2）：246-247，250.

优质咨询服务。要树立“一切为了患者”
“为了患

[12]		张静，余雄杰，李园，等 . 临床药师对 741 例心血

者的一切”的医院服务宗旨，
临床药师在改善服务态

管专科用药咨询的帕累托图分析 [J]. 临床合理用药

度的同时，还应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以及与患者

杂志，2021，14（31）：130-133.

沟通的技巧，充分了解患者所求，使患者切实感受到
专业化的眷注，从而使患者满意度提升。

[13]		柴微波，周志兰，李新 . 某院门诊药物咨询的帕累
托图分析及改进策略 [J]. 海峡药学，2021，33（2）：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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