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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安全性评价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解放军总医院2016全年使用罗沙替

丁醋酸酯的所有住院患者进行自动监测。 

        研究结果：罗沙替丁所致肝损害为常见不良反应；血红蛋白

减少、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肾损害发生率属偶见范围；胰

酶异常、皮肤损害、心电异常、过敏性休克为罕见不良反应。 

ADR 纳入 报警 阳性 发生率 

肝损害 8268 1036 86 1.04% 

血红蛋白减少 8268 1628 19 0.23% 

白细胞减少 8268 292 12 0.15% 

血小板减少 8268 296 10 0.12% 

肾损害 9284 622 26 0.28% 

胰酶异常 9284 1176 1 0.01% 

皮肤损害 9284 111 5 0.05% 

心电异常 9284 623 7 0.08% 

过敏性休克 9284 6 0 0 

研究背景 



        预防应激性溃疡（SU）是救治危重症患者不可忽视的环

节，临床预防SU最常用药物为质子泵抑制剂（PPIs）和组胺

受体阻滞剂（H2RAs）。罗沙替丁是第四代H2RAs，具有很强

的抑制胃酸及胃蛋白酶分泌作用；奥美拉唑为第一个研发上

市的质子泵抑制剂，抑酸作用强且持久，二者被广泛用于应

激性溃疡的预防及治疗。 
 
 
 

研究背景 



        国外相关研究显示，国外用于预防应激性溃疡的药物主

要为PPI类和H2RAs类，两者约呈2:1比例，我院2016年全年奥

美拉唑用药患者共21209例，罗沙替丁用药患者共9284例，与

国外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研究背景 



           国外相关研究，大多仅就肺炎和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感染

两种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对两种药物安全性进行比较，其对

比结果为H2RAs优于PPIs；目前国内尚缺乏两种药物安全性的

对比研究。 
 
 
 

研究背景 



        本研究借助我院自主研发的“医疗机构ADE主动监测与

智能评估警示系统”，分别对使用两种抑酸药物的患者进行

回顾性自动监测，比较两种药物血小板减少、血红蛋白减少、

白细胞减少、肝损害、肾损害、胰酶异常、皮肤损害反应、

过敏性休克、心电异常等药品不良反应（ADR）的发生情况，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和参考。 
 
 
 

研究背景 



        借助“医疗机构

ADE主动监测与智能评

估警示系统”，采用回

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

罗沙替丁与奥美拉唑临

床用药安全性进行信息

化主动监测并做统计学

比较。 
 
 
 

研究方法 

确定9种ADR模块的

最佳系统设置条件

1、两组患者基本情况一致性验证结果；

2、两组患者各模块ADR发生率与比较结果；

3、两组患者总ADR发生率及安全性比较结果。

人工甄别
系统报警

阳性病例

获取罗沙替丁9个ADR

模块分别纳入的病例

筛选9个模块共同

纳入的病例

随机抽取300例，作为罗沙

替丁组纳入病例

获取罗沙替丁、奥美拉唑血小板、血红蛋白、白细
胞、肝功能、肾功能、胰酶、皮肤变态反应、过敏性

休克、心律失常9种ADR模块适应性调整及系统设置

条件选择

获取奥美拉唑9个ADR

模块分别纳入的病例

筛选9个模块共同

纳入的病例

匹配选取300例，作为奥

美拉唑组纳入病例

分组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中期报告及文献资

料，确定影响ADR发生可
能的干扰因素：包括性

别、年龄、BMI、用药时

长、手术、原发疾病等

HIS历史数据库
医疗机构ADE主动监测及智

能评估警示系统

奥美拉唑预实验效果验证罗沙替丁预实验效果验证

对比两组患者基

本情况的一致性 人工甄别
系统报警

阳性病例

系统自动监测



1.病例入选标准 

        监测对象：我院2016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期间，分

别使用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北京四环制药，规格：

75mg）和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商品名：奥西康，江苏奥赛康

药业，规格：40mg）的所有住院患者。 

        排除标准：两组用药人群设置相同的排除标准。 
 
 
 

研究方法 

排除病区 排除疾病诊断 
排除合并用

药 
排除基值异常 

排除临时医
嘱 

排除基值缺
失 

血小板 血液病科等 血小板病等 肝素等 <100*109 /L或>400*109 /L 启用 启用 

血红蛋白 
血液病科、肾病

科等 禁用 禁用 男<120g/L，女<110g/L 启用 启用 

白细胞 肿瘤科等 肿瘤、癌、白血病等 禁用 <4*109 /L 启用 启用 

肝功能 禁用 
肝功能不全、肝功能衰竭

等 禁用 ALT>80U/L或TB>42U/L 启用 启用 

肾功能 肾病科等 禁用 禁用 禁用 启用 启用 

胰酶 
肝胆科、消化科

等 
肝胆疾病、消化疾病等 禁用 

淀粉酶>150U/L或 脂肪酶
>300U/L 启用 启用 

皮肤损害反

应 
皮肤科等 

银屑病、过敏性紫癜、带
状疱疹等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过敏性休克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心电异常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病例筛选入组： 

        两组用药患者初级纳入病例：罗沙替丁组21209例、奥美
拉唑组9411例。 

        九个模块都纳入病例：罗沙替丁组396例，奥美拉唑组486
例。 

        罗沙替丁组中随机抽取300例，控制性选择奥美拉唑300例
为对照组，使与罗沙替丁组相关因素的基线水平尽可能一致。 
 
 

研究方法 



2.报警及评价标准 

        根据国家ADR监测中心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术语使用

指南》设置报警及评价标准。 
 

研究方法 

ADR名称 判断标准 

血小板减少 连续2次检测PLT＜100.0×109/L； 

血红蛋白减少 连续2次检测Hb值，男性＜120g/L、女性＜110g/L； 

白细胞减少 连续2次检测WBC＜4.0×109/L； 

肝损害 (1)连续2次检测ALT＞40U/L，或/和TB＞21umol/L；(2) 或单次检测ALT＞80U/L或TB＞42umol/L； 

肾损害 
(1)在48小时内血清肌酐（SCr）上升≥0.3mg/dL(26.5umol/L)；(2)或7天内SCr上升至基础值的

1.5倍；(3)或尿量<0.6ml/(kg·h)，持续6小时； 

胰酶异常 胰淀粉酶＞150U/L或胰脂肪酶＞300U/L 

皮肤损害反应 贝叶斯网络概率推断 

过敏性休克 决策树推断 

心电异常 关键词报警 



3.ADR自动监测病例情况分析 

        报警病例由两名药师，参照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

监测管理办法》中五项判定标准，结合病例具体情况，进行

评价； 

        关联性评价结果为“可能”、“很可能”、“肯定”的

病例确定为阳性病例，并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术语使用指南》

及《不良反应常用术语标准3.0版》分级标准进行ADR严重程

度分级。 
 

研究方法 



分级标准：  

    肝损害、血红蛋白减少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术语使用指

南》；胰酶异常、变态反应相关性皮肤损害根据《不良反应

常用术语标准3.0版》。 

研究方法 

ADR  严重程度 判定标准 

肝损害 
轻度 ALT异常伴1×ULN﹤TB≤5×ULN；病人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ULN为正常值上限）。 

重度 ALT≥10ULN，伴5×ULN﹤TB≤10×ULN；病人出现明显肝损害症状和体征。 

贫血 

1级 100g/L﹤HB﹤正常值下限 

2级 80g/L﹤HB﹤100g/L 

3级 65g/L﹤HB﹤80g/L；需要输血治疗。 

4级 危及生命，需要紧急治疗。 

5级 死亡 

胰酶异常 

1级 1ULN－1.5ULN 

2级 1.5ULN－2ULN 

3级 2ULN－5ULN 

4级 ＞5ULN 

变态反应 

1级 一过性潮红或皮疹，药物热﹤38℃。 

2级 皮疹、潮红、呼吸困难，荨麻疹，药物热≥38℃。 

3级 有支气管痉挛的症状，有或无荨麻疹；需要胃肠外的药物治疗；变态反应相关性水
肿或血管神经性水肿；低血压 

4级 过敏反应 

5级 死亡 



4.数据统计处理 

        应用Microsoft Excel 2013进行数据导出及处理，应用SPSS 

22.0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对于计量资料，若满足正态分布则

采用t检验，若不满足则采用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检

验）；对于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检验水准α=0.05。 

 
 

研究方法 



 1.两组住院患者的基本情况对比 

        对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用药时长、手术、原发疾

病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无统计

学差异，最大程度的减少两种药物临床安全性评价中的偏倚。 

 
 

结果 

基本情况 罗沙替丁组（N=300） 奥美拉唑组（N=300） P值 

性别 
男 

女 

 
154（51.3%） 
146（48.7） 

 
139（46.3%） 
161（53.7%） 

0.221 

年龄（岁） 
≤45 

45-60 
＞60 

 
103（34.3%） 
92（30.7%） 

105（35.0%） 

 
78（26.0%） 
98（32.7%） 

124（41.3%） 

0.074 

BMI（kg/m²） 
≤18 

18-24 
＞24 

 
8（2.7%） 

121（40.3%） 
171（57.0%） 

 
6（2.0%） 

98（32.7%） 
196（65.3%） 

0.111 
 

用药时长(天） 4（3,5）* 4（3,6）* 0.377 

手术 
是 

否 

 
297（99.0%） 

3（1.0%） 

 
296（98.7%） 

4（1.3%） 

1.000 # 

原发疾病 
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心血管疾病 

外周血管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及其他 

 
246（82.0%） 

12（4.0%） 
7（2.3%） 
5（1.7%） 
6（2.0%） 
6（2.0%） 
9（3.0%） 
9（3.0%） 

 
249（83.0%） 

11（3.7%） 
6（2.0%） 
4（1.3%） 
4（1.3%） 
9（3.0%） 

10（3.3%） 
7（2.3%） 

0.980 

#表示校正χ²检验 



2.药品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2.1 罗沙替丁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罗沙替丁ADR发生率为1.7%，为安全性较高的抑酸药。 

 
 

结果 

ADR 纳入病例 报警病例 阳性病例 ADR发生率 

血小板减少 300 4 0 0.0% 

血红蛋白减少 300 35 1 0.3% 

白细胞减少 300 6 0 0.0% 

肝损害 300 30 4 1.3% 

肾损害 300 3 0 0.0% 

胰酶异常 300 28 0 0.0% 

皮肤损害反应 300 8 0 0.0% 

过敏性休克 300 0 0 0.0% 

心电异常 300 19 0 0.0% 

ADR 300 -- 5 1.7% 



罗沙替丁组5例不良反应案例表现 
 

结果 

序号 ADR ADR表现 关联性评价 严重程度 

1 血红蛋白减少 
血红蛋白最低降至95g/L，停药后HB值升

高。 可能 2级 

2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232.8U/L。 可能 轻度 

3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272.0U/L，停药后ALT水平逐

渐下降。 可能 轻度 

4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460.9U/L。 可能 轻度 

5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344.9U/L，并伴有TB最大升高

至22.1μmol/L。 可能 轻度 



2.2 奥美拉唑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奥美拉唑ADR发生率为3.3%，安全性相对较高。 
 

结果 

ADR 纳入病例 报警病例 阳性病例 ADR发生率 

血小板减少 300 9 0 0.0% 

血红蛋白减少 300 44 1 0.3% 

白细胞减少 300 6 0 0.0% 

肝损害 300 19 7 2.3% 

肾损害 300 4 0 0.0% 

胰酶异常 300 44 1 0.3% 

皮肤损害反应 300 7 1 0.3% 

过敏性休克 300 0 0 0.0% 

心电异常 300 14 0 0.0% 

ADR 300 -- 10 3.3% 



奥美拉唑组10例不良反应案例表现 
 

结果 

序号 ADR ADR表现 关联性评价 严重程度 

1 血红蛋白减少 血红蛋白最低降至90g/L，停药后HB值逐渐升高。 可能 2级 

2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99.7U/L。 可能 轻度 

3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138.0U/L，并伴有TB最高升至

25.6μmol/L。 
可能 轻度 

4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98.9U/L。 可能 轻度 

5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132.7U/L。 可能 轻度 

6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236.9U/L。 可能 轻度 

7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248.5U/L。 可能 轻度 

8 肝损害 
ALT最高升至213.2U/L，并伴有TB最高升至

25.5μmol/L。 
可能 轻度 

9 胰酶异常 胰脂肪酶最高升至363.4U/L。 可能 1级 

10 皮肤损害 用药后出现药物性皮疹，无瘙痒。 可能 1级 



2.3 两组间药品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两组均未发生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肾损害、过敏

性休克、心电异常等不良反应；将两组血红蛋白减少、肝损

害、胰酶异常、皮肤损害反应及总ADR发生率逐一进行组间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间ADR发生情况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不良反应 罗沙替丁组 奥美拉唑组 P值 

血红蛋白减少 
发生 

未发生 

 
1（0.3%） 

299（99.7%） 

 
1（0.3%） 

299（99.7%） 

-- 

肝损害 
发生 

未发生 

 
4（1.3%） 

296（98.7%） 

 
7（2.3%） 

293（97.7%） 

0.361 

胰酶异常 
发生 

未发生 

 
0（0%） 

300（100%） 

 
1（0.3%） 

299（99.7%） 

1.000# 

皮肤损害反应 
发生 

未发生 

 
0（0.0%） 

300（100.0%） 

 
1（0.3%） 

299（99.7%） 

1.000 # 

不良反应 
发生 

未发生 

 
5（1.7%） 

295（98.3%） 

 
10（3.3%） 

290（96.7%） 

0.191 

#表示Fisher精确检验值 



       由于联用药物及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两组共15例ADR

的关联性评价结果均为可能。两组各有1例血红蛋白减少，严

重程度均为2级，不能排除术中出血导致ADR加重。 

        奥美拉唑可致白细胞减少的文献报道较多，但本研究中

未见此类病例，原因可能是手术应激性白细胞升高及术后合

并感染导致白细胞升高对其的掩盖作用。 

 
 

讨论 



         研究中奥美拉唑相关肝损害的发生率为2.3%，而说明书

中奥美拉唑钠致肝功能异常发生率为1.7%；罗沙替丁说明书

中致ALT升高的发生率为0.3%,而研究中罗沙替丁致肝损害发

生率为1.3%，可能由于合并用药、尤其围手术期合并抗感染

药等影响。 
 

讨论 



        奥美拉唑的ADR总发生率略高于罗沙替丁，但两组间无

统计学差异；罗沙替丁和奥美拉唑规范用于预防应激性溃疡

的安全风险较小。临床需根据适应征合理选药用药。 

        自动监测专用软件系统用于药物安全性评价与比较便捷

高效。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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