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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动监测系统的 
氟喹诺酮类药物安全性再评价 



  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氟喹诺酮类（FQNs）药品有左

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环丙沙星等。此类药品因抗菌谱

广、疗效显著、使用方便等特点，在抗菌治疗领域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临床的广泛应用，FQNs的ADR报道也

逐渐增多,引起了多个国家药品监督部门的重视。 



   

FDA多次警告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严重不良反应 



   

CFDA也多次发布氟喹诺酮类药物ADR的公告 



序号 男性 女性 
ADR表现（例数） ADR表现（例数） 

1 瘙痒（1738） 皮疹（1627） 
2 皮疹（1652） 瘙痒（1543） 
3 静脉炎（1245） 恶心（1082） 
4 恶心（711） 静脉炎（983） 
5 头晕（394） 呕吐（640） 
6 呕吐（377） 头晕（562） 
7 心悸（189） 心悸（325） 
8 胸痛（187） 胸痛（256） 
9 潮红（128） 注射部位疼痛（152） 
10 注射部位疼痛（120） 过敏样反应（148） 

11962例氟喹诺酮类ADR报告中排名前10种ADR表现 



氟喹诺酮类严重ADR报告中排名前10种ADR表现 

序号 男性 女性 
严重ADR表现（例数） 严重ADR表现（例数） 

1 肝功能异常（32） 过敏性休克（27） 
2 过敏性休克（25） 过敏样反应（25） 
3 皮疹（21） 肝功能异常（17） 
4 癫痫（19） 皮疹（14） 
5 过敏样反应（18） 头晕（7） 
6 意识障碍（11） 呼吸困难（7） 
7 谵妄（9） 焦虑（6） 
8 呼吸困难（9） 瘙痒（5） 
9 肾功能异常（8） 晕厥（5） 
10 高热（6） 谵妄（5） 



医疗机构ADE主动监测与智能评估警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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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2 

2016.08 

开展莫西沙星致肝损害及血细胞

减少的自动监测研究 

2016.12 2017.06 

开展左氧氟沙星致肝损害及血细胞减少的自动监测研究 

开展莫西沙星致皮肤ADR的

自动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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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2.ADR的评价方法 

3.研究的流行病学方法 

4.研究的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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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监测药物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病区 

盐酸莫西沙星

氯化钠注液

0.4g/250ml,拜

耳-GE 

肝损害 

贫血 

血小板减少 

白细胞减少 

 

 
 
 
 

2016年上半年 

 
 
 
 

所有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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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规则 

ALT 
≥80U/L 

或连续两次＞40U/L 

TB 
 

 

≥42umol/L 

或连续两次＞21umol/L 

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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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肝损害 

排除算法 

排除病区 无 

排除诊断 肝功能异常、肝功能衰竭 

排除并用药品 无 

排除基值异常 用药前ALT＞40U/L或TB >21umol/L 

排除临时医嘱 禁用 

排除指标缺失 启用 

检验指标取值 用药前后各15天 

检验基值取值 用药后48小时 

两个医嘱间隔 小于36小时属于连续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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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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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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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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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细胞减少 

报警规则 

血小板减少 连续2次检测PLT ＜ 100.0×109/L 

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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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性粒细胞减少 连续2次检测NEUT ＜ 2.0×10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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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小板 

排除算法 
排除病区 血液病科、血透中心 

排除诊断 癌、风湿、肿瘤、急性胰腺炎、血小板病、原发性血小
板减少症、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 

排除并用药品 抗肝素凝血活酶、低分子肝素注射液、肝素钠注射液、
达肝素钠注射液、低分子肝素钙注射液等 

排除基值异常 用药前血小板值<100×109/L 

排除临时医嘱 禁用 

排除指标缺失 启用 

检验指标取值 用药前后各15天 

检验基值取值 用药后48小时 

两个医嘱间隔 小于36小时属于连续用药 



19 

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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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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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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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小板 



23 

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红蛋白 

排除算法 
排除病区 血液病科、血透中心、肾病科 

排除诊断 无 

排除并用药品 无 

排除基值异常 血红蛋白测定男<120g/L；女<110g/L 

排除临时医嘱 禁用 

排除指标缺失 启用 

检验指标取值 用药前后各15天 

检验基值取值 用药后48小时 

两个医嘱间隔 小于36小时属于连续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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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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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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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白细胞 

排除算法 
排除病区 肿瘤科 

排除诊断 癌、肿瘤、白血病 

排除并用药品 无 

排除基值异常 白细胞计数WBC ＜ 4.0×109/L 

排除临时医嘱 禁用 

排除指标缺失 启用 

检验指标取值 用药前后各15天 

检验基值取值 用药后48小时 

两个医嘱间隔 小于36小时属于连续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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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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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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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白细胞 



30 

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皮肤损害模块 

监测对象： 

使用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0.4g/250ml, 

住院患者 

监测时间：  

2015年1月—2016年12月 

监测模块：  

皮肤损害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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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本研究采用贝叶斯网络作为文本分类的规则，基于已

建立的特征词集与训练文本库，进行单个病例是否发生皮

肤相关性ADR的判断。 

    特征词集包括主要的皮肤症状（如“皮疹” ）、相关症

状（如“潮红” ）、模糊描述词（如“过敏反应”）、会诊

科室（如“皮肤科”）、否定前缀（如“未见”）、混杂诊断

（如“带状疱疹”）等方面。     

——皮肤损害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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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事件配置器设置 

排除标准  皮肤损害模块 

排除病区 皮肤科 

排除诊断 

银屑病、天疱疮、带状疱疹、系统性红斑狼疮、过敏性

紫癜、过敏性肺炎、过敏性肺泡炎、过敏性脉管炎、过

敏性鼻炎伴哮喘、过敏性肠炎、过敏性腹泻、过敏性结

肠炎、过敏性哮喘、急性过敏性间质性肾炎、成人型

Still病、幼年型Still病、皮肌炎、阴道鲍恩病、雷诺

病、川崎病等 

——皮肤损害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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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计划的设置 

事件配置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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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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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两名临床药师参照《药品不良反应术语使用指南》与

病例资料，分别独立对自动监测筛查出的报警病例进行人工

评价，得到关联性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为“可能”“很可能”“肯定”的病例为阳性病例。

当评价结果不一致时，通过共同讨论解决，最终确定阳性病

例。 

2.ADR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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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的流行病学方法 

    研究队列： 

    使用莫西沙星的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 

 

对照组： 

依据成组设计的原则，在队列人群的数据库中 ，按

照1:4的比例，随机抽取使用莫西沙星未发生不良反

应的病例资料组成对照组。 

     病例组： 

     关联性评价结果为“肯定”或“很可能” 的阳性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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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的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对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发生率。 

 采用χ2检验，分析肝损害的影响因素在发生ADR与未发生

ADR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logistic回归,对皮肤相关ADR的巢式病例对照的研究

进行分析。 



1. 肝损害自动监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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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肤相关ADR自动监测的结果 



1. 肝损害自动监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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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用时612秒完成2016年上半年莫西沙星用药患者

2263例次的肝损害自动监测工作。其中系统自动排除475例

次，入选筛查1788例次，报警154例次。最终经临床药师人

工评价阳性为84例次，ADR发生率为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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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肤相关ADR自动监测的结果 

        系统用时约1小时自动监测2015年-2016年莫西沙星用药

患者6682例，共计7774例次。其中系统自动排除317例（排

除病区混杂7例，排除诊断混杂310例），入选筛查6365例

（男性3464例，女性2901例），报警358例。最终经临床药

师药源性皮肤变态反应共6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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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肤相关ADR自动监测的结果 

       莫西沙星导致皮肤相关ADR的阳性病例34例，ADR发生

率为0.53%（95CI:0.36%~0.71%）。 

        在34例阳性病例中，出现皮疹20例，斑丘疹10例，皮肤

发红4例；其中24例伴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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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肤相关ADR自动监测的结果 

分类 具体药品（例次） 

抗感染药物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4）美罗培南（3）亚胺培南（2）万古霉素

（2）伏立康唑（2）头孢呋辛（1）利奈唑胺（1）氟康唑（1）

比阿培南（1）阿米卡星（1）左氧氟沙星（1）卡泊芬净（1） 

抗肿瘤药 
阿糖胞苷（2）紫杉醇（1）替吉奥（1）索拉非尼（1）厄洛替

尼（1）埃克替尼（1） 

其他药物 
乙哌立松（1）胰岛素（1）青霉胺（1）普罗雌烯（1）氨溴索

（1）阿达木单抗（1）人血白蛋白（1）参附注射液（1） 

 35例其他导致相关ADR的药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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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肤相关ADR自动监测的结果 

莫西沙星致皮肤相关ADR的单因素logistic分析 

指标 β SE χ2值 P值 OR  95%CI 
性别 -0.9808 0.7569 1.6792 0.1950 0.375 0.085-1.653 
年龄 -0.6554 0.8596 0.5813 0.4458 0.519 0.096-2.799 
过敏史 -0.4626 1.1433 0.1637 0.6857 0.630 0.067-5.919 
饮酒 1.7346 0.7721 5.0477 0.0247 5.667 1.248-25.734 
BMI -1.1496 0.7606 2.2844 0.1307 0.317 0.071-1.407 
风湿免疫疾病 2.2773 1.2848 3.1418 0.0763 9.750 0.786-20.949 



44 

2. 皮肤相关ADR自动监测的结果 

莫西沙星致皮肤相关ADR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指标 β SE χ2值 P值 OR  95%CI 
饮酒 1.7865 0.8131 4.8279 0.0280 5.968 1.213-29.371 
风湿免疫疾病 2.3784 1.3724 3.0035 0.0831 10.788 0.732-15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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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监测高效快速 

  自发报告系统进行上市后的ADR监测，存在漏报

的现象，且不能计算ADR发生率。 

   本研究围绕HIS数据库中的海量信息，抓取目标

药物用药患者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自动监测，具有

低成本、高速度、自动化等优势，还可以得到ADR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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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监测结果分析 

    莫西沙星说明书中肝损害发生率范围在0.1%-1%。国

外文献研究表明，莫西沙星的相关性肝损害发生率从0.1% 

-7.3%不等。 

    本研究结果显示，莫西沙星相关性肝损害的发生率为

4.70%，明显高于说明书的发生率，但在已报道的发生率

范围内。另外目前肝功异常、肝损害的排除标准、筛选标

准不一，可能也是差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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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监测结果分析 

   以往国内尚无莫西沙星导致皮肤相关ADR发生率的报

道。莫西沙星说明书中显示，皮肤和皮下组织病变属于偶

见（0.1%-1%）。国外文献研究表明，莫西沙星导致皮疹

发生率为0.5% -2.3%，红疹发生率为0.3%-0.6%。本研究

结果显示，莫西沙星导致皮肤相关ADR发生率为0.53%

（95CI:0.36%~0.71%），与说明书与国外发生率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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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还对莫西沙星致肝损害的性别因素进行了统计学

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患者较女性患者更容易出现肝损害。 

    这可能与男性患者本身因生活习惯不良（如饮酒过

多），导致肝功能状态不良甚至脂肪肝有关，原因尚需进

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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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对莫西沙星致肝损害的年龄因素进行了统计学分

析，结果也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莫西沙星的药代动力学

不受年龄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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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国外一项对69名氟喹诺酮类药物致变态反应的研究表明，

氟喹诺酮类药物致变态反应在年龄与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本研究对莫西沙星致皮肤相关ADR的性别、年龄等因素

进行单因素logistic分析，亦发现性别、年龄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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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莫西沙星致皮肤相关ADR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

饮酒的患者较非饮酒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皮肤相关ADR。分析

其原因可能是乙醇影响莫西沙星的代谢，导致患者更容易发

生皮肤相关ADR 。 



         总之，系统可以高效、快准地实现莫西沙星相关性肝

损害、皮肤损害等ADR的自动监测，获取其在真实世界的

ADR发生率，且能够初步预测ADR发生特征和相关因素，

有助于降低临床用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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