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处方前置审核工作介绍

2018-08



拿来主义还是取长补短

 药师如何通过软件进行审方干预？

 药师如何与医生进行互动？

 病人需要长时间等待吗？

 药师临时有事或者下班无法审方怎么办？

 人员紧张无法对全院处方进行审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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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处方前置审核工作介绍



处方前置审核的目的

(一) 传统人工审核模式

• 日均处方：3000-4000张

• 日均审方药师：5人

• 药师日均审方量：600-800张

• 日均记录问题处方：12张

• 问题处方审出率：0.25%

门 诊



处方前置审核的目的

(二) 传统医院药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
• 药师人工审核工作量大，容易出现疏漏，审出率低

2
• 处方点评后置评价，不能及时拦截严重的用药问题

3
• 无法有效管控医院及医保特殊管理规定药品的问题

4
• 涉及退费、返回诊室请医生重新开方，患者满意度低

解决办法——开展处方前置审核



处方前置审核的流程

实时监测 多重审查 实时阻断 在线沟通



处方前置审核的流程

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年龄、体重、性别、诊断、生化指标等），对处方医嘱进行
监测审核，对不合理问题进行警示

 系统审核



处方前置审核的流程

 药师审核

结合患者病生理状态和医生用药理由等综合判断，干预不合理用药问题

查看患者和处方详细信息
并可链接到EMR

可查看医生用药理由



处方前置审核的流程

 在线沟通

改变传统的电话、纸质沟通的方式，提高效率，保存记录



处方前置审核的内容

•剂量范围、给药途径、肝损害剂量、肾损害剂量用法用量

•交叉过敏、成分过敏，包括药物与辅料或食物的过敏信息药物过敏

•超适应症、禁忌症、不良反应诊断相关

•检验值异常不适宜药品审查、检验检查申请单药物与检验检查

•配伍禁忌、配伍浓度、钾离子浓度、门诊输液、TPN审查药物配伍

•性别用药、成人用药、老人、儿童、妊娠期/哺乳期妇女特定人群

•越权用药、围术期用药、细菌耐药率提示抗菌药物管理

•药物相互作用、重复用药、累积剂量
跨科室、跨处方、跨

时段联合审查

(一)   用药合理性与适宜性的审核

28类审核项目，全面监测不合理用药问题。



处方前置审核的内容

(二） 医院药事管理相关规定的审核

根据医院管理要求，结合抗菌药物指导原则等法律法规，管控药品使用，降低药占比。

•审核处方药品用量是否《处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控制大处

方。
超多日用量审核

•审核门诊输液药品是否满足限制科室和限制疾病的要求。门诊输液审核

•审核审核医生开出的处方药品是否在其可以使用的权限范围内，对医

生越级使用管控药品（如特殊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进行警示提醒。
越权用药审核

•审核处方药品是否符合医院医疗特色及相关规定，如遴选不适宜高

价药品的审核。
其他相关审核



处方前置审核的内容

(三） 医保相关规定的审核

结合本地医保规则审查，减少医保拒付风险。

•审核患者诊断，判断是否属于医保药品限制的范围限适应症审核

•审核患者年龄、性别等，判断是否属于医保药品限制范围特殊人群审核

•审核患者用药疗程，判断是否超出医保药品限制范围用药疗程审核



处方前置审核上线前的准备

(1)  处方前置审核流程的确认

• 与信息科、处方前置审核厂商及HIS共同确认前置审核干预部署在处方流转何环节

• 信息科协调HIS配合对院内处方流程进行改造

(2)  处方前置审核药师的安排

• 试运行阶段： 门诊1-3人 住院1-3人

• 正式运行：每个调剂药师都可胜任处方前置审核工作



处方前置审核上线前的准备

 个人电脑——单机版

 医院图书馆官网——网页版

 移动手机——手机App

 医院HIS系统——嵌入式

(3) 处方前置审核流程及软件应用的培训

• 对药师进行审核规则梳理的培训

• 对药师进行处方前置审核流程和功能的培训

• 分批次多次对临床科室进行前置审核流程的培训

(4) 为药师和医生提供医药信息获得工具

• 为药师完成审核规则的梳理提供海量权威的药学知识库支持

• 直接嵌入医院HIS系统，方便医生开具处方时查询用药相关知识



处方前置审核的规则梳理

(1) 审核规则的梳理流程

处方前置审核上线前，运用系

统预置规则库静默审查1个月

左右。

药学人员分科室对采集到

的系统警示结果的合理性

进行人工评判。

药剂科内部经讨论后，对不

符合临床贴近性的警示结

果，采用屏蔽或自定义规则

等形式进行个性化处理。

对于存疑的警示结果，药剂

科汇总后，联合医务、质控

及临床科室讨论沟通，并根

据讨论结果修改审核规则。

第一次规则梳理完成并经

多部门确认结果后，开始

试运行处方前置审核。

运行过程中，针对临床科室

反馈的问题，药剂科牵头组

织多部门讨论，对审核规则

进行优化或补充。

多部门联动，对审核规则做加法和减法



处方前置审核的规则梳理

(2)审核规则优化的案例

药品：卤米松软膏

原审核规则：禁用于真菌感染(依据为卤米松软膏的药品说明书)。

皮肤科反馈：激素软膏禁用于真菌感染，但真菌感染患者同时合并湿疹时，可在湿疹局部应

用激素软膏。

多科室讨论后修改规则：新增合并诊断的自定义判断规则



处方前置审核的规则梳理

(3)审核规则梳理的长期持续性

 对系统最高警示级别的审核规则进行梳理。根据多部门综合讨论的结果，共梳理数据

5000条左右，其中已优化数据115条，新增数据114条。

 新增广东省医保相关规定的审核规则，目前已可根据患者医保类型进行用药审核。下一

步将扩大医保相关规定的审核范围。

 运行过程中：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和医药政策的变化，对审核规则进行新增和再评估，形

成持续的审核规则梳理机制。



处方前置审核规则的梳理

 处方/医嘱的拦截：将审核过程中经常发生，并经各部门共同确认，判定为危及患者用药安全

的“严重问题”，通过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直接拦截，要求医生必须修改，否则不能进入下一

环节。

(4)下一步计划

直接拦截，必须修改



处方前置审核的规则梳理

 审核规则的经验提示:

门诊医生需要：尽可能准确的审核结果信息，减少干扰，避免耽误诊疗流程；

住院医生需要：重复的问题警示信息不再反复提示；

药师需要：尽可能全面的审核结果信息，综合评估后反馈给医生尽可能准确的审核意见；

细化审核规则的经验提示

 对于需要药师结合患者病生理状态综合判断的审核结果警示信息，不在医生工作

站显示给医生，这类问题先由药师人工审核判断后，再将结果反馈给医生。

 对一定严重程度的审核规则的警示频次进行设置，并允许医生选择是否再次警

示，定期对医生选择不再警示的审核规则进行汇总梳理，判断是否需要调整严重

级别或警示频次。



处方前置审核上线

• 第一阶段：门诊3个科室启动处方前置审核；

• 第二阶段：门诊全科室启动处方前置审核；

• 第三阶段：门诊全科室审核的同时，住院部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

启动处方前置审核；

• 第四阶段：门诊和住院同时进行全科室审核；

• 第五阶段：中西医结合分院上线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审方中心）

• 第六阶段：外购处方与院内处方同时审核



处方前置审核的应用效果

2018年6月1日-6月24日

系统审核处方总量 48349

药师人工审核处方量 601

药师干预处方量 391

药师干预后医生修改处方量 340

药师干预率 65.06%

药师干预成功率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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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前置审核应用效果

处方前置审方上线前后，全院处方质量对比



处方前置审核案例分享——用法用量

丙戊酸钠口服溶液的用法/用量超过每日最大常用量过多(最大推荐量：每日
2500mg)。故建议修改用法用量。



处方前置审核案例分享——越权用药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注射剂是特殊使用级别的抗菌药物，不能用于门诊病人。
故建议填写申请单与会诊单。



处方前置审核案例分享——医保规则

药品—法舒地尔注射液

广东省异地就医报销规定：限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管痉挛、脑缺血、肺动脉高压患者在二级及
二级以上医院使用

审查规则：医保患者的诊断不含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管痉挛、脑缺血、肺
动脉高压时，则进行警示。



03 处方前置审核的应用反馈



处方前置审核的应用反馈

 医生的反馈

• 上线初期医生反应较大，前置审核初期收集到较多医生的申诉，但通过不断地调整规则

和培训，医生逐渐接受处方前置审核，目前已经较少收到医生的申诉。

 药师的反馈

• 处方前置审核对药师要求较高，随着处方前置审核中与医生的不断沟通，药师专业水平

有了一定提升。

• 院内处方前置审核的开展是未来处方集中审核的雏形，有助于药学服务向院外延伸，药

师将在更大的平台实现自身的专业价值。

 医院管理部门的反馈

• 医务科反馈用药纠纷有所减少，质控科反馈事后向医生追溯处理用药问题的情况减少。

• 处方前置审核可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用药管理水平，缓解医患矛盾，提升患者满意度。



04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审核规则的临床梳理、优化和完善

审方药师团队的培养和药师专业素质的提升

院方重视，多科室协调配合

分科室上线，推进过程中反复与临床科室沟通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一)  审核规则的梳理、优化和完善

处方前置审核的核心—审核规则

 全面、海量的系统审核知识库是快速建立医院个性化审核规则的基础。

 系统审核知识库长期、持续地更新，才可应对临床实践情况地不断变化。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自带的高效规则维护工具，有利于快速建立贴合医院实际情况的精细化规则。

全面的系统规则

个性化调整

具有临床意义的精

准审核规则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国产药品硫酸羟氯喹说明书内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妊娠期妇女应避免

应用羟氯喹，只有经医生判断患者在接受该药

预防和治疗的受益大于可能的危害时方可使

用。---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最新指南关于羟氯喹的内容：

【妊娠期及哺乳期羟氯喹使用推荐意见】

①羟氯喹是准备怀孕的女性风湿病患者治疗可选择的药

物之一，且应妊娠期持续使用(证据水平1++，推荐等

级A，一致强度100%)；②羟氯喹在哺乳期可以使用(证

据水平4，推荐等级D，一致强度98.9%)；③准备备孕

的男性患者亦可使用羟氯喹(证据水平2-，推荐等级D，

一致强度98.9%)。

系统审核知识库根据最新的指南同步更新审查规则，下调警示级别

更新前：不推荐，红灯警示
更新后：慎用，橙灯警示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系统审核知识库及时更新的重要性

系统审核知识库根据公告同步更新审查规则，上调警示级别

更新前：慎用于儿童，橙灯警示

更新后：禁用于儿童，黑灯警示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高效的审核规则维护工具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二)审方药师团队的培养和药师专业素质的提升

借助信息化工具实现处方前置审核后，药师如何保持和提高审方水平？

 对审核规则的调整、补充才能真正体现药师的水平和价值。

 专科药师通过在药学服务实践中发现患者用药存在的问题，不断补充和完善审
核规则的过程，也是自身审方水平提高的过程。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三)  院方重视，多科室协调配合

 涉及院内处方流程改造，需多部门共同确认处方前置审核部署的环节

 需HIS厂商大力配合，完成处方前置审核与HIS系统的整合



处方前置审核的经验分享

(四)  分科室上线处方前置审核

 分科室分步推进有利于处方前置审核工作在院内快速启动

 门诊处方内容相对简单，审核内容较少，故优先在门诊开展处方前置审核

 住院医嘱审核相对复杂，在门诊推进积累经验后，有利于住院医嘱前置审核
的推进 。

 处方前置审核工作推进过程中，不断与临床医生沟通交流，有助于提高临床
科室对处方前置审核的认可度。



媒体对我院处方前置审核的专题报道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