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会 办公 厅
国卫办医函匚2018〕 822号

关于印发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专家共识等 3个技术文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 :

为进一步规范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和替加环素临床应用 ,我

委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评价细则》和《替加环素临床应用

评价细则》(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
“
医政医管

”
栏 目下载 )。

现印发你们 ,请认真组织学习,持 续提高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和替

加环素等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水平 ,科 学开展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评价工作。

附件 :1。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2.碳 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评价细则

3.替 加环素临床应用评价细则

昀昨公胛 q

(信 息公开形式 :主 动公开)



附件 1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专家共识

近年来 ,我 国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在临床应用中出现了一些

不合理现象 ,部 分细菌对其耐药性呈明显上升趋势。经相关领域

专家多次研究论证 ,对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达成以下

共识。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在治疗感染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对 需氧、厌氧

菌均具有抗菌作用 ,特 别是对多重耐药革兰阴性杆菌 ,如 产超广谱

β
一 内酰胺酶(ESBL)肠 杆菌科细菌具很强抗菌活性。该类药物的

临床适应证广 ,在 多重耐药菌感染、需氧菌与厌氧菌混合感染、重

症感染及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等的抗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上市的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有 5个 品种 :亚 胺培南、

美罗培南、帕尼培南、比阿培南和厄他培南。厄他培南抗菌谱相对

较窄 ,对 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等非发酵糖细菌抗菌作用差 ;其

他 4个 品种的药效学特性相仿。亚胺培南、帕尼培南分别与西司

他丁及倍他米隆组成合剂 ,后 二者分别为肾脱氢肽酶抑制剂及近

端肾小管有机阴离子输送系统抑制剂 ,并 不起到抗菌作用。

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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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使用量逐年上升。全国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监测网数据显示 ,自 ⒛11年 我国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专项整治以来 9我 国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由 zO11年 的 59。

4%降 至⒛17年 的36.8%,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同期由85.1DDDs/

100人 ·天降至 49.7DDDs/100人 ·天。多数类别抗菌药物包括

第三代头孢菌素、喹诺酮类的使用强度均呈下降趋势 ,而 同期该监

测网中心成 员单位 的碳青霉烯类抗 菌 药物使用 强度 由 1.83

DDDs/100人 ·天上升至 3.28DDDs/100人 ·天。在部分地区存

在个别品种应用过多或上升过快的现象。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1。 多重耐药菌

感染患者增多。近年来 ,全 球范围内临床分离细菌对抗菌药物的

耐药性总体呈上升趋势 ,因 而选择该类药物的几率增加。2.免 疫

缺陷/免 疫抑制治疗患者增多。3.部 分医务人员临床应用不合理。

(二 )革 兰阴性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呈上升趋势。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显示,⒛ 17年全国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

伯菌的检出率平均为 9.0%,较 ⒛14年上升了2.6个 百分点,个别

省份检出率最高达到 26.9%。 老年、儿童和成人患者碳青霉烯类

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依次为 10.2%、 9.1%和 7.8%。 碳青

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CRAB)的 检出率持续较高 ,⒛17年 全国

平均检出率为 56.1%,个 别省份检出率最高达到 80.4%。

三、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专家建议

(一 )严 格掌握药物临床应用适应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2015年 版 )》 明确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适应证 :

-3—



多重耐药但对本类药物敏感的需氧革兰阴性杆菌所致严重感染 ;

脆弱拟杆菌等厌氧菌与需氧菌混合感染的重症患者 ;病 原菌尚未

查明的严重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经验治疗。对照这 3个适应证 ,

临床合理应用的重点有 :

1.“ 重症感染
”
是指因感染导致患者出现低血压、低氧血症、脏

器功能损害等临床表现的患者。而对于
“
重症患者

”
,则 需要认真

鉴别是否存在感染后 ,再 决定是否需要使用抗菌药物 ,特 别是碳青

霉烯类药物。

2.多 重耐药菌感染的重症患者才有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的指征。应当提倡耐药菌感染抗菌治疗的多样化 ,对 于一些轻中

度的多重耐药菌感染 ,宜 选择其他类别的抗菌药物 ,如 产 ESBL细

菌所致的轻中度感染也可根据药敏结果选用其他类别抗菌药物。

3.有 用药适应证的患者应当强调病原学诊断,及 时降阶梯治

疗。在应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前 ,必 须送检标本做病原学检查 ,

明确病原及药敏结果时,应 当及时进行病情评估 ,合理采用降阶梯

治疗。

4.按病原菌类别及抗菌药物药代动力学/药 效学特性选择合

适的碳青霉烯类品种。①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帕尼培南及比阿培

南的体外抗菌活性相仿 (最 低抑菌浓度接近),对 于某些重症感染

及广泛耐药菌感染(女口CRE感 染)贝刂应保证足够的用量 ,选 择说明

书或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权威指南推荐给药剂量较大的品种。②厄

他培南可用于 中、重度细菌性感染 ,其 半衰期长 ,可 以一天一次

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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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厄他培南可用于直结肠择期手术的预防用药外,碳 青霉

烯类抗菌药物无其他预防用药指征 ,不 可作为预防用药。

6.多 重耐药定植菌或携带状态 ,不 宜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治疗。

(二 )规 范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在儿童患者 中的应用。近年

来 ,儿 童群体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使用量及耐药性明显上升 ,主

要原因:1。 感染患儿可以选用的抗菌药物较成人少 ,包 括碳青霉烯

类在内的β
一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为主要选择。2.越 来越多的医疗

机构建立了儿科重症监护室,收 治了更多重症感染患儿。

大于 1月 龄儿童的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适应证与成

人相仿 ,在 新生儿及肾功能不全的儿童用药安全性尚未确定。为

减轻细菌耐药选择性压力 ,应 当严格控制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在

感染患儿中的应用。1.严格掌握用药指征。临床科室应当严格掌

握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征 ,按 照规定会诊 ,由 具有相应

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处方 ,并 经药师审核后使用。2.制 定合理的给

药方案。患儿发生感染时,及 时正确留取微生物标本 ,依据标本培

养及药敏试验结果 ,合 理选择相应的给药方案。强调通过病原学

诊断尽早实施 目标性治疗。

(三 )规范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在特殊人群中的应用。该类药

物主要通过肾脏排泄 ,肾 功能不全患者或存在肾功能下降的老年

人需要减量使用 ;肝 功能不全患者使用时一般无需剂量调整。美

罗培南与厄他培南为妊娠 B类 药物 ,有 明确指征时可用于孕妇 ,其

他品种为 C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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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耐药菌医院感染防控力度 ,落实专档管理要求

(一 )力口大医院感染防控力度。手卫生等医院感染基础防控措

施适用于所有耐药菌的防控。应当重视 CRE感 染高危人群的主

动筛查 ,逐 步建立医院 CRE等 耐药菌的筛查制度 ,对 感染及携带

者需进行隔离。·对于 CRAB感 染 ,则 通过加强环境消毒、阻断接

触传播来加强医院感染防控措施。通过强化医院感染防控 ,遏 制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菌株的播散。

(二 )落 实专档管理要求。作为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 ,应 当按

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遏制细菌耐药的通知》

(国 卫办医发田017)10号 )要 求 ,加 强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专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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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评价细则

-、 评价细则说明

1.本评价细则是为评价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合理

性提供参考,供专档管理和督导检查时使用。 ∵

2.所指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包括以下品种:亚胺培南、美罗

培南、帕尼培南`比阿培南、厄他培南。

3.评价表中权重分数高的部分仅代表管理侧重点,并不代表

在临床应用中权重分数低的部分不重要。

4.评价表分为 5部分:适应证、品种选择、给药方案、病原

学及疗效评估、会诊权限。

5.每张表针对 1个病例进行评价,如病例中使用 1个以上碳

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时,进行总体评价。根据不合理情况,予 以

扣分。            、

6.评价表共 100分 ,实行扣分制,扣完为止,最低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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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评价细则

第一都分:适应证 评分说明 分数

①多重耐药但对该类药物敏感的需氧革兰阴性杆菌所

致严重感染,包括血流感染、肺炎、上尿路感染、中枢

神经系统感染、腹腔感染等 ;

②脆弱拟杆菌等厌氧菌与需氧菌混合感染的重症奉者;

③粒缺伴发热等病原菌尚未查明的免疫缺陷患者中重

症感染的经验治疗;

④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感染田。

不符合①-

锪D, 扣 100

分。

第二部分:品种选择评价

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应选用美罗培南和帕尼培南,如考

虑耐药革兰阴性杆菌所致应选用美罗抟南;不宜选用亚

胺培南、比阿培南和厄他培南;

②cRE感染及重症感染应选用推荐剂量较大的亚胺培

南和美罗培南:

③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等非发酵菌的感染不应选

用厄他培南;

④妊娠患者不推荐选用亚胺培南、帕尼培南和比阿培

南;

⑤儿童不推荐选用比阿培南。

违反①一⑤

中任意一条,

每 条 扣 10

分。

第三部分〓用法、用量及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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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法错误;

②用量错误Izl;

③肾功能不全患者,给药方案根据肾功能进行调整⒓l;

④宜单瓶输注,不与任何药物配伍;

⑤厄他培南不得使用含葡萄糖的液体作为溶媒;

⑥本类药物均应避免与丙戊酸联合使用;

⑦亚胺培南应避免与更昔洛韦联合使用。

违反①-⑦

中任意一条,

每 条 扣 10

分。

第四部分:病原学及疗效评估

①使用抗菌药物前有相应病原学送检,指细菌培养 (含

院外有效病原学证据);

②治疗中应有对疗效进行评估的动态实验室检查,如血

常规、降钙素原及细菌培养等。

不符合①扣

⒛ 分 :

不符合②扣

10分

第五部分: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与会诊曰

①处方由具有高级职称的医生开具,须有信息化支持;

②及时请院内或院外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会诊专家进

行会诊,并有会诊记录;

③越级使用仅限24小时内,并有相应病程记录;

④按照“国卫办医发 (2017)10号”文件规定进行专档登

记管理;

⑤对授予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杈的医师有定期培

训及考核并有记录。

不符合①一

⑤,每条扣

10分

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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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1∶习黑早|:

卩l遘用于M盱垡唰 的CRE感染 (如与多黏菌素联用时则cRE的 M1c可为“←匆钿帅o`

使用时∷应加大剂量、延长输注时间并联含其他抗蓠药物。

r,I推桴蒯蠢 (见附录)

I31鄱分地区∷厄他培南在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目录申属于限制使用级,遇此锖枫无爵遨行笫五酃分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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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推荐给药剂量

1.亚胺培南 (剂量以亚胺培南计算)

一般为静脉滴注给药,亦可肌内注射给药,严禁静脉注射给药。

(1)静脉给药

①成人:肾功能正常患者根据感染严重程度、细菌敏感性以及患者体重而定,每日2~3g每 6~8

小时给药 1次;每日最大剂量不得超过 sOm±g或 0·g,且无资料显示剂量超过佗 可提高疗效。

②肾功能减退成人:肾功能减退患者需调整剂量,内生肌酐清除率 sO~,OmVmh者每次 0。犭~

0。sg,每 6~8小时给药 1次;内生肌酐清除率 10~s⑾亚血n者每次 0.25,每 6~12小时给药 1

次;内生肌酐清除率 6~鲴涩血n者每次 0.1z5~0。zSg,每 1z小时给药 1次。血液透析患者应在

透析后给药,连续挂非卧床腹膜透析 (CAPD)患者剂量与内生肌酐清除率(10猁搁血耆同,连

续肾脏替代疗法 (CRRT)每次 0.5~lg,每 日2次。内生肌酐清除率<⒛咧阮血者超过推荐剂量

时癫痫发生率上升。

③新生儿:￠ 天新生儿,一次 20mukg,每 1z小时 1次 ;7刁 1天新生儿,一次 20m±g,每 8

小时 1次;⒉98天新生儿,一次 zOmg/kg,每 6小时 1次。

④儿童:1ˉs个月婴儿,一次 20m±g,每 6小时 1次;3个月△8岁或者体重巛Okg儿童,一次

15mgkg(最大剂量 500mg),每 6小时 1次;体重塾Okg儿冀,一次 250ˉs00mg,每 6小时 1次。

⑤对肾功能损害的儿童 (血清肌酐》纽砻d),尚无足够的临床资料作为推荐依据。

(2)肌内注射

剂量为每次 0.5γ 0.阝g,每 1z小时给药 1次。本品 0。sg和 0。丙g应分别溶解于 1%利多卡因溶液

2ml和 3ml中供肌肉注射。

2.荚罗培南

①成人:肾功能正常患者根据感染严重程度、细菌敏感性以及患者体重等而定,常用量为每次

o。5~1g,每 8~12小时给药 1次;细菌性脑膜炎患者可增至每次 2g,每 8小时给药 1次 ;每日

最大剂量不得超过兔。

②肾功能减退成人:肾功能减退患者需调整剂量j内生肌酐清除率>sO~∞酬棚血者每次 1g,每

8小时给药 1次;内生肌酐清除率“~5伽曲匝n者每次 lgj每 1z小时给药 1次;内生肌酐清除

率 10~犭侧细血者每次 0.sg,每 12小时给药 1次;内生肌酐清除率【I伽Ⅲ洫 者每次 0。sg,每

z小时给药 1次。血液透析患者剂量为每次0.sg,每 z0∷小时给药 1次,每次透析结束后应补充

0.免°CAPD患耆剂量与内生肌酐清除率【⒛Ⅲ细血者同。

③老年人内生肌酐清除率>50删灿血者不需调整剂量,《50ml/mh者按肾功能来调整剂量。

④新生儿宫四 天新生儿,一次 20mWg,每 12小时 1次;⒎28天新生儿,一次 zOmg/kg,每 8

小时 1次。治疗脑膜炎时:彳 天新生丿1,一次 0Omykg,每 12小时 1次;⒎28天新生儿,一次

40mg/kg,每 8小时 1次。

⑤儿童:1个月△2岁或者体重【sOkg儿童,一次 10mmg,每 8小时 1次;l⒉18岁或者体重50kg

儿童,一次 sOOmg,每 8小时 I次。治疗院内感染肺炎、腹膜炎、血流感染以及中性粒细胞缺乏

的感染时,剂量可加倍。治疗脑膜炎时:1个月-⒓ 岁或者体重【sOkg儿童,一次硐mgkg,每 8

小时 1次 ;12冖 1B岁或者体重50kg儿童,一次 zg,每 8小时 1次¤

⑥对肾功能损害患者,如果肌酐清除率每分钟犭 s̄Omyl。 ,3nlz,正常剂量每 12小时 1次 ;如果肌

酐清除率每分钟 10ˉzsml投 。Tsm’ ,正常半量每 1z小时 1次;如果肌酐清除率每分钟<10mV1。T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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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半量每⒛小时 1次。

3.帕尼培南

①成人每日1~纯,每 8~⒓ 小时给药1次 ;

②儿童每日30~60m±g,每 8小时给药1次 ;

③重症或难治感染可增加至每日100mykg,每 6~8小时给药 1次,最大剂量不超过每日zg。

4.比阿培甫

③成人每次sOOmg,每 12小时 1次静脉滴注。重症患者可适当增加剂量,每日最大剂量 1ng。

5.厄他培南

①肾功能正常成人和 13岁 以上儿童剂量为每日1次,每次 1g;3个月~1z岁儿童为每日2次 ,

每次 15mWg,每 日剂量不超过 1g。

②内生肌酐清除率丬咖 者无需调整剂量,内生肌酐清除率乡⑾耐耐n者剂量谓整为每日 1

次,每次⒐5g。

③血透患者如在血液透析前 6小时内给药,透析后需补充给药 0.15⒏ 如在血透时间前超过 6小
时给药,则透析后不需要补充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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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替加环素临床应用评价细则

-、 评价细则说明

1.本评价细则是为评价替加环素临床应用合理性提供参考,

供专档管理和督导检查时使用。

2.评价表中权重分数高的部分仅代表管理侧重点,并不代表

在临床应用中权重分数低的部分不重要。

3.评价表分为 4部分:适应证、给药方案、病原学及疗效评

估、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与会诊。

4.每张表针对 1个病例进行评价,根据不合理情况,予 以扣

分。

5.评价表共 100分 ,实行扣分制,扣完为止,最低 0分。

二、替加环素临床应用评价细则

第一部分:适应证 评分说明 分数

①复杂性腹腔感染、复杂性皮肤和软组织感染、社区获

得性肺炎的重症患者;

②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不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

尿路感染);

③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 (不包括中枢神

经系统和尿路感染)。

不符合①ˉ

③,扣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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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给药方案

①治疗广泛耐药革兰阴性菌感染不宜单药治疗;

②首剂负荷量 100nag,维持量sOmg q1zh;羽 岁儿童 :

Bˉ11岁 ,每 1z小时 1.2naWg,最大剂量为每 12小时输

注 sOmg;12-17岁 ,每 1z小时 sOmg。

③肝功能不全:轻中度肝功能不全患者 ∝hld Pugh分

级A和 B级 )无需调整剂量;重度肝功能损害者 (‘△m

Pugh分级 C级)剂量应调整为首剂 100n△g,然后每 12

/l、时25nlg;

④治疗 HAP或 VAP时 ,可增加剂量,维持剂量可达

100mg qlzh;治疗考虑是CREt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砷

杆菌【CRAB)引起的重症感染可考虑剂量加倍。

违反① ④̄

中任 意 一

条,每条扪

15分

第三都分:病原学及疗效评估

0使用抗菌药物前有相应病原学送检,指细菌培养 (含

院外有效病原学证据);

②治疗中应有对疗效进行评估的动态实验室检查,如血

常规、降钙素原及细菌培养等。

不符合①扣

zO分 ;

不符合②扣

10分

第四都分: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与会诊

①处方由具有高级职称的医生开具,须有信息化支持;

②及时请院内或院外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会诊专家进

行会诊,并有会诊记录;

不符 合①ˉ

⑥ ,每条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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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⑧越级使用仅限 zH.小时内,并有相应病程记录;

④按照“国卫办医发 (2017)10号”文件规定迸行专档登

记;

⑤对授予特殊使用级抗茵药物处方及会诊杈限的医师

有定期培训及考核并有记录。

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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