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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患者安全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2017 年 3 月，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第

三个全球患者安全挑战：
药无伤害，
呼吁在未来 5 年内将所有国家严重的、
可避免的药物相关伤害减

少 50%，
并制定了用药安全战略行动框架。2019 年 6 月，
WHO 发布了《高风险情况下的用药安全》、

《多重用药时的用药安全》和《医疗照护过渡期的用药安全》等 3 份技术报告，
以促进各国尽早采取有
效的规划和行动，
解决用药安全领域的问题。2021 年 4 月，
WHO 召开了“药无伤害”网络会议，
强调实

现“药无伤害”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2021 年 5 月，
WHO 发布《2021—2030 全球患者安全行动计

划》，
该计划将用药安全作为第三个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任务，
并针对这项任务提出了 4 个方面的行
动 ：政府行动、医疗保健机构行动、利益相关者行动和 WHO 行动。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18 年 4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患者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着力推进患者用药安全工作。第三个
全球患者安全挑战目标的实现，
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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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ient safety is a serious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In March 201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leased the 3rd global patient safety challenge: Medication Without Harm, called for
reducing serious and avoidable drug⁃related injuries in all countries by 50% in the next 5 years, and formu⁃
lated a strategic action framework for medication safety at the same time. In June 2019, WHO released
3 technical reports, including medication safety in high‑risk situations, medication safety in polypharmacy,
and medication safety in transitions of care, so as to promote countries to take effective planning and a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medication safety. In April 2021, WHO held a " Medica⁃
tion Without Harm" network conference, emphasizing that it′s an arduous and long⁃term work to achieve the
goal. In May 2021, WHO issued the global patient safety action plan 2021—2030, which took medication
safety a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the 3rd strategic goal, and put forward 4 actions for this task: actions for
governments, actions for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actions for stakeholder, and actions for the
WHO. China′s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issued the notice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patient safety management in April 2018, focusing on promoting patient medication safet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3rd global
patient safety challenge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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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而
用药安全是患者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安全用
药和用药错误是可以预防的伤害。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是 用 药 安 全 最

重要的倡议者、组织者和推动者。2017 年 3 月，

WHO［1］发布了第三个全球患者安全挑战：药无伤
害，呼吁在未来 5 年内将所有国家严重的、可避免
的药物相关伤害减少 50%。2019 年 8 月，WHO［2］对

2007 年首次发布的《患者安全 10 个事实》进行了
第 4 次更新，再次强调了用药安全的严峻形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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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球不安全用药每年造成数百万患者受到伤害
和大约 420 亿美元的支出，这一支出约占全球卫生
总支出的 1%。2021 年 4 月，WHO 全球患者安全网

召开网络会议，研讨“药无伤害”挑战取得的进展和
面临的问题 。2021 年 5 月，
WHO 发布了《2021—
［3］

［4］

2030 全球患者安全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中将用
药安全作为第三个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任务。

WHO 在发布第三个全球患者安全挑战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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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并寻求解决办法。首先，开展多重用药的风
险审查，包括确定治疗目标、确定必要及不必要药
物、评估是否达到治疗目标、药物风险、成本效益及
确定患者能否按照预期配合治疗等。其次，应加强
多重用药管理。针对多重用药问题，应做好以下
5 项工作。
（1）提高患者对多重用药的认识，可以预

防和早期发现不适反应；
（2）对医师、药师和护士等
人员开展用药安全管理的教育培训；
（3）重视多药

定了用药安全战略行动框架，以重点领域为切入点

联用与药物相互作用；
（4）将患者视为关键利益相

来减少不安全用药和用药错误带来的药物相关伤

关者，让患者、家属及护理人员有机会参与到用药

害” 。用药安全战略行动框架主要分为 3 个方向：
［5］

一是要求各国在高风险情况用药、
多重用药、
医疗照

决策过程；
（5）加强监测与评估［7］。
医疗照护过渡包括患者在家庭、医院、养老机

护过渡期用药 3 个关键行动领域（key action areas）

构等场所间的转移，也包括医疗照护专业人员之间

努力；
二是要求各国召集本国专家设计具体的行动

的轮换。WHO 指出，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的用药

方案，在患者与公众、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药物、以

错误发生在医疗照护的过渡期。提高医疗照护过

及用药系统与实践等 4 个领域，推进用药安全实

渡期用药安全的关键战略包括：第一，与患者、家属

践；三是提高药物伤害有关数据的监测质量，确保

及照护者合作，就治疗计划达成一致，鼓励患者学

在治疗过程中以患者为中心提供用药安全的行动

习用药知识、上报药物不良事件并适当使用工具等

指南，
使患者能够安全地管理自己的药物。2019 年

促进药物管理。第二，在所有医疗照护过渡节点实

6 月，WHO 发布了《高风险情况下的用药安全》 、
［6］

《多重用药时的用药安全》 和《医疗照护过渡期的
［7］

用药安全》 等 3 份技术报告，以促进各国和主要利
益相关者尽早采取有效的规划和行动，解决用药安
［8］

全领域的问题，
保护患者免受伤害。
不安全用药或用药错误所导致的重大伤害往
往与高风险情况密切相关。导致高风险情况的主

要因素有 3 个，药物因素、医务人员与患者因素以

施结构化的药物重整流程，可以通过与患者面谈并
进行信息验证，建立准确的用药史，协调和更新药
物清单，同患者及交接的医疗照护者沟通药物的变
化，确保患者拥有最新的药物清单并能够安全地管
理药物。第三，提高医疗照护过渡期信息的质量和
可用性，确定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以验证过渡期的
用药史。第四，提高医疗照护工作者的专业能力，
促进医疗、护理和药学工作人员间的药物协作管

及系统因素。药物因素包括使用高警示药品，该类

理。在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下，可通过规划和投资

药品通常是治疗指数较低的药品。应定期更新高

以提高工作人员胜任力［8］。

警示药品清单，帮助医务人员关注自己工作场所的
特定风险。在强调一些全球公认的高警示药品的
同时，清单的制定应结合本国或本地的实际情况，

为加快第三个全球患者安全挑战战略目标的

落实，WHO 于 2021 年 4 月召开了“药无伤害”网络

会议，强调了人力资源、文化、沟通和有意义的患者

列入当地最常见的、易发生用药错误或不良事件的

参与在减少与药物相关的伤害和错误方面的重要

药品。医务人员因素包括不良处方（过度处方、不

性，强调药物安全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卫生保健领

足处方和错误处方）和配药、给药疏失等，错误可能

导采取可持续行动的必要性，强调了实现“药无伤

发生在药物治疗过程的任何阶段。药物不良事件
最常发生在婴幼儿和老年人，住院患者较门诊患者
更易发生。系统因素包括医院环境、人力资源、工

作流程等。用药错误通常是上述 3 个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WHO 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6］。

害”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并提出将在 2021 年下

半年推出药物安全政策简报，包括药物安全解决方
案，以及关于用药安全的系列网络研讨会，分享宝
贵的经验教训和解决一些问题［3］。

2021 年 5 月，WHO［4］发布了《2021—2030 全球

多重用药目前通常指同时服用 5 种及以上药

患者安全行动计划》，该计划中将用药安全作为第

病患者增加，多种药物同时使用者的占比将会上

4 个方面的行动。
（1）政府行动：政府应尽早采取行

物。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慢性疾
升。因此，各国应优先提高对与多重用药相关问题

三个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任务，提出要加强
动，保护患者不受高风险情况用药、多重用药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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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照护过渡期用药的伤害；召集卫生系统领导、专

管理，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优化流程，实施药品采

家和医务人员以多学科方式制定行动计划，应对

购、储存、调配、使用全程管理。加大对抗菌药物、

“药无伤害”挑战；建立适当的机制，包括工具和技

抗肿瘤药物、抗凝药物、高警示药物、毒麻精放等重

术的使用，以提高患者对药物及其使用过程的认

点药物类别的管理力度。积极开展用药咨询、用药

识，提高患者自身安全管理药物的能力；指定一名

教育、用药干预、药学监护、药物合理使用监测和评

国家协调员负责“药无伤害”挑战项目；
鼓励上报药

价工作，推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物不良事件和用药错误。
（2）医疗保健机构行动：在

尽管实现将严重的、可预防的药物相关伤害减少

医疗保健机构内成立“药无伤害”领导小组，在国家
法律法规和药物管理规章制度下，定期开展评估；

50% 的目标还很艰难，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只
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医疗保健机构应有一名专员或一个团队负责用药

利益冲突

安全；提高对用药风险的认识，在每项临床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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