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情提醒
敬请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前不久， 一位新妈妈来信
问： 疾控中心的医生说疫苗有
“单价疫苗 ” 和 “多价疫苗 ”，
这个 “价” 是什么意思？ 哪种
疫苗更好？

只含有单一的抗原成分的
疫苗被称为 “单价疫苗”， 单价
疫苗只能预防一种传染病或一
种型别的病原体感染； 两种以
上抗原成分按照适当比例混合
制成的疫苗称为 “多价疫苗 ”
或 “联合疫苗”， 用多价疫苗预
防接种也被医生称为 “联合免
疫”。

那么， 单价疫苗和多价疫
苗哪个更好呢？ 多价疫苗会不
会比单价疫苗产生更多的副反
应呢？ 不同的抗原放在一起会
不会相互干扰呢？ 临床试验的
结果表明， 使用多价疫苗联合
免疫往往优于使用单价疫苗多
次接种。 多价疫苗联合免疫时，
免疫效果与单价疫苗相似或者
更佳， 而且未增加疫苗的副反
应。

例 如
麻疹-风疹
联合疫苗、

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疫苗 、
麻疹-风疹-腮腺炎-水痘联合疫
苗与单价麻疹疫苗比较， 对麻
疹的预防效果相同， 且没有增
加疫苗的副反应； 含有百日咳
成分的联合疫苗与单价百日咳
疫苗对百日咳的免疫效果相似，
也未增加疫苗的副反应； 而甲-
乙型肝炎联合疫苗预防接种的
效果优于分别接种甲型肝炎疫
苗和乙型肝炎疫苗。

不仅如此， 联合免疫还减
少了儿童的接种次数， 提高了
疫苗接种率， 减少了疫苗运输、
存放、 接种的成本。 因此， 目
前的免疫程序中， 越来越多地
使用多价疫苗联合免疫代替了
单价疫苗反复接种。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 蔡晧东

何谓单价疫苗和多价疫苗？
������近些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膳食结构的改变、 缺乏运动、 工作生活
压力的增加， 血脂异常人群呈明显增多
趋势。 最新资料显示， 我国目前至少有 2
亿血脂异常患者， 而国民对血脂异常危
害性的认识却存在 “三低” 现象 （知晓
率 10.9%， 治疗率 6.8%， 达标率 3.5%）。

血脂异常中的高胆固醇血症是导致
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
的重要原因之一。 血脂异常的治疗一方
面要改变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要使用调
脂药物。 在众多调脂药物中他汀类药物
是目前世界各国研究最充分、 作用机理
最明确的药物， 是目前唯一能降低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总死亡率、 唯一
能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甚至逆转斑块
的药物。 临床实践证明， 他汀类药物治
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有着神奇
的功效。

但药物也具有二重性， 它既有治病
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致病的的一面 （不
良反应）。 他汀类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是
肝功能损害和肌病， 几十年的临床实践
证明， 只有大剂量强化他汀治疗 （如阿
托伐他汀每天 80 毫克） 才有可能发生肝
功能损害和肌病。 小剂量 （如阿托伐他
汀每天 20 毫克） 和中等剂量 （阿托伐他
汀每天 40 毫克） 是安全的。 因此， 当疾
病需要使用他汀类药物时应放心地使用
江西南昌市第三医院副主任医师 李钦俦

■家庭用药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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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光 临床上注射用药有许多
需要避光保存和使用， 如喹诺酮
类的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莫西沙
星氯化钠注射液、 加替沙星注射液
等， 需避光缓慢滴注； 维生素类，
加入葡萄糖注射液中使用时需要
避光； 噻嗪类药物如盐酸异丙嗪、
盐酸氯丙嗪等， 见光易氧化变色，
静滴时须注意避光； 芳胺类药物
如对氨基水杨酸 ， 易发生一系列
化学反应而呈明显红棕色， 滴注
时若出现溶液颜色深于刚配制时
的颜色则不能再滴注； 酚类药物
如肾上腺素、 异丙肾上腺素等， 容
易氧化变质， 应注意避光滴注； 抗
肿瘤药物如顺铂、 卡铂、 吡柔比
星、 长春新碱等， 由于其化学结构
的特殊性， 在光照下容易发生聚
合、 裂解等反应， 均需避光保存和
使用等。

密封 易挥发的药品 ， 如碘
酒、 红花油以及其他含酒精的药
物制剂 。 易被空气氧化的药物 ，
如亚铁盐、 亚汞盐类药品， 易被
氧化成高铁 、 高汞 ； 酚类药物 ，
如肾上腺素等， 在空气中遇光被
氧化后即失效； 油脂及含油脂软

膏， 可因氧化而酸败； 挥发油类，
易被氧化变质而产生臭味、 沉淀
或变色； 维生素 C 氧化生成去氢
维生素 C 等。

防热防冻 胶囊剂， 如维生素
E 胶丸、 鱼肝油等软胶囊， 受热可
出现囊壳软化、 内容物漏出、 粘连
等情况。 栓剂， 如太宁栓、 美沙拉
秦栓等， 如果温度过高可导致栓剂
熔变、 变质， 无法正常使用 。 醑
剂、 酊剂等， 在高温下其中含有的
挥发性成分更易挥发， 导致有效成
分的流失。 胰岛素、 生物制剂等，
如胰岛素、 干扰素类、 疫苗等必须
在冰箱 2℃-8℃保存， 否则容易变
质失活。 糖浆剂， 如止咳糖浆等，
如果保存温度太低， 容易析出结
晶， 从而使药效降低。 乳膏剂， 若
保存在温度过低的地方容易发生基
质分层， 影响均匀性和药效。

防潮 片剂受潮后会发生松
片、 裂片、 变色、 粘连的现象。 散
剂、 颗粒剂等， 散剂、 小颗粒比表
面积大， 易吸收， 进而出现结块等
问题。 泡腾片吸湿可导致制剂中的
酸碱组分在储存时发生化学反应，
在正常使用时无法起到理想的泡腾

效果 。 胶囊剂在高湿度
环境中 ， 囊壳会因吸湿
而变软， 胶囊质量下降。
含淀粉 、 糖类等成分的
制剂 ， 受潮后更容易发
生霉变 。 含易水解 、 潮
解药物的制剂 ， 受潮后
会加速药物的变质 ， 例
如阿司匹林在干燥情况下较稳定，
当它受潮后会渐渐分解成酸性物
质， 对胃肠道有较大的刺激性。

防细菌污染 含蔗糖、 淀粉以
及一些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制剂， 如
中药制剂， 在储存过程中应注意防
止微生物污染， 尤其在开启后但又
未完全使用时更需注意， 以减少相
关成分发生霉变。 一些无菌制剂
（如滴眼剂） 虽然在其中添加了一
定的抑菌剂， 但使用后仍要及时封
闭， 减少制剂与外界的接触时间，
避免细菌过量繁殖。 还有一些无菌
制剂 （如手术用制剂） 属于一次性
使用型， 里面未添加抑菌剂。 储存
时更应注意环境的洁净程度， 避免
在储存时染菌导致使用时出现感染
的危险。

莫鹏 田英超

药物储存禁忌多

������益生菌是一种活的微生
物， 给予适量时对宿主健康起
有益作用。 益生菌在儿科广泛
应用于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乳
糖不耐受的治疗 、 儿童腹泻
病、 化疗相关性腹泻、 幽门螺
杆菌感染、 功能性便秘等胃肠
道疾病辅助治疗。 但益生菌使
用不当时， 可能会影响治疗效
果， 甚至发生不良反应， 所以
使用时应多加注意。

免疫功能受损或有基础疾
病的患者应慎重使用 国外有
个例报道： 免疫功能受损的患
者发生与乳杆菌相关联的心内
膜炎、 肺炎和脑膜炎； 有免疫
功能受损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发生布拉酵母菌或枯草杆菌菌
血症。 因此， 对特殊人群使用
这些菌株时应引起重视。

注意是否含有牛奶成分
部分益生菌中含有牛奶成分，
会导致牛奶过敏的患儿发生过
敏症状； 一些益生菌中含有能
诱发炎症的麸质蛋白， 可能会
加重乳糜泻患者的病情。

不与抗生素同时使用 益
生菌为活的微生物， 应避免与
抗生素同时服用。 若需同时应
用抗生素， 应加大益生菌剂量
或错开服药时间 ， 最好间隔
2-3 小时以上。 布拉酵母菌、
酪酸梭菌和芽胞杆菌制剂对抗
生素不敏感， 可以与抗生素同
时使用。

不盲目追求多种菌联合使
用 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多种益
生菌联合使用较单一药物有更
好的临床疗效。

使用应个体化 肠道菌群
紊乱的程度和方式存在个体差
异， 不同患者对同一药物同一
剂量的效果可能出现差异， 选
择使用时应该个体化。

王婷

益生菌、抗生素
宜错开服

������如今， 随着预防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药箱， 尤其是老人多的
一些家庭， 储存的药物高达几十种。 但很多慢性病患者用药是一个长期过程， 如何把这些
药物更好地储存起来， 才能确保药物不失效？ 火箭军总医院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童卫
杭说， 储存药物其实也有一些禁忌； 临床用药、 家庭用药都应注意。

正确看待
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