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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食品药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荣誉出品

������去年 12 月， 有药师发文质
疑被大量使用的儿科 “神药 ”
匹多莫德， 认为目前匹多莫德
缺乏高质量可靠临床研究证实
该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存在
滥用的情况， 文章发出后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3 月 9 日 ，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 为进
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决定
对匹多莫德制剂说明书进行修
订， 缩小了适应症范围， 并明
确指出 3 岁以下儿童禁用。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提供的修订信息， 修订
后匹多莫德的适应症只用于慢
性或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和
尿路感染的辅助治疗， 删掉了
其他一些急性期的感染、 耳鼻
喉科感染以及妇科感染。 同时，
不良反应也增多了。 上市后监
测和文献资料可观察到以下不
良反应：

消化系统损害 偶见恶心、
呕吐、 腹泻、 腹痛、 胃部不适、
口干、 腹胀、 食欲异常、 胃灼热
等， 罕见肝脏氨基转移酶升高等。

皮肤及其附件损害 偶见可
致皮肤过敏 （包括皮疹和瘙
痒）、 皮肤潮红等； 严重者可罕
见皮肤、 粘膜溃疡。

神经系统损害 偶见头晕、
头痛、 眩晕等。

其他 偶见胸闷、 发热、 嗜
睡、 心悸、 面部水肿、 唇部水
肿等。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修订
明确指出 3 岁以下儿童禁用该
药。 在用法用量上规定 ： 3 岁
及以上儿童及青少年： 每次 0.4
克， 每日 2 次， 不超过 60 天。
成人： 每次 0.8 克， 每日 2 次，
不超过 60 天。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要求， 所有匹多莫德制剂生
产企业均应依据 《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 按照匹
多莫德制剂说明书模板， 提出

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 ， 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报省级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
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说明书及标
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
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
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
标签予以更换。 各匹多莫德制
剂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
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 采
取有效措施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
题的宣传培训， 指导医师合理用
药。 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匹多
莫德制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 ，
在选择用药时， 应当根据新修
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
析 。 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 ，
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药学部

蒲思伊 陈广泰

������读者舒先生咨询： 我前几个月一直
咳嗽， 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慢阻肺， 吃
药后症状有所好转，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
可以停药？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黎
淑贞回复： 慢阻肺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
性疾病， 急性期的及时治疗很重要， 而
稳定期的管理同样重要。

很多慢阻肺患者一旦出院， 症状
稍缓解就不再好好用药 。 研究表明 ，
前一年慢阻肺急性加重可以预测下一
年再次出现急性加重。 因此有过住院
史的慢阻肺患者更需要重视平时的用
药和管理。

慢阻肺患者出院后需要按照医嘱规
律吸入或口服药物， 药物治疗的目的是
减轻症状， 减少急性发作的频率和严重
程度， 并改善健康状态和运动耐量， 患
者切记不可自行停药。 如若减药或停
药， 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进行。

生活中， 慢阻肺患者要尽量戒烟，
做到家中无烟， 同时留意室内和室外环
境污染。 日常可以进行适量的体育运动
及康复治疗， 运动训练可改善运动耐
量， 减轻呼吸困难症状及疲劳感。

������血液粘滞度增高是导致血栓形成
的主要原因之一。 己酮可可碱缓释片
（舒安灵） 可增加红细胞变形能力， 降
低血液粘滞度， 增加白细胞可变形性，
抑制中性粒细胞的激活， 粘附和聚集，
增加血液流动性， 降低血浆中纤维蛋
白原的含量， 抑制血小板聚集， 扩张
血管， 预防血栓形成。 该药也是多部
指南的推荐用药。

适应症 缺血性脑卒中、 脑卒中后
遗症、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 糖尿病
患者微循环障碍 （如糖尿病足等）、 周
围血管病 （如慢性闭塞性脉管炎等）。

用法用量 饭后口服 ， 一次 1 片
（0.4 克）， 一日 1~2 次。

不良反应 头痛头晕、 腹胀腹泻、
恶心、 呕吐等。 急性心肌梗死、 严重
冠状动脉硬化、 脑出血和视网膜出血
患者禁用。 低血压患者慎用。
江西南昌市第三医院副主任医师 李钦俦

������生活中， 一些青少年因先天性原
因出现肢体不等长， 为了改善先天不
足或者肢体不等长， 医学上可以通过
肢体延长的方法来达到矫治及增高的
目的， 而肢体延长术就需要用到一个
最重要的仪器， 就是伊氏架。

伊氏架应用非常广阔， 不仅仅适
用于肢体延长。 由于人的骨骼具有很
大的再生和极大的可塑性， 在一定程
度上可使骨骼生长或缩短， 通过对活
体组织的一个缓慢持续牵伸所产生的
一定张力， 能够激发和维持某些组织
的再生及活跃生长， 给骨骼一个合适
的牵引力， 骨骼及其附着的肌肉、 筋
膜、 血管和神经就会同步生长， 使人
体的某些先天性缺如或后天畸形得到
矫正和修复。 伊氏架还可以用于治疗
复杂骨折、 先天性髋关节疾病、 胫骨
假关节、 足畸形、 关节僵硬、 O 型腿、
X 型腿及上肢短缩畸形等疾病。 在骨
科疾病治疗方面有独特的效果， 具有
创伤小、 疗效好等优势。

伊氏架技术是采用多平面细克氏
针贯穿肢体和骨组织， 并连接环形固
定器， 再用 3~4 个螺丝杆组装成三维
立体结构。 这种设计固定牢固， 技能
消除剪力和旋转力， 又能发挥其单纯
的牵伸力。 而伊氏架在肢体延长手术
的应用是根据组织在一定应力刺激下
再生的生物学原理， 应用现代骨科截
骨术， 在大腿或小腿把已经闭合的骨
生长线重新打开， 在体外安装具有牵
伸作用的伊氏架外固定器， 根据每个
人组织再生的能力和特点 ， 每天以
0.5~1 毫米的速度将肢体缓慢地延长，
保持一定的牵伸力， 早期负重并根据
X 线片情况增加或减慢延长速率、 频
率， 是取得延长成功的关键。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陈钰

伊氏架

舒安灵片
降低血液粘滞度

匹多莫德说明书修订
3岁以下禁用������近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到各类“安全” 问题， 其中，
关注最多的有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 近期，
又一款儿科神药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

慢阻肺患者
不可自行停药

■家庭用药 ABC

������小张的孩子现在 14 个
月大， 还在母乳喂养， 但前
几天她不小心感冒了， 吃了
3 天四季感冒片和蒲公英颗
粒， 但越来越严重， 又去医
院输了依替米星。 这种情况
下要终止哺乳吗？ 如不需
要， 该如何继续哺乳？

硫酸依替米星， 为新型
的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 血
消除半衰期约为 1.5 小时 ，
即代谢一半药物所需时间大
约为 1.5 小时。 24 小时内在
尿中的排泄量约为 80%左
右， 健康成人每日足量给药
1 次 （一般使用的剂量为
300 毫克）， 即使连续给药 7
日， 血中也无明显的蓄积。
主要的不良反应还是耳、 肾
毒性， 但较传统的氨基糖苷
类药物为轻， 对于哺乳期妇
女仍主张在用药期间暂时停
止哺乳。

根据上述小张的用药情
况 ， 母乳中药物的含量很
少， 不会超过母体用药剂量
的 1%～2%， 其中仅仅有部
分被乳儿吸收， 通常不致于
对乳儿造成明显危险， 故除
少数药物外无需终止哺乳。
且小张使用的药物还是相
对安全的 ， 待药物代谢完
全后考虑恢复哺乳 （如依
替米星停药后 3～4 天）。 哺
乳期间运用抗菌药物如需
继续哺乳 ， 青霉素和头孢
菌素相对安全 。 可以调整
哺乳时间 ， 为了减少宝宝
吸收的药量 ， 乳母可在哺
乳后马上用药， 并尽可能推
迟下次哺乳时间， 至少要隔
4 小时， 以便更多的药物排
出乳母体外， 使乳汁中的药
物浓度达到最低。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石浩强

哺乳期输注依替米星
影响哺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