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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药师业务规范”发布的意义 

为执业药师的业务转型打下基础	

完善执业药师临床实践的操作标准	

强化对药师执业行为的规范化管理	

提升社会药房的专业服务水平	

为执业药师服务获得费用补偿铺平道路	



国务院若干意见等政策的意义 

2月9日	 2月14日	 2月21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
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 
政策的若干意见》 	

积极发挥药师作用。落实药师权利和责任，
充分发挥药师在合理用药方面的作用。要
结合实际统筹考虑， 探索合理补偿途径，
并做好与医保等政策的衔接。加快药师法
立法进程。探索药师多点执业。合理规划 
配置药学人才资源，强化数字身份管理，
加强药师队伍建设。	

2 月 21 日 国务院
发布《“十三
五”国家药品安全
规划》	

执业药师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每万人
口执业药师数超过 4 人，所有零售药店
主要管理者具备执业药师资格、 营业
时有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健全执业
药师制度体系。建立执业药师管理信息
系统。实施执业药师能力与学历提升工
程，强化继续教育和实训培养。	

2 月 14 号，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中国防治慢
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	



“执业药师业务规范”的内容 

1.  总则	

2.  处方调剂	

3.  用药指导	

4.  药物治疗管理	

5.  药物不良反应监测	

6.  健康宣教	

7.  附则	



什么是药物治疗管理（MTM）服务 

ü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就是指药师在其执业实践中承担
患者用药管理职责的专业活动。	

§  需要具备监护标准的专业活动	

§  评估患者用药的适宜性、有效性、安全性、依从性	

§  拟定患者监护计划并做好随访安排	

§  随访并评估患者的治疗目标并调整方案	

§  做到系统和全面（标准化、可量化、可评估、可复制）	



什么促进MTM的产生 
ü 药品品种增多，其专一性和复杂性增加，监测方式发

生改变	

ü 治疗方案复杂性增高，要求医师更熟练药品知识	

ü 市场竞争导致医生处方行为经常被干扰	

ü 社会老龄化，慢性病增多，多医师看病，多处方	

ü 用药风险升高和药源性疾病增多	

ü 医疗费用迅速剧增, 医保需要管理患者的用药	

 	关注点：不仅关注药品安全	 更需关注用药安全	



提出MTM的目的 

ü 让保险受益的患者获得药物治疗利益的最大化，促进药师
与其他医疗团队成员的相互协作，促进患者疾病治疗和用
药监护的连续性。	

ü MTM服务是通过药师实施药物治疗评估，全面解决患者治
疗过程中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药物治疗问题，服务的重点
是解决患者的用药问题，而不是药物本身。	

ü MTM服务既是一种服务模式更是一种商业模式。 	



MTM服务模式的基本要素 
 

患者的药物治疗
评估（整体或目
标评估）（MTR）	

为患者撰写个人
用药记录卡

（PMR）	

与患者一起制定
用药相关行动计

划（MAP）	

实施药学干预和
或转诊患者给医

师	

记录所有的执业
行为并进行随访

评估	



患者监护流程 

采集患者疾病和
用药的信息	

药物治疗评估及
确认患者存在的
药物治疗问题	

与患者一起拟定
监护计划	

对患者进行随访
和评估 	

药物治疗评估方法	



药物治疗评估方法 
ü 指药师运用独特的知识结构、临床技能以及系统的

临床思维方式评估患者的药物相关需求，确认、解
决和预防药物治疗问题的发生，依据循证逻辑做出
合理临床决策的一种问题诊断方法。	

患者药物治疗的 169

下列安全性问题需要优先考虑 ：“这个患者遭受的不良反应是由正在服用的药

物引起的吗？”接下来考虑的安全性问题是：不良反应是否与患者服药的剂量有关

（或成正比）。在药物治疗评估方法中，执业者必须进行临床判断非预期的反应是否

与剂量有关。如果患者的药物治疗问题与药物的剂量相关，解决方法就是继续使用

相同的药物，但要减量服用。给患者服用较低的剂量，或指导患者降低服药频率。

由服用过多正确药物引起的多数治疗问题是可预测的，因为这是药品已知药理作用

的延伸。一般情况下，与剂量相关的问题可通过降低剂量来解决，而与所用药物剂

量无关的反应，则通过更换另一种药品来解决。

患者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是通过评估临床指标（症状和体征）或化验结果，确定

是否与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有关。执业者应不断询问：“这个安全性问题是药物使用过

多导致的吗？”或者“我要通过使用不同的药物来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吗？”

注解　如果你已经判定药物或给药剂量是不安全的，那就意味着患者存在

药物治疗问题。

如果根据你的临床判断，患者的药物治疗是有效和安全的，那你就可以马上评

估患者对给药方案的依从性了（图6-9）。

图6-9　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参数

6.4.5　正确理解患者的依从性（顺应性）

药物治疗评估方法的标准思考流程是：执业者需要在评估患者依从性之前，做

出适应证、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临床判断。

注解　虽然人们已意识到“顺应性”一词的争议，仍选择在某些情况下继

续使用它。关于备选措词（依从性、一致性），尚无共识。这里用这一词是特

定说明顺应某一用药方案，而不是遵守家长式或权威式的命令。

药物相关需求	 药物治疗问题	

适应证	 1.不必要的药物治疗 	
 2.需要增加药物治疗	

有效性	 3.无效药物	
4.给药剂量过低	

安全性	 5.药物不良反应	
6.给药剂量过高	

依从性	 7.不依从或不顺应	



1.  治疗方案和监护屡次发生变化；	

2.  多科室就诊或多名医生处方的患者	

3.  至少患有2种以上的慢性疾病的患者；	

4.  至少使用5种或以上治疗药物的患者；	

5.  服用高警示药品和用药依从性差的患者	

6.  年度药物治疗费用超高的患者。 	

MTM主要服务对象 



学习策略和实践方式 

ü 自学	

ü 培训	

ü 辅导	

ü 演讲	

ü 交流	

ü 研讨	

ü 竞赛	

ü 疾病预防宣传海报	

ü 发放宣传单页	

ü 为慢病患者制作用药清单	

ü 患者健康教育讲座	

ü 提供有价值的检测服务	

ü 开展疾病筛查服务	

ü 开展慢病用药监护服务	



如何审计企业和门店的情况 

布局	

形象	

宣传	行为	

工具	

制度	



如何审计执业药师个人的学习状况 

着装	 学习	 行为	 知识	 记录	



企业如何借助业务规范实现转型 

ü 药店布局重新升级换代	

ü 改变药店的传统模式           	

ü 门店POP形象变革	

ü 门店的商业形象变革	

ü 药店+药师服务区域	

ü 药店+处方药房           	

ü 价格变疾病预防宣传	

ü 促销形象变专业形象	



从践行业务规范展示实践成果 

ü 印制小册子	

ü POP和KT板展示	

ü 制作服务流程	

ü 服务体验的交流和演讲	

ü 撰写案例和评比	

ü 撰写科普文章	

ü 开展知识竞赛	

ü 开展宣传比赛	



执业药师实训基地的内部建设 

药房
面积	

药房
设置	

设施
设备	

人员
配备	

服务
体系	

教学
体系	

管理
体系	



执业药师实训基地的外部建设	

ü 实训基地的一套管理规范	

ü 实训基地的建设标准	

ü 实训基地的申请与审批制度	

ü 实训基地评估和验收细则	

ü 实训基地的学员招收与考核	

ü 实训基地代训学员的收费标准	

ü 实训基地带教老师的训练和考核	



实施执业药师技术分级的思路 

ü 各个级别门槛的设置	

ü 各个级别相应可以胜任的岗位设置	

ü 各个级别需要的知识结构和实践技能	

ü 技术分级的评级方法	

ü 技术级别备案制与继续教育相匹配	

ü 建立执业能力的抽检制度	



学习业务规范的参考资料 

ü 药学专业基础	

ü 药剂学、药理学	

ü 生物药剂学	

ü 国家处方集	

ü 临床用药须知	

ü 疾病基础知识	

ü 临床药物治疗学	

ü 药学监护实践方法	

ü 疾病临床治疗指南	



执业药师个人技能的培养 

ü 学习能力	

ü 沟通和指导能力	

ü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ü 临床的逻辑思维能力	

ü 审核处方能力	

ü 采集患者信息能力	

ü 患者用药评估能力	

ü 书写药历能力	

ü 撰写科普能力	



结语 

ü 互动沟通	

ü 挖掘潜力	

ü 调动活力	

ü 推进发展	

ü 提升水平	

ü 创新意识	

ü 开动脑筋	

ü 积极思考	

ü 主动投入	

ü 组织引导	



康 震	
MOBILE：13601262178,   	

EMAIL：hgus3191@vip.163.com 	

QQ:1090927106          	

微信号：Kangzhen118 以及Pharmcare	

新浪微博: (康震药师）http://weibo.com/1098120445	

新浪博客:（一位传播药学价值的人）http://blog.sina.com.cn/kangzhen118	

Thank you! 


